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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吃蘿蔔夏吃薑，不用醫生開藥方”，

這是母親經常掛在嘴邊的話。這裡所說的蘿

蔔，不是胡蘿蔔，而是青蘿蔔。青蘿蔔的蘿蔔

莖大部分是綠色，只有根部小部分是白色的。

因為青蘿蔔的水分大，我們老家習慣把青蘿蔔

叫做水蘿蔔。

我們小區門口有商販擺攤賣水蘿蔔、胡蘿

蔔、地瓜等菜蔬。聽喇叭裡吆喝，說都是自家

地裡種的，純天然無污染，價格也便宜。大家

都在圍着買，我過去一問，水蘿蔔才三毛錢

（人民幣）一斤。毫不猶豫買了幾個大蘿蔔，

準備把它們埋進我家的菜園子地下。這種儲存

方法也是跟母親學的。在老家，每到冬天，母

親就把大批量的水蘿蔔埋到院子裡的地底下。

水蘿蔔躺在泥窩窩裡，絕無萎縮之態，能保持

水嫩長達三月之久。每次吃的時候，扒開土

層，拿出一個新鮮的蘿蔔，拍拍土，蘿蔔頭上

青綠的嫩芽也跟着晃動，晃得人眼睛裡生機勃

勃。

別小瞧這普通的水蘿蔔，變着花樣吃，能

吃出好多風情。水蘿蔔，自古以來就是莊稼人

的養生菜。尤其是冬天，家家戶戶離不開水蘿

蔔。城裡人吃蘿蔔，都是花錢買，在農村，村

民都是自給自足。我們家也不例外，父母每年

都會種上半畝地水蘿蔔。小時候，家裡的菜類

不像現在這麼豐富。往往是今天吃水蘿蔔，明

天還是水蘿蔔。一來二去，我的胃部開始厭煩

水蘿蔔的味道。家裡窮，平常日子，母親炒蘿

蔔條都是清炒，連點五花肉也不捨得放。每次

吃蘿蔔條，我都是硬着頭皮往下嚥。

奶奶為了誘惑我愛上水蘿蔔，給我講了個

“人參湯”的故事：從前，有兩個飯量很大的

人，村民給他們起了外號，一個叫盤空空，一

個叫盤光光。有一天，他們倆比賽飯量。每人

的桌子前放了十大盤飯菜。他們商議好了，看

看誰先把面前的飯菜吃上而安然無恙，誰就算

贏了。結果，盤光光領先一刻鐘把十盤飯菜盡

收腹中。當盤光光得意洋洋從桌前站起來時，

突然眼前一黑，摔倒在地。盤空空大喜，以為

自己扭轉了敗局。他起身，正要接受圍觀群眾

的祝賀，沒想到，自己也眼前一黑，人事不

知。人群裡有個郎中，他讓人煮蘿蔔湯給他們

倆灌下去。大傢伙趕緊行動，很快蘿蔔湯來

了。盤空空和盤光光喝下蘿蔔湯之後，都慢慢

活過來了。原來，他倆是被飯菜撐住了。喝下

蘿蔔湯之後，飯菜很快消化掉，胃部不再腫

脹，自然恢復了呼吸。因為這件事，人們認識

到了蘿蔔的養生價值，蘿蔔湯被稱為“人參

湯”，蘿蔔也成了農民心中的寶貝。

奶奶故事中的蘿蔔就是水蘿蔔。聽完之

後，產生了神奇的效果。我吵着讓母親燉蘿蔔

湯給我們吃，因為蘿蔔湯是“人參湯”啊！父

親認為單單燉蘿蔔，清湯寡水的沒味道。他

說，我去田野打隻兔子來，給孩子們做一道兔

子肉燉蘿蔔吃吧！父親說到做到，果然打了一

隻兔子來。那一頓飯，大家吃得美滋滋的。只

有弟弟不太樂意，因為弟弟屬兔的。弟弟跟父

親說，就吃這一次，以後不許再打他的“同

