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到夏天，日本超市都會賣一種茶，麥茶，
這是以前農民田間所喝的茶，沒有茶的苦澀味，
有淡淡的麥香，沒有太深的回味，卻很解渴。

大麥茶的做法很簡單，將大麥打落、去皮、
曬乾後用微火慢焙出香味來就好了，然後用滾水

沖調，麥香四溢，熱泡如同小時候的焦泡飯，冷飲如同小時的涼茶
。大多數時候都是沖上一壺放涼之後再放入冰箱，驕陽似火的夏日
汗流如雨回到家，咕咚咕咚一下子能喝完大半壺。

麥茶很便宜，三百日圓，折合二十一元港幣的樣子就可以買上
一大包，喝上大半個月，是非常平民化的飲料，有些餐館也會供應
冰麥茶，代替冰水。

茶飲料品種不斷翻新的日本，除了傳統的綠茶、紅茶和咖啡，
年輕人中流行喝大吉嶺紅茶、花草茶、水果茶、薑茶、檸檬茶等等
。而麥茶的市場卻始終平穩，彷彿是塊自然的保留地，如同家裏慈
祥的母親、鄉里親人，如同閱盡千山過後平常生活的本來面目。

麥茶就好像日本的生活，略有點寡淡，卻很貼心仔細。世界的
經濟被轟轟烈烈的大手筆資本左右，大國之間的對抗與合作演得驚
心動魄。而日本的通縮持續了二十年之久，習慣了通縮的日本沒有
夢想，卻也沒有放棄，依然兢兢業業維持着日本固有的品質和秩序
。日本的日子緩慢而沉默，卻靜水深流，不斷將高新科技普及並帶
入到企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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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茶 一 度

最近北京
人民藝術劇院
公演了新劇《
大訟師》，改
編自京劇《四

進士》。說的是明朝嘉靖年間，毛
朋、田倫、顧讀、劉題四位新科進
士出京為官，互勉盟誓做為民的清
官。河南上蔡縣姚廷春的妻子田氏
圖謀財產，毒死丈夫胞弟；串通弟
媳楊素貞之兄，又把楊素貞販賣給
布商楊春為妻。楊春聽素貞哭訴，
可憐其遭遇，撕毀身契、代她告狀

。正遇毛朋私訪，代寫狀紙，囑去
信陽州申訴。楊素貞與楊春失散，
被革職的書吏宋士傑所救，認為義
女，攜至州衙告狀。田氏逼其弟巡
按田倫代通關節，給信陽知州顧讀
寫了求情信並送上三百兩賄賂的白
銀。此信與賄銀被宋士傑發現。顧
讀受賄釋放了被告，押禁素貞。最
後楊春去巡按毛朋處上告，毛朋接
狀，宋士傑作證，田、顧、劉三人
均以違法失職問罪，判田氏夫婦死
罪，素貞一洗冤情。

《四進士》原是四本連台戲，

後被壓縮成一本。戲曲的劇作是以
名角為創作核心，由於馬連良、周
信芳這兩位京劇表演大師飾演過劇
中配角宋士傑，特別是周信芳版於
一九五六年被搬上銀幕後，《四進
士》變成了《宋士傑》。《四進士
》批判官場腐敗對官員的異化腐蝕
，警示官員為民清廉、不忘初心，
四進士群像塑造有人性深度與歷史
廣度；《宋士傑》則聚焦在為民申
冤的退休書吏宋士傑上，強化個體
反官的批判精神。一九九二年，香
港杜琪峯、周星馳曾將此劇改編成
電影《審死官》，大獲成功。（上）

我對遺傳
學沒研究，但
知道遺傳基因
有強勢和弱勢
之分。例如一

對中外伴侶，生下的孩子，可能有
百分之八十像父親，只有百分之二
十像母親，那大概是父親的基因較
強吧。

據說混血兒比較聰明和漂亮，

應是雙方優秀的基因呈強勢吧。
作為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遺

傳了父母和祖父母什麼因子，完全
靠運氣。好的你全要了，壞的你全
沒有，那你的運氣真好。如果完全
相反的話，你可真是倒霉極了。幸
而大多是一半一半的，即使這樣你
也夠煩惱的了。

有一家的男子全是年輕禿頂，
造成精神很大困擾，有人自卑，有

人在婚姻上遇到困難。他們的父親
並不是光頭，但兩個舅父都是 「地
中海」，顯然是遺傳了母系那邊。
他們的母親給了他們大眼睛、長睫
毛，但不敵禿頂的煩惱。

另一家個個孩子聰明伶俐，沒
有臭狐、哨牙，但有一處不理想，
就是人人 「平底足」，也不是什麼
大毛病，但行走容易疲勞甚至疼痛
，不容易買到舒適的鞋，卻也是一
種遺憾。

