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的大街小巷，最常見的快餐店—蕎麥麵店
，和吉野屋，丸龜成為工薪階層最愛光顧的地方。尤
其是蕎麥麵店，因為吃起來速度快，迅速飽腹，常常
成為四處奔走的工薪族的臨時加油站，很多車站都有
站着吃的蕎麥麵店，據說這樣效率更高，吃完即走。

蕎麥麵雖然是大眾食品，但絲毫沒有影響高級手打蕎麥麵店的生意
，後者常常受到上年紀日本人的青睞，是傳統文化中孕育起來的生活品
味。蕎麥粉產地以長野的信州最為有名，其他如福井的越前、島根的出
雲等都是名產地。除了原材料的用料講究之外，調味汁也是各家蕎麥店
的必爭之地，關東和關西在口味上略有差別，關西用昆布和魚乾熬煮，
口味清鮮，而關東昆布用得較少，口味濃重。

蕎麥麵的吃法有熱湯麵和冷麵吃法，放於笸籮上的冷吃是比較經典
的吃法，略加一些海苔的細絲，配上專用魚露調味汁、葱白、青芥末，
可謂標配，如同老北京吃炸醬麵時候的做派。

老輩日本人講究吃法，吃麵前先抿一口調味汁，嘗一下鹹淡，然後
倒入葱白、青芥末，調勻，將適量麵條和海苔絲一起夾起來，浸入調味
汁，一口氣吸入，吸的時候聲音越大，越表示對店家麵條味道的稱讚，
是一種禮儀。不過這是個讓外國人非常尷尬的禮儀，因為吃麵發聲在很
多地方是非常粗魯的。吃完之後，手打蕎麥麵的店通常都會供應免費無
限量的蕎麥麵湯，將麵湯倒入剩下的調味汁喝下作為結束，就像東北人
吃完餃子後喝碗麵湯才算結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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蕎麥麵 一 度

舒淇主演
馮德倫導演新
片《俠盜聯盟》
正在內地公映
，二人因拍此

片傳出婚訊，但上月被傳婚姻危機
。上周北京首映禮上，舒淇現身，
擊碎傳言。

《俠盜聯盟》邀得法國明星
Jean Reno扮演法國警探，追蹤劉
德華、舒淇出演的雌雄大盜，他倆
掉進曾志偉飾演的幕後黑手製造的
陷阱裏。內地演員沙溢成為該片中
最大的亮點，他出演擁有珍寶的內

地土豪，用扎實的喜劇表演功力，
將這個配角演出了神采，給觀眾帶
來詼諧的觀影興奮點。該片故事還
是港片類型模式，劇情雖頗多漏洞
，但全片在歐洲取景，在影像視聽
上，馮德倫呈現出亮麗明快的外
語大片風範，他坦言這是一部爆
米花電影。不過該片成本已逾兩
億元，是他導演作品中投資最大
的。

首映夜恰逢他的生日，他給電
影圈留下堅持自我的印象，或許獅
子座男的性格成為其最好註解。他
曾與華誼兄弟合作《太極》三部曲

，不過前兩部票房失利後，第三部
便遙遙無期。

舒淇既是馮德倫電影的女主演
，又是他的妻子，算是標準的馮女
郎。首映那晚，著名導演馮小剛也
前來助威，舒淇也是他的「馮女郎」
，二人曾合作兩部賣座大片《非誠
勿擾》。

小剛導演自然是衝着她的面子
，可見舒淇為《俠盜聯盟》造勢的
良苦用心，就看電影觀眾能否買帳
了。

我發覺做
人處事有兩種
截然不同的態
度，讓我將他
們比對一下。

一個稱他為甲，一個稱他為乙。
甲收到任何帳單，會在指定日

期前付款；而乙總是遲交三數天至
十數天不等，甚至完全忘記繳交，
結果要被罰款。

甲約了朋友談事，總是依時或
提早到達。而乙 「奉旨」遲到，有
時達半小時之久，人家打電話找他
，他還在路上，甚至還未出門。

甲參加什麼比賽，總是在截止
交件日期之前送上。而乙必定到 「
死線」的最後一刻才僅僅趕及。

甲答應了朋友辦事，會放在心
裏，依時完成，而且完全符合要求
。乙答應為朋友辦事，如果不經常

詢問進度，隨時會忘記得一乾二淨
。包括付費的亦如此，看你下次還
敢不敢找他。

甲答應開車到你家載你往某處
，早十分鐘已在你門前等候。如果
是乙，遲十分鐘也不見人影，要你
引頸而望，因為你不可以遲到。

在公眾場合致辭，主辦人叮囑
每人限五分鐘，甲在四分五十秒已
煞停。乙講了十分鐘還沒有停止的
意思。

這兩種人你欣賞誰？還需要回
答嗎？

臉書研究人
員在開發機器人
時，發現兩個機
器人突然用人類
完全不懂的語言

在溝通，當時嚇壞了，趕緊將研究
中止。

電視鏡頭上看到機器人互相溝
通的語言，都是一些在我們看來完
全無意義的文字，好像密碼一樣，
不花一番功夫去破譯，完全無法理
解，甚至它們的密碼永遠都沒辦法
破譯出來。

難怪研究人員嚇一大跳，這事
想起來令人毛骨悚然。

機器人的思維，現在應該還不
算是很高級，圍棋雖然贏了，但圍

棋的思維始終局限在棋盤裏，人類
的語言邏輯、生活邏輯、思維邏輯
，領域大得不得了，還有感性的方
面、潛意識的方面，要學的還很多。

但問題是，如果它們現在已經
能有自己的語言，那些語言又是我
們不懂的，那我們就不知道它們在
想什麼，它們的本事去到什麼地步
，它們又有什麼足以威脅人類生存
的瘋狂主意？

