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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頓龍蝦大
餐，我們選了一家
中國餐廳，中國人
會做啊，葱薑爆炒
龍蝦，吃得我們滿

口留香，過足了癮。
美國朋友推薦一家緬因州有名的

龍 蝦 店 ： Trenton Bridge Lobster
Pound. LG，我們本來準備第一次就
直奔那裏吃龍蝦，可後來被酒店工作
人員三寸不爛之舌一游說，我們就去
海邊餐廳品嘗軟殼龍蝦去了。結果不
甚滿意。

這家果然好，不僅味道好，價格
更好，軟殼龍蝦比硬殼的還要便宜！
我們在中餐館吃的是硬殼龍蝦，我覺
得挺好吃的，勝在新鮮。這家餐館雖
沒有我們去的那家餐館有面海的環境
，但好價錢吸引了眾多的食客，最精

彩的是他們讓你見識他們如何烹製龍
蝦！

首先，你告訴他們要買的磅數，
他們從櫃子裏取出活蹦亂跳的龍蝦，
放在外面有六個煙囱的爐子上的巨大
鍋子裏，爐子是那種老式的磚爐鐵門
，還沒靠近就能感受到熱氣。煮龍蝦
的小伙子告訴我們他們用的是海水煮
，什麼作料都不用放，活龍蝦放進煮
滾的海水裏，煮十二分鐘取出。他們
喊號，食客過來取，剝開就能吃了。
有食客喜歡把檸檬擠在上面，有食客
喜歡沾着融化的黃油吃，我喜歡什麼
都不沾，就吃龍蝦本身的原汁原味，
還帶有海水的鹹味。

這家餐館就在通往緬因州國家公
園的主幹道上，一般不會錯過，非常
值得一試！

龍蝦大餐 海 雲

《我的前
半生》本是中
國最後一名皇
帝溥儀的自傳
（有請筆之爭

）。最近被熱議的，其實是上海東
方衛視正熱播的同名電視劇集。

這套劇集悄悄而來，但一開播
便一炮而紅。

吸引眼球的，首先是該劇集中
了一批內地的一、二線演員。男主
角是憑實力上位的 「當紅炸子雞」
，一向低調的靳東。他在《瑯琊榜
》和《偽裝者》裏的表演讓他快速

升到了一線。女主角馬伊琍，第二
女主角袁泉，演 「小三」的吳越，
在劇中固然好戲，戲下的私人故事
也常被提起。演員中還有一位分量
更重的陳道明，他客串了一個戲份
不算重、但相當重要的角色——料
理店老闆老卓。他受到老中青三代
女性觀眾的追捧，是高收視的保
證。

劇中的馬伊琍演的本是嬌滴滴
的少奶奶，因丈夫婚外情而捲進了
離婚、打官司、謀生、撫養兒子等
生活漩渦，終於百煉成鋼。其他角
色圍繞着這一主線，表現了上海職

場高級白領的工作與感情，石庫門
市井小人物的掙扎與夢想，勾勒出
一派大上海現代風情。

此劇劇情接地氣，演員演技爐
火純青，是內地和香港觀眾晚七點
半期待的好戲。

劇本改編自香港作家亦舒的同
名小說，她以刻畫香港職業女性心
理見長。一些 「抵死」對白，想必
出自原作者手筆。但劇情的大上海
現代感，人物的豐富及血肉展現，
相信是編導的創意。畢竟，亦舒與
今天的上海大都市生活已不在同一
頻道了。

