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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年在牛津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後來在美國費

城的某間大學擔任教授。我從來沒有想到是，有一天我會

為一本書寫飲膳哲學、並在香港出版的中文書籍作序。

對實用主義哲學與身體美學的研究，引領我觸探一些

驚奇之地。如果實用主義倡導超越抽象晦澀、艱深專業的

研究領域，那麼哲學應將視野投射到鮮活的日常生活，而

身體美學強調的正是具身化的境況和旨趣。這類話題涵

括了健康、能量以及身體意象，甚至是肉體的愉悅，比如

（但不限於）口腹之慾和性愛歡愉。西方的主流思想傳統

認為這些感官快樂不足掛齒、難登哲學大雅之堂，但是對

我而言，實用主義和身體美學促使我將其視為嚴肅話題。

記得父親曾責備我奔赴意大利美食科學大學，為飲食

主題的會議做主題演講。他認為，我致力於食物的話題弱

化了哲學的專業性。而我據理力爭，以實用主義和唯物主

義的觀點證明：不談飲食烹煮，何來人類生活；沒有接地

氣的生活，何來哲學。若將哲學視作一個終點亦或宗旨，

我們理所當然需要重視抵達目標的路徑。經受充沛滋養的

肉身，方能產生哲思的能量。我們飲食的方式不僅餵養了

身體，更涵養了我們的個性、趣味，甚至道德品行。

喜聞樂見的是，張穎教授的著作視野宏闊，拓展了身

體美學的研究維度。在她的筆下，饕餮之樂與文化哲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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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碰撞。飲食哲學也豐富了身體美學作為一項哲學工程的

內涵，而且作為一門生活藝術，它旨在賦予經驗、倫理和

感官之美。對於一個西方哲學家來說，介紹一本食物哲學

的中文書籍，既令人欣喜雀躍，又備感榮幸。

在 2002年雲遊中國之前，我對中國文化幾乎一無所

知。來到中國之後，最令我慨嘆的事之一是發現琳琅滿目

的各色菜餚，大快朵頤！對於東方美食，日本料理是我熟

知且喜愛的（我的前妻是日裔美國人，岳母曾經營一家口

碑頗佳的日式餐廳，吸引了諸多知名人士光顧，比如演員

吉恩‧懷爾德）。然而，我對中國食物的體驗，僅僅來

自歐美的一些中餐館。原以為海外的飲食文化與本土的大

同小異。如今想來，真是大錯特錯。中國美食讓我大開眼

界，林林總總，蒐羅不盡！中國飲食文化博大精深，只有

我這樣的西方人想不到的，沒有我們吃不到的！顯然，中

國的奇美珍饈與其地大物博不無關聯。因其地域廣闊，氣

候多樣，盛產農作物和家禽，優越的自然條件形成了豐富

的物產資源。此外，中國數世紀以來都以地方特色風味著

稱，地方菜系爭奇鬥艷。遊玩中國的樂趣之一，就是能在

旅途中領略到當地美味。而中國各大城市的「寶藏」之

一，便是不出城郭，也能品嚐到各地時鮮。

�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美食深受其傳統哲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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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此書中有精辟的闡述）。�「天人合一」是中國哲

學和諧觀的核心，這一思想應來自中國飲食烹飪所講的

「五味調和」，以及傳統音樂所提倡的以「和」制樂。《禮

記》認為：「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但是，如何將

人的慾望和表達納入個體行為中，決定了他的道德修養。

頗為重要的是，人的進食之「禮」是塑造其人格品質的途

徑之一。這一點，《論語》中有獨到的見解。比如，「食不

厭精，膾不厭細。�……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

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食不語，寢不

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簡言之，�聖人的自

律和行為修養體現在飲食之「禮」中。

和儒家一樣，道家也指出個人修行和飲食密切相關。

然而，《老子》（第 12章）和《莊子》（第 8章）都告誡

「五味」之害，「五味」無益於攝生養性。雖然食物有天然

之利，也是養生必備，但是道家修行倡導以斷食來靜氣靜

心。《莊子‧達生》篇裏講述了木匠梓慶「削木為鐻」的

鬼斧神工。若要達到出神入化的狀態，梓慶首先要做到齋

戒靜心，捨名利、捨自我，「必齊以靜心」。「辟穀」是道

家著名的斷食法，以踐行仙人行徑，達到長生不老的目

的。其實，人們對穀物的態度有不同的詮釋，有人關注的

是穀物與人類文明的淵源，將其視為農藝的根本。

因此，中國哲學對飲食的看法，與其對生活准則的態

度一樣，並非千篇一律。如果團結和諧是理想境界，他們

也必然推崇個體的自由和差異。廣博複雜的內涵使得中國

思想不僅深奧精微，而且有滋有味，宛如中國美食。張

教授的書寫也融入了西方哲學的「風味」，促進了文化多

樣性，其「融合哲學」完美地應和了當今越來越流行的亞

洲「融合菜」（fusion�cuisine）。在東西方政治緊張的動蕩

時期，此書將會增進東西方跨文化交流。除了滿足口腹之

慾，啖飲之樂對社會和政治的和諧大有裨益。

理查德．舒斯特曼 *

*理查德．舒斯特曼 (Richard�Shusterman)：國際著名實用主義哲學
家、美學家，「身體美學」的開拓者。部分著作已有中文譯本，如

《通過身體來思考》、《身體意識與身體美學》、《生活即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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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二元」思維或「關聯性」思維，是理解中國傳統對食

