
韓國的兩個會

防不勝防
小狸有一個朋
友，本身有互聯網
技術方面的背景，

深知網絡對隱私的掠奪，平日非常注
重保護個人信息，加上為人本就淡
泊，所以幾乎從不在微博、微信、
Facebook等社交媒體上「露臉」，和
動不動就發張自拍再配個定位的人們
比起來，他的人設自然就帶着「神
秘」二字。他最近在哪？做什麼？長
相有什麼變化？無人得知。而我的朋
友，就躲在自己的神秘殼裡，怡然自
得，那是他舒服的生活方式。然而就
在最近，神秘人卻意外「破功」了。
破功並不是因為他變了性情成了「發
（朋友）圈愛好者」，而是因為他換了
工作，新工作的同事中恰好有一位交遊
甚廣、與他擁有很多共同朋友的業內舊
友，而舊友又是進取型的雞血員工，動
不動就要po開會照片、培訓照片、工作
討論照片、團隊氣氛照片等等，還要配
上詳細說明。這些照片中，時常就會看
到神秘人已經不再神秘的身影，而詳細
的說明，更是讓神秘人的工作狀態一覽
無餘。總之一句話，他「被」破功了。
甚至，不少認識的人還會在舊友的帖子
下和他打招呼扯閒篇，讓不愛交際的朋
友尷尬不已。
小狸講這個故事，是想說明一件
事：如今互聯網對隱私的侵蝕，已經
進入了更新的階段——「被動暴露」
的防不勝防階段，用某傳媒人的話
說：「我們的隱私就像二手煙，即便
自己不願暴露，我們周圍的朋友、家
人也會分享。」
不知不覺間，互聯網與隱私的較
量，其實已經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大家驚覺無孔不入的互
聯網已經對個人隱私造成了威脅，於
是人們驚恐、抱怨、然後嘗試反抗，

反抗方式包括隱去真名換成網名、不
讓網站使用cookie、不讓手機記住密
碼、關閉智能電話定位、快遞地址寫
小區保安以及扔快遞箱時塗掉姓名地
址等等。
第二階段，人們開始動搖。一是發

現第一階段的抵抗似乎並沒有什麼作
用，每天還是會接到無數垃圾短信和
電話，無論是買了房裝了修還是生了
娃，一個產業鏈的服務商都會緊跟着
來問候。訪問的網站，永遠「比你還
了解你內心的慾望」，瀏覽器看個資
訊，到購物APP上就會精準推送相關
產品。另一個是巨大的誘惑和便利讓
一部分人開始屈服，於是，「不同意
隱私條例就不能使用APP」的霸王條
款被很多人通過了；因為很想回帖而
輸入了手機號碼接收驗證碼；想吃現
成的而在外賣軟件上輸入門牌號碼；
明知道有安全隱患卻依然裝了攝像鏡
頭監控假期中的娃。
第三階段，科普爆料文章愈來愈

多，人們這才明白今天的GPS定位已
經可以精確到米，人工智能也已經可
以根據各種大數據綜合分析並不斷修
正出你的真實地址，根本不用看你企
圖讓快遞送到哪裡。你所有自以為厲
害的防禦，在今天的科技面前其實都
只是螳臂當車。
至於第四階段，就是前面提到的

「被動暴露」階段，這個階段讓那些
斷了網、棄用智能手機、返璞歸真的
人們保護隱私的希望也破滅了。據報
道，費蒙特大學和阿德萊德大學科學
家團隊的最新研究表明：即便一個人
註銷了社交網絡，但他朋友們的在線
動態和文字依然提供了高達95%的
「潛在的預測準確性」。
網絡時代，沒有神秘人，只有透明

