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參殺人無罪

神鳥
莊子在《逍遙遊．北
冥有魚》中曾經說過，
北方有「鯤」，變化為

鳥，名字叫鵬——這隻鳥，大風吹動
海水的時候就要遷徙到南方的大海裏
去。而這時候，牠的脊背，不知道有幾
千里長；當牠振動翅膀奮起直飛的時
候，翅膀就好像掛在天邊的雲彩……
作為一個現代人，小狸當然知道莊
子所描繪的這隻美輪美奐的神鳥並不
存在於現實中，但就在最近，一隻真
實世界中的小鳥轟動了學界，也被很
多科學家由衷地稱讚為「神鳥」。
這隻當代神鳥學名叫斑尾塍鷸，長
嘴灰身，小小一隻，毫不出奇，遠沒有
鯤鵬的磅礡美艷。然而，沒有和鯤鵬一
樣的千里巨翼，卻飛躍了和鯤鵬一樣的
萬里河山——這隻斑尾塍鷸，就靠撲
動牠那對瘦弱的小翅膀，愣是從阿拉
斯加西部的廣漠凍土一路飛到了澳洲
塔斯曼尼亞東北部的寂靜漁村。從北
半球的最北端到南半球澳洲的最南端，
從世界的一頭到世界的另一頭，這隻小
鳥不間斷地飛行了11天零1小時，飛行
里程13,500公里，即便是飛躍太平洋
期間也沒有停下來休息，打破了鳥類不
間斷飛行紀錄。而且更令人驚訝的是，
牠只有5個月大，剛剛脫離了父母的羽
翼，牠的這趟壯舉並不是跟在爸爸媽媽
後面，而是獨自上路，就這麼一直飛、
一直飛，一直往南方飛。
古代的鯤鵬幸而有莊子的歌頌，讓
牠能青史留名。而我們那令人敬佩的
當代小神鳥，則是拜科學所賜，讓牠
的偉大經歷不至被埋沒。相關的科學
主要是最新的超輕衛星跟蹤技術，經

過若干代升級的跟蹤器，如今已經拋
棄了傳統電池，實現了太陽能功能，
重量僅相當於一張紙。這讓以往只能
觀測大型鳥類的領域得以拓寬，讓斑
尾塍鷸這種小鳥也可以輕鬆帶着跟蹤
器上路——按科學家的話說：以前，
跟蹤器重300至 400克；現在，鳥重
300至400克。
但是，通過跟蹤器，科學家們發現

的除了神鳥的神跡外，也包含令人憂慮
的部分——人類活動正嚴重影響生
態。就以本文的主角，這隻不間斷飛躍
了13,500公里的小神鳥來說，科學家
就是從牠反饋回的數據發現斑尾塍鷸重
要的捕食區——阿拉斯加的泥灘被人
類佔據了，而營養跟不上，沒力氣遠
飛，加上阿拉斯加這些年的氣候變
化，大概率會導致斑尾塍鷸的繁殖期
縮短，最後南飛的數量減少。
當然不止是斑尾塍鷸。在此之前，
有頂級鳥類學家和政府機構在《科
學》雜誌上發表論文，顯示在2007年
至2017年10年間，春季遷徙的鳥類數
量下降了13%。而過去50年內，美加
地區的鳥類總數減少了近29%，約30
億隻。而科學家們普遍都認為，人類活
動導致的鳥類棲息地喪失是一大主因。
也所以，一直往南方飛的小神鳥，

那從未間斷的奇蹟般的旅程，除了是對
生命的信仰外，會不會還有另一種可能
是無處可棲？如今牠闖過試煉化身為
鵬，但會不會還有更多其它的夥伴就默
默隕落在途中？
神鳥用神跡真正想傳達的，不是告

