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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财经时报》荣推食公子为“马来西亚最具影响力的

美食家始祖”

来源：搜狐 发布时间：2021-12-17 10:21:34

各国维基、中国等百科，更将他与古代“八位美食家”及入列近代“五大美食
家”的唯一马来西亚作家若论“第一”，他是第一个走进陛下起居饮食的华人作
家，并为最高统治者撰写记述。述及国际标准，他与世界逾七十位美食家齐名，而
被十余国的维基、中国百度、快懂、搜狗、360各百科，收录为现代对亚洲饮食最
具影响力“五大美食家”之一，包括蔡澜、唯灵等，具是出自“食在广东”的粤
人，并与中国古代八位美食家，春秋教育家孔子、三国军事家曹操、盛唐诗圣杜
甫、北宋大文豪苏轼、明史学家张岱、明清戏曲家李渔、清代文学家金圣叹、散文
家袁枚至近代翻译家梁实秋相提并论。他亦是国内持续一写，便二十余载的食评
家。在海内外食坛、文化界形成 “食公子”模仿效应，产生无数“食公子”如同美
食家、食神的代名词。这许多“第一”，至今无人超越。对这位祖籍中国广东
的“才子”能排众而出，大马独他一人，可於饮食界光前启后。

闻名中外的华人名作家“马来西亚美食家鼻祖”食公子，所做所为，皆为了下
一代好。 / 来源：《食公子经典》

廖城兰，即食公子是21世纪初，获论文提及“第一个在马来西亚以美食家称誉
的名人”众所周知的“食神始祖”同时，在美国纽约《国际财经时报》上报他
是“大马餐饮界最重要头号人物、第一代美食家”仅他有此殊荣。曾出任农业讲师
与学刊、学院顾问，后加入报业，以外援特约身份破格跃升至全国业务专员，在行
内，那是从未有过的事。另外，该国独立至今，应是他一人为“马来西亚菜系”奠
定三等社会阶级、五大源流，而获中国优秀论文奖，并于第十届国家元首颁发贡献
奖章、社会卓越服务勋衔，更在第十一任最高统治者前，荣膺“世界美食大师”的
国际厨竞大赛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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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他却在得不到任何印刷界支持，但仍坚持将消失在即的马六甲娘惹饮食
为出版，愿承担半数费用，现保存在美国、新加坡等各国国家图书馆、大学，使娘
惹文化得以流传百世。其内容为国外学术期刊教授引用，不至有关地道菜肴，因他
畏葸不前失去文献的时代记忆。

从八十年代崛起，便与香港美食家蔚为饮食的主导象征，四十年过去，依旧没
听说有新的美食家、食神，取代这位五十知天命“美食家祖师”，没想竟发挥余热
又研究起“大数据学问”在别人不看好下，竟没料到日后被欧洲学术界，录选于当
代研究权威对特定课题的最新成果，峙立世界农、医、理、工、人文、科学等期刊
学者当中。

近年，他已成为各大学、研究学系的探索主体，论文试图以大马华人消费文类
的角度，切入美食评述构成的历史背景与成因，从他1988年，就以美食家身份撰写
饮食资讯类。到八、九十年代，旅游的方滋未艾，即走遍全马与国外，至2000年，
还获不少撰稿人追随其风，报刊相继开设饮食栏目与专题报导，致使餐饮业一片蓬
勃。随后的2003年，在同一机构，几乎所有刊物饮食版，具由他一人独揽，2008
年，方转变以政经为题的《名人饭局》邀访百余位大人物探讨当前政局、民生与区
域发展。此外，便是2010年为国家菜系分级及归纳流派等开创性壮举，亦属食公子
先为。

但大众对他受欢迎的原因与权威性，始终认识不深，亦不见传媒报导，对他知
之甚少。起初在他还未成功前的写食历程，并不十分顺利。一方面，必须走向群
众，接近食事，了解市场现况纪实，另一面又要斡旋各有山头的出版社、报馆与餐
饮人对他矛盾情绪，而被大报孤立、背后动作，使他不得不以业绩交换，甚至在
二、三线的杂志谋定后动。对当时书报，并非是以本土为主流，反致力海外文学推
崇，作家、食评家的大肆追捧，更不要说文艺圈，他被视为饮食杂述品级被忽略，
恰好反映出食公子，因怀璧其罪的“美食家”大名，不得不夹缝求存的委屈。迫使
想尽一切方法突围，以近千幅照片来“硬销”自己，以作为争取约访餐厅机会，并
间接提升食肆知名度及促进旅游的策略，且不时警惕，再招人妒也不能放弃，从
此，养成坚韧不拔的奋斗心。这种不气馁精神，具是厨业、媒体对他封锁，他当锻
炼得来，只要有本事、肯做，定会出人头地的信念。

德国籍餐厅主人Hans，当收到食公子作为“驰名食肆”标识的合照，面向同
伴展示其无上光荣的喜悦，照片内侧为州立法议员潘伟斯，中为国际厨艺大赛评审
食公子莅临该餐厅进餐时所摄 / 来源：《食公子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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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他情况比任何想当美食家、食神处境都不堪。餐饮业中，他既流于可呼
之则来，只需请吃一顿，便可打发的记者类别。在传媒眼里，他能写的编采都能
做，完全不属文学品味。对电视圈，他低过电媒，不过是报人。而清高的文人群，
他竟庸俗到要靠业务换取刊登、两头不到岸的特约，这“四不像”的身份，想来也
真够他冤枉。