人，防不勝防。

去了韓國一趟，主要
有一個關於我個人文學

事業研討會和論壇在這裡舉行。
韓國的漢學非常發達，據韓國的朋
友說，全韓國有二百六十家大學有中
國文化研究和中國語的學科和學會，
漢學的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現代華
文文學」的研究。
本次研討會是由韓國兩家大學──
首爾外國語大學和濟州大學為主導
的。據主辦機構發佈的官方消息如
下：
由韓國世界華文文學協會、韓國中
國現代文學學會、社團法人韓國現代
中國研究會等單位主辦，在韓國外國
語大學與世界華文文學聯盟、世界漢
學研究會、濟州大學等單位的共同參
與下，定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在韓國外國語大學（首爾）召開。
「第十一屆中華名作家國際文學論
壇：潘耀明文學事業研討會」，於四
月二十七日在濟州大學（濟州）舉辦
「第五屆韓國世界華文文學論壇：潘
耀明與世界華文文學」。依託「第十
一屆中華名作家國際文學論壇」與
「第五屆韓國世界華文文學論壇」，
在韓國首爾舉行「潘耀明（彥火）文
學事業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濟州舉
辦「潘耀明與世界華文文學」。首爾
舉辦的論壇偏重於較嚴格的學術性；
濟州舉辦的座談會偏重於情感性，與
會學者、作家集中展示「潘耀明（彥
火）與世界華文文學」主題。
「潘耀明先生主要以香港為基地，
在四十多年的歷史中，於文學創作、

編輯出版、文學社團、國際文化與文
學交流等方面孜孜矻矻，付出了巨大
辛勞，創下了不朽業績，獲得到世界
華文文學界的高度認可。」
這兩場研討會參加的學者、專家共

四十多人，有來自海內外的學者、作
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台
灣、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內地
等，韓方還組成了大會顧問團，顧問
名單按姓氏筆劃為序，包括王安憶、
王列耀、王德威、王蒙、王潤華、白
先勇、貝鈞奇、李炳漢、李昂、李歐
梵、余秋雨、高行健、陳建功、陳若
曦、陳思和、曾啟繁、黃春明、舒
婷、葛浩文、劉再復、劉夢溪、聶華
苓、羅多弼、嚴家炎、鐵凝。
大會於會議前已收到中國作家協會

鐵凝主席、著名作家白先勇、美國哈
佛大學王德威教授、香港科技大學高
等研究院劉再復教授、北京大學終身
教授嚴家炎教授等人及來自世界各地
文學社團發來的二十多封賀電、賀
信。
第一場研討會在首爾韓國外國語大

學舉辦，共發表十九篇論文；第二場
研討會在濟州大學舉辦，共發表論文
三十二篇。
在首爾外國語大學的開幕禮上，外

語大學金仁喆校長親自參加並發言，
高度評價這次研討會的成果；在濟州
大學的開幕禮上，濟州大學通翻譯研
究院金載原院長及中國駐濟州總領事
館馮春台總領事出席開幕禮，並發表
熱情洋溢的講話，令人感動。

（《韓國行》之一）

無論是老香港人、新香港人都看不明白，香港已經土
地不夠用，為什麽這場丁權案官司還要判決原居民的丁
權是否合法傳統權益？

2015年郭卓堅就丁屋政策提出司法覆核，要求取消新界原居民享有的丁
權。於去年2018年12月開審，歷時4個月後在今年（2019年）4月8日宣
判，結果是郭卓堅部分勝訴：以免費建屋牌照形式建屋，屬合法傳統權
益，以私人協約方式（Private Treaty Grant）和換地批出的丁地權，屬於
違憲，意即丁屋權本身合法，如用公家地就不合法。對原居民來說，這裁
判的影響相當大！
而對香港市民來說︰憑什麽你是香港人，我也是香港人，為什麽你有丁

權？我沒有！太不公平！且只限男性，女性也沒有！今天是什麽時代？已
經進入21世紀，世界各處已高唱女男平等！
先說為什麽對原居民的影響相當大？丁屋政策自開始（1972年）以來，原
居民興建丁屋，若建屋地屬官地，由私人協約方式（Private Treaty Grant）
批出，亦可以換地（Exchange）批出，私人土地要申請免費建屋牌照（Free
Building Licence）。這原來是一套完整的丁屋政策，今年4月8日法院的判
決將它碎片化，並作出切割；再簡單一點地說，就是判決原居民在自家私人
的土地上建屋是合法，其餘都屬違憲。雖然有人說影響不大，這是在已既定
事實上看問題，因為近十年來申請丁屋，大都是在自己的私家土地上申請。
根據統計，私家地獲批建丁屋佔逾8成，因此受判決影響的丁屋僅佔少

