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食家食公子对宏观美食家、食神楷模的定义

发布者：本站　发布时间：2021/12/31　　来源：江南时报　双击自动滚屏

　　谈及亚洲美食家近代史，自21世纪1983年中国陆文夫小说《美食家》发布至1996年周星驰电影《食神》后，有多少

人是以此名衔，作为跟吃有关表述？再度激活与食的意涵延续。无疑，美食在人们日常生活，已占据极重要位置。

　　世界美食大师食公子表示，不管美食家抑或寻常人，具有各自要履行的公民责任，只不过美食不同於政经岗位，但皆

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扮演着相应惠及民生的角色。 /来源：《食公子经典》

　　1980年代马来西亚美食家鼻祖、食神始祖食公子给热爱美食的人造就了一个怎样的梦？直到席卷整个食坛，再从纸

上，跃然视觉表演，令无数想成为美食家、食神的追梦者、传媒高层、编辑、作者、饮食业人、节目主持具趋之若鹜，而

食公子身处亚洲最早的旧饮食人物，将美食家地位提至最优职场，自此开启以饮食为潮流的新纪元、新典范。而后在全球

经济、文化产业开放这世代，重新燃起群众对美食的再度渴望。

　　现今即使每个人层次各异，亦会自认是有品味的文旅艺术家，即“美食家”、“食神”这名词，提供给人超脱世俗的

梦想世界，并将吃、喝、玩、乐视作精神物质，以获得短暂意识满足，彰显出社会对美好的殷切需求。而於饮食见地所富

予的多姿多彩想像，具离不开想拥有这种异于常人的不同，高人一等的阶级之分。

　　而此种习尚，正是“狭义美食家”所指，对精美饮馔做鉴定或艺有所擅的表现。当然，这是种极优质、自我良好感

觉，且发生在生活必须的衣食住行，故人人都认为有本事驾驭这种趋势，必然就会出现像美食家、食神，藉以自我主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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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态，塑造至高权威，甚至将利益集中到少数集团、协会、朋党演变成排除异己、借穷奢极欲饮宴拉拢贿赂充作私人水涨

船高的本钱，目无法纪鱼肉消费群，滥竽充数以虚假产品误导食客敛财，作不法的商业讹诈等勾当。

　　美食家贵为餐饮的核心人物，必享有一定专权。倘使让这股势力孕育成封建朝代类似帝皇的统治，使原本理应追求社

稷安定、天下承平，这合乎于民的实施，当个“明君”反成“帝制”剥削、压迫百姓的“饮食暴力”，却不知真正“食

德”、有资格称为“美食家、食神”者，不仅不能使用此等恶势为所欲为，还得以匡扶国家经济为要务，保护好文化饮食

于国家形象，照顾弱势群体的商贩，即便凭一己之力，也得视作义务。但有谁愿当这样的美食家、食神？这有异于传统美

食家、食神的享乐主义。

　　就今社群所具备的消费条件，美食文化传播的完善架构及对饮食观念的普及，若不将这股“饮食暴力”制约，将导致

美食家、食神，因无法再引导民众对饮馔的正确赏析，从而失去主要职能发挥，酿成没落，那就更该赋予美食家、食神可

福国利民的新责任，而非局限在玩弄饮食情绪，抑或厨师把获奖无数当成噱头，动辄一碟菜，卖上几千元的谋求暴利，还

得意洋洋利用媒体宣传，让人瞠舌。在全球无疆域的信息网络化态势，这会给世界对该国产生不利印象，要知“水能载

舟，亦能覆舟”一地饮食确实能视作一个国家的文化代表，但若在营销过程，因这种丑行，使得海外游人裹足不前，即成

动摇国本的兹事体大，更该杜绝。

　　美食家至圣先师孔子在《论语·述而》“如果财富，可合理求得，就算是手执鞭子的差役也愿当。如不能合理求得，我

还是做回自个喜欢的事。”这即是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食公子指出，真正能称“饮食大家”，定须是个品行

