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倫巨變、夢醒何時？

廚房的新功能
雖然凡是需要點火的
菜，小狸基本只會炒
蛋，但這一點兒也不妨

礙本狸熱情採購各式廚房用品及「幸
福小家電」。因為，今時今日，廚房
之於人們已經有了全新的功能——
「間歇性美好生活想像」——至少對
「我們」年輕人是這樣的。
在祖祖輩輩心裏，廚房，是做飯的
地方，是主婦/夫的戰場，是讓一家
人滿足生理需求的必須，是油膩和辛
苦，但也是溫馨和樂趣。
都沒錯，但這些只是屬於之前的祖祖

輩輩。在新一代這裏，今日的廚房，更
多是秀場而不是戰場，更重要是滿足心
理需求而不是生理需求——君不見，
雖然有滿滿當當的高分廚具，但年輕
人平日最常填飽肚子的方法仍然是
「一鍵外賣」和「一鍵加熱」。漂亮
廚具和幸福小家電只存在於周末的清
晨或午後、約會的日子和聚會的日
子。在這些特殊的時間段裏，做出的
東西好不好吃是次要的，照片拍得好
不好看才是重要的；吃不吃飽無所
謂，氛圍拿捏得到位。而漂亮廚具和
幸福小家電背後所代表的這所有的所
有，就是年輕人平日叫外賣和微波爐叮
預製菜時對「美好生活的想像」。
換句話說，這一代的年輕人，把廚
房中的辛苦和枯燥通通過濾掉了，他
們只要廚房的有趣和美好。
有證據。
此前，有知名調查公司的調查結果
顯示，截至2020年，內地外賣用戶
群體達到4.56億人。其中，18至25歲

佔 比高達 36.1% ， 26 至 30 歲 佔
22.5%，31至35歲佔16.9%，36歲以
上的，只有不到25%。也就是說，18
至35歲的青年族群，豪佔外賣消費群
體的四分之三。而年輕人中，「每天
都下廚房」的佔比只有12.7%；「一周
幾次」的也只有 36.6%，剩下超過
50%的人最勤快也是一個月才做幾
次。
「精分」的是，另一方面，年輕人

又是購買廚具和小家電的大戶。同樣
來自知名網媒的調查，中國年輕人大
多擁有超過5種的廚房小家電。其
中，養生壺、電烤箱和破壁機居於三
甲，不分男女。有分的是，男生更偏
愛火鍋和電烤爐，女生則更愛多功能
料理機和空氣炸鍋。
而且和祖輩們不同的是，年輕人選

擇廚具和小家電主要看顏值，功能是
次要的，也即是被所有媽媽們吐槽的
「華而不實」的那些東西。這也很好
理解，只有漂亮的才符合「美好生活
的想像」。
《哈佛商業評論》曾把這個現象

上升到理論，即認為在產品經濟和
服務經濟之後，體驗經濟時代已經
來臨。年輕人熱衷廚具和小家電的
高顏值及趣味性，正是要把做飯的
過程變成精緻生活的體驗，至於最
後那一口味道如何，不重要。
人缺什麼才會想要什麼，和「吃好

喝好」的生理滿足比起來，當代年輕
人毅然選擇了心理療癒，寶寶心裏苦
啊，而這，可能才是我們應該重視的
問題。

不過數天時間，「大
英帝國」先換了首相，
再換了國王，新時代來
臨了！這當然不會是盛

世，卻是國運一再沉淪下流的歷史
進程。過去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
紅利，早就花得一乾二淨了。查理
三世會否給失色的古老「帝國」沖
一沖喜？
裝睡的人喚不醒，盲信英國「民主
制度」的一眾「港娃」（也是「港
蛙」）只能接受英國首相不是選民一
人一票直接選舉產生的殘酷真相。彼
邦的選舉從來都只是間接選舉，「西
敏模式」（Westminster Model）可以
算是「真普選」嗎？被輿論譏諷為
「傻白甜」的第三位女首相，實由保
守黨內部推選，其他沒有政黨會籍的
「二等公民」都沒有投票權！此姝
「業務水平」庸劣，德才兩欠，可以
預卜其無力帶領「大英帝國」這艘破
船，戰勝波瀾洶湧的歷史大潮流。
「港英時代」的政制借鑑了英國
「祖家」的辦法。學過點英國憲法學
的大學本科生都應該知道「西敏模
式」從來都不是「三權分立」，而是
「國會至上」、「行政主導」的「三
權分工」（Separation of function，這
個中譯大有可能是「潘老人家」首
創）。說得直白一點，香港回歸以來
所有揚言香港是「三權分立」政體的
「社會賢達」（包括高階法官、資深
狀師和大學教授等等）都可以用「牛
鬼蛇神」4字來形容！他們都在蒙蔽
年輕識淺的新世代「港孩」，具體名
姓就不用再提了。香港內部有不少
「亂港」政治勢力，要到了上一屆政
府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才抓緊
時機高調地、公開地重申香港政制的