數不到3%。由此足以證明新界原居民土地正在慢慢的消失，為什麽消失？
是因為不斷地供給香港市民使用，舉例，今天新界居住的人口超過港九，
所使用的土地，即使是新界官地（政府地），那都是原居民原來擁有的土
地，政府以各種理由收地而成為官地。在這裡僅提出一個例子來證明：位
於粉嶺的北區公園（北區中央公園）
佔地90萬平方呎，原來是新界五大家
族之一的粉嶺彭氏的私家地。供給香
港市民閒暇的時候來這裡看魚觀鳥賞
花，這導致彭氏子子孫孫空有丁權沒
有丁地。（這場丁權案官司的判決，
可能導致他們再沒有機會建丁屋。）
筆者認為，大部分的香港人守法

守紀、尊重歷史，關於對原居民、
丁屋政策的誤解是對新界歷史的陌
生所導致。

也談丁屋政策
北京四月天，春光明媚，陽光普照。世界目
光聚焦於此，發光發熱，令人矚目。年前，國
家主席習近平倡議的「一帶一路」目的是世界

齊心開創共建「一帶一路」美好未來，獲得輝煌成就。今年四
月廿五日，在北京舉行了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習近平主席主持開幕式並發表了主旨演講：倡建「一帶一
路」目的是聚焦互聯互通，深化務實合作，世界攜手應對人
類面臨的各種風險挑戰，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如此一
來，世界各國順應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時代，順應各國人民
過上更好日子的願望，中國將採取一系列重大開放改革舉
措，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強
調世界各國共同建立世界命運共同體。
在高峰論壇上的三十七個國家元首或地方政府領導人、聯合

國秘書長出席了圓桌會議，會上還有眾多知名國際企業家參
與。主賓積極討論，熱烈發表意見，令與會者感到平等、合
作、團結的精神，深受世界媒體關注。事實上，短短數年間
「一帶一路」所獲得的輝煌成就，堪稱是硬實力的體現，讓世
人感受到共識、團結的力量。
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充分在世界上展示了硬實力建設的

成就，另一方面，中國亦在軟實力方面向世人展示了成績。在
高峰論壇後，在北京舉辦了「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習近平
主席主持「世園會」的開幕式，強調各方要共同建設美麗地球
家園。正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在四月的春風裡，正值新中國成立
七十周年，四月在北京舉行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和
世園會，展示了中國在新時代所取得的軍事、外交、經濟、社
會、民生等偉大成就，讓世人同樣感受到中國人的幸福生活和對
美好未來的努力、奮鬥與期盼。
送走四月，迎來五月天。作為今日新時代的中國人，是多麼幸
福。國家在五月安排了一連四天的小黃金周，讓全國人民享受休閒
歡樂假期。五月一日是國際勞動節，人民開心之餘，嘴邊哼着《咱
們工人有力量》這首經典歌，猶記得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們在概念
上把勞動人民稱為工人階級，不過在這七十年間，鄧小平強調
「知識創造力量」，所以知識分子亦成為勞動人民的一分子，慶
祝國際勞動節的大家庭愈來愈強大了。全國各地在五一假期到處
人山人海，彰顯了中國人民幸福美好的時代。

開創共建美好未來

在四月底的一周內，
我的至親與好友紛紛住

進了醫院，包括家母、中學老師、好
友、舊上司都是不輕的症狀，頻繁進出
醫院的期間，收到無數祝福，也衷心祝
福臥床友人都能渡過難關，身體早日康
復。
照顧患病家人是心力交瘁的，我自己
也免不了病倒了。更明白舊上司的妻子
訴說精神壓力之大，幾乎令她患上抑鬱
症，但為了照顧丈夫，不得不撐着。她
說︰「最苦的是沒人可以商量，遇到問
題時，不知道怎樣去面對，徬徨不
已。」「為了照顧丈夫，我將所有社交
活動暫停了，一時間自己沒了朋友，沒
了傾訴對象，沒了自我的生活。」
好友的伴侶要在病妻前強裝樂觀和
堅強，教妻要以正能量面對困境，也
在一對年幼子女面前臉露笑容，免他
們惶恐受驚。自己卻暗地裡來電哭得
死去活來，請教我：「告訴我一些例
子這情況可以救回一命的，好嗎？」
我請他放聲大哭，將不快發洩出來，
別壓抑着，做好朋友這時的肩膀是讓