訴我們牠飛躍了地球，而是哀求人類看
看眾生。

日前在網上社交媒體
見有人上傳了鄧鐵濤
（1916年-2019年）醫師
的一段視頻，鄧老談及社

會該怎樣評價一家醫療機構的成績。該
是追求利潤，還是照顧社會整體健康為
先？這個意見很值得所有人深思。
這回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或
許就給了答案。中國政府抗疫的國策
是救命為先；歐美主流發達國家政府
較多經濟優先。結果是社會大眾染疫
後的死亡率相去極遠，我國為人口大
國，好在堅持「動態清零」，死亡率
相對低，否則真是「死得人多」了！
還有是我國整體「長新冠」後遺症也輕
微得多，在國外不少「康復者」只是死
不去，健康卻大幅下滑，甚至失去工作
能力！英國就曾毫不諱言聽任許多長者
不治，我國則是救命不分老幼。救活與
病死、痊癒和永難復原之間，引伸出的
經濟代價其實不容易算得清。現在是不
少外資跨國大藥廠賺得盆滿缽滿，我國
則是寧多花錢都要保住更多人命和病癒
者的長遠健康。
此下續談亂用名貴中藥的故事。多
年前上了中醫藥的入門課程，教授是內
地的資深中醫師，行醫多年，職位不
低。移居香港後，一切都要從頭做起，
先在中藥店掛單。筆者記得小時候香港
許多中藥店乾脆以「某某參茸行」命
名，顧名思義，店東希望客人多購買人
參、鹿茸等名貴補益藥材。
教授憶述藥店的「鎮店之寶」是一
株野生人參，一日終於忍不住問店東，
標價是否寫錯了？多寫了一個「零」？
店東笑說沒寫錯！教授大吃一驚，雖然
在內地已經是醫院中前幾名的領導，還

真沒見過這樣昂貴的人參！他以為6位
數字是錯寫多一個「零」，殊不知這株
人參售價不是幾萬元而是幾十萬！教授
便自嘲有「大鄉里出城」之嘆！
教授講第二個關於人參的故事就悲

慘得多了。一位老太太珍藏一株名貴人
參，當年內地經濟不發達，誰買得起上
價人參？甚至無從估價呢。老太太說這
株人參要留給寶貝孫兒享用。後來那個
不幸的小男孩得了感冒，老太太自作主
張，拿人參熬湯餵孫兒服了。結果一命
嗚呼！這活脫是「人參殺人無罪、大黃
救命無功」的註腳！不知藥理，以為名
貴藥材萬能，於中藥和西式「保健食
品」都常見。記憶中，曾經有家長讓家
中小孩亂吃「保健食品」而出了大毛
病。有過食蜂王漿引發早熟症，亦有過
食維生素Ａ的提煉物而急性中毒。按中
醫中藥的基本學理，凡是藥物都有毒
性，甚至服食藥性最溫和的甘草過量也
會中毒。
野生人參該是什麼情況適用？前番
談安宮牛黃丸談過閉證和脫證之別，單
用一味人參稱為獨參湯。人參功能大補
元氣，用到野生人參的獨參湯，補氣固
脫的功效極大，對於某些脈搏微弱、快
要斷氣的重證，可以起急救作用。舊社
會最常用法，除了急之外，多是大富人
家的大家長彌留之時，作續命之用！一
般是為等候在外的孝子賢孫趕回老家送
終，爭分奪秒地強心吊命。
故老相傳，平日野生人參吃得太多，

雖可延年益壽，不過也有副作用、後遺
症。就是到了百年歸老之日，會有「死
唔斷氣」之弊云云。不知是否屬實。
中成藥、中藥材都不可亂吃，甚至
人參亦然呢！

11年前（2011年），西西獲選為香港書展「年度
作家」，在開幕展館上，我有機會像小粉絲般親近這
位大作家，心中悸動不已。今年5月，香港藝術發展
局頒發「終身成就獎」給西西，這位85歲高齡的名

家，創作不斷，而且表現手法層出新意，確實至名歸，她作品類別
多元，小說、散文、詩及影評，而且大病後堅持以手作布偶，鍛煉
手指，還以左手創作，教人無限佩服！
難忘當年的書展會場布置如森林，展出了西西親手縫製的猿猴布

