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餘慶還是餘殃？

不負這顆星
最近有一部日劇
刷 屏 —《Grand
Maison東京》（港

譯《摘星廚神》），是日劇天王木村
拓哉的令和首秀，目前已播放完結，
收視率一直保持雙位數，成績相當不
錯，豆瓣也打出了8.8的高分。美食
愛好者小狸自然也第一時間圍觀了，
然後心中留下一個大寫的「服」。
服在哪呢？服就服在：能把一個如
此俗套的故事和題材拍得如此精彩。
是的，整部劇集的情節平凡得真沒
什麼可說：就是一群被生活打擊埋沒
過的人為了心中的夢想又再次聚集在
一起開餐廳，為米芝蓮摘星而努力奮
鬥，最終收穫個人成長的故事，可以完
美理解成《Slam Dunk》（港譯《男兒
當入樽》）的廚師版。而表現策略更不
用說了，一定是美食、帥哥加熱血。
故事平平，套路滿滿，卻依舊有本
事能讓閱劇無數的觀眾目不轉睛，能
讓挑剔的打分者心甘情願給出五星好
評，靠的，是驚人的用心和扎實。
劇中會有美食，這是每個人在看劇前
就能想到，但想不到的是，怎麼會這麼
出色？「這是我見過的料理水平最高的
電視劇。」很多觀眾都這樣在網上留
言。這也正是這部劇的核心競爭力之
一—呈現給觀眾的是具有真正米芝蓮
而且是法餐米芝蓮水平的菜品。
隨便拍拍是不會有米芝蓮水平的，
想要這個高度必然是背後付出了同等
的努力。比如，劇中的每一家米芝蓮
餐廳，其實在現實生活中都是真實存
在或有原形的，劇組甚至說服了巴黎連

續20年拿到米芝蓮三星的L'Ambroisie
入店取景並參與情節；劇中的每一道
美食原形都來自東京真實的米芝蓮餐
廳並經過三星米芝蓮餐廳主廚的再次
設計；為了保證各個細節的專業度，
劇組還專門聘請了兩位料理顧問，包
括日本著名料理評論家服部幸應，以及
連續12年獲得米芝蓮三星的東京法餐
Quintessence的主廚岸田周三。當然相
應的，是以每集的製作費高達1億日
圓。但他們換來的，是觀眾連連驚呼
嘆為觀止，是即便外行也能看得出的
高級，是令人心悅誠服的真實。
除了料理的硬實力，另一個核心競

爭力來自劇組的軟實力。該劇劇組陣
容豪華，導演、編劇此前都是佳作頻
出，這也決定了故事情節雖然老套，
但拍攝手法出色，思想挖掘到位，台
詞細膩，火候剛好。至於演員，更不
用說了，每一個配角的卡士都足以是
其他劇的主角，而木村大神常年封神
是有原因的，光是一張嘴的法語、一
個高空撒鹽的動作、一連串彰顯廚師
特性的細節小動作、一個滿含廚藝的
眼神，已知私下裡花了不少功夫。
這部劇，一直在詮釋什麼是三星的米

芝蓮餐廳，其實說到底就是三個字：
「足夠好。」食材普通，沒關係，我可
以在其他方面做到足夠好來彌補；配方
被偷，沒關係，你無法像我一樣能把每
個細節都做得足夠好；吃多了天下美食
而麻木了，沒關係，我有信心用足夠好
來讓你重新感動。其實，這部劇的法門
也正是這三個字呀。
劇內劇外，都沒有辜負這顆星。

