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過奧運的日子——倫敦（二）

習慣了征服
面對發展瓶頸和
經濟困境的西方人

顯然無法適應亞洲的崛起，尤其是擁
有十四億人口的中國的崛起，這不但
在今日特朗普政府的表現中顯露無
遺，一般西方人其實也有明顯的憂慮
和不安。
半個多乃至一個世紀以來的西方小
說或電影中呈現的亞洲人形象都以
「僕人」居多，即使是他們受聘到別
國打工，也不自覺地指指點點。因為
他們自覺文明先進，習慣了「教導或
教訓」和「征服」的角色。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有一部跟香港
人有點關係的荷里活電影《安娜與國
王》（Anna and the King），故事背
景雖然講的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泰國
故事」，但因為「港產影帝」周潤發
飾演國王，而且是首位華裔演員擔任
形象正面的男主角，對香港人來說，
難免受到鼓舞。
這是改編自美國女作家瑪格麗特．
蘭登（Margaret Landon）上世紀四十
年代出版的半傳記小說。她曾隨夫到
泰國傳教十年，但小說卻以印度出生
的英國教育家兼旅行作家安娜．李奧
諾文斯（Anna Harriette Leonowens）
的回憶錄為藍本進行再創作。
安娜在一八六二年應暹羅王室邀
請，由新加坡前往暹羅擔任拉瑪四世

的家庭教師，希望讓他三十九個妻妾
和八十二個孩子接受西方教育。她六
年後定居加拿大，遂將在暹羅的經歷
寫成回憶錄。在電影中，由茱迪科士
打飾演的女教師安娜在悉心教導國王
妻妾和後代們（其中一位是後來的國
王拉瑪五世朱拉隆功，他被視為現代
泰國的締造者和史上最有權力和偉大
的君主）的過程中，也跟王室一家共
患難。
電影還加插了國王和安娜之間含蓄

的感情線──當然沒有結局。除了兩
人互相欣賞、交談交心外，也不時存
在文化衝突。其中有一幕講遭到冷落
的小妾跟男僕偷情被發現，大臣們難
免主張嚴懲，而開明的國王本有意私
下成全一對小情人，但自以為是的安
娜仗着國王對自己的信任，逕自闖入
朝廷跟國王理論，並當眾指責眾人，
指應該放了他們。
此舉自然惹怒眾大臣，國王也當眾

斥其不懂規矩。因為她這麼一呈強，
把事情鬧大也鬧僵了，國王如果把一
對小情人放了，等於聽了一位英國女
教師的話，不但破壞了國家的傳統，
個人的管治威信將不在。結果，這對
小情人最終被綁，當街示眾……
特朗普那瞬息萬變的變臉速度，令

人嘖嘖稱奇，但他某程度上代表了這
種「征服」本色。

2012倫敦奧運200
小時需要放在免費電

視轉播事件甫一曝光，全港傳媒即爭
相報道。當時有線電視開出條件，是
可以把他們整條1號台奧運訊號連廣
告一同交出來給TVB及ATV轉播，
但轉播事宜就要由他們處理；TVB當
然反對及不妥協，因絕不可能將整個
翡翠台或明珠台的頻道交出主權給其
他台全權處理，如要轉播奧運必須是
要自己製作。於是，我們跟IOC（國
際奧委會）談，詢問IOC是否有權收
回有線電視的「免費電視版權」再賣
給我們；IOC表示如果有線未能履行
合約，根據「免費電視台轉播的條
款」是有權收回的。
基於這樣，我們開始跟IOC商談合
作及版權費事宜，但這時有線卻指
IOC這樣做是不合法，因為一日未到
奧運開幕禮的一刻，是沒有人可以確
定有線未能履行合約的；當時有線更
對外宣稱：「到奧運開幕時會有免費
電視台幫助有線轉播奧運。」IOC當
然不理解香港各電視台之間的斡旋，
以他們的立場唯一做法只可等待奧運
開幕禮一刻才能作決定。當時我老闆
問我，如果到奧運開幕禮前一刻才知
道有版權可以馬上轉播奧運，我們做
得到嗎？我答可以，一定做得到。
這一句「一定做得到」，是因為在
會前我們已經決定要作出充足的準備
去迎戰：當還有兩個星期奧運
就要開幕時，我們召開了一個
製作會議，集齊各有關部門同
事，開始做事前準備功夫，例
如工程部同事如何收衛星訊號
（外國朋友理解香港電視台的
問題，因此即使在TVB沒有
版權的情況下也願意讓我先測
試訊號），以及預訂前往倫敦

