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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公子时代的大马美食

2021年12月16日 09：33:37      东方网

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美食家“马来西亚食神鼻祖”同时,更被智能编入与全球逾七十位美食

家、中国百科辑录古代八位连同当代五大美食家齐名的世界美食大师食公子

以全球233 个国家,78亿人口,从互联网蒐集的世界级美食家,逾 70位。西方 50位,东方美

食家18 位,马来西亚只有他一人是被智能引擎收编。相信是国人都会引以为豪,套句金庸小说

的话,在行内“食公子在,谁与争锋?”

马来西亚食神鼻祖食公子被美国报章评选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美食家”之一,另份更

以“第一个在马来西亚以美食家称誉的名人”作标题 /来源:《食公子经典》

廖城兰又名食公子,曾被美国报章公布为“最具影响力的亚洲美食家之一”,并以“第一个

在马来西亚以美食家称誉的名人”标题。从中国五千年饮食王国、14亿人口,能给选进与古代

美食家孔子、曹操、杜甫、苏轼、张岱、李渔、金圣叹,袁枚等八位以及现代美食家,从耄耋的

蔡澜、唯灵、韬哥、庄臣平列,马来西亚入围,唯他而已,皆是出自广东“五大美食家”。而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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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数据科学”用于饮食,以“公决”代替个人评鉴、推广的美食家,亦是他一人。过了百年,

大概与这些远祖美食家一样后世留名,宛如厨祖伊尹,成为中国历史第一个以贤能相国名垂千

古,对于他肯定是近代饮食史 的一个“经典”,一切相关马来西亚美食家鼻祖食公子事迹,也会

被收载文献。从他传世作品《马六甲娘惹味》被各国大学、国家图书馆收录,便是实际证明。

就他,在大马第一部饮食人物传记,甫一上传,短短几个月,就晋级比一般传统媒体、网媒还

多出几行,只有大型网站才有高权重性,以巨量人数作基准的六个“全站链接”且不受人控制,

由机器赋予的公开、公正,换做古时,那是实至名归一纸风行的著作,在全球更有拥戴者为他创

建十数国“维基”,显示食公子经已符合“世界名人”标准。

若论食公子,是极少数仍有庞大市场价值的创意性“才子”,该不会有人持反对意见。他的

出现,往往会引起阵小骚动,就连社区食肆知他要来,全都会联合拉起横幅欢迎,至今还无人做

到。近来中国主流报章,更有不少关于他的报导,具知是第一个奠定“马来西亚菜系”三等社会

阶级,五大源流,而获中国国际研讨会优秀论文奖,并膺“世界美食大师”荣誉的“国际烹饪大

赛评审”食公子,开始走红中国。

2011年于中国刊物刊载“国际厨竞大赛评委”食公子与来自世界各地参赛厨师们合

摄。/来源:《食公子经典》

在一份调查发现,只要有他专栏登载日,因附送大量刊报于市面,导致其它读物滞销。而他

亦成全国阅读率最高,不是一刊连开几页,就是每月定期十数版各类杂志。即使媒体合并一家后

被流放到排斥边缘,反让读者更关注他的去向,这是因餐饮业者希望他所写文章能与他合照,框

起放在餐厅,充当“著名食肆”的指向,招徕生意。而在这三十年,肯掏钱买下他大作配合业务,

就是冲着他来,为的是继续维护他饮食地盘,可见有多得民心。

从他市面近千幅照片,终为他惹来祸端,在曾提升绩效所服务媒体、捐献款项予厨业,反被

夹击的风波。不过是利益与头衔的觊欲?但也说明,即使昔日要人签约张挂十年,亦会欣然同意

的感染力,而奈他何,始出此下策却又无力驾驭他二十年所创造的市场,惨遭打脸。

对他《名人饭局》栏目带起以“名人”作题效应,愈发明显所有媒体,具会以他概念、所见

的客户而复制他所为。连境外作者都喜欢使用“食公子”这名号,一时好不热闹,致使食公子名

声在国际日趋响亮,从他将人们认为不务正业的吃喝玩乐,引导回正途,转化对国家、经济有利

的饮食文化软实力,确信已再无人敢质疑这位“食神始祖”的实力与能耐。

故而,可以堪称这是食公子叱咤风云的世代,当时笔者于2011年,随中国研究会前来马来西

亚随团工作,而结识这位名人,有机会第一时间接触及聆听他演说,并在世界烹饪大赛结束的庆

功宴上,远远看着他,意气风发和舆会贵宾客气寒暄,酒到杯尽的豪气干云。俨然一颗巨星,回到

人间与民同乐,全无架子,到后来逗留在马那段期间与人谈及他种种,正因他性情,玩时尽量地玩,

工作专注工作,忽而个性,但也随性却不容冒犯的极端、复杂,不就正是他最引人入胜之处。从



他冒起至开启饮食新世纪盛况,该时,人人都以“食家”自居。回想起来,他确实是食坛的一项

奇迹。

世界美食大师食公子与世界中餐名厨交流会副会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俱乐部厨师长胡雅琍