重點在於「行政主導」。
筆者經歷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

英談判和1984年開始的「回歸前13
年過渡期」，小時候很清楚記得政府
宣傳向來強調「行政立法兩局」是香
港總督的顧問。制度如此，何來「三
權分立」？然後就有回歸之後「立法
部門」一再向行政長官奪權的違法違
憲政治行動。
說到這裏不得不重提香港著名政

治活動家、報業大亨查良鏞的一段
往事。當然，查大俠的另一個身份
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金
庸。小查詩人於上世紀九十年代，
在他的報章社論闡明美國總統和英
國首相都不是一人一票直選產生，
結果有給師長洗腦的大學生跑到報
社門前焚報抗議。幾十年後，查老
去矣，當年的大學生都成了老人，
他們把持過的學生會也風流雲散。
不過要他們承認當年不明美英政制
的真相，應要向小查詩人道歉，恐
怕「比死更難」。此後一代又一代
的大學生再被師長惡意棍騙，高
危重災的可能是學法律、學政治
行政和學社會科學的孩子。我們
都知道許多無良政棍的本業正正是
大學教師！
二十一世紀香港的第二旬是失敗的

「革命」時代，「雨傘革命」、「魚
蛋革命」和「時伐革命」（黑暴分子
將「代」寫成「伐」，我們這就尊重
他們的無知吧）等一系列「顏色革
命」魚貫潰敗，這一代被師長毒害的
大學生、中學生，要經歷多少年的反
省和懺悔，才可以清醒過來？
英女王之離世、大英之沉淪，會不

會給這些可憐孩子多添一點人生智
慧？或至少多一點省悟？

在文學的園林裏尋覓花香，我給一段清麗的聲音吸
引了：「當我們將文字作為一面鏡子時，渴望看到的
都是一種美好，如同平靜水面反映天空的蔚藍，當思
想的清風拂過，泛起淺淺漣漪。我們不能否認生存的

美好，在夜闌人靜明月高懸時，對生活的抱怨被風吹散，取而代之
的是一種感恩的心緒。」
讀文榕的散文詩，令我讚嘆，我和她的心靈有了美好的相遇！
她的詩集《輕飛的月光》、散文詩《比春天更遠的地方》皆富魅

力；在她作品內的纖巧語言裏，蘊藏着一種似水如夢的柔情，她吟
唱了大自然、風花月光，以及生活、情思和感覺，語言姸美生動，
充滿清麗意境，優美的韻律錯落有致，情懷想像又富赤子心。這健
筆才女曾說：「文字是橋樑……如果說今天的風雨，我們注定要以
雙肩挑起，明日的喜悅和收穫，如同精神生活的回歸，需要一種溫
柔的堅持。」
她在《我知道月亮在那兒》這樣寫：「今夜上弦月，我的內心彷彿

不能應和她的微笑，昨夜的夢太奇怪，明明是一個人，卻有兩張臉，
我恰逢善意的，也遭遇了醜陋的，這些都在月下經過。
月亮的記憶，沒有防線，我漂浮在瑜伽墊上像整個世界都承托着

我，仰望月亮，飄忽而空泛，似航行於夜海上的小舟。
我不知將來如何，逆境讓我堅實和易足，荒謬的存有中，抽離以
往的角色，安安靜靜地扮演另一個自己。這世界缺少的僅是一個角
色？或許在多生靈魂的轉折處，我與自己相逢，直至思想重生，再度
回到彼岸，木門紅漆的百合花畔……沉默的記憶，昏黃的冥想，我知
道月亮在那兒，夜之神祇，或孕育於陰影，或誕生於光明……」
她的詩文多麼像柔柔細語，撫慰人封閉的心扉；她的心靈亦可反照