他拭眼淚。
沒結婚的老師床前孤獨，她早已

在入院做手術前為自己安排好一
切，出院後會有妥善的照顧，沒家
人的壓力何止大一倍？幸有如親人
般的學生和朋友關心。病者承受着
肉體的痛楚與死神搏鬥固然痛苦；
家屬長時間的照料，精神和體力上
的承擔也夠吃力，很容易自己也倒
下來。我們在關心病人的同時，也
得要支持家屬。
根據統計，本港約有一百一十五萬

名長期病患者，他們與家屬承受着巨
大壓力，調查發現逾半受訪者有或大
或小的抑鬱或焦慮徵狀。其實現時全
港共有十二間親屬資源中心，在不同
的醫院也有不同的病症支援組，可以
為家屬提供協助。作為家屬千萬別躲
起來，不要自己默默承受，不要怕求
助，不要怕向別人傾吐。尤其是一些
病友組織，大家的家人同病相憐，會
明白箇中苦況，可以互相支持和幫
助，分擔感受，分享資源，一起走這
段艱辛路。

病患家屬壓力大

多年前，羅孚先生在北
京《讀書》雜誌寫過一篇

文章，題目就是《你一定要讀董橋》，影響
很大。董橋本來名聲就很響，但這篇文章更
讓他，特別是在內地文學圈風傳。而我，本
來就是董橋粉絲，也就越發感到親切了。
當然也有人偏偏唱反調，也正常，這世界，

對於閱讀感覺，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看法，
你寫你的，他說他的，也就是了。在這眾聲喧
嘩的時代，只要絕大多數人覺得好，就已經非
常難得了。事實上，牛津出版社出版的董橋系
列散文集非常暢銷，在紙本書籍受到嚴重衝擊
的當下，尤其可以窺見他受歡迎的程度。
他曾經應我的請求，為我在台灣出版的散

文集《街角咖啡館》寫推薦語，他爽快答應
了：「文學也有冷熱之分，冷文學出世，熱
文學入世。冷文學寫門裡入定的法師，熱文
學寫月下敲門的僧人。陶然的文學從來是熱
文學，寫市井，寫生活，寫失落的現代人，
誰都寫不出他的敏感和他的犀利。縱然走進
暮春江南，陶然筆底關懷的還是人與事不是
花與草。那是文學在這個新時代的新出路：
不再世故，不再矯情，不再虛幻。人如其

文，我敬愛陶然的真和實。」這些都讓我感
恩非常。
此外，我有一篇文章刊出了，他在信中寫
道︰「《出入班芝蘭》已經找來拜讀了，撩起
我不少舊思，跟你一樣『具體觸摸這個夢境』
了。老兄的文筆還是挺迷人的。」那是一篇寫
雅加達班芝蘭的一篇散文，我之所以提起，是
因為知道他和我同來自印尼，不免感到親切。
他在另一封信中，曾對我說，萬隆因緣，是難
得的機緣。倒不是因為他是著名作家，因而攀
龍附鳳，雖然我敬仰他的文名和文筆，但對
於他的鼓勵，並不當真，覺得他只不過是客氣
話，他一向文質彬彬，禮數周到。我和他雖不
是老鄉，他祖籍福建，我祖籍廣東，但我們都
曾僑居印尼萬隆，有一段共同的經歷，雖然沒
有共同的生活經驗，但提起當年生活，大家都
必定會有親切感。
那時還沒有見他，但有書信來往，我知道他

忙，雖然也稱他為「董大哥」，有些冒昧，但
僅尊稱而已，其實應該像別人一樣稱他為「董
先生」，但又覺得有點生分，可是稱他董大
哥，我擔心會不會讓人覺得有點交淺言深之
嫌？但我又想，我並不是因為他是文壇才俊而