於世界烹饪大赛现场作赛后检讨。/ 来源:《食公子经典》

作为大马饮食界一个转捩点,乃至公众都以他为模仿对象。使原本就已走红的食公子,在他

那头卷曲像方便面的发型,一副墨镜,一手竖起拇指赞好,意味首屈一指的架势,成了他辨识度,很

容易便让人认出。

之所选择“食公子”为名,除他喜欢的武侠称号,原意,则是摘取《春秋左传》记载“食公

子而后归”以提醒自己被“读写学障”囚禁作家梦那段灰色期,如今重获自由,理应不忘初心。

其二是因知道“三代富贵,方知饮食”,即古人所指的“一代看食德,两代知素养、 懂礼仪,三代

研究学问”的含义,而不仅是必须为官、富贵人家,方懂穿衣吃饭的简意。而“公子”,则寓有

王孙公子,启迪他父、子到孙三代共勉,就像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所述“从平民到贵族,需三代

人努力”。再从略,即包括美食家、饕客,“食公子”,就是“喜欢吃的人”。至於传记揭示,另

个怪癖是他自年轻到老,从不带手机专利,凡事叨扰爱妻打点,就因怕这项方便,不忍拒绝友人出

外纵情玩乐,影响他无心学问的心情,让爱妻失望。唯她应允才去,永远是秤不离砣,且这是丈夫

对妻子应有的尊重。

当一个饮食文化产业,面对如斯革命性催生,从以前餐饮人忸怩到领略推介能为各造所带来

周边盈利至门庭若市,而广受欢迎,凸显出其人文风。若说单靠食公子作品是无法支撑,能让他



狂风扫落叶,风靡饮食界,改变整个局面。还得仰赖外国饮食大家,一起带动这股即将成熟的趋

势,从而应运出“食公子时代”让群众不予抗拒照单全收。

在等待慈善鸣啰那刻,于主席桌位与(右起)客家公会主席孔庆华女士、食公子爱女廖律

师、马来西亚美食家始祖食公子、原财政部副部长丹斯里黄思华、食公子挚友原森美兰州立

法议员拿督邱承福太平局绅合摄,虽淡出传统媒体,但仍旧活跃于慈善、公益、社区活动,不忘

教育。 / 来源:《食公子经典》

另外,对认为美食家、食神,当以负面评鉴仗势,抑是知食、会煮、满身奖牌的参考,为一代

食评家定下主律,一直到食公子重新以只推广,不置评,不以星标分级的主张,因他明白美食,因人

而异的道理,不会为支持他,而昧着良心,只会找出对方可取处,推介给读者,不再受浓厚的港、台

文化影响。今日,即便资深媒体与餐饮业,在回顾那段转变期,具会异口同声,食公子不愧是美食

家的开山鼻祖,厨业大恩人。

自八、九十年代,大马媒体还在捡外来资讯,吹捧异地饮食文化,仿佛不到国外转转,便难登

大雅,使得受到港、台文化全面袭击。而其时,正好在大马是廖城兰、港蔡澜、台胡天兰,这三

位“兰字辈”旧人物,继承中国美食家身份,才算真正有了美食再度崛起的最早系谱。加上70

年代后期,港剧在马走俏,粤语主题曲大行其道,而食公子亦是那时期跟第一代“歌神”许冠杰

一样,所有作品具是从小市民,所受知识作标准,以口语化为主,像论文提及他对菜式“排骨”描

绘,引用方言俚语的“抵吃”“盏鬼”等俗尚,使读者多份亲近感。而看不懂,亦可借此了解其

它方言族群文化。或许这与一代人时兴讲广东话,盖因香港电视剧,国内广播、电视节目,往往

以广府话为媒介不无关系。何况他掺以尊祖敬宗的梓乡语言作著,皆因出身祖籍中国广东之故,

略表敦亲睦族,不辱原乡广东这一渊源。

物转星移,代表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大马第一代“食神、美食家”这殿堂级明星食公子,有幸

参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因海外华人自强,而被摘录“他传式百科”的殊荣,并没在2013年,

因进修“大数据”,匿迹旧媒体那八年,而失色,反成为世界级人物。就像许冠杰与张学友两

代“歌神”,再无第三人,可取代他“食神”地位,独占鳌头,如同三朝饮食宰相,定型了美食家、

食神内涵,必须造福社群的觉悟性,而再不是“识饮识食”的“个人推崇主义”。对他用文字道

出食界兴衰哀败,而成为中老年代对他当年,如何影响“大马饮食”的共同记忆。而于疫情后,

先为大马美食向外发展,奠定全球瞩目的“马来西亚菜系”三等社会阶级、五大源流,并创下

以“大数据应用”推广的先河,致令未来饮食界,依然可在各行各业一枝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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