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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魚

選擇伴侶的指標
挑選一個對

象，其實究竟講

究的是什麼？是背景、外貌、學

歷、家底嗎？全都不是，雖然外貌

肯定怎麼樣都要有點，尤其是男方

選擇女方的時候。

我對選擇伴侶的條件極度簡

單：人好。我經歷過好幾段感情，

我認為除了其中一段是覺得和對方

實在是價值觀不同而選擇分開外，

其餘幾乎每段感情到最後都是一個

結論：我覺得對方不是什麼骨子裏

的好人。

選擇一個好人就好了嗎？當然

不是。兩人之間必須有一定的化學

作用。人夾人緣，兩個人的互動，

是極度重要的。倒不是說要容易傾

談就選擇和對方一起。相處舒服是

首要條件。這也不是最難的，很多

情侶都可以。

但選擇的伴侶，應該是能夠讓

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我的意思

是，不需要知道為什麼、提供了什

麼動機。需要的僅僅是不知道為什

麼，和對方一起，你有個動力成為

一個更有能量、奮發圖強的人。各

方面，絕對包括道德觀，都變得更

好的人。

那麼對方又為什麼選擇你呢？

因為同一個原因。長久的關係，講

究的不是童話般的浪漫故事，而是

兩口子願意在舉行動工典禮後埋頭

苦幹，一層一層萬丈高樓從地起般

建立起深厚的關係。有此意願的情

侶，能長久，而且能獲得滿足。

對，雙方必須有意願去幫助對

方和自己都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成

為對方欠缺的拼圖。有這個決心，

又接受這是個馬拉松，那就可以啟

航了。關鍵在時刻要懂得提醒自己

這個道理，補給一下維生素，然後

繼續上路。

我和裕美小姐，目前正在如此

狀態中。所以本人很滿足。希望她

也是。

抗疫期間少

會友，老朋友從

外國回到香港，

隔離之後，又在家關了一個多月，

許久不見，約在他家附近的鼎泰豐

共聚。中午不敢去，要排隊，晚上

不能去，限制時段，選在了下午，

既沒有人，又不管你吃多久，正好

慢慢聊。叫了此家的當家大小包子

和幾種出名湯品，又選幾樣小菜。

我見菜單寫有醬黃魚，心中一驚。

梅蘭芳的私人秘書許姬傳是舊時文

人才子，一生追隨梅先生。許先生

出身江南世家，懂吃懂喝，家傳許

家菜。他家家廚待客小涼碟，共八

種：山雞黃豆、素鵝、豆腐松、烤

筍、醬黃魚、滷鴨、醉雞、熗蚶

子。這八種我吃過六種，不是在許

家，也不是在梅家，也不是在我

家，我家的常備涼碟也總是老幾

樣，但客人總說好吃。沒想到香港

能有其中一味醬黃魚。菜上來，口

味不錯，醬得很入味，比平日常吃

的煎炸小黃魚好多了。

近年的黃魚全是養殖的，超市

冰凍的全是一般大小，像是機器壓

出來的，沒有魚味如同嚼蠟。南海

的黃花魚本來就沒有北方黃海的好

吃，據說現在要吃一條野生黃魚，

得上幾千港元，還不知道是不是真

的野生。

黃花魚學名石首魚，因為頭裏

有兩塊骨，硬如石子，說起來奇

怪，現在吃到的黃魚“石子”都不

見了，養殖能把標誌都養沒了？香

港吃黃魚多是清蒸，那日在西貢朋

友家菲傭姐姐蒸的一條黃魚，真有

點舊時黃魚味，聽說是在海邊向漁

民買的。北方吃黃魚是燜煮，要煮

就不是一兩尾，而是一大鍋，加些

半肥瘦豬肉，多加整顆的蒜頭，還

要加入花椒芽。北方人家裏有院子

的，都會種兩棵樹，一是香椿，一

是花椒，這兩樹的嫩芽都能入饌，

不是一般的好吃。大鍋煮出的黃魚

香氣撲面來，每人一兩條，吃的時

候要配烙蔥花餅，撕成小塊沾濃厚

的魚湯一起吃，也可以放些豆腐同

煮，豆腐也有黃魚味。

黃魚還有一種吃法是松鼠黃

魚，把一整條2斤重的黃魚切成花

條，講究的去掉脊骨，只留下肉，

裹上麵糊用油炸，魚肉會一條條豎

立起來，趁熱澆上糖醋汁，撒上松

子。北京的“春華樓”、“松鶴

樓”做的這一道菜都很拿手。香港

上海菜館裏都有這道菜，家家味道

大同小異，但刀工、炸製、汁料上

各有不同，而妙處也就在這裏，如

料汁調得不夠甜或過酸，都是失

敗，都已叫做“松子桂魚”，當然

是不捨用黃魚做了。

香港每一年

的季節性流感高