讀者的心扉，在社會變化多端的今天，幸福與荒謬往往不可分割，人
生多矛盾；她對生活觀察敏感，她的詩文是
生活一帖調和劑，讀着受傷的心靈也可獲安撫
和轉念，煩惱和雜念竟會消逝了。
文榕把月亮當成守護天使，因為月亮一直在

天空護佑她，一直沒有變，除了陰晴圓缺，仍
一如初升的光明，守着大地的人。人同此心，
令我共鳴！
她的詩文清秀，蘊含着濃濃詩意；她筆下所

寫的月光尤有深意，在清淺幽美的詩行裏，既
充滿溫暖的天真之趣，又寓有悠遠的生命哲
思，富於情味，令我珍愛！

月光輕飛 美好相遇
20年前，大學畢
業的那個夏天，我
去北京遊玩。7月
的黃昏，夕陽喋

血，天高雲淡，我在地安門外的
護城河邊，猛然聽見鐘聲和鼓聲
交替響起。那鐘聲，悠揚渾厚，
似參悟了世間輪迴妙處的智慧長
者；那鼓聲，穿透力極強，帶我
的思緒飛向那邈遠的蒼穹。
我下意識地抬眼望向聲音傳

來的方向。坐北朝南的鼓樓，
在夕陽的餘暉裏盡顯莊嚴，
台、樓分明：樓基稱台，東西長
足有50多米，南北寬也不少於30
米，台的南北側各有券門3座，
左、右側各有券門一座，台內為
十字形券洞，係無樑式磚石結
構，灰筒瓦、綠琉璃等中華傳統
色系的運用，讓樓基呈現出一份
結實的大氣和華貴；而樓分為兩
層，第一層為磚木結構，門窗為
六抹方格隔扇，木質雕花尋杖欄
杆環繞，四角飛簷有擎簷柱支
撐，第二層為拱券式磚石結構，
細細分辨，可以看到磚石上的繪
鏇子彩畫。
鼓樓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走近

它時，已是暮色四合。樓和台都
已經關門，無法進入。但見證世
事變遷的鼓樓，安詳地注視着人
間煙火：住在附近四合院的街坊
們出來納涼，有打麻將的、有玩
撲克的，街坊鄰里彼此熟悉，就
像一家人一樣；我買了一瓶北冰
洋汽水，據說這是幾代北京人的
集體記憶，看京味十足的老大爺

聊着天。有位老伯告訴我，北京
人管這種聊天叫「侃大山」。我
着迷地聽了一陣，覺得這「侃」
字極其傳神，精準地表達着京城
人的那份氣定神閒。
那次遊覽北京，我去了很多古

蹟，故宮博物院、長城、頤和
園、恭王府，還有北大的燕園。
但不知道為何，我還是心心念念
地想去鼓樓裏面看一看，看那些
鼓究竟如何發出那樣厚重的聲
響。臨行前，我終於上了鼓樓。
原來，樓內有24面鼓，每一面
鼓，都有2米多長，直徑超過1米
半，每一面鼓都是由整張牛皮蒙
製。鼓被放置在鼓座上，鼓座為
木製，油漆，上雕雲紋，厚度達
到2米。每到黃昏時分，鐘樓擊
鐘18下，鼓樓擊鼓18下，共擊3
遍108下，算報完一個時辰。24
面鼓，代表着中國傳統文化裏獨
有的24節氣。我當時就在想：中
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絕不僅
僅是課本裏能學得完的。對傳統
文化的體味，一定要到內地看一
看，親身體驗，那份魅力，以及
由之帶來的震撼，才是對「根」
真正的追尋和認同。
那年夏天結束旅行後，我回到

香港的中學教書。我把這些見聞
帶到了中文課堂上。有不少學生
畢業後也去了北京，都會到鼓樓
看一看，聽一聽。今年夏天，最
早那個畢業班，有學生帶着自己
的孩子去了鼓樓，還專門拍相片
來給我看。我很欣慰，這大概也
是一種傳承吧。