類”了。弟弟的干預，讓我小時候吃兔子燉蘿

蔔的機會變成了“絕無僅有”。

我還愛上了生吃水蘿蔔。鮮水蘿蔔有一

股子特殊的辣味。那種辣味摻雜甜味，令我

十分受用。吃蘿蔔不用削皮，把一個水蘿蔔

洗淨，切成厚厚的圓圈。我用筷子插住中

間，圍邊咬着吃。冬天太涼，不敢吃太多蘿

蔔，要是夏天，我能一次吃完一個大蘿蔔。

弟弟頑皮，他時常把蘿蔔切成丁，找個竹籤

子串起來，不是糖葫蘆，勝似糖葫蘆，吃得

津津有味。

母親把一部分蘿蔔埋進地裡後，剩餘的蘿

蔔用粗鹽醃製，做成蘿蔔鹹菜。說來奇怪，醃

製的蘿蔔也是生的，但是半點辣味沒有。切成

蘿蔔絲用香油、醋、香菜等輔料一拌，就着吃

饅頭，特別下飯。

蘿蔔鹹菜，還有一種很流行的製作方法。

先把鮮水蘿蔔切成蘿蔔條，再拿到太陽底下曬

乾。蘿蔔條看着很粗，曬乾了也成了細細彎彎

的蘿蔔絲。這些蘿蔔絲用水泡開，放到油鍋裡

清炒，炒乾了水分，多放點鹽入味，就是清口

的小鹹菜。這種蘿蔔鹹菜和炒鮮蘿蔔條味道截

然不同。

母親最愛用水蘿蔔包水餃。尤其是過年，

吃餃子天經地義。我們家兄妹六個，全家八口

人，過年的時候，水蘿蔔會派上大用場。 我們

家包水餃，年年用水蘿蔔做主料，把薑絲、蔥

花、五花肉剁碎，混合在一起做餡子。北方人

過年吃水餃，從年初一到年初六幾乎天天要

吃。因此，需要提前做出一大盆水蘿蔔餡子來

備用。

年二十八或者二十九這天，開始擦蘿蔔

絲。擦蘿蔔用的工具現在叫銼絲器，從前叫

擦銃。擦銃的齒口很鋒利，拿蘿蔔的手，必

須選好角度拿得穩穩當當才能來回擦。要是

不注意，就會把手擦破。這樣的蠢事我幹過

一次。那次，母親在擦蘿蔔，我覺得好玩，

非要幫着擦。一個蘿蔔沒擦完，就把手銼了

一層皮，鮮血直流。氣得母親說我“幫倒

忙”。我只好去灶台幫着燒火。母親把擦好

的蘿蔔絲倒進大鍋裡，水開了，滾幾滾，然

後撈出涼透，再用紗布逼出水分。攥乾後的

蘿蔔絲由一大鍋變成一小盆。剁肉餡子這活

通常都是父親幹。父親力氣大，他“光光

光”一通下來，薑絲、大蔥和五花肉就渾然

一體，不分彼此。蘿蔔餡也要剁碎，和肉餡

合在一起，使勁攪勻，就可以放到儲備間。

用的時候，端來就可以包餃子。

這麼多年，我去過外省幾次，從沒吃到水

蘿蔔肉餡的水餃。這說明，水蘿蔔肉餡的水餃

並不被外地人接受。只有在山東局部地區才被

重視，而且吃得不亦樂乎。

時間過得飛快，轉眼2018年春節又要來

臨。我提前買下的水蘿蔔，此時正在我家菜園

子地下睡意朦朧、養精蓄銳。當新年的鐘聲響

起來，它們會搖身一變，跳上我家的餐桌，成

為美味可口的餃子，佔據着我的舌尖，讓我找

回童年的記憶。

日新又新再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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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初起自癒途徑
幾個朋友都接二連