機票酒店、廠景設計、主持、預約各
方體育專家協助評述等。面對着這一
切，當時感覺TVB真的是一間可以面
對任何挑戰的電視台，全因有一班能
緊守崗位及清楚明白自己工作的員
工，大家都已對自己的崗位及工作作好
準備，就等待公司的綠燈亮起。
距離7月27日奧運開幕不足兩星

期，特區政府相約了TVB、ATV及
I-Cable三間電視台在政府總部商談奧
運轉播情況，希望三台能有合作空
間，讓市民大眾可以收看奧運，會議
由下午4點討論至晚上9點，經歷數小
時的爭拗，政府代表就向外宣佈三台
已達成協議，一齊轉播倫敦奧運。
有線收TVB免費電視版權費很高，
是超過IOC開出的一倍，但老闆覺得
以此換來我們早12日做宣傳播奧運也
是值得的。我的工作馬上展開，有線
要TVB使用他們的衛星訊號去製作，
我當然反對，因有線只得4條訊號，
卻又要受制於他們；而我們自己收12
條衛星訊號，另加自己一條獨立自主
的衛星，而我們在製作奧運上又的確
會比有線豐富，當然以自己熟悉的程
序去製作，才能有信心地做到每一片
段都不會遺漏；加上我們派了32個工
作人員前往當地報道及拍攝，在人強
馬壯，又準備充足的情況下，最終做
到一個適合香港人及香港人喜歡收看
的奧運。

上周有機會與港鐵公司主
席馬時亨及港鐵多位總監一

同出了一個短差，平日因工作範疇不同，
沒有機會接觸他們，只是從媒體上看到，
可能因為港鐵過去一段時間特別「多事情
發生」，主席馬時亨為首的管理層就要經
常「挨批」，令外界對他們的印象有偏
差。記得當日閒聊向他們提出港鐵尾班車
總是播出一段催促人離開的錄音聲帶「列
車停止服務請你從速離開車廂」，這個
「從速」非常不禮貌，深夜放工的人誰不
想快回家，何用你催促？結果港鐵管理層
聽完很快處理了，如今已將「從速」刪除
了，令人順耳很多。觀人於微，可見其工
作效率不會低！
其實，如果你曾當過公司管理層，定會知
道凡有事情發生肯定不會是單一個人出錯，
也可能是上情下達過程中有下屬「唔生性」
出錯，有些是不為人控制的機械意外，但被
問責的肯定是領導者，也沒辦法。
兩天行程中，冷眼觀察，發現港鐵公司

主席馬時亨人緣很好，對公司的人很友
善。亦對公司事很上心，開始時問媒體搭
過高鐵未？搭完後多次問大家對高鐵有什
麼意見？更分享了他搭高鐵的經歷，他
說：「有一回我坐高鐵遇到兩個後生仔，
對方見到我直接對我說『馬生，我是黃的
（即黃絲）』，我話黃和藍都無關係，想
點呢？他們就說『我想講高鐵和『一地兩
檢』的確很方便，真是好嘢』。我答佢，
咁咪好咯！當年有人大力反對『一地兩
檢』，有許多恐懼，現在事實就證明唔係
咁啦。之後我落車時，見兩個後生仔在等
我，想同我影張相，我當然無問題啦！世

事就是這樣了。」香港人的確很缺乏安全
感，對內地缺乏了解，往往自己嚇自己。
馬時亨雖然7月卸任，仍積極替港鐵做推
廣，他透露高鐵開通以來客人數量增長理
想，平日有5萬人次使用高鐵，周末周日有
7至8萬人，而且特別多港人搭高鐵去沿線
城市度假，所以他認同港鐵要對高鐵旅遊加
以推廣，讓市民和高鐵及內地沿線城市三
贏。於是他在6月1日至2日率領公司同事
及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潮州商會的陳振彬
等嘉賓到潮州汕頭體驗一下高鐵旅遊的優
勢。兩天的「高鐵潮汕美食之旅」真的以
旅客身份在潮汕參觀了，在湘子橋打卡，
品嚐地道美食，泡下潮州功夫茶，雖然馬
主席是潮州人，但不懂講潮州話和泡功夫
茶，今次同行的陳振彬教他，原來潮州人
泡茶只用三杯，用意是品茶要有品；潮州
話對女人也很尊重，稱女士是美知娘，馬主
席自言長知識了。潮汕美食都被讚又平又好
食，每人食得飽足才消費100元人民幣左
右。難怪高鐵美食團那麼受歡迎。
在汕頭他們參觀了李超人出錢出力打造的