峰期會在11月至次年4月間，如果

感染了季節性流感可出現發燒、咳

嗽、喉嚨痛、流鼻水、肌肉痛、疲

倦和頭痛，嚴重者可出現肺炎。每

年接種流感疫苗的話將會在10月至

11月接種。今年有些朋友問我新冠

肺炎疫情當前應不應該打流感疫苗

呢？會不會因為打了流感疫苗有什

麼副作用？會不會影響抵抗力反而

易感染到新冠肺炎疫症呢？

打流感疫苗的好處多過不打。

因為有COVID-19（新冠肺炎），萬

一在這段期間感染到流感而發燒，

甚至肺炎的話，一開始難以區別是

COVID-19，醫生一定會將病人隔離

做進一步的測試。而且如果一些身

體比較差，或者長期病患者假如感

染了流感，身體抵抗力差更易感染

COVID-19。

所以如果接種了季節性流感疫

苗，可能令到減免感染流感，減少

不必要的檢查和住院，也減少了感

染COVID-19的機會。

除已知對流感疫苗敏感的人士

外，所有滿6個月或以上人士都適

合，尤其是有較高風險受感染和併

發症影響的人士都建議接種流感疫

苗，特別是孕婦、長者、長期病患

者：如慢性心血管疾病、肺病、腎

病、代謝性疾病、正在接受免疫治

療的癌症患者、紅斑狼瘡患者、醫

護人員、家禽業從業員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病患者或

老人家的照顧者長期近距離接觸他

們，所以更加應該要接種。我家的

外籍傭工每一年我都會為她們接

種。有些人很怕打針，又怕打完出

現副作用，網上的消息滿天飛，其

實只有極少數人會出現感冒的症

狀，例如發燒流鼻水和輕微頭痛，

注射部位痛但這些都很快就消失

的。

在新的流感季節裏，我們不要

鬆懈，保持一貫的防範措施，勤洗

手、戴口罩、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距

離、家居和工作地方保持空氣流

通。為有需要人士接種季節性流感

疫苗，為己為人。

COVID-19和季節性流感疫苗

香港的劇院因疫情關係關閉多月。

最近，政府宣布10月重開劇院，很多早

已安排在10月上演的舞台劇，其負責人都鬆一口氣，不

用取消演出了。我在此為大家介紹其中一些演出。

由香港戲劇協會重演的《兒欺2020》（Luna）兩度

延期演出，終於可以再次搬上舞台。此劇於2018年首次

在香港演藝學院上演，榮獲多個獎項，包括香港舞台劇

獎年度優秀製作、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女主角、香港小劇

場獎最佳整體演出和多項提名。此劇是美國劇作家麗貝

卡．吉爾曼（Rebecca Gilman）的近作，獲《洛杉磯時

報》評譽“為美國添加了一個最有價值的戲劇作品”，

講述一名社工因將只顧吸毒的一對年輕父母的女嬰交給

其外祖母代為照顧而觸發一場家庭衝突和掀起一連串晦

暗隱秘的過去。這個版本於10月2日至4日假香港文化

中心劇場演出。

香港話劇團重演的《原則》本來是橫跨9月至10月

演出的，但是9月劇院仍未開放，所以只得演出10月的

場次。《原則》是一個校園故事，但主角並非學生，而

是新女校長和舊男副校長。劇情主線是雙方因為訂立新

校規而引起的衝突。我看了首演，喜歡這兩名主角只是

為了捍衛自己的原則，完全沒有帶着仇恨或使用齷齪手

段。飾演新女校長的雷思蘭和舊男副校長的高翰文都是

劇壇“老戲骨”，將一場君子之爭演得乾淨高貴，後者

更獲2019上海壹戲劇大賞年度最佳男演員獎項。今年農

曆年期間，《原則》應邀參加新加坡華藝節，全院滿

座。是次重演日期為10月2日至11日，假香港大會堂劇

院演出。

香港戲劇工程近年製作了多齣兒童劇，10月推出的

是兒童偶戲劇場《魔笛傳說》。此劇改編自德國著名的

民間傳說《花衣魔笛手》（Rattenfänger von Hameln），

相信很多讀者都記得那名吹笛人因為替鎮民趕走老鼠後

不獲報酬，憤而以笛聲將小鎮的所有小孩引走的故事

吧？香港戲劇工程這次以偶戲的形式於10月9日至11日

假上水北區大會堂演奏廳上演這個魔笛人的故事。

當年中英劇團演出《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時，我也是席中一名觀眾。若非它在10月重演，我也不

