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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识不如知识，知识不如做事，做事不如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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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可可艺术
洛可可艺术的特点

何劭斌
艺术漫读
1643年，法国太阳王
路易十四登基。在他的领导
下，法国逐渐成为欧洲强
国。他建造了凡赛尔宫，这
个建筑外观及内部装潢反映
了他的审美观，并因此开创
了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后世
称为洛可可。他的孙子继承
了他，为路易十五（17151774在位）。洛可可风格
在路易十五期间达到了巅峰
的影响力。

文 / 王翊颀
图/ 曾美玲

图1 洛可可风格的桌子，大约1730年左右。
图2
安东尼
华铎《发舟
西苔岛》，
1717，油画
画布 129 cm
× 194 cm。

到高级餐厅用餐，应该取
左边还是右边的杯子来喝？餐
具的使用顺序是从外到内还是
内到外？
佳节将至，又到了民以食
为天的国人，大快朵颐的时
刻，有者选择花钱到高级餐厅
品尝美食，好好庆祝一番。
然而高级餐厅讲究吃相，

洛可可其实是建立在巴洛克的基础
上，表现得更夸张一点。所以也有个说
法，称洛可可为“后期巴洛克”。与巴洛
克一样，洛可可涵盖各个艺术领域，如建
筑、戏剧、音乐、家具摆设、画等等。我
个人觉得从建筑或者家具来看，最容易理
解这个时期的艺术特点。
在巴洛克或更早之前，艺术主要是
为了彰显宗教的感染力量。慢慢的，王
公贵族们也感受到艺术可以为他们自己
服务，他们把在艺术上的成果，从宗教的
用途转移到表现自己的威望、财富、权
力等，借而抬高自己。而凡赛宫就是比较
早的一个例子。洛可可在巴洛克夸张，富
丽堂皇等基础上更进一步，更繁琐、细
腻、精雕玉琢，大量用各种装饰，如卷
云型的图案等。洛可可的设计比较世俗

餐具又琳琅满目，到底要如何
吃才吃得正确，不会出洋相？
本 报 特 地 访 问 了
Stafford and Chan培训公司
的训练顾问韩雪莉，请她来提
点读者到高级餐厅用餐时所该
注意的6事项或礼仪，以便吃
得既优雅又轻松。

化，一般题材也比较轻松，不是一味的死
板宗教题材或贵族像，而可能是日常生活
享乐的场面。面对这样的艺术形式，观众
们可以立刻感觉到主人的财富。
我们从图1看，这张桌子的脚和桌面
的造型都不采用直接的直线，而是有大
量的弯曲，装饰着卷云及花朵形状的雕
工。木质的桌脚刷上金漆，整体贵气逼
人。
凡赛尔宫的这种新风格，非常符合当
时贵族的胃口。不到几十年间，各地的贵
族争先恐后的在他们自己的宫殿模仿了这
种风格。

洛可可时期绘画
这个时期的油画，画家们采用比较
轻松细腻的颜色，如粉红、浅蓝、浅黄
等。 他们与建筑／家具一样，在画里的
物体中加入了卷形的装饰。在题材上，常

你去高级餐厅
用
餐时会否常常
不知所
措？（网络照
）

韩雪莉说，一般上被带到餐桌后，侍应
生会帮忙顾客将椅子推进，一旦感受膝盖背
后触碰到椅子，即可坐下。
坐下后，记得靠着椅子的最背面，用餐
时将上半身仰前，不过是挺直的往前，这主
要是为了避免吃东西时食物掉落身上，弄脏
衣服。
她指出，做东的一方（host）应要和客
人点相同数额的餐食，比如如果客人只点了
三道（3 course)，东家不应该点超过3道。
“这么来，两人才会以同样的时间用
餐，不会出现客人已吃完，而做东者的最后
一道菜，还没开始的情况。”
她也提醒，顾客开始用餐时，双手应该
要紧靠身体，千万不要在切食物时呈现双手
打开来的丑态。
另外，为了礼貌，手机不离手的食客，
不要将手机放在餐桌上不停地传简讯或玩游
戏，应专心用餐。

不出糗！

刀来得利，它有个弧度，样子像汤匙兼刀，
并可放进嘴巴。
此外吃沙律时不需要用刀来切菜，而是
优雅的用刀和叉，将菜叶折好再吃。

面包摆放小贴士
侍应生将面包端上桌，是否可把面包盘
移到前面，用刀切来吃？
韩雪莉给了读者一个小贴士，将双手的
拇指和食指合起来，左手就会呈现“b”字
母的形状，而右手则会呈现“d”字母的形
状，正巧提醒自己左边永远都是放bread(面
包），而右边永远是放drinks(饮料)，因此不
应随意移动到自己面前。
她说，每当面包上桌后，正确的吃法是
用手将面包拔出来，也就是所谓的“break
bread”，然后再用刀将牛油给涂上，绝对
不是用刀来切面包再
沾上牛油。