故作親熱，問心無愧，也就是了。
也因為尷尬如此，不敢冒昧提出見面，覺

得做得成朋友是緣分，做不成是命定，我雖
然渴望，但不強求。終於有一天，他來電
話，說是雅加達的楊金蓮約茶敘，叫我和古
劍一起，到銅鑼灣的「阿二鮑魚」飲茶聊
天。也就是聊天而已，並沒有什麽要事，也
記不得都說了些什麽。只記得當時照了相。
後來，偶然通電話，也就是問安而已，不
敢打擾他太多時間。有時某些內地學者問我
要他的聯繫方式，我猜想是想要研究他的作
品，但我都要先問清他的意向，他是名人，
即使一般人，這樣做也是尊重和禮貌，只有
他認為無妨，我才照辦。
有一次，他宴請一些文壇朋友，到中環陸

羽茶室晚餐，飯菜豐盛，高朋滿座，多數認
得，也有個別不認識。散會後，三三兩兩各
自離去，我從陸羽下去，和董橋走了一段
路，到中環地鐵站附近，分手。暗夜中，互
道珍重，暗夜的風拂來，有些涼意了，地鐵
站人流不斷，雖然不是高潮時段，但是匆匆
的乘客依然不少。我回頭一看，只見董橋的
背影，在皇后大道中的街燈下，遠去了。

你一定要讀董橋！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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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飲食文化源遠
流長，博大精深。單就
菜餚來說，就有很多學
問。它不但品類豐富，
技藝精湛，而且還有

色、香、味、形、聲等許多講究。有的菜
不但色、香、味、形俱佳，還能發出悅耳
的聲音，使人從聽覺中得到美的享受，這
種菜便是「有聲有色」的「響菜」。
響菜雖非主流，但也時有所見。它可奢

可儉，能上能下，既可登宮廷御宴，也能
上百姓餐桌。記得兒時在農村，常見一些
普通菜餚，名字就是它所發出的聲音，如
「嘎崩豆」、「呱噠餅」、「知了猴」
等，聞其聲就能見其形。祖父曾給我講過
這樣一件趣事：我村一個窮人宴客，沒錢
買雞鴨魚肉，就用普通菜蔬代替。當做好
的菜端上桌後，他指着一盤切成長條的青
蘿蔔說：「這是『嘎崩脆』。」又指着一
盤炸花生米說：「這是『脆嘎崩』。」客
人還沒回過神來，他即解釋說：「吃了蘿
蔔能順氣，吃了花生可長生。」一場貧窮
造成的尷尬，就在哈哈一笑中得到化解。
而窮人對生活的幽默樂觀，也從「嘎崩
脆」的脆響聲中釋放出來……
各地的名菜中，也有不少響菜。如川菜

中的「三鮮鍋巴」、「鍋巴魷魚」、「鍋
巴肉片」、「響鈴雞片」，粵菜中的「鐵
板牛肉」、「啫啫雞」，淮揚菜中的「松
鼠桂魚」等，都能發出美妙動聽的聲音，
聞之悅耳，食之回味無窮。晚清的德齡女
士在《御香縹緲錄》中，曾談到慈禧太后
年輕時，「最愛吃的一味菜是燒豬肉
皮」。「這味菜有個別名，喚做『響
鈴』，意思是形容它脆得可以給人家嚼出
聲音來。」可以想像，一位妙齡女郎，嘴
嚼酥皮，口吐蘭香，齒動聲脆，錚錚作
響，這是何等美妙的景象！而一道普通菜

餚，也因清脆的響聲，平添了許多詩意。
「燒豬肉皮」等響菜，靠咀嚼才能發
聲。而更多的「響菜」則能自動發聲，較
有代表性的如「響鈴雞片」。這道菜的做
法是：將瘦豬肉剁成茸泥，配以作料，拌
成肉餡，包成二十來個抄手（餛飩），放
入鍋中炸成金黃色；同時將嫩雞肉片同火
腿片、玉蘭片、雞湯等一起放入另一鍋
中，煮沸後加入葱、薑、糖、鹽等調味
品，燒到入味時再放入豆粉，做成高湯。
吃時將高湯迅速澆入盛放熱抄手的盤中，
盤中立即發出「吱吱啦啦」的響聲。這響
聲如琴瑟之音，悅耳動聽。嗅着撲鼻的香
氣，聽着輕清的「琴」聲，品着爽口的美
味，真令人有飄然欲仙之感。
還有的響菜，因得到皇帝的賞識，身價倍

