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潮汕三天之旅（3）


海海⾨門。海海鮮盛宴


5:50pm 只是10分鐘的⾞車車程，就到了了 這裡的⼀一間飯店：位於海海⾨門蓮花峰公園⼤大
⾨門前 的“成園酒家”，上了了⼆二樓，各就各位。

6:10 上菜，12個地道菜陸續送上：
1）⿄鹵⽔水拼 -¥70。 2） 響螺 兩兩吃 - 
¥1,100.

(兩兩吃 分別是 ⽩白焯響螺⽚片 及 橄欖螺
頭湯）

3）煎⿂魚餅 -¥60.   4）炊鮮⿂魚 - 
¥100.    5）菜胆烙 -¥25.   

6）炸狗肚⿂魚- ¥40.   7）⿂魚丸湯 - 
¥50.    8）炒蝦麵 -¥70.

9）炒菠菜 -¥20.    10）煎薑薯糕 -
¥50.    11）糕燒雙⾊色-¥30.


全部12道菜，共⼈人仔1,615. ⼀一桌
（10⼈人計）。便便宜？頗貴？由於是
港客？但味道如何? 👍 😋   

最⾼高貴的當然是響螺了了，⽩白焯螺⾁肉，
每⼈人平均可分享到三兩兩⽚片吧，⾒見見有
四隻螺尾巴伴著螺⽚片，故估計每桌
⽤用了了四隻響螺吧。

響螺貴的原因是量量少，在⾃自然環境下，
響螺⽣生長緩慢，聽說⼀一⽄斤重的響螺的成長期是10年年！況且，⽩白焯時，螺頭和外
層的硬⾁肉要切掉，固只剰中間嫩⾁肉才進入我們的⾆舌尖。

螺頭煲湯，加入橄欖，有開胃消化之效。

螺尾巴，味⽢甘香，好吃。⼀一隻螺咁貴，不能浪費每⼀一部位。


⼤大家都吃得頗滿意，特別是那個甜品 - 糕燒番薯及芋頭，滋味無窮。潮汕⼈人喜
甜品，可能與該地區產蔗糖有關。所謂糕燒，意指把要食的材料料，如薯、芋頭
⽤用糖煮到像蒸的糕那麼酥軟入味。這個甜點，在香港的潮州食店可不便便宜呢！

（ 期間，團友第⼆二次每⼈人交費⽤用 -⼈人仔⼀一千⼤大元。）




7:50 飯畢。

8:10 上⾞車車囘酒店。

8:30 到了了酒店。
部分團友感覺餘興
未了了，想⾏行行亱街，
想宵夜，想⋯⋯

最後決定想繼續⾏行行
程的，9點15分⼤大
堂等候，集合出發，
由老師帶隊。


與⿈黃兄商定，雖然
肚⼦子還飽，但是難
得有地頭熟⼈人帶路路，

遲點休息也值得。

9:45 連同老師，共有14⼈人⼀一起出發，分乘四部的⼠士。的⼠士難叫，只好⽤用由酒店
有關聯聯的的⼠士，10分鐘不⽤用的⾞車車程，收40元，也只好引頸待宰，當然，每⼈人也
只是⼗十元⽽而已。


潮陽亱宵


9:55pm 的⼠士到了了約定的地點 ：潮陽博物館 下⾞車車，旁邊儜立著的就是著名的 
潮陽 ⽂文光塔。不久其他兩兩部⾞車車亦到達，⽽而許老師那部⾞車車卻去了了另⼀一條街等我
們。潮汕⼈人喜食亱粥，街頭街尾都是不同的食肆。


第⼀一檔：臭臭荳腐

新開張，標榜是湖南的臭臭荳腐，“聞起來來很臭臭，吃起來來很香”。都是年年輕⼈人在經
營，⼗十分懂得做⽣生意，買⼀一送⼀一，特別強調⿊黑荳腐更更好喜。班長 Tony 買了了⼀一
份，⼗十元⼀一份，我們就站在舗前分享那臭臭荳腐。😋  




第⼆二檔：潮州腸粉


10:30 走入⼀一條內街，⼩小店前兩兩位⼤大廚站在爐
前，隨叫隨煮。內有幾張食桌，眾⼈人入內坐下。
老師請客：三碟有料料腸粉，豬⾁肉的、⽜牛⾁肉、义
燒的，其中⼀一碟的腸粉要厚⾝身的。每碟10
元。今囘不是⿊黑糯⽶米，故吃到的都是⽩白雪雪的