三病了，很多都不願意

動身去找中醫──是的，萬萬不能強人所

難。

一個朋友還有三天要上機，說沒辦

法，要吃西藥，但又不確定。首先，我問

她能否請假一天，她說可以，因為自己本

身也是病至不能上班去。

其實三天是很長的時間，感冒初起去

看中醫的話，兩天已好了，但她不想找中

醫，我惟有根據她的症狀，建議喝小柴胡

湯，都是成藥粉劑。每盒成藥皆有說明病

徵，小柴胡湯不算寒涼藥，比其它方劑如

銀翹散等不會易損中氣。接着就是要她買

暖貼，頭痛就貼枕頭敷風池穴。另外的可

貼底椎，她有點咳，也貼肺背。睡時也要

她敷。

朋友立刻去買了藥粉和暖貼，回家照

做後，便倒頭大睡。睡了一會兒已覺得頭

痛減半，寄短訊來問可否去做全身按摩。

我叫她注意保暖就可，她便去附近找人按

摩，通通經絡。我要她一做完按摩便要喝

薑水，把廢物排走，也確保萬一按摩時保

暖不足，可以驅寒。

晚上再服藥粉，她已可以和家人出街

吃飯。親人得知感冒還罵她不看醫生，不

吃西藥。這餐沒有好好戒口，但回家睡前

換了暖貼，倒頭大睡，第二天清晨告知竟

覺得完全沒有生病的痕跡。我說笑她身體

其實真的很好，說康復得真快！她說最神

奇是兩個星期來的骨痛亦沒有了，病發了

出來，好好處理後，人應健康了，這其實

是身體清垃圾的正常途徑。

身體本身有不適，才會生病，不能歸

咎於病毒或病菌，所以殺死他們也沒有

用，最重要的是把身體回復平衡。首要做

的當然是休息，接着便是補充熱力、吃

藥，不肯定自己的病徵要服什麼藥，又不

能看中醫者，最簡單是買點薑茶，另可去

藥店執點炙甘草，一起喝。

另外盡量吃粥，外治方面除了長時間

地暖敷，可以去做下按摩，全身或腳底按

摩皆可，甚至淋巴引流，其實都旨在通通

經絡，不用做太針對性的。自己拉拉筋、

浸暖浴也可。

若有艾條可以熏大穴位如大椎、三陰

交、關元、肺俞等，不用翻書，簡單一

點。感冒初起，真的一兩天便可康復了。

中國踏入習近平時代，中

央對香港政策除貫徹堅守“一

國兩制”外，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加強聯

繫，施與眾多優惠政策，中央各部委以及

駐香港機構的官員，更積極宣傳推廣國

策。

中聯辦是中央駐港機構，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是一位老香港，還講得一口廣東

話。王志民聯絡時顯得特別親切，在港多

年的他仕途步步高升後，分管青年工作，

後來更成為青年部部長，成績彪炳，調升

澳門任中聯辦主任。數年後又調升接替張

曉明任香港中聯辦主任至今，甚得港人歡

迎。

由全國政協常委戴德豐任主席的香港

青少年軍日前舉行總會大樓開幕儀式，重

視與青年同行的王志民與香港特首林鄭月

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以及中聯辦副

主任陳冬、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解放

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田永江少將等主禮，

場面相當壯觀，青少年均更顯得鬥志軒

昂。王志民時用普通話，時用廣東話，動

情分享故事，甚至坦言讓青年人分享他成

長的故事，場面相當感人。

“中環西環一齊同行挺好的。”王志

民用廣東話講這句精警的話，令人印象深

刻。王志民又說︰“會愈做愈多，做出更

多成果。”在場眾人當然認同王志民的金

句，特別是林鄭特首。兩位志同道合的中

央與特區官員，惺惺相惜，我們在媒體上

看到此情景，非常雀躍。的確，中環西環

同努力，相互配合為香港，守護這個幸福

的家園。

其實，近年來在中央駐港眾官員指

引下，香港特區政府官員緊跟中央走，

積極宣傳推廣國家政策，國家憲法和基

本法，尤其是對青年朋友的關注。事實

證明，港人的愛國愛港精神和歸屬感日

益增強。

中共十九大精神對港人也是一個學習

的機會，增強了港人的自信，深感作為中

國人的驕傲，香港人的幸福感。

我們非常重視與青年同行，同為國

家，為香港繁榮安定而奮鬥。關鍵是政

府、社會都要重視青年教育，灌輸知識之

外，更重要是教育如何做一個有為的人。

其中，學校老師所肩負的責任相當重要。

人事變化是正常的事。最近，香港數

間大學校長任期屆滿，最近又接香港中文

大學沈祖堯校長來函道別：“就任香港中

文大學校長轉瞬七載。期間多蒙垂顧，高

誼雲情，不勝銘感。”