北京鼓樓

相信許多人身體都有
以下相類似的情況：眼
睛又乾又澀；手指麻痹

久不久便會自然搓搓手；頸梗梗按
下關節位有點痛；雙肩長期酸痛；
盆骨和肌肉有點累；肩膀抬不起
來；上樓梯雙腳發軟……不全中也
有好幾點相似吧！
我想這除了平時運動不足，還有
現代人對肢體器官的使用過度所
致。對於我，使用最多的要算眼睛
吧，平常工作要對着電腦，熒屏的
光令眼睛易累，可以休息的時間，
就用來看電視，最多還是盯着手機
屏幕，又是刺目的光。集中精神看
手機時，眼睛眨動的次數不自覺中
減少了，所以經常感覺眼睛乾澀。
我想造物主創造人類時，是讓我們
多欣賞藍天白雲、青草地、明月與
璀璨星光，沒預計我們要勞役眼
球，常「眼定定」地處於強光中。
智能手機的出現的確改變了肢體
的功能，十隻手指有長短，又粗又
短的拇指，在結構造型和位置編排
上，應該不似用作主要勞動力。誰

知，手機的設計，讓現代人多用兩
隻拇指打字，其餘的手指則僅用作
扼機，使得拇指被操練得愈來愈靈
活。加上電腦鍵盤的設計，讓拇指
負責按隔位鍵，中文打字更是按完
成鍵，成了最忙碌的手指。長久下
去，人類的拇指會否進化成為最長
的手指？
我認識幾位朋友都有頸骨關節問

題，大都是由於長期垂首看手機和
以固定姿勢用電腦。頸骨的最大作
用是承托頭部，靈活轉動，看周遭
景物。現代人卻常定點看東西，令
某些關節位過度拉緊而受損。愈來
愈多人以高架子承托電腦以站着使
用，可見大家都意識到問題出現
了。我在德國的妹妹，也因工作關
係頸骨勞損，當地的物理治療中
心，會以伸縮頸帶教病人做運動，
以強化頸骨。
現代人的生活或不同工種，改變

了肢體使用的功能，導致有些肢體
使用過度，有些則活動不足，同樣
造成傷害。我們只能多運動，平衡
各機能，以免肢體「不務正業」！

肢體不務正業

從回顧歷史的角度去了解巫術
的合理性是人類學的一個任務。
經由對這些巫術的解碼，作為未

來的現在就有了某種有跡可循的影子。所以，
我們的現在就成了一個理所當然，在它之前早
有一個先知般的巫師存在。他們一早就將這個
作為現在的結果蘊藏於某物，當做一個秘密留
了下來。現在，它解密了。
然而，人類學家的這個自信或許並不應當這

樣篤定。因為再富於智慧的巫師，再準確的預
言或者圖騰，它的預料都是雲霧般飄搖不定
的。在這一團迷霧當中或許有一個意向，可這
意向很容易就被同時代的什麼意蘊所打破。於
是，預言就成了各說各話。
可是，即便知道這個道理，當代人還是不可
遏制地想要在巫師或圖騰那裏去尋找未來。
因為同一性渴望簡直是啟蒙運動以來主體性
特徵的最大需要。我們的一個關於自戀的人
格，稍不留意，就會遍布各地，讓一切都浸染
上「我」的影子。所以，人類學出現在14世紀
初並不能算做什麼特別令人驚訝的事，因為僅
僅承認作為當前的我已經不能滿足主體的需

要。這種自我承認需要打破時間，回到人類最
初去。這樣，至少可以達到兩個效果，一是我
可以理直氣壯地被證明，因為歷史證明了我的
合理性；另外，它還滿足了我依附和回歸的原
始慾望。我既是我自己，又是某之中的一員。
過去——現在——未來在「我」這裏重疊，我
因此成為時間的中心。神與人在時間意義上被
歸為一體，而不是相互為敵，或有一種依附關
係存在。這種對人的承認顯然是部分妥協了
的。在中世紀晚期神學依然留有餘威的情況
下，人類學不可能走得太遠。但是，人類學是
另一種意義上被神學所討厭的巫師。他通過將
過去變成現在實現了時間的重疊，那麼未來也
就自然作為現在的延續和這個「過去——現
在」同一了。並且，這個時間同一唯一的目的
就要承認人作為主體的存在。
所以，巫師和人類學都依賴闡釋。經由闡