知道原來竟然已是10年前的事情了！《科學怪人》是英

國小說家瑪麗．雪萊（Mary Shelly）在十九世紀初的作

品，向被譽為“世上首本科幻小說”，是經典的文學作

品，亦屢被改編成為電影和舞台製作。是次中英劇團重

演的版本名為《科學怪人．重生》，由前香港話劇團駐

團演員王維飾演Frankenstein一角。是次重演日期為10

月10日至25日，假葵青劇院演藝廳演出。

糊塗戲班在10月演出的是其“形體探索系列”的第

一部曲《二人候》，通過一對夫婦在沙漠旅行時因迷途

而面對死亡的故事來探索兩性關係。主辦方稱此製作為

“無語言面具劇場”，因為全劇完全沒有對白或語言，

兩名演員只是戴上面譜，以做手和形體來演戲，並配合

現場音樂演奏。此劇注重演員與觀眾之間的互動，每場

演出均即場邀請一位觀眾參與其中一段演出。兩名演員

分別是陳文剛和魏綺珊，前者更是兼任編劇和導演。本

劇於10月15日至18日假葵青劇院黑盒劇場演出。

香港話劇團的另一個10月製作是重演《順風．送

水》，一個關於速遞員（順風）和送水員（送水）被困

升降機的故事。鄧宇廷憑着飾演送水一角獲香港小劇場

獎最佳男主角獎。是次於10月16日至24日假香港藝術

中心壽臣劇院重演。

十月份的舞台演出

“今宵別夢寒”五個字特別叫人感動，一再在自己

過去報刊方塊專欄上出現。

首先接觸，為名作家蔣芸大姐1986年出版的散文集

《今宵別夢寒》，紀念蔣父子久先生（1912-1981年）；書名五個字，印象

特別深刻，昔時雖不明出處，不厭再讀，感受字裏行間重疊的追憶與懷

念。

或時情緒扭結，思念已離世的至愛母親、二姐及三姐，總愛將蔣大姐

的小書重溫。

年前偶於網上得看 2005 年電影《一輪明月》，主角人物李叔同

（1880-1942年）由影帝濮存昕演出，紀念一代藝術宗師。

出身天津富貴家庭，留學日本，回國教授戲劇、美術及音樂，對灌輸

當代西方文化、藝術予民初中國學子（高徒如豐子愷、劉質平）功不可

沒。

後決志出家當和尚，法號弘一，從律宗，走過人生最後的14年歲月於

福建泉州開元寺。

不論法號弘一大師或原名李叔同，對於中國歷史、中國現代藝術史有

點認識的大眾，不可能不知。

自小特別喜愛豐子愷配合詩文的插畫冊，肯定曾影響成長階段的心

智，對豐大師的老師李叔同更加恭敬景仰。

透過浪漫美化的電影，雖則難保沒戲劇化的強加章節，卻從側面了解

他的部分生平，及為中國當代文化藝術發展史留下深刻的印記。

日本留學期間，當地流行美國音樂家John Pond Ordway（亦是哈佛大學

醫學院畢業的醫生）1881年創作的《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李叔

同於1904年改編成日語歌曲《旅愁》，感動歌曲旋律優美易聽，再於1914

年以原曲用中文作詞，成為膾炙人口、一代畢業學生熟悉的驪歌－《送

別》。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相交半零落

一 瓢 濁 酒 盡 餘 歡 ， 今 宵 別 夢

寒……

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告別母校

及良師益友的學生們唱不盡一回又一

回優美感人的李叔同著作；數十字的

首段歌詞讀來特別悲愴，尤其最後

“今宵別夢寒”五個字，一字一句唱

來猶如立體風景呈現眼前，好一代中

國人文風骨及感情的化身。來到近

代，唱驪歌的習慣去若無聲，認識豐

子愷的人稀，認識弘一大師李叔同者

更如鳳毛麟角，歷史人物與友誼意義

同樣不被稀罕，再無幾人重視！

再寫今宵別夢寒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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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情書法和攝影 退休開展新的人生
香港著名的工商界人物楊孫