儒家典籍以四書五
經的影響力較大，但
時人獨愛學易，以

「醫卜星相」等術數都是易學旁支之
故。今時社會主流重視術數多於仁義
道德，難怪學易的人多而學詩學禮的
人少。
《易傳》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
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
是觀察、觀摩；玩是玩味。換言之，
讀書人平日閒來無事，應觀察卦象爻
象、玩味卦辭爻辭；欲有所作為時，
才觀察變化之機、玩味占卜的斷語。
這才是學易的功用。
《易．坤》：「履霜，堅冰至。」
比喻人見到地上結了薄霜，就可以預
視嚴寒天氣將到，應要先行準備。此
意有似成語「一葉知秋」。潘某人總
是領先於時代，哪怕只差三數載，已
經「不合時宜」之至。《易傳．文
言》論「履霜堅冰至」有云：「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香港是我家，近來「積不
善」。雖然暴徒只佔少數，可惜一善
人之善行，無法抵消一惡棍的惡跡。
今天許多小孩瘋狂辱警，早在二零
一三年小學教員林慧思就打響了第一
槍，辱警後還得到教會和學校包庇。
有感於「履霜堅冰至」，當年筆者斗
膽率先在社交媒體「臉書」發表打油
詩譴責，結果立馬就開罪了許多人。
經歷二零一四年「非法佔中、雨傘革
命」和去年「小孩暴動、蟑螂革命」
之後，社會上開始有共識要追究「誤
人子弟惡教師」的責任。本欄介紹
「邱吉爾茶匙掬乾水池」的政治宣傳
小故事，由辱警第一擊開始，要長達
六年時間才讓廣大香港市民如夢初
醒。有點似邱吉爾極有耐性地「制

亂」，畢竟「遲到好過無到」（好事
遲發生總比不發生為佳）。
還有「汽油彈」成了香港風土病，

其實早在二零一三年底，在本地議會
率先濫用暴力的前議員，就公開向林
鄭月娥女士叫陣，那時林太仍是政務
司司長。此狂人叫囂說，日後不單止
擲雞蛋搗亂，還要擲汽油彈云云。然
後我們老香港終於在六年之後見證到
連大學生、中學生都如癡如狂地執行
隨意縱火的指令。
又有大學教員歪曲法理，其中一人

更力圖染指副校長之職，後因條件差
太遠而不成功。這個惡毒教師說要到
了有人「暗殺政要」才算是「搞港
獨」！反對派統一口徑說「學生有討
論港獨、甚至鼓吹港獨」的言論自
由。到了去年，終於有人「奉命行
事」去「企圖暗殺政要」，受害人是
現任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律師。
原本第一次有人散播「仇恨言論」

（hate speech）就應該追究言責。潘
某人只曾公開譴責了林慧思，但是當
年時機未成熟，反而自招麻煩。於是
知道要量力而為，對「汽油彈論」和
「暗殺政要論」就沒有輕舉妄動了。
《易傳》說：「吉人之辭寡，躁人之
辭多。」潘某人應多自我警惕。
事隔多年，現任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終於說出真相，莫說失德教員可以解
僱，不稱職的校長也可以罷免！其實
這事整個香港教育界都知，只不過眾
人「為官避責」，「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等退休」豈不美哉？
「積不善」既多，災殃還會遠嗎？

社會之文化，永遠是其所有成員全部
言行的總和，我們「處江湖之遠」的
小市民，只能做好本分。
香港還是我們的「積善之家」嗎？

美麗的海灘傳來醉人波浪潮聲，一邊可欣賞大
自然山光水色，一邊可聆聽繪本專家的專業分
享，這樣一個既能學習又有度假氣氛的首屆繪本

講師年會，的確與別不同，吸引了很多喜歡繪本和致力推廣繪本閱
讀的同好來參加。
內地近年的兒童繪本創作及出版發展速度很快，家長們漸認識繪

本閱讀對幼兒美的熏陶，及有助促進語言發展，故樂意給孩子購買
繪本圖書，也有很多年輕人成為專業的認證講師，投入到繪本的推
廣隊伍，使繪本粉絲愈來愈多。
這個繪本盛會，主辦方邀請了多位重量級專家，如日本繪本作家

和歌山靜子、30年來在各地撒播很多繪本種子的花婆婆方素珍等，
就繪本創作、閱讀、美育話題及實踐經驗等來分享講述，專家推介
的特色繪本，可配合多元活潑的閱讀方式，讓孩子們加深閱書的印
象，添加生動的理解和興趣；與會者都感到受益良多，收穫豐富。
其實一本好的繪本，大朋友可以和小朋友用許多有趣方式配合去