不要因不理想的遺傳怪罪我們
的父母，他們也是從上一代遺傳得
來。

當年臨來香
港時，很捨不得
一幫好朋友，一
位朋友說：去到
香港，又會有新

朋友了。這句話記了幾十年，因為
他說的是大實話，他話裏有對人生
際遇的無奈和惆悵。

來了香港，果然也交了一些朋
友，今日回頭看，真正知心的竟然
也不多。有的曾經長時間來往，後
來慢慢發覺性情不對，也就淡了。
有的卑劣低俗的，總有一些行事作
風暴露出來，最終不歡而散。有的
雖感覺志氣相投，但因種種關係漸
行漸遠，以至於彼此生分起來。

每個人交友的方式不同，有人
主動，有人被動。有人一早將交友
當作人生大事，當作事業成功的必
要條件，因此用心周旋，仔細掂量
，手段多多，長袖善舞。這種人交
友，通常吃虧的不多，因為目的很
明確，也長期用心思。

有人交友太被動，不用心，只
當作可有可無的閒事。因為被動，
有人主動來結交，通常都接納，好
的不好的來者不拒，難免泥沙俱下
。一定要等到有朝一日暴露大問題
，才驚覺陷入埋伏。雖然隨時可以
止蝕，但已經 「蝕」了自己的感情
和時光。教訓是交友不可不用心，
但不可太功利。

交友 斯 人 加拿大的冰酒
遠近馳名，其實冰
酒是一種偶爾機遇
裏無意釀出的一種
甜味餐後酒。據說

最早在歐洲，葡萄園裏的葡萄成熟了
之後，還沒來得及採摘，就遭遇冰雪
襲擊，葡萄被凍在枝藤上，糖分被鎖
在冰凍的葡萄裏。這種葡萄釀出的酒
糖分含量高，喝在嘴裏甜甜蜜蜜，成
為一種不可多得的餐後甜味酒。

也是據說，法國移民在加拿大種
植葡萄，沒想到的是加拿大的冬季比
法國的冬季來臨得更快，葡萄被忽然
而至的北極風颳成了冰葡萄掛在葡萄
藤上。他們想起那偶爾才能在法國和
德國製成的冰酒，沒想到在加拿大年
年可以得來全不費功夫！

我們落基山之旅的第一個節目是

Summit Hill葡萄園酒莊品嘗冰酒。這
家的冰酒與加拿大其他酒莊的冰酒口
感區別並不大，但他們打的是有機牌
，他們宣傳說他們的冰酒是不用任何
農藥種植的葡萄製成的，故而他們的
冰酒比一般冰酒在價格上要貴一些。
轉了一圈看到，他們冰酒的品種主要
有兩種，一種金黃色，一種帶點玫瑰
紅。

我非常喜歡冰酒，要知道每一粒
葡萄只能製成一滴冰酒啊！更何況，
想到那粒葡萄曾經被凍結在葡萄藤上
，經由冬日陽光的百般親吻後，才積
攢凝聚了那份甜蜜，詩意就盎然漫
溢。

忍不住多喝了一杯，有些微醺地
走出綠色滿園的葡萄園，看着陽光下
的好山好水，一切都美得令人無酒心
也醉。

品嘗冰酒 海 雲

出遊一次不
太容易。遊客想
在有限的時間裏
盡量多看景點，
是人同此心。

參團只能被動地跟從旅行社安
排，未必能看到想看的景點，故多
年來都以 「自由行」雲遊。每次外
遊，總是精神奕奕出發，歸來卻多
是抱恙在身。

原因是生怕不能把旅遊費最大
利益化，過於貪心，日程安排過滿
，箭弦緊繃。在異國他鄉，本就可
能水土不服，加上勞逸不當，自就

易感風寒，不適病倒了。
這幾年出現了 「慢生活」的概

念，旅遊生活也宜適當放慢節奏。
許多西方的中老年 「自由行」客比
我們想得開。他們的安排較寬鬆，
上午只看一個景點，下午也只看一
個景點，中間還要到咖啡店坐坐，
喝杯啤酒，品杯咖啡。中午能回酒
店的，便回去小寐片刻。這樣便保
障了體力收支平衡，腦子清醒，所
觀所想，也必有心思。

受到啟發，我家這兩三年的旅
遊便安排了 「洗衣日」，每四五天
便休息大半天或一天。這天可以洗

洗涮涮，上網查找資料或翻查旅遊
書，寫寫筆記，消化前幾天的活動
，作實對景點的印象。

這種把旅遊生活慢下來的處理
，需要時間，也需要盤川，於年輕
人不合。如我還年輕，也會對這種
打打停停的旅遊方式不以為然。

年輕意味着精力充沛，恢復神
速。不管多累，只要倒下睡上一覺
，第二天便又活力迸發。看到匆匆
趕路、健步如飛的年輕 「背包客」
，好生羨慕，同時又生出惆悵：這
種快節奏的旅遊方式，已與我漸行
漸遠了。

慢生活的旅遊 凡 心
現在香港的

九龍城區，有一
個古色古香的九
龍寨城公園，除
了各式各樣的遊

樂設施，還有特別設計的單車場，
尤其適合年幼的小孩玩樂。不過在
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那裏是一個
龍蛇混雜的地方，舊稱為九龍城寨
，黃、賭、毒都非常活躍。我小時
候曾經到過城寨，當然並非光顧非
法勾當，而是自己蛀牙，故此去該
處找牙醫脫牙。當時自己仍然年少
，不知道那些都是不合規格的無牌
牙醫，只因為費用便宜，因此便照