大上海的現代風情 凡 心

馬季又結
束了。我記得
從前的賽馬日
子沒那麼多，
每年好像最遲

六月便會完結。近年來， 「跑馬日
」越加越多，直到七月中旬才結束
。在香港又炎熱又潮濕的天氣下賽
馬，騎師們也真是魄力驚人。

我與賽馬的連繫，始於未成年
時代。家父是草根勞動階層，從小
每逢賽馬日，我在家裏都看到他拿
着賽馬報紙，聽着電台或看着電視
，投注在 「獨贏」、 「連贏」以至

「四重彩」。事實上，他是一個好
賭之人，雖未至於沉淪賭海，但也
算是標準賭徒。耳濡目染之下，我
在中學時期已知道如何投注賽馬，
對馬匹的資料亦甚有研究。那時代
，有幾隻馬王很受馬迷歡迎——祿
怡、同德、包裝之星等，這些馬王
不單令到部分馬迷獲利，更成為他
們心中的偶像。由是，我在中學時
期已曾混在成年人之間悄悄進入馬
場，將零用錢向馬匹投注，然後只
餘車費僅足以離場回家。

那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自
從出來社會工作，並全情投入文化

藝術世界，我對賽馬活動已忘得一
乾二淨。對於大部分香港人來說，
賽馬真的不算是運動，而是一種時
尚玩意。有些人就是以此作為朋友
間的話題，日常交際的途徑，更甚
是認定這是香港生活自由的典範。
直到現在，賽馬成為香港不變的生
活模式。總而言之，就像本地的俗
語所說 「小賭可以怡情，大賭便會
亂性」。偶爾投注藉此測試自己的
選擇眼光，未嘗不可，若果不務正
業以至沉迷豪賭，那便累己累人，
必然會被家人和朋友唾棄，最終迷
失了自己。

馬季煞科 輕 羽

人與人與
歲月歲月

文藝文藝
中年中年

雲蹤雲蹤

自上海到香港中文大學開會。兩年前自深圳
來香港，忘記了從機場到市區的路有多美。感嘆
這美的山水雲樹間，有那麼多貧富差距與不平，
產生那麼多充滿戾氣的電影。幾位在港大任教的
朋友在堅尼地城熱情款待潮州菜，探討各自的研

究，有一些相關的興趣點，如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的邊疆和
少數民族問題。去了社會學系朋友的辦公室，窗外是青山萬仞，鬱
鬱葱葱。

朋友訂的旅館，在沙田廣場附近，離中大不遠。每次來都為香
港人民抗噪音能力折服。樓房周遭的空調機、風扇轟鳴，街上的巴
士轟鳴，港鐵裏扶梯咯登咯登，連洗手間裏手的烘乾機都震耳欲聾
……聽覺敏感的人簡直痛苦不堪。在我去過的任何一座城市，似乎
都沒有對噪音有如此深刻的印象。噪音再通過群山籠罩，海洋折射
？另一個噪音比較明顯的城市是重慶，我想也與群山環抱有關。

目前在嶺南大學任教的Y老師請台灣學者L老師與我們在九龍塘
吃潮州菜，說杜琪峯在這家飯館拍過《鎗火》。關於這部電影的記
憶已然模糊，卻對其裝飾、服務的老派印象深刻，菜式也甚豐盛可
口。關於電影，相談甚歡。一行人走路去港鐵站途中，經過九龍仔
公園。由於樹木稠密，甚為清涼。天邊的雲很輕盈。也想起太平山
的落日與長洲島的沙灘。美好的山景與海島，能給為生計奔波的疲
倦的多數香港人提供些愜意的瞬間吧。

鏡鏡屋屋

沙田 張 泠

上世紀九
十年代，中國
電影市場進入
低谷、但長篇
電視劇崛起之

時，姜文又成為赴美拍攝的《北京
人在紐約》主演，該劇當年播映時
萬人空巷，他從容行走於影視表演
兩界並同時贏得成功，影響至今。
一九九三年，三十歲的姜文從演員
跨界電影導演，處女作《陽光燦爛
的日子》在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獲獎
，成為華語電影百年經典。之後，
他的《鬼子來了》在康城獲評委會

大獎。在中國電影走進商業化發展
的二○○九年，《讓子彈飛》又再
贏得年度票房冠軍。可以說，在中
國影視不同的發展年代與時代拐點
上，姜文都有成功樣板作品，並已
載入史冊。時代寵愛着他。