閱讀，令每次閱讀，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與收穫。其中一場由兒童
文學作家保冬妮主持的工作坊，分享如何精讀《24節氣旅行繪
本》、《神奇虎頭帽》等，及延展製作燈籠和虎頭帽，給大家作了
很好的示範，內容更特別切合近日過新年的氣氛，故座無虛席。保
冬妮是內地多產的繪本作家，可說見證了近20年內地繪本發展的
趨勢，而她本人十分積極推廣繪本和美育，她在工作坊上親切細緻
的講解，令人讚嘆不已。
很快將過中國農曆新年了，大家也同來和孩子閱讀保冬妮的《神

奇虎頭帽》吧！這是一本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有趣繪本呢。故事主角
名小虎，是一個移民到了外國的小朋友，他在棒球比賽失敗了，感
到很沮喪；小虎聽爸爸的故事，認識了家鄉的傳統文化，原來他爸
爸珍藏了小時候戴過的虎頭帽，據說此帽還可以為主人帶來好運。
於是，小虎戴上虎頭帽去比賽，隊裡的
小朋友見到色彩鮮麗的虎頭帽，感到新
奇羨慕，而他們比賽竟轉敗為勝！後
來，小虎的奶奶更為整隊的小球員每人
都做了一頂虎頭帽。故事最尾的畫面，
出現不同國籍不同膚色的小朋友，一人
一頂虎頭帽，個個露出燦爛的笑容。
閱讀故事後，請繪畫或做一頂虎頭

帽，讓孩子多親近中國文化的美好吧！

特色繪本多元吸引
「只爭朝夕、不

負韶華」，此金句
已成為大家的座右

銘了。正值二零二零年元旦之際，
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有人事
調動，這是正常的事。
在香港各部門先後工作了多年

的王志民主任，調回中央，任職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
長，屬正部長級。接任他的是曾
在內地多個省份擔任領導職位的
駱惠寧，深慶得人。曾記得在去
年歲末，王志民主任積極地在香
港公開舉行重要會議，多次傳達
國家主席習近平講話精神，希望
香港盡快重回正軌。用「四個始
終」作領會思考。
另一方面，王志民寄語某些香

港人盡快從沉淪邊緣走回正軌，重
視國家憲法與香港特區基本法的憲
制秩序，支持及配合國家發展等
等，他對香港語重心長的期盼，竟
然是臨別香港的贈語，令人感動。
具豐富行政管理經驗，又具經濟理
論和實踐經驗的駱惠寧主任，甫抵
香港便召開記者招待會。文質彬彬
的駱主任，他的風采和中英文皆博
學多才的談吐，深得港人好感。
二零一九年世界局勢複雜多

變，經濟下滑致令世界各地包括香
港人民對二零二零年的前景信心不
足。特別是香港逾半年充滿暴力行
為的社會活動，致使百業蕭條，很
多人都擔心來年很多行業有公司倒
閉，失業率暴增。幸而，中央愛護
香港，關懷港人，委派熟悉經濟的

駱惠寧到港任中聯辦主任，相信以
他的豐富經驗，必能使香港在鞏固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有成效。而香港
成功關鍵在於背靠日益強大的祖
國，在中央及內地各省市都有人脈
聯繫和實際經濟背景聯繫的駱主
任，配合香港政府林鄭月娥領導下
的團隊，團結一致，有望令香港無
論在完善施政、經濟發展、社會穩
定和民生改善都得以向前發展。
禮儀周周的駱主任，甫抵香港

便分別親往拜會首任特區首長董
建華及現任特首林鄭月娥。駱主
任強調行穩致遠治理香港，保持
繁榮穩定，最重要是維護香港法
治，要堅持「一國」之本，善用
「兩制」之利。駱主任特別要求
香港四個「進一步」。林鄭特首
表示有中央大力支持，香港定能
重新出發。我們都希望代表中央
政府的中聯辦與香港特區政府能
夠進一步加強溝通聯繫，深入交
流訊息，特別是近日在武漢發生
的新冠狀病毒，關係到人民的生
命健康，再加上春運已開始，三
十億人次的往來可能發生的危險
不可小覷。
很高興傳來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率代表團正在美國訪問，有望於
周三與美國簽訂首階段貿易協
議，希望是好的協議，有利於世
界經濟發展。
新年代、新人事、新作風。港