西，在63歲退休之後，鐘情於

書法和攝影藝術，打發時光。後

來，更在76歲的高齡，輕微中

風，他堅持着以練習書法，配合

物理治療，卒之恢復了身體。這一段經歷，被一新

美術館的總監楊春棠所發現，認為楊孫西的書法和

攝影藝術，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平，可以向全港市

民推廣業餘進修書法和攝影藝術，既可以陶冶性

情，更可以開展新的人生，展現出人生新的光輝，

可以幫助香港的市民開展藝術活動。

最令楊春棠感到吃驚的是，楊孫西在香港首創

了攝影作品用射電的辦法，將美麗的風景照片，印

刷在中國的宣紙上，可以裱在畫軸上，宣紙呈現出

嶺南畫派的水墨畫加上水彩畫一樣的藝術風格，既

吸取西洋繪畫的寫實效果，又能做到“折衷中外，

融合古今”，帶有國畫的味道，照片恍如日本畫和

西洋畫，畫面色彩鮮麗，溫雅清新，別具一格。

楊孫西的書法，追隨名家岑文濤，擅長於楷書

和行書，岑文濤告訴他，業餘的書法家，往往學習

顏真卿的楷書，進行臨摹，難度極大，往往花了很

多時間，尚未入門。因此，如果要寫字寫得好，可

以採用更加直接的辦法，掌握最重要的用筆的3個

秘訣：按、提、頓，只要這3個技法掌握好了，其

字體便開始有形格。楊孫西在福建省鄉下的私塾老

師是清朝光緒皇帝的進士，所以，少年時期已經有

一定的書法底子，再經過退休後勤力練習，便能夠

發揮出楷書的秀麗感覺，顯示出基本功的深厚，他

所寫的南宋名儒朱熹的四季詩，反映出其功力，如

果楷書能夠加快運筆的速度，便能夠顯示出靈活的

行書，達到了流水行雲的意境，“茶可壽”的草

書，又靜又動，象徵生命的跳躍，其意境深遠，反

映出飲茶可以養生，也產生許多樂趣。

楊孫西年輕的時候，為了推廣其名下的品牌服

裝，舉行時裝展覽，周遊列國以及內地的大城市和

旅遊區，拍攝了不少自然美麗景色，既有西歐的古

老建築、有瑞士的雪山風光、有俄羅斯的宮殿和教

堂、中國的名川大澤、美麗的亭台樓閣，構圖富有

幾何圖案，圓形和方形的配合，白色和黑色反差，

陰陽兩種色調的漸進，都說明了楊孫西攝影時所花

的心思和構圖設計，橫、直、斜的線條美，發揮了

變化的效果。

觀塘海濱道的公園，景色優美，可以眺望維多

利亞港夕陽的彩霞滿天美麗景色。觀塘的食肆很

多，足夠安排大半天的行程。學校可以聯繫一新美

術館的總監楊春棠，請他舉行中國歷史和瓷器繪畫

書法講座，作為課外活動。有關演講已經進行錄

影，可在網上觀看。

楊孫西的書法和攝影藝術展覽會，在觀塘海濱

道165號SML大廈4樓一新美術館舉行，本月15日

到11月21日（星期二到星期六，上午10時至下午

5時半），星期日、星期一和公眾假期休息。

■楊孫西所寫的楷書“朱熹四季詩”，着重表現用筆
的3個秘訣：按、提、頓，並且字體端正、修長，有
結構美。 作者供圖

■炸黃花魚 網上圖片

■弘一大師李叔同。 作者供圖

■兩人愈愛愈高調。 作者供圖

蒙古行
學生時代上歷史地

理科時，讀到蒙古，覺

得她是個充滿古代氣息

的地方，總有令人想一探究竟的心願；地

理上蒙古以前是中國塞外的地方，而歷史

上記載的則是蒙古族，大約公元1200年蒙

古大汗鐵木真率軍入主中原黃河流域一

帶，建立元朝，後世尊稱鐵木真為成吉思

汗。

蒙古在1924年獨立成為一個國家，