偶，帶引讀者觀眾走進西西的猿猴大自然世界，印象非常深刻。
最近尖沙咀的商務書局舉行了「我城女子——西西專題展」，

展出西西珍貴手稿、長篇小說《欽天監》的綱要筆記、藏書票、新
書及多種版本作品，今次展出的手縫布偶雖然不多，但有西西第一
隻手造的、陪着她到處旅行的「黃飛熊」，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的擬
人熊、少女熊等精品，正好供讀者一次過概覽和走進西西的世界；
在這下雨的午後，我走進這間樓上書店，沿樓梯看一本本西西著
作的封面，還有一幅幅收錄於她最新的詩繪本《動物嘉年華》中
的畫作，看到她在方格子上寫得有點歪的手稿，想像她如何吃力地
以左手把思路化成文字，完成動人的創作，我心潮所有曾經的悸
動，再次澎湃洶湧了。
西西以小說成名，多次獲獎；她也寫詩，曾獲得第六屆紐曼華語

文學詩歌獎，這是美國為華語文學設立的獎項，每兩年頒獎一次，
非常珍貴。何福仁說西西的詩別樹一幟，「往往是從具體細微處切
入，從實入虛，再化實為虛，言近而旨遠。」
我記得第一次讀西西的《可不可以說》，「可不可以說一架飛

鳥 /一管椰子樹一頂太陽/一巴斗驟雨？/可不可以說/一株檸檬茶/
一雙大力水手……」列出一串串看似「搭配不當」的「量詞＋名
詞」之組合，我深受那童趣及奇思妙想吸引。
現翻開《動物嘉年華》，其中一詩《故宮貓保安》，她在北京故

宮遇到小貓，彎腰對牠說：「你是宮貓的後代還是/自己流浪到來/
還不是一樣嗎/貴族和平民/看到你，就看到我自己/我們同樣經過
年輕的日子/成為了長者，別
問我/日子都溜到哪裏……我
會記住這次邂逅/多麼美好的
聚會/記住就夠了/我們互祝平
安，珍重吧！」
這天，這個令我再度心靈悸

動的西西專題展，我們也是記
住就夠了，珍重吧！

珍重記住 為你悸動
上個月，我們一

同去大會堂聽小提
琴獨奏會。結束
時，你問我：「琴

聲很優美，也好聽，但是聽不
懂，該怎麼辦？」其實，這是一
個非常普遍的問題，我們不需要
為「聽不懂」而焦慮，更沒有必
要為這件事情煩惱。每個人，對
於藝術的親近和接受程度是不同
的，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須能聽
得懂包括小提琴演奏在內的音樂
藝術，有很多人並不喜歡藝術，
但同樣在其他領域表現優秀，甚
至成為天才。
但是，我們要不要嘗試着去

「聽一些」呢？我認為是很有必
要的。音樂、繪畫、舞蹈、戲
曲，當然也包括文學在內，都是
藝術的門類。學會欣賞藝術，是
一個人審美能力的體現。一個
人，也只有具備強大的審美能
力，才能更容易欣賞美、發現
美、創造美。回歸到你所說的音
樂上來，作為非專業人士，我們
不太可能聽得懂每一支曲目，畢
竟，音樂的王國和浩瀚的文學作
品世界一樣，實在是過於廣闊。
即便是專業人士，也沒有十足的
把握能聽懂每一支曲目。
可是，我們要試着去體會每一
支樂曲裏面的美好——作曲家和
演奏者，通過樂曲想要表達怎樣
的情緒、情感、情懷；表達怎樣
的意境，這是我們可以體會
的——這種「體會」，就是一種
最基本的欣賞能力。它可能需要
我們了解一些基本的樂器知識和

樂理。比如，小提琴的婉轉悠
揚、大提琴的低沉如訴、鋼琴不
同音部的功能不同等。要懂得這
些，並不是很難的事情，可以在
閒暇時，聽一些名曲。就拿小提
琴來說，你不妨聽一聽俞麗拿演
奏的《梁祝》。你可以先聽一
遍，然後從網絡了解《梁祝》小
提琴協奏曲的基本內容、創作的
背景、故事的來龍去脈，然後再
聽幾遍，你就大概能體會到小提
琴的表達有怎樣的特點。
再比如中國畫，表面上畫畫，