正是因為有《鬼子來了》等精
良導演佳作，姜文更是影迷的寵兒
。他的每一部導演新片都是持續數
年的輿論焦點，影迷都抱有最高的
期待。在這種高期待值下，姜文電
影又背負了重壓，在評論界與媒體
界的苛刻眼光中，只有時光成了姜
文電影最好的證人。在關注《俠影

》等新片的同時，影迷更是對他以
往的作品念念不忘。

姜文也是資本的寵兒。二十多
年前，他的導演處女作影片就得到
香港投資界支持。《讓子彈飛》的
票房成功，他更是成為中國電影投
資界追捧的華語導演。即便遭遇《
一步之遙》的低谷，姜文電影始終
不乏投資，正在拍攝的《俠影》的
精雕細琢，顯示了投資界對他的有
力支持。

只要姜文還在堅持他想拍的電
影，他就是沒被寵壞的赤子。

（下）

雖然之前
有香港公開大
學的研究，說
港人每日步行
的數目未達世
衛標準，標準

是平均每日一萬步，而港人低於此
數。想不到一個範圍更廣、規模更
大、更具權威性的統計，由美國史
丹福大學進行，範圍遍全球，參加
人數逾七十萬，得出的結果，卻使

香港吐氣揚眉。想不到港人平均每
天步行六千八百八十步，竟是世界
冠軍。

這個冠軍數字是怎樣獲得的呢
？不妨猜測一下。我覺得有幾個因
素帶來這個結果。

一是香港地下鐵的設計，要求
乘客行許多路才能上車。你看地下
鐵車站內個個行色匆匆，大堆人湧
來湧去，就知道這是造成港人步行
多的重要原因。

二是香港居住環境狹窄，大家
都不想獃在家裏，一到假日就往外
面跑，行街成為港人假日的主要活
動。

三是港人注重健康，所以是全
球最長壽地區。健康活動之一是晨
運，每天都有大批晨運客，大大增
加步行數字。

四是香港有各種各樣的步行活
動，都不乏人們參加，如馬拉松、
各類遊行、各種步行籌款……警方
隨時要封路疏導交通。

有這樣的榮譽總是好事，港人
繼續努力。

鼓浪嶼被聯
合國接納為世界
文化遺產名錄，
消息傳來，我這
個大同鄉也與有

榮焉。
我有親戚朋友住在鼓浪嶼，抗

戰期間，家中太祖母祖母都住在鼓
浪嶼，那裏有外國領事館，外國人
是鄰居，相對比較安全。島上也住
日本人的眷屬，祖母她們對日本女
人印象還不太差。

鼓浪嶼是 「萬國」建築博物館
，各種風格的建築都有。彎彎曲曲
的小街，緩緩的斜坡，紅磚樓，一
枝紅杏出牆來。島上沒有汽車行走
，小巷深深深幾許，走得久了，疑

似誤入桃花源。
整個幽雅靜好的氛圍，就是戴

望舒的《雨巷》那種意境。
從廈門島去鼓浪嶼，要坐渡輪

，八十年代初從香港回鄉，帶妻兒
到鼓浪嶼玩了一次，登日光岩，在
菽莊花園沙灘望海，街上小店舖吃
一碗元宵，如此三十年過去。

當年小巷深處鋼琴聲此起彼落
，出來一個殷承宗，島上乒乓球也
很普及，成就一個郭耀華。一個讓
人起無限文化想像的小島，長居於
此，可以長壽。

但據朋友說，現在島上原住民
都搬走了，住客都是在島上做遊客
生意的外地人，生意滔滔，錢潮滾
滾，文化早已落荒而逃。

鼓浪嶼 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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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兒姜文 楊勁松 港人步行為何多 阿 濃

工傷保險
僱主須為其兼職家務助理
投購工傷保險，違例最高
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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