腸粉，每⼈人兩兩三箸，味道也不賴。👍  ⽪皮薄、
料料鮮、即叫即整即食。


⾏行行亱街，街上⼈人不多，不少店舖已關⾨門，或準
備拉閘，唯食店、街邊⼩小吃⼩小檔還等待著不時
會出現的尋食客。


第三檔：打冷

“打冷” 這個字眼在香港的潮州食店會經常出現，⼤大家都當作是 吃潮州⼩小菜的地
⽅方。但到了了潮汕，根本找不到這個字眼的食店，因為 這個讀⾳音就是 “打⼈人” 的
意⾳音，難道要到⼩小店 打⼈人 嗎？

走到⼀一處燈光較明亮的 ⼩小食檔，我們⼈人多，就在路路邊分開兩兩張食桌。也是由老
師點菜：1）韮菜花炒鮮魷。   2）煮剝⽪皮⿂魚（⼩小型沙鯭⿂魚） 3）炊雜⿂魚

4）煎蠔烙




當那碟剥⽪皮⿂魚送上枱
時，雖然不⾄至眼前⼀一
亮，卻有點感觸，特
別是吃上⼝口，正是那 “媽
媽的味道，腦海海中即
翻起兒時的囘憶。兒
時多⾒見見媽媽煮兩兩種⿂魚：
⼤大眼雞（也稱 ⽬目鰱）
及 ⼩小沙鯭⿂魚。


韮菜花炒鮮魷，也是



⾄至好，也是 媽媽的味道。怕膽固醇嗎？但有報告説魷⿂魚含有⼀一種抑制膽固醇堆
積的⽜牛磺酸，可以令膽固醇被⼈人所吸收及消化，不會積聚在⾎血管。放⼼心吃點無
妨吧。


炸蠔餅，則不是⼤大家所期望的 煎蠔烙 了了。

每⼈人來來⼀一碗潮州粥，伴著這些簡單的、地道的，便便宜的⼩小菜，真的是⼩小確幸也。

Danny Boy

今晚⼀一起同⾏行行宵夜還有 Danny Kwok, 我們有些同學就叫他 Danny Boy (⼀一⾸首愛

爾蘭蘭的⺠民歌的歌名，頗流⾏行行，歌曲幽怨動
聽， 特別是⽤用風笛奏出）。叫 Danny Kwok 
做 Danny Boy, 實有點搞笑，⼀一位已經⼋八⼗十
歲數的老先⽣生，還叫做Boy? 但⼜又頗合適，
歲數是⼤大，但他的⼼心還⼗十分年年輕。20年年前從
公務員退休下來來，作為資深的測量量師，沒有
放棄⾃自⼰己所長，20年年來來⾄至今還在⼯工作。今天
他是⼀一間專業公司的 Associate Director, 繼
續為社會服務，如他所説，他要回饋社會。
問他還會做多久？他也不知道，就是會做到
⼀一天不能⼯工作為⽌止吧。今晚，他，我們的
Danny Boy, 堅持要埋單，這頓宵夜是他的。


11:40 許老師電召了了三部的⼠士，每部30元，
把我們送回酒店。

10分鐘的⾞車車程，怱怱囘到房間，趕忙梳洗上
床，明早要執好⾏行行裝，下午要回港了了!


囘港前的精彩 - 4/12/2017


在酒店餐廳早餐後，要離開舒適的酒店了了。

9:10 開⾞車車前往聞名已久的 汕頭⼤大學。由於有許老師的聯聯繫，我們得以入校內
參參觀。聽他們説 2003年年前，汕⼤大 是可以⾃自由參參觀的，但及後則需要申請。




汕頭⼤大學

10:15 到了了⼤大學⾨門⼝口。⼤大陸改⾰革開放不久，1981年年國務院批准成立 汕頭⼤大學。
84奠基，90年年2⽉月8⽇日落落成。這是全球唯⼀一⼀一所由私⼈人基⾦金金會 - 李嘉誠基⾦金金會  
持續資助的公立⼤大學。⾄至今李⽒氏已捐錢近百億港元⽀支持汕⼤大。

汕⼤大 建築⾯面積達 56萬平⽅方⽶米，教職員⼯工超過1600⼈人，學⽣生亦過⼀一萬⼈人。設有
多個學院：⽂文學、理理⼯工、藝術設計、新聞傳播、醫學、法學、商學 等。2013
年年，李嘉誠更更向 以⾊色列列理理⼯工學院 捐 1.3億美元，條件是在汕
頭⼤大學創辦 廣東以⾊色列列理理⼯工學院 （TGIT ), 並於 2016年年12⽉月
正式成立。