汕頭大學及廣東省以色列理工學院，兩所大
學校園舒服又大，理工學院副校長親自迎
接，及介紹學校的師資非常國際化和優秀，
全英文教學，校園生活很健康，所培養工程
師，馬時亨聽取校方的介紹後，立即想到港
鐵也有學院，看有沒有可能做交流的活動，
反應很快。

港鐵管理層有高效一面
良民在香港遇上警察截車檢查，只

是三兩分鐘的事；但在外地遇上警察
截車檢查，就必須沉得住氣。在拉脫維亞遇上警察
截車檢查，當地司機說，在他的駕駛經歷中，那是
萬中無一的事，偏偏讓我們遇上。
我們一行加司機和導遊才八個人，座駕是賓士十

六座，在拉脫維亞前往立陶宛的路上，讓警車截停
檢查。拉脫維亞的胖子警察，一上車看見全是亞洲
人面孔，似乎不是他們所預期的目標，有點意外；
但勢成騎虎，也不能不查，讓我們拿出護照，又看
不懂，竟然要把護照拿去他們的警車細查。
這下子倒讓我們有點緊張了，護照被拿走，成了

無護照之人，但各處鄉村各處例，唯有忍耐。時間
一分一秒過去，等了十分鐘，有人開始躁動；再多
等五分鐘，有人開始懷疑查車人的真實身份？有人
提議是不是要去警車催一下，導遊沒碰到過這情
況，但知道我們不能有任何動作，會引來不必要的
麻煩，唯有安慰和忍耐，等待是漫長的，終於等了
廿五分鐘，警察才交還護照讓我們離開。後來才得
知，當地警方和海關的網絡速度不如香港也不如內
地，加上是流動執勤，要把護照輸送回總機，等待
辨認和回覆，現場還要用電筒放大鏡照看護照的細
節，檢查一位旅客起碼花上五分鐘，這情境我們後
來在立陶宛往白俄羅斯的火車上，目睹邊防海關人
員檢查的全過程，才明白忍耐是必須的。
全副武裝的白俄羅斯軍人和海關人員上火車檢

查，氣氛有點緊張，檢查重點不是我們過境旅客，
而是針對從歐盟回國攜帶商品的國人。軍人看到我
們的中國香港特區護照免簽證，臉上有了親切笑
容，問我們會否下一站去俄羅斯？中國和俄羅斯都
是白俄的友好邦國，因此對中國遊客特別友善。
另一段從白俄往烏克蘭的通宵行車，清晨抵達烏
克蘭基輔站，烏克蘭軍人登車檢查，中國香港的特
區護照不用簽證，同行兩位朋友的中國護照則要簽
證，因為溝通問題，搞了半個鐘才獲放行，香港特
區護照又顯優勢。

護照被查

五月第二個星期
日母親節，源自美

國護士紀念她去世的母親，至於六月
第三個星期日的父親節，從何而來就
少人知道了，如果以為是某不知名孝
順子女怕父親吃母親的醋，為了想給
父親紓緩一下情緒而設，也太小覷天
下父親的胸襟了。
原來關於父親節也有故事：同樣源
自美國一個多德夫人在母親節後發
問：「為什麼沒有紀念父親的節
日？」她母親產下第六胎時去世，父
親不再續弦，父兼母職培育兒女成
人，有感父愛偉大，一九零九年她便
建立了父親節，至於為什麼在六月也
就不得而知。
母親父親兩個節日，都由美國女兒
發起，美國男兒呢？可有我們中國廿
四孝其中一個？（雖然當
中，包括折磨自己，有傷
父母賜以身體髮膚而懵然
不知的良性忤逆愚孝者）
中國兒女孝順，從來不重
形式，只重日常舉止，兒
女孝順，父母心知，天天
便是父親母親節，平日少
顧親情的洋人才重視每年
那一兩日吧。