应握酒杯柄座

餐具从外到内
平时看到餐桌上琳琅满目的餐具，相信
大家都有过不知所措的经验，不清楚顺序从
哪一个餐具开始。
其实高级餐厅，已依据不同上菜的顺序
排列好餐具给顾客，只要记得“从外到内”
的顺序就对了。
韩雪莉举例说，上第一道餐点时，就使
用左右两边排在最外的餐具。
至于吃甜品的餐具，往往都是放在盘的
上端，而不是盘的左右两侧，所以不要闹出
以甜品餐具来吃主菜的笑话。
一般上，用来吃鱼肉的刀不比吃牛排的

一般上杯子都是
放右边，可是咖啡杯
若没位放，有可能摆
在中间上方，但无论
摆设如何，咖啡杯子
的手提，应该面向右
边，而且将糖搅拌好
后，一定要记得将小
汤匙放回杯下的碟
韩雪莉说，拿酒
子。
杯时应握着柄座。
韩雪莉也指出，
在高级餐厅喝咖啡时，不应将汤匙放进咖啡
杯子里一起喝。

多一点的关怀
一对顽皮的小兄弟，因高楼抛
物而被警方逮捕。11岁哥哥抛下音
响器材，10岁的弟弟抛下汽车电
池。幸好没有砸中人，否则后果不
堪设想，可能夺走无辜的生命。
据报章报道，这对小兄弟来自
破裂的家庭，由爷爷奶奶照顾，平
时两老要出外工作，没有时间管教
他们。两兄弟在左邻右舍的眼中，
是调皮捣蛋出名。
有句话说“12岁以前教得好，

读者/恩

12岁以后管得少”。在成长的过
程，孩子都是以家长为榜样。两兄
弟缺乏家庭的温暖，没有父母亲的
启发诱导，才会导致放纵的行为。
现在也许他们是好玩，不知后果高
楼抛物。但若不及时把他们拉回
来，长大后说不定会走上歧途。
与其指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
多一点的关怀，关心这对“问题兄
弟”，让他们感觉到社会并没有遗
弃他们。我觉得学校和社工在这方

胡逸山
青山飘逸

上周浅谈了亚细安在区域安全方面的角色，今天要提
到，在其社会文化支柱方面，亚细安各国同样的秉承


优雅 吃 西餐

点餐有学问

（作者为画家、画廊主持人）

亚细安当下
与未来系列之二

用餐时基本上刀应该
在右手，而叉在左手，各
边食指摆在刀叉上。

懂礼仪

常有反映爱情，日常生活等的画面，有时
带有戏谑，与巴洛克那种有宗教／国家的
严肃感不同。
这个时期一个比较杰出的画家为安东
尼华铎（1684-1721）。他与拉斐尔
一样，比较短命，但也与拉斐尔一样影响
了后世的画家，开创了洛可可时期的主
流绘画风格。图2是华铎公认的杰作。我
们看到了一个诗意、悠闲、理想化的画
面；没有沉重的宗教意图，只是表现了很
世俗的享乐情景。 画面颜色比较轻柔，
有许多粉色，如粉红、浅黄，即使是绿也
是比较中间的色调。这不像巴洛克时期那
么大红大绿，很摄人，大气魄的用色。而
人物的服饰，植物的表现都有大量的细
节。整体感觉就是反映贵族优渥物质生活
中享受的那种轻松的气氛。

▲韩雪莉教大家将双手
的拇指和食指合起来，
左手就会呈现“b”字
母的形状，而右手则
会呈现“d”字母的形
状，正巧提醒自己左
边永远都是放bread(面
包），而右边永远是放
drinks(饮料)。

（作者为南大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至于想喝酒的顾客，一般上除了白兰
地（brandy）以外，否则端着酒杯时应该
握着酒杯的柄座（stem）上，而不是杯口
（bowl）,这样手温才不会将酒的温度调高，
因为白酒和香槟应该是冷饮，而红酒应该维
持室内温度。

喝汤要往外舀
喝汤时，其实应该将汤匙往外舀汤，理
由是这么一来才不会不小心滴到身上，而且
喝汤时应该选择凹得比较深一点的汤匙。
此外，大家常常习惯性地将面包沾汤，
其实这是错误的做法，唯有洋葱面包才可以
用来沾汤吃。

食物外飞 怎么办？
用餐时基本上是右手握刀，左手握叉，
各边食指摆在刀叉上。
顾客还没有吃完时，可随意将刀叉摆在
盘上，不过切记刀利的那一端应朝内，不是
朝外。
在用餐时，有些人习惯性会把所盘中的
肉一次过切完，再一小片一小片品尝，不过
其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边切边吃。
如果真的要切成小片，顶多切到三片就
得开始吃。
一旦用完餐后，就将刀叉摆放在盘右
边，即5点钟的位置。
韩雪莉也指出，若切肉时使力过度，出
现“肉飞弹”的窘境，最好的应对方式，
就是不当一回事，只需要礼貌性地说声
“Excuse Me”就够了。
她解释，一般在高级餐厅用餐的顾客都
注重礼仪，也不会指指点点让他人难堪，所
以自己也应该从容以对。

欢迎读者来稿：

《日月明》
1000，Toa Payoh North,
4P, Singapore 318 994
传真：63198166
电邮：smforum@sph.com.sg
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许可以多
了解这个家庭的需要，看看他们需
要哪方面的帮助。