實際上是在畫「氣」——生命的
內在氣韻，有了氣韻，筆墨構建
的藝術世界就活了、靈動了，生
機勃勃。於是，我們在欣賞一幅
中國畫的時候，就漸漸地學會從
焦、濃、重、淡、清5種墨色變化
去體會氣韻帶來的高雅和美感。
人總是到了一定年紀才發現自

己的時間是有限的，生命的長度
也有限。我從小喜歡藝術，但對
文學之外的藝術門類，也都只是
粗淺地了解。只恨在精力旺盛的
學生時代，沒有稍微花點時間去
學一些基本的知識。不過，我並
不過分遺憾，因為還有一句話就
是，到任何時候學一點東西都不
晚。比如，對於京劇，我小時候
聽得很多，但沒有認真思考過，
如今人到中年，又見縫插針地找
時間聽一些自己感興趣的，也能
勉強理解和欣賞京戲不同流派的
特色和美感來。
願你在緊張的學業之餘，能夠

更好地親近藝術，豐富生活，充
盈生命。

給展宇的信

居住問題是香港之
痛，從新一分的施政報
告中喜聞政府為減低公

屋輪候人士的上樓時間，推出「簡約公
屋」，讓輪候家庭可以入住租金低廉且
擁有基本生活設施的住屋，對居住環境
惡劣或正捱貴租的公屋輪候家庭來說實
在是佳音。
簡約公屋是臨時居住的房屋，組合
式興建的房舍，設有獨立洗手間、淋浴
設施、煮食空間、冷氣機和熱水爐等。
我曾因染上新冠入住過竹篙灣的隔離
營，有指簡約公屋類似該等居住設計，
更增加了煮食的空間，那麼也真是很不
錯的臨時住屋。
這令我想起初期的
公屋。從香港歷史可
知，上世紀五十年
代，很多人住於以鋅
鐵搭建的寮屋或木
屋，環境惡劣，火警
頻生。1953 年聖誕
的石硤尾寮屋區大
火，一夜間令5萬多
名居民失去家園。為

盡快安置災民，政府先在原址興建多幢
兩層平房，其後又建了簡陋的7層高徙
置大廈。原意只是作為過渡性居所，但
因人口過多，最後使用了長達20多
年，許多人從小住到大。我有一些同學
仔就住於這些大廈，我常前往探望。大
廈的天台是學校，伙數多，沒有電梯，
只設公廁和公共浴室，沒廚房，戶戶在
走廊放火水爐煮食，屋內不設任何間
隔，換衣服只能拉一道簾。
香港也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設臨屋

區，我曾前往參觀，每個單位都是兩層
高，下面是廳和煮食地方，上層睡房，
但用鋅鐵興建，雖有冷氣，夏天也並不

好受，且用地多安置人數少，
所以很短時間便消失了。
同樣是過渡性房屋，設備齊

全的簡約公屋相比就較體貼，
能照顧到基本生活所需，輪候
公屋者入住，可減輕長期未能
上樓所承受的心理和經濟壓
力。
期望新政府能在供應住宅用

地上一直積極進取，減輕香港
市民的居住壓力。

從簡約公屋回望

宋朝戲裏最精彩的莫過於狸
貓換太子，說的是李宸妃被劉
娥所害，其子剛出生就被換成

了一個剝了皮的狸貓，宸妃因之失寵，輾轉
流落民間，偶遇包拯，才可沉冤得雪。這個
故事情節來自明代的傳奇小說《包公案》。
在歷經百年之後，這故事從最初宋史當中的
幾百個字變成這麼個大故事，細節添加何其
之多。
除了劉娥愈來愈壞、宸妃愈來愈慘、故事

的翻轉也愈來愈精彩，乃至中途還添上包公
審案、裝神弄鬼等等。胡適在《三俠五義．
序》中考證過這個故事在不同時期的面貌，
並說歷史研究不可將傳說當真。尤其是傳說
的繪聲繪色，中間細枝末節更可能是當世之
人添上去的。
然而，從列維施特勞斯的人類學來看這個