色的認識。這種思維的前提是身體與精神的統一性，故能

接受「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的說法。當然，中國文

化中也有「談性色變」的一面，這一點在宋明理學的傳統

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像「存天理，去人慾」的說法。由此

才會產生李漁這樣的文人，對儒家的「假道學」、「偽君

子」進行無情的諷刺。在一定的角度看，李漁稱得上是一

位啟蒙思想家，他敢於挑戰朱熹理學對儒家的詮釋，要求

對傳統的禮教以及被社會視為至高無上的「聖賢」和「經

典」進行「重新評估」。就此一點來說，李漁頗有德國哲

學家尼采的風範。當然，李漁之所以這樣做，或許是因為

他沒有考上科舉，沒有成為體制內的一員，我們才有食色

文人李漁。

「世間奇事無多，常事為多；物理易盡，人情難盡。」

這是李漁對人生的感悟。享樂主義的林語堂，當然會欣賞

李漁。做一位會吃、會寫、會生活的文人，這不也是林語

堂的追求？

尼采的
吃相

chapt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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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酒神精神」

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

是歐洲 19 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被認為是西方

現代哲學的開創者。尼采雖然天資聰穎，四歲就開始閱

讀，但是卻從小孤苦伶仃，終日沉默寡言。少年時代，

尼采在他家附近的佛爾塔學院讀完了中小學，之後選擇

了波昂大學讀古典學，後來又轉到萊比錫大學（Leipzig 

University）攻讀同一個學科。在萊比錫的兩年中，尼采遇

到他的恩師、古典學教授李契爾（Friedrich Ritschl，1806-

1876），以及對他影響至深的另一位德國哲學家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李契爾影響了尼采對

語言學的興趣，而叔本華的悲劇哲學觀影響了尼采對權力

意志的思考。年僅 24 歲時，尼采就成為了瑞士巴塞爾大

學的德語區古典語文學教授，專攻古希臘語和拉丁語文獻。

由於從小就接觸教會音樂，尼采對音樂產生了濃厚的

興趣。自 15 歲他便特別喜歡理查德．華格納（又譯瓦格

納 W. R. Wagner，1813-1883) ，1869 年尼采正式與華格

納見面，並成為華格納的追隨者。尼采甚至自己嘗試作詞

作曲，幻想自己哪一天能成為華格納那樣的偉大音樂家

（我們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到尼采創作的音樂作品）。也

就是在這個期間，尼采開始構思他的第一部學術專著《悲

劇的誕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並將此書獻給他所崇拜的華格納。從表面上看，

《悲劇的誕生》是探討悲劇的起源，但實際上是反思歐洲

現代社會過度重視理性所帶來的文化價值危機。

說到這部舉世聞名的美學著作，其靈感來自尼采所迷

戀的希臘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ius）以及他所代表的

世界觀。在古希臘神話故事中，狄奧尼索斯是酒神和音

樂之神，同時也代表死亡與新生之神。根據歐里庇得斯

的《酒神的伴侶》的記載，狄奧尼索斯是宙斯和忒拜公主

塞墨勒的兒子。狄奧尼索斯的神話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與

他相伴的迷醉和狂歡，也就是尼采所說的「狄奧尼索斯精

神」（Dionysian Spirit）或「酒神精神」，意指人在狂醉中

放縱自我、與自然交融的精神境界。與「狄奧尼索斯精

神」相對應的是「阿波羅精神」（Apollonian Spirit）或「日

神精神」，它代表從古希臘時代發展起來的理性傳統。換

言之，「酒神精神」是激情與混亂，「日神精神」是理性與

秩序。尼采以這兩種精神作為範式典型，並以醉境和夢境

分別形容酒神狀態和日神狀態。尼采認為，日神狀態在很

大程度上壓制了人的主觀感受和直覺，同時還否定和逃避

了人類悲劇和瘋狂的事實。而酒神代表的感性和非理性，

卻因此肯定了人性和真實——這也正是這個時代所需要

的。在其自傳體作品《瞧！這個人》（Ecce Homo）中，

尼采指出此書最偉大的兩個洞見：一是發現酒神精神作為

人生救贖的力量；二是指出古希臘文化衰微的原因是由於

蘇格拉底哲學的出現。尼采強調，痛苦只不過是追求快樂

意志的結果。人不應該迴避痛苦，相反，人在痛苦中體驗

尼采的吃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E%A7%EF%BC%81%E9%80%99%E5%80%8B%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92%E7%A5%9E-%E6%97%A5%E7%A5%9E%E7%B2%BE%E7%A5%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6%A0%BC%E6%8B%89%E5%BA%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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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催化劑。

