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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爱老婆的食神始祖食公子
发布时间：2021-10-16 08:52 来源：中国网海丝泉州频道

食公子，原名廖城兰的前半辈子，相信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会携手妻子走进皇宫觐见陛下成

为第一位受恩典，作皇家记述的华人作家，并授予“社会卓越服务”勋衔，更在第十一任最高统治者

御前荣获“世界美食大师”徽章的美食家。这得多谢对他有再造之恩的另半，即是他爱妻李翠枝。

“夫尊于朝”，没想有这么一天，食公子会携手妻子走进皇宫，觐见陛下，成为第一个受恩典作皇家

记述的华人作家，并授予社会卓越服务勋衔/图片来源：《食公子经典》

自遇上她，从此过着“只羡鸳鸯不羡仙”日子，用来描述世界著名国际烹饪大赛评委食公子贤伉

俪，三十年患难与共的爱情，恰如其分。

对现在年轻人，总以为中老年人经已没有爱情，只有亲情，更加不懂什是浪漫。其实追求爱情，

无关年纪，更加不需因年长、孩子成人，而感忸怩，它可以是一辈子都在谈恋爱的事。

1990年代，其妻李翠枝，还是女大学生时，廖城兰因情殇，带着他先天“学障”给予学习阶段的

巨创，逃离那幽禁他理想的破碎家庭。在前度工作处隔条街，承包整栋楼当宿舍租赁给学生、职工，

但日日足不出户，甚少与外界来往，像再也经不起外头的蜚短流长又仿佛在等着那不能错失，想再续

前缘的爱恨纠结。

然而，在一个雨夜，当他开启房门，见门柄挂着一个饭盒，第一次以为不知是谁送错。到第二

天，门把手一样有个饭盒，便留意起这是怎一回事，直到发觉这是位女大学生的房客，每天下午，具

会为他留下一盒饭，像怕他饿着。直觉告诉他，这女生很清纯，但也不怎放在心上。直到认识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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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嘴里得知“他”给她感觉很孤独，需要人照顾。而他倆爱情的伊始，即是从附近茶馆，因再度遇上

展开。

初识李翠枝，给他脑海第一印象是，从未见过如此白皙又纯真的女生，觉得世上还有这样的女

子，确实可喜。她的出现，让所有人顿生倾慕之情。只是不明白，为何会对这么个神秘兮兮房东关

心。其实那时，廖城兰才二十余岁，骨瘦嶙峋。人生就是如此，具与“有缘”或“无缘”有关，在某

个时候，只能是某种关系，到缘份来了，很自然就会走在一起。他与李翠枝的感情，即是这样产生，

并以所收来的租金一起生活。

于她就读大学那段日子，两人相依为命。尽管有不少闲言碎语，以致双方家长、师生、好友都劝

李翠枝离开，惟恐遇人不淑。有次，不经意被他听到，她在房内与兄长谈话“爱个人，其实是种很好

的享受，不要求、不计较，默默付出，就是对爱你的人最好报答。”让廖城兰听了，十分感动，从

此，收起桀骜的心，结束出租生涯，奋发向上，在得不到双方父母祝福，以一纸婚约举办“两个人的

婚礼”，并诞下第一个爱情结晶。由于廖城兰父亲是个对感情比较冷漠的人，因此，他俩几个孩子，

从未受过家里祖辈眷爱。而他自小因没能得到“父爱”引以为憾，故相当疼爱孩子，并常以“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警戒自己，要当个好丈夫、尽责的父亲。

廖城兰与李翠枝结晶，如今已是亭亭玉立的律师，上图是世界美食大师爱女与资深律师、法学作家达

斯先生於办公室讨论案例 / 图片来源：《食公子经典》

夫尊于朝，妻贵于室

千禧年代，经济复苏，这是个饮食新世纪的大时代。之前，他曾对李翠枝感性地盟誓“愿以天下

财富，换执子之手”亦曾打趣说“你是翠枝，我是兰花，没有枝干的花朵，不能独活”“我们关系，

只能用前生注定诠释，我姓廖，妳姓李，看来我们往后日子要相依为命，以料理起家”没想着，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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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真的当上了美食家，还是论文“第一个以美食家称誉的作家”，事迹更被各国维基、中国百度等百