其實男士們很少有節日的敏感（青
春期情人節則除外），已為人父，大
都不會計較兒女為自己定什麼節日，
我家老父便是。每逢父親節，我們就
不知應該躲在茶樓哪一旮旯才避免尷
尬了。
父親無茶不歡，平日都是在家焗飲

他的鐵觀音自得其樂，到了父親節，
我們為表孝意，自然也從俗提議他上
茶樓，老爸說：「好呀！」爸一向是
好好先生，不多說話，開口都是好
字，於是興高采烈穿好他平日最愛的
西服跟我們一起出門了。
點心由他作主，點出來的大半都是

我們各自喜歡的，兒女口味，原來老
爸早已熟知，等到賬單送來，老爸又
固執堅持一定要由他負責買單，不
錯，就是他這下子動作才教我們姐妹

驚心動魄一時無地自
容。父親節，要他老人
家付款，哪還成話？看
堂上食客和侍應奇怪眼
色，怎無虐老嫌疑！老
爸向來愛作東道，可是
連早已出道社會工作兒
女的荷包都照顧到，你
說，我們七兄弟姐妹如
何不臉紅！

尷尬的父親節

天氣逐漸地熱了起來，青
皮核桃也準備上市了。

小的時候不愛吃核桃，不喜歡核桃衣的那股
澀味，但亦被大人哄騙着吃了很多，大人們都
說核桃長得像腦子，以形補形，吃了會變得聰
明。至於吃了到底能不能變得聰明並無確切的
依據，但核桃愈吃愈好吃是真的，便愛上了吃
核桃。
近些日比天氣還熱的是剛剛過去的關於高考

的種種話題。和往年一樣，高考期間最常見的
是在烈日炎炎、奇熱無比之下，考生們在考場
裡面考，考生的家長們都在考場外面「烤」。
還有考生忘記帶准考證或者走錯考場的，有警
察「蜀黍」開着警車飛速地接送取回證件和找
到正確的考場的。
年年六月有高考，年年奇葩事不同。
某學校一名考生因為沒有戴不知道時間，明

明是準時到達考場，卻因看到考點門口沒有其
他考生，以為時間未到，淡定地在考場外足足
等了近一個小時，「完美」地錯過了考試時間，

無法進入考場考試。對於這位同學，估計大家都
想提問：你為什麼不直接進考場？為什麼在外面
等了那麼久都沒有發現異常？另一名「種子選
手」同學則是被自己陪讀的親媽「坑」了：本
來是下午三點開考，貼心的親媽卻以為是下午五
點才開考，在「種子選手」同學午睡的時候一直
捨不得喊醒他，導致生生地誤考了一門。
除了忘帶准考證的，考生掉證件的也掉得很

奇葩。某地一名考生在考場外把身份證掉進了
排水溝，結果出動消防員到場，用撬棍和大鐵
錘砸開排水溝，取回身份證讓這位考生順利地
參加了考試。另有一名某地的考生更勝一籌，
竟然把准考證掉進了河裡，報警請來警察「蜀
黍」下河撈了半天也沒撈起來，幸好最後能夠
及時補辦准考證得以參加考試。事後網友們紛
紛在網上調侃，並為這位考生「腦補」了一個
神奇又合理的把准考證掉進河裡的理由：同學
的准考證掉到河裡了，一會兒出來個河神，河
神問：「這個清華的錄取通知書是你的嗎？」
同學誠實地說：「不是的。」河神又問：「那

這個北大的錄取通知書是你的嗎？」同學還是
很誠實地說：「不是的，我掉的只是高考准考
證。」河神很滿意：「你很誠實！這三樣東西
我都給你！」
其實參加高考的同學絕大部分已年滿十八歲

