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國世界盃 (五)

女性新觀點
有人說，電視劇
是給師奶看的，劇

情往往迎合她們的口味。但是，電視
劇要有時代氣息和深刻主題，才能引
起共鳴，並帶動話題和啟迪人心。月
前在網上熱播的美式神劇《致命女
人》（Why Women Kill）算符合上
述要求吧。
這齣話題之作上月播完第一季，十
集內容，情節緊扣流暢，人物個性活
脫，造型別具一格，對白淺顯精闢，
令人看得賞心悅目，感覺酣暢淋漓。
編導借助電影蒙太奇手法，將三位
先後居住在加州同一座豪宅中的不同
年代女人的婚姻故事交替串連起來，
場景佈置和服裝設計也切合主角所處
的時代，「好看」之餘，也把人帶回
那個年代的氛圍中，兼具時代感和歷
史感。
三個女主角的設定頗見心思，包括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家庭主婦貝絲安
（Beth Ann）、八十年代的社交名媛
席夢（Simone）和二零一九年的雙性
戀女律師泰勒（Taylor）。她們都曾
有愉悅的婚姻，卻最終逃不過枕邊人
不忠的女性宿命。電視劇就側重寫她
們發現因丈夫出軌後，如何面對及智
慧地解決夫妻間存在的問題。
貝絲安本是純良的主婦，日子只圍
繞着丈夫和女兒。她先是啞忍，再主
動接觸小三，試圖透過跟對方交朋友

而勸她知難而退；但生活在女權高漲
年代的席夢在知悉丈夫原是深櫃同志
後，不但當面質問，更以跟青年偷情
作為報復手段；到了活在今天的泰
勒，她和丈夫主張開放式婚姻，達成
互不干涉對方私生活的協議，但當她
好心收留無家可歸的女友，並一度三
人同床共枕後，感情出現微妙的變
化。她毫不猶豫地揭穿機心不良的女
友真面目，並趕走她。
我尤其喜歡由知名華裔女星劉玉玲

（Lucy Liu）飾演的席夢 ，她愛虛榮
好面子，發現丈夫偷情後，雖然變得
兇巴巴，卻很講情義。冷靜後的她主
動找丈夫的同志情人了解原委，並主
動成全他們；當知道丈夫患了愛滋病
後，不離不棄，陪着飽受歧視的他走
完最後的日子。
貝絲安也是一個討人喜歡的角色，

她在幾經努力挽回丈夫之心不果後，
聰明地跟屢遭家暴的女鄰居聯手，設
局令兩個「渣男」互相殘殺，一死一
入獄。自己最後跟小三及其私生女共
同生活。
劇集令人好感的原因是，雖以「殺

人」為名，但「致命女人」並不可
怕，她們經歷過傷心憤怒、自我檢
討、查找原因、嘗試補救、發洩報復
等階段，最後都以理性的睿智作出了
抉擇，態度進取。這顯然是編劇的美
好想像，頗值今日已婚女性參考。

法國世界盃決賽
重頭戲，法國對巴
西，在比賽前大家

都對巴西睇高一線，但結果巴西卻輸
了3比0 而飲恨，而法國就首次登上
1998年世界盃王座。
因巴西失去了冠軍寶座，以致當時
巴西球王朗拿度，竟好像成為罪人；
其原因可能在於朗拿度在開波前抽
筋，時間長達40秒，需即時送院檢
查，因此在比賽出場名單中沒有了
「朗拿度」的名字。這件事當時令我
們電視台非常緊張，在只接到出場名
單時，我們四處張羅找尋訊息，究竟
發生什麼事？頂着兩屆世界足球先生
的光環，決賽怎麼會不上場呢？曾志
偉也大叫「不可能！我捧巴西隊，巴
西怎麼可以輸呢？」連志偉的「拗
撬」對手阿叻（陳百祥）也覺得很奇
怪，到底為什麼朗拿度沒有出場，當
時我們資料搜集的工作人員也找不到
原因。
但巴西隊在進場時卻見到朗拿度，
大家當然很開心，我相信當時大多數
巴西球迷也是一樣，認為有朗拿度壓
場，必穩奪冠軍；可惜最後事與願
違，朗拿度整場的表現，有如夢遊球
場般，就以該場表現而言可說一無是
處，結果以0比3落敗於法國。巴西隊
以至球迷當然很傷心，而很多體育廣
告贊助商也同樣很傷，因他們預
期巴西隊必勝，預早已拍攝好整
條廣告，準備巴西在奪得冠軍後
就立即播放廣告，片內朗拿度是
巴西的英雄，捧着世界盃；但沒
辦法，正所謂「波就是圓的」，
如果世上有100%必勝的球隊，
足球就不會這麼吸引了。
當決戰在進行期間，鏡頭外我
見到志偉及阿叻兩位都垂頭喪氣