这似乎跟食公子天生“读写障碍”有关，凡事不能单看表象的内外不一，就像
他文章，之所会出现浅易明白的词汇、口语化，是因稿件，皆由他念，妻子代写完
成。其次是，他认为若能以宏观维度考虑读者水平，把专门学问不避俚俗，像诗仙
李白平易近人的“床前明月光”，让各阶层都能读懂会倍感亲切。概因他又常用成
语、历史文献为辅，不但有助学子，掌握写作技巧兼学会许多成语，对史记温故知
新，这可从8岁到80岁，具晓得他名字“食公子”、皆为支持者，那是因他是位不
拘小节，予人印象洒脱的人，好求学、努力工作兼博古通今，只要不冒犯他，待人
处事都会谦恭有礼，这即是为何大家都喜欢他的原因。

就他觉得，让人看不懂、无法普及的刊文，即使加工再美而不能广传，等於从
未被人阅读过又如何文能载道？且对国家、经济也无实际助益。是以，他的作品含
金量丰富，每一家食肆具盼他会来，得到他合照，等同获取“国际评审认证”的象
征性。这便是他魅力所在，即使行事有悖常理，亦有他道理，能以逆思导正反省自
己的启发。故说，他是位很会掌握成功要素的市场及产品策划精英，且还懂捉住时
代脉搏跟大众心理的资讯媒介策略专才，后被科研界誉为最具创意性“金头脑”带
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的远大抱负。于近天命之年深造“数据科学”，逾十年寒
窗无人问，却凭此一朝成名，着实让人不可思议。

从他过去“服役”过的报社、杂志，哪个不想取而代之，却在他离开，落得一
蹶不振，即便2013年，在他屋漏偏逢连夜雨，因遭“人格迫害”几乎失去所有专栏
及未暇顾及孩子成长的心理过渡期，不得不做出牺牲，以家庭为重“俯首甘当孺子
牛”直到子女学有所成始功成身退。而在这深藏八年，反使他更受推崇。说明是非
功过，自有公论，成为肇事者“损人不利己”又无力承担的反思批判。

清者自清， 2017年受森美兰州华商大会71周年，邀请世界美食大师食公子携
家眷出席与该原南洋商报报业控股集团主席、前财政部副部长丹斯里黄思华，（右
一）食夫人，（右四）食公子负笈软件工程学位的长子合摄。可见，并未受发生在
该社区、地方报、厨业“人格迫害事件”的影响。 / 来源：《食公子经典》

对他不懂得讨人欢心确是事实，正因这种不吭不卑，让读者具喜欢他个性，成
了从不取悦商家，至“出卖良心”美食家。实因他要读者去欣赏各别食肆的好。对
每家餐厅总会有一、两样合适。就像看电影，有人为主角，有的是故事或场面前

http://www.3news.cn/guandian/


来，各取所需。故此，想要追求阅读满足，不妨从他拟人手法为食物注入人性，不
拘牵形似而求神似，写出食物本性，超越文学所规定的传统，正是他高明处，且会
在最后两行给予读者们看了会心微笑的总结。

诚然，好文章不是善修饰、细腻，然则为何要作，应要表达言之有物，包括作
者内涵，还须趣味，富哲学、理论，既可从史学数往知来，在纸上表现其思想。当
知想要保存一个民族世代的沥血智慧，就得从文字撰出能传世的篇章，让后人、学
者追溯其渊源，这也正是食公子为何要以每栏食谱形式，传衍下来的主因。

就以承续菜名流传，其中要算“名菜”版本最多，且年代越久，越难考究。就
连一块马来鸡蛋糕，如果不是以食谱材料作比对，就会为人误指源自法国 “玛德蕾
妮小蛋糕”分别在烘焙材料的不一，鸡蛋糕制法，更相似于葡萄牙海绵蛋糕，法国
小蛋糕却多了牛油、柠檬皮、香草等。但因某作者卖弄知食、取巧，将多次提
及“玛德蕾妮小蛋糕”这本文学著作《追忆似水年华》借以沾光成名，但不明所以
的人，就会信以为真。

这是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皇室，节庆必备的传统皇宫小点心“马来鸡蛋糕Kuih B
ahulu”， 瓷碟标志着皇徽，但却非大马其人“知食”所说的“瑪德蕾妮小蛋
糕”，就因有食谱流传对照，方能分辨材料之各别，非属同源蛋糕出处，不至为后
来学者带来追溯困难。这即是为何食神始祖食公子，坚持要为驰名食肆保护好菜单
的原因之一。/ 来源：《食公子经典》

至於“地方菜”想保持原貌就越发困难，那是因近代食材调味、烹调水准与往
昔各异，加上大马各族交融，很易便掺进其它料理，在同一个社区，同一样菜，出
现不同滋味，乃至徒具其名的面目全非，各自说“正宗”，如果没有食谱佐证材
料，便会误入歧途，不如换个新菜名，做为代表较合适。

在拥护者观察他这些年，发现食公子，对大马饮食与文化的贡献，绝对是如众
人所见，想为餐厅，留下先人倾注功事，倘若不在他还有时间、精力，就记下这些
记载，日后，就会出现残缺，偏离原貌的违作，故尔，他唯有将全副心神都下在这
文脉里。

于他的观点，对这些原本不受重视隶属非物质遗产，得以在经济过热侥幸保全
于未来，觉得比个人食评、华丽的饮食文学还重要。因这类文章，经有不少人在
写，他的观注只在薪火相传是否完善，当他人在想该如何以美食家、食神名成利就
时，他仅关心是饮食文化留存工作。当一名研究学者，就像一尾逆流向上产卵的鲑
鱼，一切所做所为，皆为下代好。这是大马的幸运，至少还有人肯为你家祖祖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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