人對駱惠寧主任懇切的期望：中聯
辦和特區政府加強合作，推動香港
浴火重生再出發，創輝煌！

2020香港重新出發

在香港社會動盪，
治安不靖的今天，友

儕之間除了坐下時輕嘆，也有站起來
行動。所謂的行動是在大灣區內物識
第二個家，在香港一旦壞下去時有個
避難所。
最近大家相聚的話題，從以往的責
罵亂事者導致香港永無寧日，至現在
大灣區內新樓盤行情。在每逢周日或
大時節的「和你Lunch」暴亂日子，
大家都作鳥獸散，參加九個地區不同
城市的「睇樓團」，甚至順道去浸溫
泉，來個兩日一宿看樓盤兼嚐美食的
度假旅程。為的是不想看新聞，不想
面對紛擾不斷的社會。
好些朋友說：「踏進內地口岸便有
份莫名的安全和自由
感覺，可以暢所欲
言，不怕被『私
了』！」好些香港年
輕人不了解所謂的大
灣區是九加二，九個
廣東省城市加香港和
澳門，「反中」者叫
人返大灣區，其實他

自己就生活在大灣區。
在寸金尺土的香港，不少人都為住

屋問題被壓得透不過氣。大灣區地大
物博，生活水平低，樓房價錢只是香
港的十分一或八分一，一般香港人較
易負擔，加上中央政府推出許多優惠
港人的措施，包括可享用當地福利，
難怪在內地置業再度成為新趨勢。
這半年來鼓勵香港人移民的地方是

馬來西亞，樓價接近大灣區，於是一
機又一機的「睇樓團」飛往當地大城
市，有位朋友在吉隆坡置業，卻即時抱
怨需長途跋涉趕飛機，人分外疲憊。
移居香港鄰近的城市可以講廣府

話，吃廣東菜，有急事的話一至兩個
小時內便可回到香港，當然更具吸引

力，尤其是對退休人士
而言，就是方便回港覆
診最重要！
大灣區概念無異是

將香港的邊界大大擴
闊，有助解決香港長
遠的住屋問題，只在
於香港人是否看到當
中的好處。

移居大灣區

聖托里尼有一個常設的旅
遊項目，是從島上坐船前往

對面的活火山尼亞卡斯美尼。那個火山倒也平
常，沒有想像當中從山頂一瀉而下的紅色熔
岩，當然就更不可能有岩漿離地好幾米、噴薄
而出的奇景了。旅遊局沒辦法，於是就在島上
挖了個硬幣大小的洞，遊客上來以後，就去找
那個洞，然後從那裡冒出來的熱氣感覺活火山
的存在。
儘管這麼說，但這個島倒不全是些無趣的石

頭。就在上島之前的水面上有一小片淡黃色水
域，這裡最好玩。在遠處看，它的顏色和周圍
茫茫的深藍色海水完全不同，像是被太陽光反
射出來的效果。後來才發現，它本來就是這個
顏色。就像西安的涇渭分明（涇河和渭河的交
匯處）和梧州的鴛鴦江，一條大江，兩種顏色。
每次船行至此處，船夫總會先把船停住，指
着那一小片海鼓勵大家游過去。等你游到了，
就會發現那是一片溫水浴場。因為位置正好在
火山的上面，所以水溫很高。而且，還有濃濃
的硫磺味瀰漫在你的周圍。有了這個絕佳的經
歷，在島上看不到熔岩噴發也就沒那麼遺憾了。
通常，遊客會在島上耗上半日，再重新乘船

回到聖托里尼。那時已近黃昏，回來的人可以
立刻坐入自己酒店的泳池，邊喝雞尾酒，邊看
遠處的太陽一點點地下沉。藍色海岸最讓人印
象深刻的是白天。在白天，我們可以看到尼斯
上空和海水形成深淺不一的藍色帶。但愛琴海
卻是屬於傍晚的。在接近黑夜之前，夕陽的霞光
會讓整個大海和伊亞（Oia）峭壁上的酒店都從
藍白相間變得通紅，那真是美極了。
在這樣的地方住上一段時間，人往往會產生