端正的饱学才士，而非仅限识饮、识食、识煮的简单层面或于饮宴过度铺张，这只会更加败坏社会风气，把负面吃、喝、

玩、乐，误当成美食家的“正职”亦会促进功利主义，助长贪污腐败的作祟思想。

　　平日夫妻俩，不仅要忙於各自事业，还得为社会无私奉献出宝贵时间，推广无烟工业，为维护夫妻俩感情，作为一

个“爱老婆的食神始祖”食公子，唯在公务忙余，携带妻子、孩子参与工作于见闻，尽量腾出时间与家人相聚。图上为食

公子伉俪，以一致穿著，携手出席国际厨艺竞技大会，担任首席评审，不同於其它美食家、食神选择美女相伴，而食公子

携带妻子，则在涉外礼仪的国际往来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 来源：《食公子经典》

　　宏观美食家、食神精神

　　一个真正美食家、食神需“宏观”前瞻，因全球资源、农耕面积逐渐减少、物种灭绝、加上气候变异等问题，任何挥

霍，具将吞噬人类发展成果，这关系全球79亿人口生机，纵使再微小糜掷都会引致巨大耗损。而美食家、食神乃餐饮界表

率，因此，更该懂得提倡节约美德、弘扬正确饮食道德观，而非在传媒前，特意糟蹋食物，殊不知这会对观众产生不良示

范，亦与美食家、食神精神背道而驰，且有违餐桌礼仪。

　　若想当美食家、食神，就得以此为鉴。因它不需门槛太高、有经济能力，亦不必饮食背景和过人烹调天赋，寻常人都

可入选。当大家觉得某人有资格成为美食家、食神时，不能因这礼遇而轻忽、颐指气使起来，而辜负大众期待，使得来不

易的名气付之一炬。当然，不是美食家、食神身边，就须要有美女相伴，弄得充满活色生香，像当众表演多过对社会贡

献。

　　古人认为“富过三代，方知饮食”，虽美食家、食神，未必真要有厨师经验或以烹饪、农科、营养、食品等学科为前

提，即使不擅煮、兴趣也能迈入这行业，关键是对国家文化产业有无助益的公而忘私。对美食家入门，亦如学习要多看、

多吃、多问、多听、多写、多去感受以及多读相关书籍、多看报了解新饮食资讯类、上网求知、学习求证。因而，现在已

不再是富贵人家才配当美食家、食神，哪怕在摊档光顾一碗面，在网上写条评论，就能扶持到餐饮人收入而受感激，抑是

有意见抒发，只要能帮助食肆改正，就是尽了美食家、食神应做的本份。



　　国际厨竞评委食公子，对“马来西亚菜系”三等社会阶级、五大源流学说，获得中国研讨会最佳论文奖的肯定，无疑

对未来马来西亚经济、文化产业等助益，并对人民、社会与国家，甚至给予马来西亚面向全球，成为璀璨的“美食天

堂”做出巨大贡献。摘自中国刊物。 /来源：《食公子经典》

　　纵看中国“饮食王国”五千年文化，也不过萃取八位古代美食家，为后人称誉的稀罕。对现代美食家，尽管倾尽无数

心力，也只能勉强维持个饮食蓬勃的大概，对那些有心想当美食家、食神的人，就别指望投机取巧或依傍在成名食评家

旁，企图想在短时间名成利就。似这种省工做法，以不需付出任何代价，便可像个名人，让人诚服、敬重，这只是给那些

做白日梦的懒汉，于美食家、食神的黄粱幻想。

　　那究竟什么人选，方可拥有美食家、食神的力量？敢不受树大招风的威胁、贯彻始终，为民服务？其底蕴，就是切勿

妄图借美食家、食神名，营私罔利，不要以为拥有协会、传媒做后盾，就可纠众霸凌，更不是那些具富且贵，坐有大型食

府，就能拥有美食家、食神声望，达到让人敬畏的社会角色，这在以往中国历史，是从未有过被收录的先例，更遑论那些

曾迫害忠良、流淫之行，只会遗臭万年，遭人唾弃，甚而累及子孙蒙羞。

　　之所以会让人憧憬，美食家、食神是尘世间最幸福的人，不过是小圈子制造给公众看的景象，站在台上风光，以为即

是尽情享受、“叹世界”优差，使美食家、食神成了财色梦，更甚为了这个梦，让有野心但却没实力的人，沦为反派。想

无所不用其极地获取这身份，就得推翻原在这定位的第一人。像武侠，认定只要打败天下第一，就能取而代之，却从未想

过，那人能成为众人心中的“食神”，绝非是挟势弄权的伪善者，而是必有其受人钦佩之处，单凭排除异己，寻求江山易

主，即便有利益上的媒体撑腰，那是绝不会成功。因为无法做到前人所为，又岂能受世人认可的逻辑。