沈祖堯已於2017年 12月 31日去職，

由段崇智教授接任。段教授現掌美國匹茲

堡大學多項學術及行政要職，兼任中大傑

出訪問教授及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研究所

所長，為國際學術權威，中大得其領導，

必能層樓再上，日新月異。

沈校長發自衷心的言詞，令人對他更

為敬佩不已。沈校長將在中大醫學院內科

學系繼續執教，從事研究工作以及為市民

診症。

思旋衷心祝福沈校長再創輝煌，更希

望沈校長能成為青年人的學習榜樣。

假期答應了家中小

朋友洋洋陪他看一部卡

通片，心想着︰“應承了小朋友的事

情，哪怕自己在戲院悶得睡覺，大人也

一定要做到！”

戲院內，觀眾歡笑聲不絕於耳，當

戲中的壞人被好人擊敗時，小朋友都齊

拍掌歡呼︰“勁呀，好棒！”陪伴小朋

友的大人都被這部卡通片非常“接地

氣”的情節、配音……逗得個個也捧腹

大笑，似乎大家都回到童年了。筆者完

全沒有想像到跟小朋友一樣笑得如此開

心，雖然這部卡通片不是那麼完美，卻

完全俘虜了戲院內大人、小朋友的心，

筆者竟然有想再看多一次的念頭，可能

很多大人像我，實在是很久很久沒有入

戲院看卡通片了。

小時候，第一次看到電視播映的卡

通片，至今仍記憶猶新，故事大概是指

兩位小朋友在玩火柴，不小心燒着雞棚

內的禾稈草，母雞保護着小雞們逃出火

海，結果母雞的雞毛被燒光了（並沒有

被燒成烤雞），然後母雞還對小雞們

說︰“小朋友不要玩火柴，好危險

的 ！”在旁陪着筆者的媽媽問筆者︰

“你知道牠們發生了什麼事嗎？”筆者

答︰“小朋友不能玩火，好危險。”不

過，筆者反問媽媽︰“為什麼母雞會說

人話？”媽媽說是電視台的配音員為母

雞“配音”，當時並不明白什麼是配

音，但筆者學懂了不能玩火柴，會傷害

到自己或別人。

離開戲院後，小朋友洋洋不斷追

問很多他不明白的劇情，畢竟他今年

只有六歲，智商和心智不可能完全明

白劇情，但他卻看懂了卡通片所說要

相愛的兄弟情，洋洋說︰“如果我有

弟弟或者妹妹，我會好愛他（她），

將我喜歡的玩具和他一齊玩。”只要

有教育意義主題故事的卡通片也好，

電視劇也好，電影也好，都能令大人

小朋友獲益。筆者想說的是，香港在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娛樂圈的

製作，可說是百花齊放，更不乏令觀

眾至今仍懷念的佳作，可是現在香港

的娛樂圈，唉！！！

回到童年時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痕留痕

臨近農曆新年若有人找天命翻看流年風水，

實屬常事。但今年有個朋友，卻十分反常，在遠

遠還沒到農曆新年的時候，就“大叫救命”，拜託天命提前看風

水。天命作為“風水偵探伽利略”，收到“受害者”的委託，當

然要為其撥開迷霧。

2017年的尾聲，對這位朋友而言一點也不輕鬆。他因細菌感染

而住院，手臂腫脹，要忍受抽取膿水等折騰，同時要服用抗生素。沒

想到禍不單行，母親在探望他的途中，巴士一個急剎車，她也因慣性

而“震盪”，輕輕撞到了頭部。本以為只是小事，但幾天之後，她手

臂麻痹——原來，當時的輕輕一撞，腦中有血管爆破，令血塊壓迫神

經，需要開刀做手術。如此一來，兩人所遇到的災禍，令這位朋友身

心疲憊，更是“錢包大出血”。去年初我曾為其看過風水，照理應

該不會如此“飛來橫禍”，我記得當時還囑咐他要放銅片，擋去煞

氣。他一查看，卻發現銅片已經不翼而飛，被母親不知何時自行移

走了。我馬上問他：“你家的南方是否有在今年動土？”果然，在