地觀看比賽，他們只希望巴西隊不要
輸太多；李克勤就沒什麼，他純粹欣
賞足球而已，但如果是他所擁護的英
格蘭隊在作賽，則作別論；黎明就更
加沒什麼，據知當時他對足球認識不
太多，所以對他來講，誰勝誰負，都
無關痛癢。
決賽完結，冠軍誰屬已定。通常我

們會開始拍攝下一屆世界盃的宣傳片
段，奈何應該怎樣拍呢？下一屆2002
年在日本及韓國舉行，但世界盃版權
已經給有線電視以600萬美元奪得，
足足以上屆5倍的價錢買下了（98世
界盃版權費120萬美元）。版權不在
TVB手上，應該以什麼角度去拍攝宣
傳片呢？最後決定唯有只宣傳98法國
世界盃TVB的成績，收視之高，告訴
廣告商在TVB落廣告是絕對正確的等
等，一點也沒有提下屆的世界盃。當
時我心中想，98世界盃將會是我製作
最後的一屆。雖然最後在2002年世界
盃，免費電視有4場賽事及每日精華
片段可以轉播，但對電視製作人而
言，直播64場賽事和只得4場賽事，
兩者真是天淵之別。
但又有誰想到，原來TVB當時只轉
播4場賽事是一樣可以賺錢的。下次
分析TVB怎樣製作這4場賽事，在劣
勢的限制下令到整件事在市場上仍有
利可圖。

鍾逸傑爵士於一九五
七年來到香港，在殖民
地時期擔任過舉足輕重

的要職，包括新界政務司、布政司、署理
港督等。新界這一片廣袤的土地，就是在
他的手上經歷翻天覆地的改變，所以他有
「新市鎮之父」之稱。他與新界鄉紳有着
千絲萬縷的情誼；諸如：鄧乃文、陳日
新、黎國耀、劉皇發等等，他與新界鄉
議局的交集更是不在話下，我在鄉議局
檔案中看到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
代每個月都有幾次與鍾逸傑開會的會議
記錄。而其中有一件讓我黯然神傷，掩
卷嘆息的會議記錄是，郊野公園不包括
土地的承諾（這可以說是他對新界土地
用途的改變當中，曾對原居民答應的承
諾，結果並沒有兌現的遺憾）。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以後，很多人
以為他回「國」了，但直到今天他離世
前，仍然居住香港。他說：我對其他地方
已經感到陌生了，因為香港有許多朋友，
有許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如果我回到英
國，可能就像你們中國唐詩所寫：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這讓我想起唐代詩人黃峭的「年深

外境猶吾境，日久他
鄉即故鄉」，不就是
今天鍾逸傑或任何一
位離鄉遊子的寫照
嗎？不是嗎？當我們
跳脫了對故鄉的思
念，最好的辦法是立

足當下，親愛腳下的土地與人民。
鍾逸傑擔任新界政務官悠長的歲月

裡，正是香港新界滄海桑田發生巨變的
時期，他在政務上高瞻遠矚，運籌帷
幄，掌握這個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
北，包括兩百三十五個島嶼的命運。
筆者曾經拜訪鍾爵士，他的家居佈置

呈現出濃濃中英兩國文化，有兩尊佛祖
的石像與畫像，臨海窗前有一排蓮花，
還有兩三幅他親自畫的油畫，油畫裡的
風景應該是英格蘭的深秋吧？那深秋的
黃葉是否埋藏着他心中如火一般的心
事。他是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喝着英
國茶娓娓道來他的故事。
告別前他說，偶而仍會去元朗走走，