一種不真實的感覺。明明四周都包裹着海水，
海上也空無一人，但島上卻這麼繁華。而且，
我們都不用勞作，每日只吃喝、睡覺和曬太
陽。一到晚上，狹長扭曲的街道上會亮起燈
光，與夜空當中的星星互相唱和。這時候，感
觸最深的應當是碰巧經過的那條船，他會對這
景象印象深刻，並心嚮往之。
聖托里尼的繁華就像給了一個夢境當中才會

出現的理想世界，讓我們可以遠離俗世。不
過，按照歷史學家David Blackbourn的研究，
海濱度假與都市的形成直接相關。在他的文章
《Fashionable Spa Towns》當中，他發現溫泉
度假的開端正是啟蒙運動的開始。當時，很多
病人在醫生的囑咐下來到溫泉療養，以緩解自

己的憂鬱症和精神衰弱。在David Blackbourn
看來，這兩種疾病正好對應着都市理性對人的
壓迫，溫泉的水溫和礦物質可以暫時放鬆人的
神經。
到了十九世紀，這種放鬆的方式成了達官貴人

和社會精英的愛好。通常的情形，是一個陌生地
方忽然湧來一群人，大家都彼此熟悉。即便不認
識，也可以通過牽三掛四的關係被互相引薦，然
後就可以在出入的時候互相打招呼了。像屠格涅
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左拉、莫泊桑和
托馬斯．曼這些文化名流，不但去過，還都在自
己的作品當中描述過溫泉度假的情形。
再後來，更多的酒店被建起來，這種度假方
式終於徹底地大眾化了。現在的假期，歐洲人
忙着去法國的維希小鎮、德國的巴登巴登，亞
洲人早先是去日本的溫泉，這些年則湧往泰
國。為了擴大利潤，溫泉療養的概念也被偷換
成了接近自然。於是，陽光、沙灘和海洋都跟
着受益了。當我們來到海棠灣，一家家酒店就
隱蔽在高高的棕櫚樹林當中。餐廳、電影院和
酒吧也慢慢完備起來。從聖托里尼到海棠灣，
不得不說，再是名流的，也終將是大眾的。而
大眾的，卻總是相同的。

溫水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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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陌生人的光與暖

A23 采風副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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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赴外地參加一個
頒獎典禮，從會場出來
時帶了一束鮮花，走到
路口拐彎處，遇見賣草
編香包的攤主，她把手

裡的鮮花送給了這位大哥，讓他帶回去送
給自己的愛人或家人。或許是心裡過意不
去，他讓朋友挑選一個喜歡的香包。
事後，朋友才知道，那天是西方的感恩
節，她說︰「感恩所有的遇見！」看到這
裡，我不禁想起自己，有一回從會場出
來，等車的時候，迎面走過來兩個陌生面
孔，他們把手裡的鮮花送給我，還未說聲
謝謝，他們就跑遠了，只留下溫暖而深刻
的背影。回家後，我選了一束開得好的送
給剛搬來的鄰居，她說裝進瓶裡養了好多
天，整個樓道裡都瀰漫着淡淡的花香。
前些日子，母親去醫院就診，提前預約

的專家號比較靠前，那天早上她不到五點
就起床收拾。然而，逢星期一，路上交通
堵得厲害，高架橋上又發生了一起汽車追
尾事故，只見紅色的車燈閃成一片，母親
急煎煎地不知所措。後來，終於到了醫
院，剛刷卡領完號，就聽到分診護士叫她
的名字，她為自己差點遲到而慶幸。臨近
中午，我的手機響了，是個陌生號，接起
來卻傳來母親急促的聲音，原來她手腳忙
亂把手機摔壞了，又自責又無助，旁邊一
陪着家人來看病的小伙，主動借給她手
機，還幫她去取藥，她激動地直說︰「謝
謝，哪裡都有好心人！」掛斷電話，我的
心底漾起一股股暖流，來自陌生人的相
助，使我感受到這個世界的溫柔以待。
參加培訓時聽到某領導說過一句話，我
做的工作或許最後並非盡善盡美，但是我
做的每件事都帶着對他人的善意和溫柔。
一時間我感動不已。這份善意和溫柔，就