樣光顧。
多年來，城寨都是香港的瘡疤

，既有引人入勝的神秘特色，也有
不光彩和難以追溯的印記，成為文
藝界屢見不鮮的創作題材。一九九
四年，前市政局三大藝團─香港
話劇團、香港中樂團及香港舞蹈團
便攜手創作大型音樂劇《城寨風情
》，以城寨一百五十多年的盛衰作
為舞台故事，其後兩次重演都反應
熱烈。

最近看港產電影《毒。誡》，
也是以城寨作為背景，講述一位在
毒海浮沉多年的癮君子，以毒品過
活，致令妻離父亡。經歷生關死劫

之後，癮君子終於脫離苦海，而且
更成為了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從此
以自己過去的經歷為鑒，扶助同樣
走入迷途的年輕人，協助他們活出
新生。

這樣的題材，其實並不新鮮。
不過導演劉國昌擅長拍攝寫實題材
，故此將城寨、公共屋邨等草根階
層的環境，展現得栩栩如生。對於
人物的描寫，亦活龍活現。電影裏
有一位老年角色，吸毒多年，與男
主角一夜閒話之後，於清晨驀然而
逝。這也是男主角重新做人的一個
警號。

《毒。誡》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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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今生《四進士》 楊勁松 遺傳基因的強與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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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酒牌公告
心意日本料理

現特通告：蕭嬋旋其地址為九龍彩
虹金碧樓4樓403室，現向酒牌局
申請位於新界荃灣河背街70-84號地
下A6（74）號舖心意日本料理的新
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
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新界
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樓4樓
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7年6月3日

申請新酒牌公告
濱松町日本料理

現特通告：楊嘉敏其地址為九龍油麻
地渡船角文昌街29號文昌樓1樓，
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佐敦德成
街4-16號富裕臺A座地下2號舖濱松
町日本料理的新酒牌。凡反對是項
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
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
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7年6月3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6）粵0103民初7098號
朱佩琼：

本院受理原告朱來通與被告朱文洲、朱
彩琼、朱文東、朱佩琼贍養糾紛一案，我院
已作出一審判決，但被告朱彩琼不服判決，
提出上訴。因你以其他方式無法送達，現依
法向你公告送達被告朱彩琼上訴狀副本。被
告朱彩琼的上訴請求為：1、上訴人朱彩琼
每月支付被上訴人朱來通贍養費300元。自
公告之日起經過90日，即視為送達。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陸連超、陸美霞：

本院受理（2016）粵0104民初8457號原告司徒恩偉、余秀
婷訴被告陸連超、陸美霞贈與合同糾紛一案，因陸連超（證件
號碼：209367485）、陸美霞（證件號碼：210858021）目前無
法送達（下落不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二百六十七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五百三十四條的規定，向你們公告
（2016）粵0104民初8457號判決。該判決內容為： 「一、確認
被告陸連超、陸美霞於2012年5月31日訂立的將廣州市恤孤院路
22號之1房屋中2.14%的產權份額贈與原告司徒恩偉、余秀婷的《
贈與書》有效。二、被告陸連超、陸美霞應在本判決發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7日內協同原告司徒恩偉、余秀婷辦理將廣州市恤
孤院路22號之1房屋中屬於被告陸連超所有的2.14%產權份額過
戶登記至原告司徒恩偉、余秀婷名下的產權登記手續。」自本
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上述判決，你
們可在上述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及按
對方當事人人數提交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六月三日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SLIM'S

現特通告：RAI ANU其地址為九
龍佐敦上海街126號3樓，現向酒
牌局申請位於香港灣仔永豐街1
號地下SLIM'S的酒牌續期，＊其
附加批註為（酒吧）。凡反對是
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
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
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
局秘書收。

日期：2017年6月3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SLIM'S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RAI ANU of 3/F,
126 Shanghai Street, Jordan,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lim's at G/F, 1 Wing Fung Street, Wanchai,
H.K.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3-6-2017

尋童祥先生
見字後請即致電內地電話：
13268160986或香港電話：
（852）2835 7560與香港國際
社會服務社社工孔小姐聯絡，
以商討兩名在香港出生的小
孩的撫養及福利事宜。
該兩位小孩分別於2015年2月
21日及2016年11月18日出生。

尋劉秀紅女士
見字後請即致電內地電

話：13268160986或香港

電話：（852）28357552

與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社

工盤小姐聯絡，以商討兒

子（2009年8月14日出生）

的撫養及福利事宜。

技能提升
自我增值

查詢請電2836 1234 網址www.info.gov.hk/emb

廣告熱線廣告熱線：：28312831 05000500
圖文傳真圖文傳真：：28382838 11711171 28342834 66316631

E-mailE-mail：：tkpwork@takungpao.comtkpwork@takungpao.com

工商情報 綜合消息
特廉分類廣告專欄

歡迎來電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