釋，現實空間所佔有的優勢完全被時間的同一
性打破了。「我」得以離開那個被限制住的
我，成為時間元點唯一被關照和重視的對象。
闡釋去掉了「巫」當中神秘性，人類學照亮了
過去、巫師照亮了未來。但所得之結論，不必

看，都是與當前勾連並似乎很有道理的。於
是，巫術就在闡釋當中顯現出真正的合理性。
既是在他的發明者那裏，也是在作為「我」的
未來人這裏，它通過被印證而獲得神性。解魅
是一種重新蒙上更加神聖光芒的行為，這個光
芒就是人的理性的光芒。
然而對巫術的闡釋不僅僅是統歸於「我」
的，它還是科學的形象。最近的巫師就是《哈
利波特》了，這些角色簡直是人和科學的結合
體。他們需要學習巫術來改變一切。巫師手裏
的那根魔杖就是技術的化身。
所以，中世紀巫師和科學家都是要被燒死
的。他們的被排斥在於它的神秘與另一個叫做
上帝的神秘相衝突，因為他們都是人，而人是
不應自封為神的。現在情形發生了轉變。科學
家肯定是受人尊敬的，巫師至少在文藝復興之
後也逐漸遠離了被迫害的命運。據說，歐洲最
後一位女巫叫安娜．果爾迪，被斬首於1782
年。現在巫師是甘道夫的形象。這種形象轉變
是時代精神決定的。在這個時代，崇尚依靠自
身之力前往未來，一個貪婪的、意圖界限時空
的超人主體。

巫師與人類學

濃濃鄉情
從教十餘年，雖然現在工作生活

的城市與自己的家鄉不遠，大巴約
兩個半小時車程的距離。可是我常
常回憶起童年的往事，似曾相識的
場景歷歷在目。
每周一升旗，我會想起自己曾經

也是升旗手，每周一既期待又緊張。期待
的是自己和另外幾位升旗手可以在全校師
生的注視下，完成出旗、升旗，那是多麼
自豪的一件事。緊張的是自己總會擔心國
歌唱完了，旗還沒升到頂，或者旗升到頂
了，大家國歌還沒唱完。而事實是大多數
情況國歌聲一結束國旗恰好升到頂，我每
次都會長長地舒一口氣，輕鬆無比。
每期學校要求我們出黑板報，看到學生

們興高采烈地設計版面、畫圖、寫字……
我彷彿看到曾經意氣風發的自己。在小學
和初中，我都是出黑板報的小能手，學校一
有任務，我就開始查找資料，版面規劃，
整塊黑板就像我繡花的作品。今天繡一
點，明天繡一點，邊邊角角都設計得很美，
學校評比時總是有獲獎，感覺很有成就感。
每當放學鈴聲想起，我就回憶起自己小

學時，一放學就跑到學校下面的老家。奶
奶在老家門口的空地種了些菜，一溜煙跑
回老家後我就從屋裏拿出長勺子，走到池
塘邊打起來水澆到旁邊的菜地裏。一邊還
欣賞着學校播放的音樂，天邊夕陽西下，
整個大地一片金黃，同時還有奶奶說我懂
事的誇讚。澆完菜我就會回到橋頭自己的
新家，夏天的日子總是很長，沒那麼快天
黑。我往往又會邀上幾個好朋友去橋下面
的小溪玩，三四個人並肩穿着涼鞋從下游
走到上游，偶爾還有小魚從腳上游過。
每次期末監考，我就想起自己還是學生