和一班老朋友見見面。他建議筆者拜訪
元朗的老鄉紳，發掘一些值得書寫的老
故事。筆者拜訪他數次，見他一次比一
次衰老，他像一支蠟燭，感覺那火焰
是愈來愈微弱了，雖然如此，他對香港
的感情又何嘗不是「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炬成灰淚始乾」!
從他的一生可以看到離鄉背井沒有不

好，老年生活形單影隻沒有不好，他為
香港新界創建新市鎮沒有不好，促成二
十世紀經濟奇跡，誕生璀璨奪目的「東

方之珠」，真是好！走筆至此，
我望着窗外，思念那一棵天邊老
樹，他是否已在天上？相信他會
祝福香港這一顆東方之珠！

懷念鍾逸傑
香港亂局沒完沒了，到了北非摩洛哥11
天。同行的旅友，都抱着「出冊」的心
情，坐了16個小時的飛機，來到遙遠的非

洲，欣賞沙漠星空，沙丘觀日出，遠離香港唞唞氣，還是
偷得一陣子清靜。
摩洛哥是一個神秘的國度，教人第一時間想到諜影重重

和大時代的愛情故事，堪富利保加和英格烈褒曼主演的經
典電影《北非諜影》，排在美國電影史上的經典電影前列
之一，享譽大半個世紀。
來到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導遊沒有令我們失望，帶

我們來到影片最重要的場景「咖啡館」瞻仰。其實該片
沒有到過摩洛哥拍攝，全片都在美國廠景拍，但也因此
片令卡薩布蘭卡這城市聲名大噪，今天我們所看到的，
只是當地模仿電影取名的餐廳，只賣酒而不賣咖啡，完
全不是那回事。
沒有浪漫，只有現實，旅遊無限好，示威緊隨身。來到

摩洛哥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馬拉喀什，剛抵入住酒店門外，
竟然又讓我們遇上了示威！看示威者打扮似是失明人士，
示威標語列陣整裝待發，慣見風雨的我們，為免阻滯，也
不等行李生了，下車後快手快腳推着自己的行李進入酒店。
花了一段時間辦理住房手續，進入房間露台，居然又讓

我們看到示威起行。居高臨下全方位看遊行隊伍，當時正
值下班人潮，起初以為大陣仗，但數來數去示威人士只有
10個人，圍在示威隊伍兩旁的軍警有12人，後面還有兩部
軍警車緊隨侍候，摩洛哥的執法部門大陣仗，除了穿着深
色警服的警察，還有穿上綠軍裝手持重武器的軍人，警力
相當充足，與香港警察數量比較，實是天淵之別。
失明人士的訴求是什麼？估計是爭取福利或反對不平等待

遇吧，總之秩序井然，讓我們見識了什麼是和平示威。
香港朋友看到我沙丘觀日出的照片，深受寧靜的畫面感

染。對我說︰「假如妳喜歡，不要想家！」雖然在地球那
邊端，還是置身黃沙萬里，仍然關注着香港的情況，連蘭
桂坊都烽煙遍地了，教我如何不想家？

遊摩洛哥遇上示威

新加坡「講華語
運動」進入四十周

年，日前總理李顯龍在周年慶典大會
上談話，積極鼓勵多講華語，語重心
長提醒國人，新加坡已失雙語優勢，
過去新加坡人偏重英語，幾乎百分之
七十以上家庭習慣英語對話，導致華
人華語的表達能力已日漸減弱。
時移世易，今日中國發展一日千
里，連西方國家很多年輕一代都在修
習華文華語了，華人自己的母語若說
不好，今後就不可能單靠英語走遍天
下。華人一旦華語有欠靈光，在西方
人眼中不但覺得奇怪，華語好不過西
方人，從人家眼神裡看出內心的歧
視，身為華人豈不面目無光？
華人外文如何流利，當西方國家企
業已普遍重視做中國人生意時，華人
自己都說不好華語，
在異邦生活便不如老
一輩華僑那麼容易
了，所以李顯龍寄語
新加坡年輕一代必須
與時並進，適應環境
改變，讓華語重新融
入日常生活，一來保
持華語獨特的功能和
活力，二來也為自己