曾幾何時，香港一家經營幾十年的小店，因為難以承

受貴租而忍痛結業。當地的市民會爭先恐後地排隊，看它

最後一眼、吃上最後一口，把熟悉的滋味保留在記憶深

處。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吃是一種不斷發展和流變的文

化。隨着食物的工業化、全球化、同質化、單一化，不

知食物的鄉愁還能堅持多久。在談到香港傳統小吃消失

時，梁文道寫道：「最近一兩年，所有媒體都喜歡做些老

店老行業的故事，一方面懷舊，感懷傳說中的人情味和有

板有眼的工藝程序；另一方面則批判，矛頭直指地產霸

權。……說到最後，便是香港變了，本土的、傳統的、小

戶經營的老風味一個接着一個地消失。」（梁文道： 〈傳

統小吃的消失：雙城記〉）誰應該為此負責呢？作者認為，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梁文道說出了我們矛盾和虛偽的

一面：既要可以懷舊的老街、老店、老食品，又要現代化

的整潔、光鮮、舒適。像我這樣的外來客，這種心態尤為

明顯。

從香港消失的傳統小吃，我想到了我成長的北京。雖

然我生長於學校大院的環境，但對北京的老胡同以及胡同

裏的傳統小吃店並不陌生。炸藕合、羊肉汆麵、麻豆腐、

牛肉餡餅、驢打滾、杏仁豆腐、糖葫蘆……現在，很多

老胡同都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像今天的大柵欄或南鑼鼓

巷這樣的仿真複製品。離開北京三十餘年，我還是懷念那

些一片灰色的老胡同，還有那些兒時喜歡的食物。

在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中
，

鄉
愁
和
故
鄉
的
食
物
總
是
有
着
天
然
的
聯
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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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切割的五道工序。而宋代大儒朱熹的《豆腐詩》詩與眾

不同，沒有寫豆腐的製作或美味，而是寫種豆人的辛苦和

他們的期盼：「種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苦。早知淮南術，

安得獲帛布。」

值得提及的是，豆腐不僅是美味佳餚，而且常常是文

人詠物言志的對象。如清代詩人胡濟蒼寫道：「信知磨礪

出精神，宵旰勤勞泄我真。最是清廉方正客，一生知己屬

貧人。」這裏，詩人表面上寫豆腐的色香味，但實際上是

把豆腐比做方正清廉的寒士精神，即由磨礪而出，不流

於世俗。在傳統文人眼裏，豆腐有君子之風。平日為人

處世，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正如《菜根譚》一書

所言：「淡中知真味，常裏識英奇；膿肥辛甘非真味，真

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淡中知真

味——這正是豆腐的品格。在某種程度，類似老子道家

所說的「上善若水」的人生哲學。豆腐本身沒有太強烈

的味道（臭豆腐除外），它容易與其他食材的味道融合，

從中彰顯自身潛在的香味。所以豆腐不光滋味百種，形態

亦是千變萬化。「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

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老子．三十五章》）《莊

子．德充符》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存其心，養其性。」超然達觀，方能怡然自身。

豆腐色淡味寡， 所以它的另一個意涵是「示弱的勇

氣」，英文譯為「yielding」的哲學。所謂「yielding」就

是「不搶風頭」、「不為天下先」。當人們崇尚 「強大」之

特。Vicky 是設計師出身，曾就職於廣告界，後來由於對

美食的偏愛轉入飲食行業，並在 2013 年摘下米其林星的

殊榮。她所設計的豆腐食物，能夠將傳統食材注入新的美

學品味，又保持豆腐原有的營養成分。Vicky 堅持認為，

美食不只是食物，同時包含「edible stories」（可使用的故

事）。無疑，Vicky 的豆腐食品，成為香港獨有的一道風

景線。

豆腐：文人詠物言志的對象

由於豆腐是中國傳統的美食，自然會影響到中華文化

的方方面面。宋代大詩人，也是大吃貨的蘇東坡有首《蜜

酒歌》，其中寫道：「脯青苔，炙青莆，爛蒸鵝鴨乃匏壺，

煮豆作乳脂為酥。高燒油燭斟蜜酒。」詩中提到的酥即豆

腐。元代詩人張劭有一首直接成為《豆腐詩》的作品：「漉

珠磨雪濕霏霏，煉作瓊漿起素衣。出匣寧愁方璧碎，憂羹

常見白雲飛。蔬盤慣雜同羊酪，象箸難挑比髓肥。卻笑北

平思食乳，霜刀不切粉酥歸。」詩中既描述了豆腐的製

作，也讚揚了豆腐的美味。明代詩人蘇平的《詠豆腐詩》

也有特色：「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退盡見精華。旋轉磨

上流瓊漿，煮月鐺中滾雪花。瓦罐浸來有蟾影，金刀剖破

玉無瑕。箇中滋味誰得知，多在僧家志道家。」詩人在詩

中具體描述了製作豆腐過程中的去皮、磨漿、煮漿、點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