多年年來來汕⼤大已為社會培育了了近10萬⼈人材。

汕⼤大校訓：團結、勤勤奮、求實、創新。

參參觀期間，該校⼀一位教授領著我們在新型圖書館（2009年年6
⽉月落落成）走了了⼀一圈。聽他介紹，這裡學⽣生學費每年年⼈人⺠民幣
5000 到 6000 ，住宿費則為約 1000 ⼈人⺠民幣。⽽而以⾊色列列理理⼯工
學院的學費 約 9萬⾄至10萬⼈人⺠民幣⼀一年年。


校園內，⾒見見到有李嘉誠先⽣生的格⾔言：建立⾃自我，追求無我。


接著，⼤大家走到⼀一個創意設計的展覽廳，都讓其中的⼀一個⽇日常⽤用品設計的攤位- 
沙茶 ⽂文創⼿手信 所吸引，⾒見見那些 跨包，明信⽚片，⼩小型紀念念品，貼紙，杯墊 等都
設計特別，並有家鄉⾊色彩。有團友連忙叫正在上課的檔主/設計者 到展覽廳

來來，⼤大家都有意購買其創意產品呢！




11:45 教授⾒見見⼤大家這麼興致盎然，就帶⼤大家到校園內的⼀一處叫 “⻘青檸⽂文化創意” 
的店⼦子繼續購買 汕⼤大 的特⾊色產品。

12:20 不少團友們都拿著 “戰利利品” 上⾞車車，要離開 汕⼤大 了了。


⽜牛⾁肉火鍋

1:10pm 來來到了了⼀一間叫 “老貓⽜牛⾁肉店” 的食店，位近 潮汕⾼高鐵站，地⽅方頗⼤大，平

時⼈人客應該不少，不會 “老貓燒鬚” 吧。
有幾位團友不吃⽜牛⾁肉的，便便到 老貓 對
⾯面⼀一間叫 潮州⼩小吃 的，喫其 菜頭粿、
蠔烙、豬雜湯、炒粿 ⋯⋯


吃火鍋的被帶到⼀一處 設計成⽜牛欄欄的地
⽅方，⼀一個⽜牛欄欄⼀一張食桌。不久，⼀一碟碟
的⽜牛⾁肉（⽜牛的不同部位，包括⽜牛的乳
房 ）徐徐⽽而上。⽜牛是剛剛宰好，掛起來來
的⼀一束束鮮紅⽜牛⾁肉，肌腱還在顫抖。⽩白
焯起來來確是⼗十分新鮮、爽⼝口。班長⾒見見⼤大

數有錢剩，各枱再追加最好吃的⽜牛⾁肉兩兩碟，全塲啤酒仼飲。






2:20 歡樂樂樂樂的時光過得特別快，還有半⼩小時⾼高鐵便便要開走，飮飽食醉，要快快上
⾞車車了了。上⾞車車前，⼀一袋⼆二袋的，先前⼤大家預購的零食：綠荳餅、魷⿂魚絲、紫菜⽚片 
在店⾨門前等著。我們則買了了2筒魷⿂魚絲，1筒紫菜⽚片共⼀一百元⼈人仔，另外綠荳餅
⼀一盒5筒（每筒⼗十件）收50元。

另外 預購的⽜牛⾁肉丸、⽜牛筋丸，豬⾁肉丸 已⽤用發泡膠盒加冰裝好，⽅方便便⼤大家帶囘
港。我們亦買了了⽜牛⾁肉、⽜牛筋各3⽄斤，豬⾁肉1⽄斤，共 ¥365。原來來預算送⿈黃兄⽜牛
⾁肉，⽜牛筋丸的，但⾁肉丸已全 pack 好，途中難以解除，只好作罷。


囘 程 - 皆⼤大歡喜

2:30 來來到⾞車車站，立即入閘，找到 4號⽉月台，第5卡的位置。列列⾞車車準時駛進⽉月
台。2:56 開⾞車車。




列列⾞車車上，班長計好數，⼤大家有剩餘錢 
refund, 每⼈人 可分 ¥250. 皆⼤大歡喜。

5:00 到終點站 - 深圳北站

5:20 坐上4號綫 地鐵站往福⽥田⼝口岸。
順利利過關。

6:09 落落⾺馬洲的東鐵綫列列⾞車車往紅磡奔馳
⽽而去⋯⋯


這次歡樂樂樂樂的旅程之能夠順利利完成，真
要衷⼼心感謝許老師、班長Tony, 多位
同學的⽤用⼼心、⽤用⼒力力的安排，協作。

👏 👍 


Alex 寫於 2017年年12⽉月13⽇日 東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