內地已經有機器人創作的詩，
機器人寫文章也粗通文墨，萬一它
們有自己的思想，那些思想又是我
們無法理解的，那這個世界就危乎
哉了。

好彩臉書研究人員有警惕性，
萬一沒有呢？萬一放任它們呢？

機器密語 斯 人
劉邦是徐

州人的驕傲，
這個兩千多年
前出生於沛縣
豐邑中陽里的

漢子，讓項羽留給歷史一出千古流
傳的 「霸王別姬」之傳說，自己建
立了大漢王朝，並且持續了四百年
之久，與當時的羅馬帝國分別在地
球的東西兩半稱雄，是中華民族
發展史上輝煌的一頁，也是人類
進展中的閃亮點。

強盛的時代必伴有絢麗的藝術
，羅馬時期的雕刻和繪畫至今在歐
洲很多國家可見；而漢代的藝術在
徐州的漢畫像石博物館裏，也是以
石雕浮雕為主。這個專題性藝術博
物館，位於徐州的雲龍湖風景區，
依山傍水，風景秀麗，館裏收藏有
一千四百餘塊漢畫像石。

「大漢王朝──石上史詩」，
是徐州漢畫像石藝術館陳列的大幅
標題，其六個主題：神道天路、祠
堂敬祖、天工神韻、漢石春秋、千
秋地宮、碑刻題銘，以六百餘件展
品穿連起來，石畫石雕的內容有神
話故事，有歷史傳說，還有那個時
代的民間生活的真實寫照，是一個
生動繁榮的漢朝社會的縮影。

看一圈漢畫像石，彷彿讀了一
部漢代史，民間的、皇家的、宦官
的，低到小民中到高官高到帝王家
的故事，都被鐫刻在一塊塊石碑上
、石壁上，不愧 「天工神韻」的美
譽。

我們文學會結束時，我還獲贈
一張漢碑拓片，帶回美國家中加上
鏡框裱起來，大漢的神韻從此充滿
了我的異國家園。

大漢史詩 海 雲

香港人性
子急舉世聞名
，凡事講求效
率，賺錢更是
如是。港人沒

有耐心去等待需假以時日的結果，
凡事求一步到位。大至社會改革，
小至個人身體調理，莫不如此。

身體調理，增強健康，在我看
來，本質上是為減緩衰老，亦即養
生。真真假假的養生運動在民間廣
為流傳，靠譜的都講究慢速、悠閒
、堅持。

「慢速」針對的是當代人高節

奏運轉的生活方式，主張把速度適
當減慢。 「悠閒」針對的是負壓緊
繃的心理。至於 「堅持」，更是養
生成敗的關鍵，針對的是人慵懶的
惰性。

話雖如此，生活也得接地氣。
在結束職場生涯之前，找到一種適
合現狀、行之有效的方法來調理身
心健康，才是最務實的。

瑜伽、太極、氣功都是訓練緩
慢悠閒生活形態的運動。

今年香港書展有一本書及作者
的講座很受歡迎。作者是一對台灣
夫婦。這本《時尚慢動養生法》針

對當代人養生的焦灼，結合都市人
停不下來的步伐，繼承古老氣功的
原理，設計出簡單易做的氣功動作
供讀者參考。作者之一的白雁老師
在講座上作了說明和輔導，聽眾反
應熱烈。

中國的氣功與針灸一樣，已被
證明是中華醫學的瑰寶。但對於普
通民眾，它仍是神秘的領地。這本
書圖文並茂，文辭通俗，可謂是普
及了氣功的常識。人們通過慢速、
悠閒、堅持，用最少的資源、最小
的場地、最短的時間，便能得到最
大的收益。

養生說 凡 心

今年夏天，
家庭瑣事特別繁
忙，致令錯過了
本屆 「中國戲曲
節」多個內地節

目。然而，每年的本地新編粵劇，
怎樣忙碌也要進場觀看。今屆便有
新進編劇暨演員黎耀威撰寫了《奪
王記》。黎氏根據明朝萬曆年間兩
位太子爭王的真實歷史，加以藝術
手段創作而成《奪王記》，全劇既
有宮闈權力爭鬥，亦載家庭倫理溫
情。神宗本想廢嫡立幼，但一方面
受到老臣以傳統綱常而反對，另方

面亦難對兩個兒子的個性和表現作
出仔細判斷。由是，劇本展示了神
宗的威權和智謀，亦呈現了皇帝為
人父親對兒子的愛護。就如第六場
的 「罪妃」，神宗揭發了西宮鄭妃
的奸計，他以帝尊和人父的身份，
痛斥西宮缺德教子，謀奪帝位。神
宗的唱曲雖然滿載道德教化，但卻
真切有理，令全劇的主旨有別以往
其他的 「鴛鴦蝴蝶派」粵劇。

京崑名家耿天元擔任導演，亦
為演出賦予現代劇場的表演意念。
全劇不落幕轉景，只間歇性地放下
中幕，然後讓部分角色在台口處繼

續演戲，以便中幕後轉換場景，因
而做到真正 「一氣呵成」。全劇都
以粵劇唱腔而成，雖然兩位太子的
角色文武兼備，劇情亦有神宗出遊
打獵，但卻沒有刻意安排 「開打」
的場面，能夠達到 「戲曲」本身既
有戲亦有曲的獨特風貌。

多位年輕演員都演得落力，但
仍不及資深名伶的精彩演出。李龍
是次掛鬚擔演神宗皇帝，功架與感
情俱佳。第四場 「立儲」，他與阮
兆輝飾演的老臣爭辯朝政和情理的
分野，證明了廣東俗語 「薑越老越
辣」，令觀眾看到拍掌叫好。

《奪王記》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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