去年八月左右，他住宅外面的南方，有道路施工、“掘地”。這位

朋友與家人居住在獨立屋，母親的臥室、自己的臥室均在全屋的南

方，透過窗戶便能看到外面位於南方的動土位置。

從風水角度看，心臟、血管方面的病痛代表火，即是南方。

加上對於 2017年而言，南方又是五黃病星，若在此方位動土，可

謂是“雙重煞氣”。即使煞氣沒有馬上導致劫難，也不能鬆懈，

皆因可能到了某個契機，尤其是本身相對運弱的周期，便會應

劫。加上銅片又被移走，更是失去了“擋箭牌”！

消失的銅片天言天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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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鼎圈中人都尊

稱他“鼎爺”經常被派

演惡人、江湖人物等角色。 直至TVB度身

設計烹飪節目《阿爺廚房》給鼎爺主持，在

鏡頭面前他主理家傳粵式手工菜，刀章一

流，煎炒煮炸均樣樣精通，功架懾人，技驚

四座；並傳授烹調每個菜式的秘技，又將菜

式的典故娓娓道來，像一本烹飪歷史活字

典。

尤其在觀眾的心目中他原本是一名老

粗，忽然變身廚神，一夜爆紅，成為偶像。

電視台立即添食加開第二輯，贊助商源源不

絕，鼎爺成為不少廣告代言人，工作量與收

入幾級跳。

觸覺敏銳的投資者，馬上跟他合作開私

房菜“鼎爺廚房”，去年開業，雖然一席菜

最低消費一萬多港元，但因他重現失傳家常

菜，訂座仍天天爆滿。吃過數次，每次鼎爺

都會親自來打招呼，人人搶着跟他合照，他

都有求必應。

據估計他在四個月內，連同“鼎爺廚

房”盈利，加上廣告代言費、商演收入及推

出月餅，最少賺了一千萬港元，對於一位年

過七十的人士來說，實在是傳奇。

鼎爺廚技了得，要多得李父。鼎爺出生

於廣州一個富裕家庭，李父是廣州大地主，

從事酒家、麵粉、醬油、絲綢生意，是名副

其實的西關大少。可是鼎爺八歲時經歷土

改，所有家當被充公，他與家人逃到香港。

李父愛吃，對吃甚有研究和心得，因此

藏有不少秘訣令菜式更美味，雖然家道中

落，對吃仍很有要求，於是地獄式訓練八歲

的鼎爺入廚，要求極嚴格，由去街市買菜，

至洗切、配搭、控制火候都要拿捏準確，嚴

師出高徒，這是李父留給鼎爺最好的禮物。

廚藝未被發掘時，鼎爺不用開工必親自

去買菜，為家人下廚，但現在為主理私房

菜，他每天工作十五小時，辛苦過拍劇，但

他非常享受，尤其見到大家開懷大吃，再辛

苦他也覺值得。

《阿爺廚房》即將開拍第三輯，到時鼎

爺更忙上加忙了。

李家鼎憑廚藝四個月賺千萬

認為出軌是件小事，不是要

挑戰傳統的婚姻價值觀念，只是

現實慘淡需要直面。

國家民政部官網此前公佈了一組婚姻登記

數據，可以作為最有力的佐證。2017年上半年

全國各級民政部門和婚姻登記機構共依法辦理

結婚登記558萬對，比上年同比下降7.5%；依法

辦理離婚登記 185.6 萬對，比去年同期上升

10.3%。導致離婚的六個主要原因裡，排名第一

的，就是出軌。

對個人情感的管理，從古至今都不是一個

輕鬆的話題。紅遍海峽兩岸暨香港的電視劇

《甄嬛傳》中，有一段台詞印象深刻。不大受

皇帝寵愛的敬妃馮氏，對再度回宮的甄嬛說

“妹妹你自服侍皇上，聖寵優渥，哪裡知道我

這深宮寂寞的感覺。你知道嗎，我宮裡共有三

百二十六塊磚石，可這每一塊，我都撫摸過無

數遍了，其中還有三十一塊，已經出現了細碎

的裂紋。否則我將如何度過這漫漫長夜？”