（如今連八十歲的亦有），都已是成年人了，
但是放眼一看，陪讀陪考的家長不在少數。在
他們眼裡，十八歲的孩子和八歲的孩子無甚區
別，都需要他們的照顧，孩子只需要坐在書本
前，把作業做好，考出高分就行了。於是考上
大學後又出現了新的奇葩，上大學的孩子除了
會學習、考試，生活上沒有絲毫的自理能力，
竟還需要家長在學校附近租房子陪讀照顧的。
就像那位「種子選手」，分數考得再高，上
的大學再好，上完之後就算是成才了嗎？大抵
只能是由「種子」成為「廢才」。
今年高考的第一天適逢端午節，國人一向講

究好意頭，「糭」與「中」同音，說是吃了糭
子考試便能「一舉高中」。
依我看，倒不如吃點核桃，補補腦子。

吃糭子不如吃核桃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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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瀆䰾肺湯

■每個兒女都有忘不了的
父愛片段。 作者提供

■潮汕高鐵站領導歡迎港鐵公司主席馬時
亨及林健鋒、陳振彬等來潮汕。 作者提供

■倫敦奥運開幕主場館。 作者提供

繁盛安逸小鎮中，美食
已歷三百載。清乾隆皇帝
下江南，六次到木瀆古鎮

必食䰾肺湯。木瀆䰾肺湯——是文化，是
優雅，使江南揚名，令吳中嘖舌，最是民
國于右任舌尖上的「肺腑之味」。
「木瀆」這地名，卻與美女西施有關。
春秋時，吳王夫差為取悅西施，在靈岩山
上修姑蘇台、建館娃宮。建築木材源源不
斷而至，竟把這一帶的河流港瀆堵塞，於
是這地方改稱「木瀆」了。姑蘇城下靜聽
風，木瀆芭蕉瞧雨花。在秋季微雨的氛圍
中，最適合擇一處熱鬧的地方，譬如在岸上
熱氣繚繞的館子裡坐定——抵沖絲絲潮氣。
很喜歡這將錯就錯的叫法「䰾肺湯，䰾肺
湯」，這樣子有着吳地的文化味，因皇帝的
錯訛被俗人一聲聲叫着，從未因疑惑去翻
案，絲絲篤定的意味卻油然而生。
1927年，于右任攜夫人到蘇州太湖賞桂
遊玩，隨行者還有國民黨元老李根源。船
到靈岩山下木瀆古鎮，時近中午，飢腸轆
轆，大家登岸就餐。當時于右任先生吃得
高興，遂賦詩一首：「老桂開花天下香，
看花走遍太湖旁，歸舟木瀆猶堪記，多謝
石家䰾肺湯。」須知，清乾隆帝每次來木
瀆，娛樂之地就在築台唱戲的虹飲山房，
這山房乃文人徐士元的私家園林。距離虹
飲山房不遠，便是赫赫有名的石家飯店。
因當年乾隆在這兒命名了該店看家菜——
䰾肺湯，愈來愈變得遐邇聞名。
䰾肺湯的來歷確有淵源。中秋桂花開，
正當䰾魚肥時，太湖人家都要一嚐時新的
滋味。且常以此待客，若無此味大有怠慢
之意。而孩子們呢，則在魚桶上討幾尾吹
牠的肚皮，亦稱︰吹肚魚、泡泡魚。太湖
裡的䰾魚屬鯉科，因背部有斑又稱「斑
魚」，情狀相似於豚科的河豚，只是「迷
你」一些。而將䰾魚肝做成湯，用筷子一
蕩，肝輕輕浮游於湯上——酷似呼吸起伏

游泳的肺般模樣。於是，鮮香肥嫩的䰾肺
湯，成了口口相傳、形象比喻的宴中尤
物；正是皇帝「指肝為肺」的錯愕事，反
倒使聲名遠播起來。
其實，一條䰾魚，用來做湯的重要道具

就是兩片肝，通常加入鮮菇、嫩筍、火腿
等去腥，配以雞湯燒製。䰾肺湯恰如「雲
煙輕軟，星兒流連在花前」，此種美食情
調在八月秋桂開花馨香時節到春節這期間
都能吃到。湯清、味鮮，頗為奪目奪心。
石家䰾肺湯，追求原創性，將魚肝之嫩和