着相互尊重、促进交流的原则，多年来设立了多个实质操作
的机构，其中尤以“东南亚教育部长机构”贡献良多，在培
养师资、加强数理英语教学等方面皆建树良多。另外，亚细
安也支持、鼓励设立在区域层次的文化、社会、专业团体，
如在2005年成立的“亚细安工程科技院”即为一例，在推
广科技普及、提升科技水平等方面持续努力。
另外，东南亚人民自古以来即友善好客、相互照应，再
加上亚细安各国间海陆空的交通运输也日趋完善发达，所以
亚细安各国在社会、人民层次的友好关系，相比于各国当局
间的往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唯同样的基于各国社会文化建设进度与选项不尽相同，
看来亚细安在社会文化方面的整合程度，已做到差不多了，
也再没更大的发展空间了。
然而，在亚细安成立初期较不起眼的经济支柱，今年来
反而成为在亚细安整合过程中最迅速发展的支柱。自2000
年以来，亚细安各国的平均入口关税额已从约4.5%降到如
今少过1%。当中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柬
缅老越”，彼等的平均关税是偏高的，在同时期只从7.5%
降到约2.5%；而经济发展较为领先的“亚细安六国”，彼
等的平均关税却是低于亚细安标准的，在同期里由约3.6%
降到几乎零。这也间接说明了关税的高低（也就是一国对自
由贸易的接受度）或也与经济发展的快慢成了个反比。
另一方面，在所谓亚细安“共同有效优惠关税额”
（CEPT）清单里零关税的货品比例，也从2000年的低于全
部被列入清单的货品中的25%提高到如今超过90%。而与上
例相似的，绝大部分赋予货品零关税的，都是经济较为领先
的“亚细安六国”，再再展现了自由贸易与经济表现的同步
增长。
有鉴于此CEPT的成功，亚细安决议在2015年建成一个
“亚细安经济共同体”（AEC）。类似亚细安的结构，AEC
也以四大支柱组成，即单一市场与生产基地、具有竞争力的
经济区域、公平合理的经济发展、以及与世界经济融合。
亚细安的人口几乎是中国的一半、美国的两倍、欧盟的1.2
倍，当其整体GDP却只有中国的1/3，以及美国、欧盟的各
1/8，所以利用自由贸易来促进亚细安的经济成长还是有巨
大空间的。

为别人着想
读者/美华
我平时都是驾车上班，
这几天车子拿去维修，早上
繁忙时间搭地铁上班，搞到
满肚子的气。
真不明白，为什么很多
人喜欢站在靠近车门，而是
不往车厢中央移？
明明能上车，就是因为
这些人不往里面移，搞到必
须等到下一趟车才能上车。
希望这些人能多为别人
着想！

吴启基

人的祸害

菜头菜尾

日本诗人川崎洋有一首很够力的小诗《在动物的梦
里》。写的是，如果动物和人一样会做梦，当它们的梦境出
现了人类，一定会被活活吓醒。原因，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
会“坏事做尽”，把它们全部送到灭亡的边缘。
这种人类的恶行，可以大至一只东北虎，小至几只新加
坡乌鸦、一群法国小蜜蜂。东北虎就不说了，因为所剩的，
只是圈养的几只观赏“样板虎”。
在新加坡，我们会去小贩中心外食，时常惊见：几只乌
鸦，竟然和我们一样牛山濯濯。我们秃头，因为吃下老板娘
下了重盐的食物。乌鸦刚好吃了我们剩下的残羹剩饭，因此
纷纷中招，可能还患上三高。
最近读到一本图文报道杂志，说的是，法国一个出产蜂
蜜的地区，那里的最新蜂蜜、蜂巢，忽然五颜六彩起来，顿
让养蜂人，大吃一惊！
看那组蜂巢照片，还真是养眼！原因，蜜蜂是必须到园
区向盛开的花蕾采蜜，才能提炼出只有灰白双色的蜂蜜。可
是，今年的花朵开得迟又少，蜜蜂无法饱食，只好到附近的
糖果垃圾堆“寻食”，吸食的是，大量染色体，导致蜂蜜、
蜂巢成为七彩颜色盘。
（作者为退休报人）

小故事

小启示

体谅

妻子正在厨房炒菜。丈夫在她旁边一直唠叨不停：
“慢些！小心！火太大了。”
“赶快把鱼翻过来。快铲起来，油放太多了！”
妻子生气说：“请你住口！我懂得怎样炒菜。“
丈夫说：“你当然懂，我只是要让你知道，我在开车
时，你在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如何。”

启示： 学会体谅他人并不困难，只要你愿意认真
地站在对方的角度和立场看问题。

过期牛奶的妙用
生活
添智慧
取一块干净的抹布在过期不能
饮用的牛奶里浸一下，然后用来
擦抹桌子、柜子等木制家具，去
污效果非常好，最后再用清水擦一遍。油漆过的家具沾染了
灰尘，可用湿纱布包裹的茶叶渣去擦，或用冷茶水擦洗，会
更加光洁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