深宮怨妃，外有國法宮規，內有高牆幽

閉。寂寞如斯，除了夜夜撫摸冰牆冷磚，全然

無計可施。現代社會則大為不同。社交活動應

接不暇，交友平台層出不窮，認識新朋友的機

緣無處不在，情感生發的可能性也就跟着水漲

船高。再加上寬泛的社會氛圍，讓人的自我意

識大面積甦醒，在新鮮的情感面前，選擇讓感

官釋放，並不是一件需要費力掙扎的事。

法規和道德讓群居的人類，建立起了整體穩

定的秩序感，和個人對生活享有的安全感。當一

切都進入預定的軌道開始按部就班，日復一日的

單調和乏味就跟着與日俱增。一夫一妻的婚姻制

度，可以用法律和道德，對人的行為舉止進行約

束，卻無法抑制人性對於慾望無止境的探求。就

好比腐敗，再嚴厲完備的監督制度之下，人對額

外財物佔有的貪慾，始終不能滅絕。

唯一不公的，是社會對於男人出軌和女人出

軌的審判標準，至今仍然不能平等。成龍當年出

軌，說自己犯了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便獲得妻

子和公眾的原諒。女人出軌大多時候都會跌入萬

劫不復。譬如內地知名藝人王寶強的前妻馬蓉。

她出軌王寶強經理人的消息被爆出之後，不僅她

個人遭遇了最惡毒最海量的辱罵，連帶着她的祖

宗八代也都未能逃脫。盡我所知，除了兩性關係

最為開放的唐朝之外，在出軌這件事情上，女人

似乎再也沒有過理直氣壯的時候。

說這些並非要離經叛道背離主流社會價值

觀，我的內心對於遵守規則自我要求嚴苛的聖

潔完人，懷有無比虔誠的敬仰。我只是希望外

部的包容性能有所擴充。生活的本質，至始至

終都是讓人能夠相對輕鬆愉悅地度過短暫的有

生之年。

當然，我也很是欽佩那些因為出軌，而毅

然選擇離婚的人。因為在生活裡，更多的人會

選擇安於現狀。安於現狀的一個前提，便是因

陋就簡地將就湊合得過且過。敢於離婚重新尋

找幸福的人，至少是不甘現狀對自我有要求，

對自我情感有更高追求。即便是捨棄眼前所

有，要再次重新披掛上陣，也在所不惜。

新年伊始，內地娛樂圈最熱門的話題，便是

李小璐出軌。過去數年，賈乃亮和李小璐夫婦一

直被稱作是娛樂圈恩愛夫妻的榜樣。尤其是賈乃

亮帶着女兒上了一檔熱門的綜藝真人秀之後，這

一家三口，夫俊妻美孩子聰明的甜蜜生活，一度

羨煞眾人。即便如此，出軌還是毫無徵兆地降臨

在這個家庭。清官難斷家務事，我無意糾纏於

此。畢竟，人家才是原本親密的一家人。做丈夫

的願意原諒，旁人哪有置喙的餘地。稍有不同

的，是他們一家三口都是公眾人物，一舉一動都

會被無限放大。做丈夫的有心包容妻子，想必這

條路要繼續走下去，也都不大容易。

不癡不聾不做家翁。涉及跟私德有關的

事，糊塗比清晰要更容易。漫長一生，朝夕相

對，總會有心猿意馬的片刻。精神或者身體的

偶然出軌，對於陷入枯燥的婚姻生活而言，不

啻於一劑嗎啡，只要不上癮，不算是大事。

出軌這件小事

愛上水蘿蔔

查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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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蘿蔔 網上圖片■鼎爺廚藝了得，要多得李父。其主持的節
目《阿爺廚房》也即將開拍第三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