未來前途着想，方便日後在中國工作
跟中國人相處時，把握好中國強大發
展帶來的商機。
這話除了新加坡人，其他國家華
裔移民，能聽入耳也得益。最近有
個朋友說他兒子將赴英國升學，望
子成龍的家長曾多次得意地對人
說，他這個小子從小便不愛中文，
打從幼稚園開始便讓他入讀國際學
校，中學時參加多次校際英語演講
和辯論比賽都得過前三甲，因此自鳴
得意，不止跟朋友交往時全說英語，
甚至跟家人談話，父母姐妹聽不懂他
的英文句子，都要受到他譏諷，父母
倒以這個「英文人」兒子為榮，居然
連他寫錯的中文名字，都笑得像閃耀
着光宗耀祖的星星，有人以類似李顯
龍的忠言勸他父母，方言是家鄉生活

的情趣，華語則是跟
英語同樣重要溝通中
西文化的橋樑，當我
們是佔有全球四分一
人口的國家，發展到
「一帶一路」的龐大
貿易，華人說不好華
語怎麼跟其他國家打
交道，「英文人」家
長還以兒子為榮嗎？

李顯龍說對了

不記得多久以前曾在一本
書裡看過的資料，說是父母
對孩子一定不要擔心，大抵

是出於墨菲定律，因為你愈擔心會發生的事
情，不管機率有多小，它都愈容易、愈快地發
生。所以我後來在養育女兒的過程中，極少替
她擔心，從小到大都任由她自由散漫地成長，
直到她後來到澳洲去讀書。
女兒出了國，似乎更沒有什麼是我可以擔心

的。對於學習她是自覺的，生活上她亦很獨
立，而且為了減輕父母的經濟負擔，她出國前
就開始在課餘做微商，在微信朋友圈賣化妝品
給自己掙「買菜錢」。
我的女兒和我一樣是個不折不扣的「吃

貨」，所以她戲稱自己勤工儉學做微商是為了
「掙買菜錢」。而我擔心的並不是女兒的廚
藝，作為「吃二代」，她早在讀小學時就已經
學會做飯了，到現在，連油燜大蝦這類在我看
來是高難度的菜式也都做得色香味俱全。出去
時由於擔心在國外廚具不全，連多功能的電飯
鍋和中國鍋鏟她都打包帶了去……所以，我唯
一擔心的是她的「買菜」。

儘管已經了解到澳洲這兩年由於旱災的原
因，蔬菜大幅度地漲價，但是因為女兒沒有到
那邊去之前，我對澳洲菜價並沒有確切的概
念。女兒過去以後，接連好幾天發回來顯擺她
自己做菜的照片裡，都是雞鴨牛肉、番茄雞蛋
之類，沒有豬肉，居然連一根青菜都沒有。要
知道，我的女兒作為土生土長的廣東人，雖然
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食肉動物」，但是自小養
成的飲食習慣，吃飯時除了幾乎餐餐有湯，綠
色蔬菜一直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一問之下，才得知女兒所在的城市菜價比內

地的豬肉價格還貴（當然豬肉亦不比內地近期
日益高漲的價格便宜），所以她平日捨不得買
青菜吃。不過，吃貨有吃貨的智慧，女兒最後
選擇吃綠豆芽代替青菜。
心疼之餘，我又開玩笑說讓女兒自力更生，

去買花盆自己在宿舍種青菜吃，女兒如常地在
視頻裡對我的提議報以白眼：難道我還要在宿
舍養一頭豬？
由此想起了近些年在網上看過的帖子，說中

國人到了國外喜歡到處種菜，一些中國大媽連
綠化帶的土地都不放過，把人家辛苦種下的花

草都拔掉種上了青菜。違法佔用公共用地的且
不說，有一位網友發帖稱自己的媽媽把自己後
花園裡的花全部拔掉，種滿了各種各樣的蔬
菜，臨回國前還把自己的外國女婿喊到菜地邊
一通細緻地交代，告訴他哪塊地種的是什麼，
哪塊地的菜已經可以吃了……帖子「有圖有真
相」，圖中那位外國女婿站在被他的岳母從花
園變成菜地的地邊上，看着身旁碧綠的游泳
池，一臉的無奈。
我在網上看到某知名學者和他的朋友們在一