　　美食家、食神是代表一个国家繁荣的符号，饮食进步的标识，所以其必承担推广国家文化使命，好比替国家分工、输

出文化内容，以无烟工业向外拉扯进其它产业的向心，故所背负社会责任就相对更重，在道德与意识形态，皆能以身作

则，惠泽国家、社区、经济、消费群获取各方受益，以此创造综合性价值，将是未来民众对美食家、食神的合格检定，否

则，必然为世人所淘汰。

　　当“美食家梦”被转化对国家有利机制后，就不会再有“多会吃”或“全吃过”这种过去式的标榜。食公子自觉对目

前仍存时弊制度，做出这样反思。虽然美食家的构筑，包括人类对这职场的遐想，譬如被餐厅优待、受人尊敬、不愁吃

喝、有美女相伴诸如此类被扭曲的成就感。然而，这就显得太过肤浅。但偏偏人们愿意相信美食家、食神，就该是这样气

象，多过对文化产业的爱岗敬业。

　　至於美食家、食神应当赋予社会功用这点，问题就在愿不愿去履行国民职责，若只是一味为带父母用餐不用等位子，

这对其它顾客就显得不公。但经高权重的美食家渲染，很多人便以为这是美食家特待，奉行不误，这将导致社会秩序荡然

无存，因此食公子表示是时候，对此做出行为调整及合理化的饮食道德规范，以切合现代社会文明进度，通过对饮食、文

化的推崇，超越“更美味”的认识与自我品行约束。因为即使再美味，挣得数十场厨竞奖项，只是个人殊荣、收益，对社

会实无多大意思，且因地域、文化、习俗、口味无法以一概全，若以此故意玩弄饮食认同的独裁，鼓吹妄自尊大排外情

绪，对这种不懂尊重他人饮食文化观的傲慢态度，就像杯盛满的水又如何有容乃大去欣赏他国的饮食精髓，以彼之长，补

己之短。

　　对为何美食家这领域格外新兴，竟至超越各行各业一枝独秀，特别受传媒与群众青睐，除合乎人类所神驰的优质享受

外，经济富裕、生活品质等需求，似乎美食也格外适宜商业互动性，以致拓展到国与国间，展现友好的“美食外交”。对

食公子的研究显示，于中国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悠久史事中，其实早已发现饮膳的中枢秘密，它在於一个国家依靠政



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善力等释放出来这无形影响力，含括独特美食的“八大菜系”，具备

亲和，且比武力更实惠，因“武”代表伤害。而美食、旅游则创造财富、关系文化、开创经济、象征和平，也唯有饮食，

方能赋予社交性的和谐。对两国於菜源的争执、知食溯源误导，唯恐天下不乱的炒作及执着于美食家、食神的惺惺旧常

态，只会制造更多问题，这并不是“食荐”的原旨，而是必须善用学问去协助国家公允地解决纠纷，例如以法律厘清食品

治理、调解争端、考古追本、数据论理或更多实际的证明来划清逾越，共享光荣。

　　马来西亚食评鼻祖食公子认为，美食家或食神，当以维护社会弱势群体，造福文化产业为大众权益作出发点，而非以

美食家、食神谋求盈利的个人崇拜为目的。上图为邀请中国烹饪大师兼国家一级评委来马献艺，以促进马中两地厨艺交流

兼亲善关系的“美食外交”。摘自马来西亚杂志。 / 来源：《食公子经典》

　　假使将过去供纨绔子弟，作炫耀资本的美食欲乐，放在个富有安全感和有秩序的社会，同时倘给了美食家、食神错用

这种方便，将会导致肆无忌惮浪费，化为对社会加害力，不如缺乏安全与物资短缺的平民具备自卫能力，由此反映出当代

的饮食缺口正在形成。当有了消费水平后，就会让人迫切想拥有这种潜力所带来的满足、快感，而变得馋于更无度的山珍

海错，进而地大口大口吞噬外来文化，以致让“传统”变得愈来愈疲弱，从此病态下去。

　　若果美食家、食神至未来，仍维持人前一如从前骄奢做派，这将引致社会价值的混乱，把是非措置，而忘却美食原来

的初衷“大同”，曾几何时向生命，许下过怎样的承诺该如何生存才有意义，对人们赖以传承的延续，饮食界的无常变

化，又该总结成怎样的结果。是时候，该想想今后的美食家、食神，应是怎样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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