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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历史学家食公子的资讯类“文化研究”

　食公子的人生，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他祖籍中国广东，出生马来西亚。少年时，因“读写障

碍”受尽歧视却能以作家称著。本具备人人称羡的工作待遇，竟放弃一切，从原来东南亚没有食评家，

创造出新兴的最优职场，而立身“初祖”定层。最瞩目是，他把饮食掺和进与119 位政要，包括统治者、

国外使节成名作《名人饭局》论其一生，结合“文、科”两大元素，成为第一人，复又将饮食文类拼

入“数据科学”而与亚洲美食家、食神齐名的大马美食家鼻祖，是继中国古代八位美食家之后，被中国收

录的现代美食大家。这在马来西亚饮食史独他一人，可与世界级标准的美食家平分秋色。

　

　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本就是一条因孜孜汲汲于探索，特别容易感到心力疲惫的孤独道路。同时

还得兼顾生活、人事纠葛。可能得到的完全不是自己想象，亦不一定会得到尊敬与鼓励，获得成就

感，但于人生，总要有一个决定，选择你要的是怎样的一个人生。上图为“孤独美食家食公子”的一人饭

桌。 / 来源：《食公子经典》

　有人形容，他是个很有“个性”的食神始祖，只要认为是对，便会坚持到底。而撰着更像律师多过文

人，能找出立场为食肆申辩，且深藏不露，行事低调，很少公开他的出身，这自然有他原因。数十年

来，外界对他认识，就只有从报章、杂志简介及一张犹如翩翩佳公子的照片，特别是海外读者对他缘

悭一面，更增几分神秘感。

　从他外表来看，极尽讲究衣着形象。沧桑中带点桀骜，性格复杂多变，既传统又创新，似跟他交

往的人，只要定力不够、悟性不高，便会自讨没趣。但时过境迁又觉他是个大人物，以认识为荣。据

闻，他不仅精通奇门杂学、诗词对子，于学术的农业、文科、厨艺、数据科学、证券与期货的金融学

具有兼涉。这次为他传记，罕见地曝光食公子“明知文化研究是条充满艰辛的孤独道路，但仍坚持要做

下去”的原因。

　身为饮食与文化保留学者、农业学院讲师兼学刊、学院顾问的他认为，没有比填补回大马饮食文

化，至今依旧无大型彙编的空白，更为重要。因这是追寻民族文化的根源，亦是有关国家的印记。就

以海外华人文化，必然是源自滔滔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虽然分道后的社会结构已不同，但在各国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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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即便年代再久远，仍未能对故土忘却这系出同源的承接，不会因区域、语言、民情、风俗、宗

教、政治、经济、价值观等若干差异改变，基本上，还是会维持尚未完全变异的相同性质。若在那时

段无人专著关于某一个民族，在当地生活的文化饮食，这将对社会学、人类学，造成民族、社区、源

流、历史、跟文化记忆的失陷。故而，不得不慎而重之。

　

　马来西亚美食家鼻祖，在孩子五岁时，为了让子女学习正统的华语，很早便已聘请中国相声名师

前来指导，於台上表演中国民间说唱曲艺的独角相声《祝寿话》，并获全国才艺大赛冠军。如今已是

计算机科学荣誉生，并获得奖学金继续深造。 /来源：《食公子经典》

　从他这半辈子观察多数年轻人，发觉各族后代对本身文化，仿佛已没有概念。就算是华文报人，

很多经已连祖籍、方言、家乡有什么文化、美食都不甚了解，这的确是件可悲的事。试问到这种境

地，作为媒体当如何能为大马华人后裔，传播正确文化理念，使人们再度珍惜起华人传衍的饮食与文

化，不能将目前这情况视作“理所当然”发生，因文化是种生活的纪实。

　就像人活在空气中，知道空气对人的必要性，却不怎么在意。直到没有空气，人就会连同文化一

起消亡。而造成这种灾难，概因新一代人，一直都不曾间断受到外来影响，对“文化”这词产生抗拒感，

觉代表着落后，但并不表示他们不认同自身文化。因而，守旧文化是很难在人类成长阶段，引起立竿

见影的效果。

　因人总会自以为是，认为不需任何传统教育。当走到人生某个阶段，方会感悟“伦理”的意义，反溯

回先辈那代内在价值。所以也就无需太过担忧，民族在远离家乡会遗失其特色这点。因每一代家庭，

具会由主人为孩子去丰富究根的源头，特别是家里节庆，为信仰准备烹调，这是对祖籍文化承启的责

任。有鉴于此，他才会希望能以历史角度，从单元性的田野调查，趋向多元论证，不再纯以道听途说

的讨流溯源，而是主张真实历史，取代华而不实的加工文学，以地方性、食肆滥觞、庶民饮食、礼俗

生活的直叙，体现其实际面目，成为最诚实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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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美食大师食公子于“立春”新的一年，便偕同妻子与孩子向雪兰莪立法议会议长拿督邓章钦拜早