是冬日裡的暖，黑夜裡的光，平凡中的
愛，卑微中的堅守。有一年冬天，我去山
東會堂開會，那天早上省城氣溫降至零下
七八度，路人被凜凜的北風推着往前走，
低頭縮脖如鴕鳥一般。到了地方，我剛從
車裡移到輪椅上，就被大風吹得縮成一
團，這時候，背後走過來一個人，她快速
地把我推到牆角處，聲音略帶沙啞地說︰
「那邊是風口，這裡避風。」待我緩過神
兒來，對她說︰「謝謝。」只見她已經大
步流星走到一輛保潔車前，我遠遠地打
量，只看到她背上的四個大字「歷下環
衛」。那一抹橘紅色的背影，那一頭洗得
發白的粗布圍巾，就像一束強光，照亮了
我的心房，讓我接收到最溫暖的祝福。
我始終覺得，陌生人的慷慨相助，就是
這個社會的一根溫度計，能測量出人性的美
好和靈魂的寬厚。最深有體味的當屬曹雪
芹，當年家族落魄，他四處流浪，得到不少
人的施援。他寫道︰「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
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
蔡女之德能。」「小才微善」，這四個字，
恰恰是人性的寫照。在《紅樓夢》第15、
16回，寶玉邂逅二丫頭的長鏡頭，堪稱最
美定格。寶玉和鳳姐、秦鍾為秦可卿一路送
葬，初到鄉野農家，他看到一個手搖紡線
車，上前擰轉，卻被叫二丫頭的村姑訓斥。
秦鍾暗笑，「此卿大有意趣」，寶玉推開他
說︰「該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二丫
頭被老婆子叫走，寶玉悵然無趣。後來，臨
走時他在人群中尋她，未果。上車後，一回
頭，卻見這二丫頭懷裡抱着小弟弟，在村頭
站着瞅他。寶玉「然身在車上，只得眼角留
情而已。」人與人之間的緣分，就是如此奇
妙，「一時電捲風馳，回頭已無蹤跡了」，
寥寥幾句，湧出寶玉的情深與遺憾。
有時候，情深是骨子裡的善良；有時

候，遺憾是自我的觀照。曹雪芹經歷過不
為人知的落難、威逼、踐踏，才會寫出直
抵心靈的真實細節。仔細品味，寶玉先遇
見北靜王，又邂逅二丫頭，這期間同步發
生秦鍾戲弄智能兒、鳳姐趁機斂財，曹雪
芹的隱筆深意，正是反襯出茫茫人海中
「緣分」的真諦——一如清水，無慾無
利，這也是人性的高貴之處。就像二丫
頭，雖出身鄉野，貧賤粗樸，卻高不可
攀，她有獨有的傲氣和個性，寶玉的回
眸，出於一份珍惜和尊重，他的情深自帶
光芒，相隔幾百年後仍叫人無不動容。其
實，寶玉的情深體現在很多地方，比如，
劉姥姥二進榮國府，為討老太太歡心，胡
編亂造講了一個故事，其中的姑娘茗玉，
寶玉信以為真，並追根問底，命小廝茗煙
去尋找茗玉的廟堂和塑像，到頭來只找到
一座破廟。外人眼中，他呆氣、傻子，不
過是出於對美好事物的堅守，對青春易逝
的挽留。回到當下，現代人之間的緣分，
或旅遊途中萍水相逢，或車站機場一面之
緣，或市井街巷援手之交，有多少是「只
得眼角留情而已」？又有多少是朋友圈裡
的點讚之交呢？更多時候，人們借助高科
技手段，刻意製造「求偶遇」，有了功利
心加持，就如摻了雜質的山泉水，表面上
純淨無垢，其實已經變質。所以，像寶玉
與二丫頭那種清淺的緣分和貴重的情誼，
值得一生去品咂和回憶。
那年春天，台灣作家張曉風去台北看一

棵叫魚木的花樹，中途遇雨，陌生女子贈她
一把雨傘。她說，花樹下，我可以再站一會
兒，以此感恩贈傘女子的情深。來自陌生人
的光與暖，像滿樹繁華，如星辰大海，似手
爐圍巾，多麼的讓人眷戀，這個冬日裡，我
寫下以上文字的同時，也為內心植入了「小
才微善」的溫度，還有雙手合十的祝福。

■大灣區地圖 作者提供

■虎頭帽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