時代時，考試前總是認真複習，不希望浪
費每一分鐘。所以每次進入考場都是胸有

成竹，考後大放鬆，如同卸下一個重重的
包袱。因為奮鬥過了不管結果如何我無怨
無悔，最後玩得酣暢淋漓。
暑假的時候想起小時候經常去舅舅家摘

桃子。那時候和表妹在去摘桃子的路上，
表妹大聲地毫不羞澀地唱着「五星紅旗迎
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嘹亮……」的歌，
雖然不是很好聽，還會走調，但是她自信
快樂，歌聲回盪在山間，還有回音，我們
哈哈大笑。摘完桃子，我們到山腳下的溪
流洗臉洗手順便洗些桃子吃，一陣涼風吹
來，愜意極了。中午吃飯，外婆蒸的雞香
噴噴的，豆腐豬肉湯新鮮美味。吃飽喝足
後我們帶着舅舅給的大袋小袋的蔬菜和水
果，沿着山間小路走回來。路上經過爸爸
的朋友們的家，我們又繞進去玩，農村的
生活就是這麼隨性。整個鄉村大家都是熟
悉的，可以隨意串門，不用擔心走丟，更
不用擔心人販子。
小時候過年更是開心。在深圳的小叔一
家會帶着大包小包的玩具和零食回老家，
我們可以大飽眼福和口福。老家頓時熱鬧
了許多，好客的爺爺總會買許多蜜餞、橄
欖、瓜子……勤勞的奶奶會做滷豬耳朵、
香腸、臘肉……爺爺把各種各樣的零食放
入到茶點盤的不同格子中，剛裝好一樣，
轉身要去拿另一樣，我和堂兄妹們已經把
裝好的吃了一大半，爺爺卻笑嘻嘻地說：
「沒事，吃完我再裝。不過別吃太多，會
蛀牙哦！」他樂此不疲地裝，我們津津有
味地吃，接着我們又在院子裏玩各種遊
戲。當然，也會做家務。男生會幫忙貼對
聯，有的扶着梯子，有的刷漿糊，有的站
在遠處幫爺爺看兩邊對聯高度是否一
致……女生負責擦桌子、掃地、撿菜。大
年三十那天，爸媽一早就準備晚上的年夜
飯，爸爸殺雞殺魚，媽媽做芋子包等。到

了傍晚，我們先去大伯家吃，接着到我家
吃，最後到老家爺爺奶奶小叔那吃。吃飽
後，在大門口堆火，放煙花，8點鐘全家人
圍在一起看春晚。大家互發紅包，此時的
我會收到爺爺、爸爸、大伯、小叔給的紅
包，爸爸也有給爺爺奶奶和堂弟堂妹們
發，一派其樂融融的景象。9點半左右，我
們就回各自的家。爸爸和哥哥會繼續看春
晚，妹妹在玩玩具，媽媽會在廚房裏炸
魚、炸花生……
老家農曆逢四逢九尾數時都是墟天，街
道頓時熱鬧非凡。如果哪一天不開心了，
一想起當天是墟天，我馬上又變得開心起
來。我總愛拉上幾個同學放學後到集市上
逛一圈，尤其是老人協會下面的禮堂，裏
面都是賣衣服的，每次放學我們去蹓躂的
時候，買衣服的阿姨總會笑着說︰「又來
啦！」一來二去，彼此都很熟悉了。
近幾年「美麗塘前」的建設，家鄉有了
天翻地覆的變化，縣城到鄉裏全是剛修好
的水泥路，村裏坑坑窪窪的水泥路變成一
條柏油大道，鄉政府旁邊有一個大公園，
裏面綠油油的小草，開滿了鮮艷的花朵，
還有籃球場和足球場，鄉村原先大大小小
的「水塘」變身為千畝荷塘，塘邊上鋪設
了棧道。漫步棧道上，微風習習，恍惚中
自己似乎又回到了無憂無慮的童年時代。
棧道旁邊有觀魚池，晝夜不停轉動吸引了
許多遊客駐足觀看的大水車。荷塘中央建
了涼亭，不僅拉近與荷花的距離，還能讓
駐足欣賞美景的遊客們休憩，感受採摘蓮
蓬的快感。
記憶中的東西總是讓人難以忘懷，而家

鄉的記憶像是一壺陳年老酒，醇香可口；
又像一幅永遠描述不完的心靈畫卷，因為
那裏有我血脈相承的根，有生我養我的
源，更有濃濃的鄉情。

人
生
憑
闌
處

人
生
憑
闌
處

童心童心

琴
台
客
聚

琴
台
客
聚

潘國森潘國森

翠
袖
乾
坤

翠
袖
乾
坤

余似心余似心

網
人
網
事

網
人
網
事

狸美美狸美美

劉劉征征

信
而
有
征

信
而
有
征

心
窗
常
開

心
窗
常
開

潘金英潘金英

副 刊 采 風A12

20222022年年99月月1212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2年9月12日（星期一）

2022年9月12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葉衛青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百百
家家
廊廊

張
淑
蓉

◆文榕《輕飛的月
光》書影。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