檔綜藝節目中談現實、詩和遠方的時候，還在
想，那位種菜大媽的外國女婿不喜歡自己的岳
母在花園裡種滿青菜，或許是因為他那裡的青
菜並沒有漲價。看完節目之後，我突然想明白
了，即便是青菜漲價了，也不必在自己原本美
麗的花園裡種滿青菜。同樣的，豬肉漲價了，
也不必為了吃豬肉而在自己乾淨整潔的家裡養
上一頭豬。
此時澳洲正值春天，女兒每天發過來的照片

裡，都是湛藍的天空，翠綠的草地，嬌艷的鮮
花，以及女兒和她的同學們粉嫩的充滿青春氣
息的笑臉……這比青菜和豬肉的價格重要。

青菜、豬肉、詩和遠方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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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鏡頭不落看完央視美食
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至

今還在回味。一感嘆此紀錄片的
拍攝角度，二感嘆其中的解說，三感嘆大
自然的神奇，四感嘆那些為提供各種食材
的人們所付出的辛勞。
邊看時邊想，有舌尖上的中國，怎麼就

不可有舌尖上鹽城八大碗呢？家鄉八大碗
的美食、美味伴隨着我們兒時的成長，雖
離我們漸行漸遠，但我們至今仍在享用。
鹽城八大碗，是鹽城人婚喪嫁娶、招待

客人的主打菜系；在外遊子最能勾起在異國
他鄉的回憶，成為酒桌談資。鹽城八大碗與
其他地方八大碗略有區別，蘊涵着鹽城濃濃
的鄉土氣息，飽含着鹽城人的質樸品質，更
展示了鹽城人們嚮往美好生活的敦樸民風。
如今鹽城人辦酒席，那八大碗也轉而成

為千家萬戶的家常菜。鹽城人素來質樸、
勤儉持家，把八大碗作為家常菜，隨時擺
在自家的餐桌上，時常回味八大碗給我們
帶來的快樂和成長記憶。

一、鹽城八大碗的前世今生
鹽城八大碗源自三國時期的美食。三國

東吳時期，鹽瀆縣第一任縣丞孫堅，剛到
任就遇到一宗命案，但毫無頭緒，為迅速
破案以示自己的能力，於是就命令木匠打
製上等四方桌，擺上八碗八筷、八匙八
碟、八杯八椅、上八盤大菜，燒香祈求八
仙用膳，指點迷津。沒過幾日，孫堅夢中
得到八仙指點，迅速破案，於是鹽瀆百姓
紛紛效仿。四方桌後被稱為八仙桌，盛行
鹽瀆大地，當地百姓宴請均用八大碗，以
示對神靈的敬重，鹽城八大碗由此得名。
蘇東坡有兩句讚譽八大碗的詩句：「舉
箸失量八碗入腹容易，宴罷無癮三年去意
可難」，可以看出八大碗美味可佳。從宋
發展至今，八大碗已成為淮北一帶宴席的
主要模式。

二、八大碗取自魚米之鄉的豐饒物產
鹽城是一個讓人打開心扉的地方，是丹

頂鶴、麋鹿的故鄉，黃海之濱，淮河兩岸，
物產豐饒。懷念美味，感謝大自然的饋贈！
由此引發的是更深的思考，那些純正的美味
一直伴隨着我們。射陽、大豐等沿海地區海
鮮鮮美，建湖、阜寧縣多河蕩魚蝦肥，本地
雞鴨鵝豬自然養殖味道好。選材上注重純綠
色產品，如紅燒刀子魚乃原生淡水河的「野
刀子」，製作時盡量不放任何作料，保持原
始鮮味；肉圓食材豬肉採用的阜寧生態豬；
八大碗的雞肉絲粉絲，主材使用的雞，全是
農村散養的「土雞」，也叫朱元璋欽賜的
「三黃雞」，肉質嫩滑，皮脆骨軟；八大碗
的配料豆腐、芋頭、青菜等時蔬大部分來於
農村自種作物加工而成，使用原生態農墾施
肥種植，十足的純天然。那感覺挺好！令人
回味無窮！
鹽城人發明了八大碗，八大碗來自精挑