年，这是父亲须给子女对中华传统与文化的素养，作为延续华族精神传承的培育。 / 来源：《食公子经

典》

　就食公子，曾在国外被误当成中国人，询问该国现况，这是外国人一种笼统“黄皮肤即是中国人”的

错觉，好在他一向重视中国历史，尚知悉一点经络，而提出这问题的外国人，相信是热衷中华文明，

想藉此得到更多认知。反是离乡背井的华人，在接受其它文化后，对本族概况，亦只得一知半解。让

他不由反思，甫一出世所接受的教养，为人处世因深受父母观念以及从小接触教育、思想、历史是否

有所落差。若不认真去看待、纠正，便会使民族失去这种特质，变得“无根可循”，并非是执着什么主观

性，而是每个民族都该有其色彩。这就是为何祖父辈要回乡省亲，不至让身世成谜的原由。

　这是种奇妙的因子感觉，像被母亲呼唤，一心想为华族子弟，留下更多同宗同源知识，这不是要

新生认同什么文化，只是给了一个关心自身血脉的归宿，毕竟华人还是要有华族文化，且无可否认基

于共同语言、文字及深植遗传，固有的民族意识以延续社会习风思维，这是文化同质的亲切感，亦是

最关键“亲缘联系”当一个国族能有几千年中华内核，自有该族值得进取精神气质，为人应“饮水思源”，

理应比谁都爱护。

　但问题在，由于国内政治、族群组成不同，如今也只能通过华小传承，故他坚持六年中文教育定

要掌握好，因这是防守华族俗成的最后底线。只要有母语，就不会自祖宗文化断根。食公子甚至让孩

子，还在中学期，便允许她到中国学习“汉文化”乃至他对华社四大支柱的华团、华教、华文报与华人政

党殚精竭虑从旁协助。毕竟文化保育，还是需要有人承担，为的是让这代人不忘本。这绝不是出钱，

就能办好的事，更不是“知识份子”的专利，若历史溯源再受误导，那连剩余文化都会从此断根。

　

　国际厨艺大赛评委食公子爱女，尚未念法律系前，于中学，便已让她前往中国学习“汉文化” /来

源：《食公子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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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 风雨无阻的奋进征程 ——写在“十三五”圆满收 [国内国际] 时政微周刊丨总书记的一周（3月1日—3月7

[国内国际] 【央视快评】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 文明风尚的 [国内国际] 我们的传家宝丨井冈山精神

[国内国际] 时政新说丨这很巾帼！这很中国！ [国内国际] 三明之治！一座小三线城市为何能手握三张国

[国内国际] 金句来了｜习近平：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 [国内国际] 【央视快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以，食公子才会在这二十余载，希望能以焕然视野，重启其时六、七十年代，英美研究院，已

把文学纳入“文化研究”强调该摒弃旧的高格调文学，使这刻板概念转移至文化研究的解构，可以从一个

时代营生、技法、食品、器皿、实践等维度重新表现，用以阐发那辈人生活体会，从而迈入历史中背

景、其发展历程、时代批判的史学范畴。若能在“文化评论”Cultural Studies于各种方式，不避俚俗，反

映昔日的地方文化风貌，将更贴近历史，故而，实用价值也就远胜纯粹以想象为空间的饮食文学，让

后代臆测、推敲至造成曲解，最终与原意渐行渐远。

　因此他才身先士卒，在大马成为第一个採用法律等各学科，综合八点以上，当做正本考核，他称

之的 “饮食考古学”。但前提还须考量传播的形式、从阅读阶层理解能力，使用到社会意义及文化功用

等。对不能普及读懂的文献，等同从未发布，当如何受教?故他主旨是倾向与生活息息相关、日常人文

资讯类的文化研究。因“资讯”即是事实报导事件。即便来到零零后的食谱文化，他还是着重官方文献、

档案为本的史记考辨，颠覆以往所谓高尚的文学类价值，从而掀起以他为首的地方饮食著写、从原始

要终“吃的掌故”至八、九十年代演变到“名菜大公开”的食谱性质，以备来日清源用途，为众食肆、子孙

永保薪火，一直到多元民族饮食的推广运动“公耳忘私、国而忘家”。其实，提升自我文化价值，结识不

同民族文化，为昆裔留下珍贵文遗，具是刻不容缓要做的事。只是有些人高度不高，常妄自菲薄，通

常对这类人，食公子一般都是以“夏虫不可语冰”待之。

　以致2013年，食公子淡出旧媒体，就不曾间断到中国考察其饮食文化与大马华族相异，至冠病大

流行期，开始撰著在马的第一部饮食人物传记三部系列，不知是否有注意到，这是以人物超越饮食编

写，并可将之当作传纪、饮食科普、让世界对马来西亚传媒界、餐饮业有更深理解、且载入各国美食

家、食神源起、大众对食材迷思至如何溯端竟委，扩大进餐桌礼仪等，而无法归类的“他传体”，仿佛一

部百科全书，即《食公子经典》第一部廖城兰出身、爱情与事业，第二部美食家史的百年之始、百年

之谜、百年之争至第三部食公子的思想与教养。

　不管你认不认同食公子对马来西亚的贡献，但他在各国国家图书馆、大学藏书，散落民间的专

栏，虽保守文学界，并未将他饮食杂述归集为“文学评论”这领域，但其实，这两者具是同一性质的“文

化研究”，甚至会因他是“马来西亚菜系”三等社会阶层，五大源流，于大马饮食奠基的第一人流传下

去。直到许多个十年，仍有人会继续著写他的今生前世。只要大马有旅游、饮食文化产业的一日“马来

西亚美食家鼻祖”必会因文能载道，而不为人所遗忘食公子的付出。

上一篇：第六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开幕 《上海文学》特刊首发式暨诗歌论坛 

下一篇：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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