雞湯之美融為一體，入口即化，絲絲縷縷，
香氣撩人。做湯如做人，要的就是在細節上
千錘百煉。石家菜館於康熙五十五年由石
漢夫妻創辦，以蘇州菜為特色，招牌菜式
便是䰾肺湯、三蝦豆腐、白湯鯽魚。清人
袁枚《隨園食單》有記載曰：「斑魚最嫩。
剝皮去穢，分肝肉二種，以雞湯煨之，下酒
三份、水二份、秋油一份。起鍋時加薑汁一
大碗、葱數莖以去腥氣。」䰾魚，因狀似小
河豚嚇退不少人，其身扁圓，膚黑肚白，肉
嫩味鮮，此魚之鮮尤在其肝。高湯吊製，是
䰾肺湯烹煮前重要工作，有黃鱔、時蔬等數
十種材料，細火慢熬需七八個小時，要求湯
清如水、味至純。將䰾魚肝煮熟，至浮起時
取出，將魚皮和魚肉分開入鍋炒，輔以火
腿、筍片、菜心等調味，後澆入雞湯，終再
放入魚肝燒一下。
䰾肺湯的食法也十分講究，「置、賞、
品、味」四步環環相扣。「置」是把魚肝
從熱湯中取出，放入自己的小碟中冷卻，
以出現小氣泡時為佳，其實那是魚肝油正
在外滲；觀察浮動的小氣泡的過程，叫
「賞」；食用魚肝時不要咬，應輕輕用舌
頭來抿，注重品味；然後，趁着魚肝在口
中的味道，把一些熱湯喝下進行回味。
「蘇中自有鮮美湯」。多年之前的秋

天，親戚邀我去蘇州賞桂。遊太湖時途經
木瀆古鎮，在鎮上的石家飯店吃過䰾肺

湯。䰾魚肝的嫩肥豐腴與雞湯的鮮美香
馨——交織在一起，絲絲縷縷地體現着蘇
州菜餚的精緻與豐潤。一汆即熟的魚肝呈
淺褐色，邊緣光滑，嫩滑柔軟，舌尖一抵
即化，無腥無燥，甘鮮華滋，別有嬌柔的
鮮嫩奇香。至今，我對䰾肺湯獨特的味道
念念不忘。取用䰾魚，以蘇州太湖裡的野
生最佳，且只每年秋季最肥美，因此在木
瀆有「秋時享福吃斑肝」的俚語。
一位對䰾魚很熟悉的朋友說，太湖䰾魚的

樣子，儼然是縮小版的河豚。5000多年
前，人們便知河豚內臟有毒，但肉質味道奇
美。而䰾魚尺寸則小許多，約有手掌那麼
長，小口大腹，肚皮上有小刺，只要撓其肚
皮，身體即漲得滾圓，彷彿就是氣囊。䰾魚
與河豚貌似近親，但卻是不同種屬的類別，
因而䰾魚內臟無毒，盡可放心食用。
記得香港人蔡瀾先生去蘇州石家飯店，專

為䰾魚而去。走進去見入門處擺了很大的玻
璃缸，裡面游的就是萌態十足的䰾魚。䰾肺
湯端上時，蔡瀾身邊的兩位美女不敢動筷，
怕是有毒的小河豚，當蔡把魚肝吃得乾乾淨
淨，美女才敢動筷。怎奈菜有微涼，蔡嗔
言——好吃的東西是要搶的呀！
䰾魚是人間難尋美味，尤其野䰾魚之鮮

美——可遇不可求，牠堪比河豚有過之而無
不及。「席地眠楓葉，循香見桂花。一嚐䰾
肺味，鱸膾何須誇。」一朋友常去菜市場
尋覓，偶見䰾魚就會買下幾尾回去嚐鮮。他
買䰾魚，一般算好人數，每人一條。做䰾魚，
他一般紅燒，再加一把嫩豆苗。這樣，豆苗涵
帶着䰾魚鮮美的湯汁，䰾魚又因豆苗而不致油
膩。每人一個盤子一條魚，盤子邊上添上香
噴噴的米飯。吃䰾魚除鮮美魚肉令人讚嘆
外，魚皮入口嚼起，有很特別的「沙沙」
感；䰾魚肝柔軟細膩，口感尤為上佳。一頓
飯下來，盛䰾魚的盤子最乾淨，只剩魚骨，
湯汁全被嚐盡。除了木瀆䰾肺湯，䰾魚紅
燒毛豆米、䰾肺嫩豆腐汆湯也值得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