科收录与古代美食家，孔子、曹操、苏轼、袁枚并峙的“马来西亚美食家鼻祖”，在国内，亦仅他一

人而已。

有他，就有她，成为人们眼中，那时的金童玉女。虽廖城兰曾任选美评委，除了爱妻，其它女人

在他眼里，皆成庸脂俗粉。只因喜欢上她的“善良”，而于妇德的安分守己，对廖城兰尤其重要。所

以常跟她说，在前一段原本对感情，已再没信心的他，总觉没这么好福气能得到她的爱，更曾有段时

间失去自我，但也为了她，从此不再狂放不羁，是以，她是他心中的第一美人，且无人可替代的第

一。

曾任选美评委的廖城兰，除爱妻，所有女人于他俩婚后，都成了庸脂俗粉，只因越来越爱上她的善良/

图片来源：《食公子经典》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从前情的“我失，我命”，到遇上李翠枝后的“我得，我

幸”。不会因认清彼此，而嫌弃廖城兰因有“读写障碍”，以为再无前途而离开。每个成功男人背后

都有个女人，相信他也不例外。而在这个背后女人，当以何种心态来包容这有遗传缺陷又孤傲的男

人，同时还要兼顾家庭、事业与孩子，确实是不容易。说明她不是个普通女人，且还是在银行界，拥

有“全国第一业务”表现的事业女性，却甘心为丈夫跨过读写的障碍，从此，以一个“念”，一

个“写”的方式克服写作困难，如是地在文化圈走过二十余载，还真叫人不得不感叹“爱情真伟

大”。这就是作为名作家太太的付出，让所有聚目焦点全投在丈夫身上，自己低调得连共事多年的同

事与朋友都甚少交往，每日下班后，便忙着先生事业，夫妻倆之间情深义重，确实让人羡慕，“人生

得一红颜，死而无憾”的相伴一程。从他们相识到相守共济的夫妻情深，一向在友人群中被他们妻子

认为可安心，让丈夫学习的模范夫妻。因大家都知食公子，既不嫖亦不赌，更不会卖弄情色，是他人

生一个重大原则。值得一提是，他与李翠枝在传记的情史，让他在国际知名度更高，一度兴起“爱老

婆”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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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未是作家前，经已得到妻子支持。那是以前，亦曾涂涂写写过一些文章拿给她看，就觉得他

很有才气，虽常会错别字、漏写。是以，他所有作品，她都是他第一个读者，因为是她代他编辑，然

后发表。到了后来，当稿件越多，而她又要照顾子女加上劳累，以致再没时间阅读，而遭埋怨。这就

是每个夫妻都会遇上因情绪而起的争执，那是最寻常不过的事，重要是，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因为明

白，每一个作家，具有自我性格，且盼有个人空间全情投入，从认识开始，就从不带手机，为的是怕

人干扰他写作心情，外面事全由妻子处理，亲朋亦会尽量包容。而做丈夫也理解，李翠枝对他的体贴

入微，在完成后，补偿她和孩子住遍所有星级酒店，寓游乐寄情工作，顺便看稿，阅历各地饮食、文

化，从这种生活形态来看，他经已是名利双收。

一个爱老婆的食神始祖食公子 / 图片来源：《食公子经典》

总有很多人会说，“作家都是穷困潦倒，不但稿酬绵薄，甚至还有拿不到酬劳之虑”，但他毅然

坚持下去，最后证明，他的著作成为美国、新加坡等各国图书馆、大学藏书，还在中国得过最佳论文

奖。因而，恢复了做人信心，这是金钱，所无法度衡的成就感。从此不再有被“绑住，飞不起”的感

叹 。在当上美食家后，简直就是遨游四海，证明所下苦心，并不是没有回酬，像这次，他所写的50

万余字《食公子经典》，在发布后几个月，便获得谷歌六行“全站链接”与“精选摘要”，而这必须

要有海量人数支撑，不受人为控制，所触发的智能生成，换以前，那是洛阳纸贵。对于传记是功名后

写的，让读者分享其经历，于他韬光养晦那八年，进修“数据科学”反而名望依旧高倨不下，并没因

另辟蹊径，而被“谁”取代，食坛比之前萎靡不振。但他倒是更上一层楼。

当年纪愈大，走过沧海桑田，对理想与现实的两鬓斑白，心中早已有数，没有比家人、亲情更重

要。尤其是有身边人的鼓励，而爱情原就来自生活的踏实，但并不代表质朴，就不能够追求浪漫，只

要愿意。两个人在一起，即使再日常、琐碎都会变得美丽起来。

因为他明白，到一日，再走不动，有谁能替他料理起居饮食，在病榻前衣不解带照顾，除老伴、

孝顺孩子外，没有别人，以致廖城兰特别重视家庭教育，就像孩子倚赖父母，年老还需老伴，这是人

们晚年最安逸的福气，没有比之更完美的人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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