細作的地道美味，食材取自本地特產，融
入了鹽城人時代的耕作、生活的世界。八
大碗正常上菜順序為：1、雜燴菜，2、紅
燒糯米圓，3、漲蛋糕，4、紅燒肉，5、雞
肉絲粉絲，6、蜆子燒茶乾，7、紅燒刀子
魚，8、芋頭蝦米羹。第一道雜燴菜表示慶
祝團聚之意，最後一道菜芋頭蝦米羹表示
要分別了，祝願客人出門遇貴人，吉祥如
意之意，上菜的順序與各種菜的寓意密切
相關，表示主人敦樸的待客之道。

三、八大碗都有美好祝福和寓意
五福臨門—雜燴菜：寓意親如一家。也

叫農家燴土膘。豬皮作主料，佐以青菜、火
腿等作料紅燒燴製，口感滑潤可口。雜燴菜
在八大碗當中號稱「江北頭道菜」。
鳳凰展翅—漲蛋糕：寓意步步高陞。這

道菜常以雞蛋為主材，佐以少量青菜或韭
菜製成。漲蛋糕既簡便又節儉，口感鮮
美，寓意深遠。
卿卿我我—雞肉絲粉絲：寓意相親相

愛、長長久久。把雞肉切成絲，配合粉
絲，加上豆油，紅燒而成，味道非常鮮
美。也有人家用「大雞抱小雞」來命名，
據說這道菜起初以農家土雞為主料，原汁

雞湯中偎依着多個土雞蛋，象徵闔家團
圓、完美幸福，後來以雞絲代替整雞，以
粉絲代替雞蛋，就成如今雞絲燒粉絲。
情義濃濃—蜆子燒茶乾：寓意親人團圓

之意。蜆子在鹽城大大小小的港叉河道裡
到處都有，用網撈、下河摸，均能成桶所
獲。蜆子經開水煮沸，取其肉，不加任何
香料，加茶乾，清燒即可，湯鮮肉嫩，令
人回味無窮。
年年有餘—紅燒刀子魚：刀子魚又名鯽

魚。牠們生長環境要求低，只要有水的河
溝它就能繁育，鹽城的得天獨厚條件，就
是水多河多魚多。鹽城人家裡來親戚，大
大小小的鯽魚就能煮上一大鐵鍋，在鐵鍋
邊上再攤上雜糧麵餅，簡直美味。鹽城沿
海漁民有吃魚不得翻身風俗，寓意出海捕
魚風平浪靜、平安歸來。
闔家團圓—紅燒糯米圓：寓意團團圓圓

之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時期主要用於婚
慶、壽宴等宴席。肉圓宴席正常按照一桌
八人，一碗廿五個，一人三個的標準放
置。最後碗裡還須餘一個，表示主人家富
餘之意。鹽城人稱肉圓為「肉坨子」，鹽
城人的風俗每年在臘月底快過年前，自己
家裡才會炸上一鍋。
紅紅火火—紅燒肉：寓意新年六畜興

旺、生意紅火。紅燒肉主要食材為豬肋條
肉，做時放些蘿蔔，用於吸收肉中油脂，
吃起來一點不覺得油膩，反而更美味，肉
的色澤更紅亮，口感更加甜爛。
好運連連—芋頭蝦米羹：鹽城八大碗中

列為最後一道菜，用豆腐、芋頭、蝦米、
豬肉等做成。鹽城人好客，希望給客人留
下最鮮美的味道，能夠長來長往。芋頭表
示遇到好人之意，蝦米指五穀豐登之意，
最後一道菜，祝願出門遇貴人，年年有好
運之意。
《舌尖上的中國》拍得太誘人，才使我

今天對舌尖上的八大碗有這樣的感悟！當
然，還有很多美味美詞！最好的美味就是讓
食材散發最原始、最純正的味道！舌尖上的
中國！舌尖上的八大碗！舌尖上的感動！

舌尖上的八大碗■黎明和陳芷菁拍攝於1998年世界盃
決賽的法國聖坦尼球場場內。 作者提供

■我們也在學—華語。
作者提供

■向這位62年來以香港為家
的鍾逸傑爵士致敬！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