1961年加入了聯合國。在體育方面，主要

是自由式摔跤、拳擊、射擊、單車等項

目，都非常出色；在1964年開始至今，蒙

古已12次參與奧運會，多年來獲得金、

銀、銅獎牌共24面。還記得在大約2011

年，蒙古電視台才派代表出席ABU（亞洲

廣播聯盟）體育會議，進入ABU的大家

庭，其後他們更曾主辦ABU的體育年會，

使我可以再次藉着參與這會議的機會，去

感受及體驗一下這個我從未踏足的內陸國

家。

從香港去蒙古，當時是沒有直航班機

的，我們要先到北京，再轉機去蒙古首都

烏蘭巴托；由於航機班次的安排，我們需

在北京停留一晚，到翌日早上再飛烏蘭巴

托。而從北京到烏蘭巴托，正常飛行時間

大約是3小時，不過當時我們竟飛行超過了

5小時還未能降落，及後我們才知道，由於

烏蘭巴托風沙太大，航機未能降落，需要

先飛回北京，再作安排。回到北京已經是

下午，航空公司有安排酒店房間讓我們休

息，不過需兩人一個房間，在被安排與一

個不認識的人同一房間下，在安全意識上

我感覺極為不妥，於是我要求想要獨立房

間，原來是可以的，但卻要另付150元人

民幣，無可奈何下，也唯有付費。

在酒店內等了大約3小時，航空公司

通知我們風沙減退了，馬上安排我們到機

場，即飛烏蘭巴托。大約晚上10點左右到

達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入住酒店；酒

店不大，每層僅6間房，但裝修很新，似剛

剛供客人入住，酒店內有一個可坐60人的

會議室，足夠我們亞洲廣播聯盟體育年會

與會者使用。會上我們也是按一般慣例討

論亞洲區體育版權，區內如何合作去製作

體育節目，亞洲區如何合作發展體育項目

等等，但大會今次竟沒有安排我們參觀蒙

古電視台，反而安排旅遊景點的時間比較

多。早上旅遊巴接我們往郊區出發，沿途

是一些杳無人跡的沙漠地方，看出去很荒

蕪，而在公路上也很少見到其他汽車往

來。大約超過3小時的車程到達景點，是一

個有高達30米的成吉思汗紀念像，再過一

些，有一個表演場地，主要是表演一些有

關蒙古族的古代遊牧生活方式如騎馬、射

箭等，午餐則安排我們一班與會者在大蒙

古包內，食羊肉為主，讓我們感受地道蒙

古人的生活方式。

蒙古這個比較年輕的國家，人口只有

300多萬，基本資源不多，但體育在奧運歷

史上成績卻算不錯，參與12次共獲得24面

獎牌，成績可算斐然，反觀我們香港，真

是要諗諗體育方面應如何有效地去發展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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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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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李漢源李漢源

■■成吉思汗鐵木真金成吉思汗鐵木真金
屬紀念像屬紀念像。。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