增，被譽為「天下第一菜」，這便是蘇州菜
中的響油鱔糊和蝦仁鍋巴。著名作家兼美
食家陸文夫在《吃喝之道》中寫道：

據我所知的蘇州菜中，有聲有色的菜式只
有兩種，一是響油鱔糊，一是蝦仁鍋巴。響
油鱔糊就是把鱔絲炒好拿上桌來，然後將
一勺滾油澆在上面，發出一陣「刺啦」的響
聲，同時騰起一股香味。蝦仁鍋巴也是如
此，把炸脆的鍋巴放在一個大盤裡，拿上桌
來，然後將一大碗蝦仁、香菇、冬筍片、火
腿絲等做成的熱湯向大盤裡一倒，發出一陣
熱鬧的聲音。據說，乾隆皇帝對此菜大為讚
賞，稱之為「天下第一菜」……
也有的名菜，既是詩菜，又是響菜。響

聲飄出了詩的意境，也牽出悠遠的思古幽
情。北京有家叫「江浙皖會館」的酒店，
曾推出一組「楓橋夜泊」套菜。套菜共有
四道，每道都做成《楓橋夜泊》中的一句
詩。其中第四道菜「夜半鐘聲到客船」最
有創意：在大盤中停放着一艘蘿蔔雕刻的
「船」，「船篷」用無錫醬排骨做成；
「船艙」內載着一盤名叫鮮辣什錦的菜，

另配一煲江南八味湯。當食客用勺子將湯
盛到碗中時，便會發出清脆的「噹噹」
聲，這便是「夜半鐘聲」了。這悠揚的
「鐘聲」如一根歷史長線，貫通今古，牽
動人心，讓人在品嚐美味佳餚的同時，也
融入詩的意境，走進大唐王朝，來到姑蘇
城外，跟詩人張繼一起，領略寒山寺外楓
橋夜泊的淒清之美……
當然，作為傳統文化的載體，響菜也有精

華和糟粕之別。有的響菜，不但不能帶給人
美感和享受，還會像瘟疫一樣傳播惡俗，展
示醜陋，污染人的靈魂。有一道叫「三吱」
的鼠菜，是把剛出生的小老鼠放入盤中，不
做烹調，只蘸調料將活鼠生食。吃時，筷
子夾小老鼠，小老鼠會「吱」的慘叫一聲；
夾着小老鼠蘸調料，又「吱」的慘叫一聲；
放到嘴裡嚼的時候，再「吱」的一聲慘
叫……饕餮們就在「三吱」的慘叫聲中，吞
嚥着活鼠，也吞食着良善，展示着醜陋，讓
人慘不忍聞……
還有一道更加殘忍的響菜叫「活叫

驢」：將一頭健壯的驢子綑綁好，讓食客
指定吃哪一部位，惡廚就操刀將那部位的
肉從驢身上割下來，拿到廚房裡烹煮……
菜端上桌，食客們一面聽着驢子的聲聲慘
叫，一面大快朵頤……這些人從慘叫聲中
尋求刺激，從殘忍之中得到快感。人心冷
酷如此，又何異於禽獸！
像「活叫驢」這樣的響菜，食之者少，鄙

之者多。儘管它為常人所不齒，但它的作用
卻不可低估。因為它像鏡子一樣，照出人的
情趣高低和靈魂美醜。正如印度聖雄甘地所
言：「一個民族的道德是否高尚，可以從其
對動物的態度看出。」依此而言，一些人的
品格優劣，也可從其對動物的態度中看出
來。對動物殘忍者，對他人也不會善良，其
靈魂也很難高尚。由此看來，這類響菜的認
識價值，遠大於實用價值。

聽菜音，品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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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議局在4月30日舉辦「特別村
民大會」，約有兩三千人參加，共
同維護傳統權益。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