傳奇，倒可以提供另一重視角。列維施特勞
斯在他的《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當中將文
化的根源追溯到血緣。並得出母子關係是自
然關係，父子關係是文化關係的論斷。蓋因
為女人懷孕生子，肉眼可見。父子關係則不
同，它因其無法通過外在顯現，就成了一種

識別關係，既是識別的，便需要認定，認定
就難逃建構。這才發展出滴血認親的故事橋
段來。有一個有趣的現象為證，但凡驗親
的，絕大多數都是父子。其實，細想一下，
倘若母親去世，也需要滴骨認親才能確認關
係，可這事從沒聽過。編劇或傳奇作家總是
自發自覺地就走上了父子相認的道路。可見
在一個表面的行動當中，蘊含着一種「父子
=建構」的觀念。
為了說明這個事實，列維施特勞斯做了很

多原始部落的在地研究，把一個複雜人際關
係的生態都展示出來。據他說，有些部落是
用鍋灶來指代宗族關係的。就好像許鞍華的
《天水圍的日與夜》，一對母子關係最好的
是隔壁的孤老太太，反倒不是自己的血親。
正是這種接近性的提及，消解了父親作為唯
一父子關係的可能性。一旦父親不在場，他
就會被取而代之。所以，非外在顯現的父子
關係就因其需要確認成了建構的，建構就是
離開自己以顯示差異的人為性本身。
狸貓換太子把建構性推向極端，這個故事

甚至顛覆了自然外顯的母子關係。母子關係
因一樁陰謀而被掩飾，孩子失去了自己生身

母親，他自己被一個剝了皮的狸貓替代，母
子關係因此成了虛假對應。於是，作為自然
顯現的母子關係就退居次位，在推翻了基本
的自然關係之後，一切都成了可建構的。這
讓故事擁有了絕對的人為性，處處生動，因
而顯得妙趣橫生。
按照胡適對這個故事所進行的歷史追溯，

狸貓換太子最初並沒有一個狸貓，僅僅是劉
娥的侍婢懷孕，並被劉娥撫養了這個孩子。
這本是一段歷史，結果歷經元明兩朝，故事
被慢慢演變為一個宮廷陰謀，從歷史變成了
演繹。從這一點來說，文學的建構性，或者
說形而上的色彩就非常鮮明地表達了出來。
而純粹的精神性要變成一種流行，它必須不
僅僅是一個實考，儘管實考也可以經由人的
理性成為一個故事。但是訛傳顯然是大眾生
活不可或缺的。他們將之與自己的生活建立
聯繫，但不是為了固定這聯繫，恰恰相反，
是為了逃開。回到正義、善惡這樣的道德慰
藉中來。這麼說起來，民間故事也許不應當
被歸於文學，而應被歸於文化，對它的研究
屬於大眾心理學、傳播學和社會學這些關注
群體的學科。

狸貓太子

紅薯香
「烤紅薯，烤紅薯嘍！」伴隨着
悠長的吆喝聲，一陣陣烤紅薯的香
氣撲面而來。我禁不住駐足觀望，
那些熱氣騰騰、流着糖油的烤紅薯
的香撩動着我的思緒，帶我回到吃
紅薯的年少時光裏。

兒時，一年四季都在吃紅薯，金燦燦的
紅薯瓤，軟綿綿的口感，清甜、軟糯。紅
薯是解決溫飽問題的主糧，曾經養育我們
長大，苦澀年華裏浸潤着紅薯的甜香。那
時的霜寒來得特早，霜降一過，田野裏那
些綠地氈似的紅薯葉便被霜打成了黑色，
農人開始忙碌着刨紅薯。小孩子跟在後面，
提着小竹籃子撿拾紅薯，一墩紅薯大約四五
個，緊緊地抱在一起，像一個個胖娃娃。
累了、餓了，我們就地野炊。幾個小夥

伴一合計，大家一齊動手挖個土窩窩，四
周壘上土坷垃，呈尖塔形，一個燒烤紅薯
的土窯便做好了。我們用撿拾來的柴棒燒
烤土窯，濃煙從土坷垃縫裏冒出來，嗆人
得很。等到土坷垃被燒烤得滾燙時，往土
窩窩裏塞上幾枚紅薯，將土坷垃的尖塔搗
塌，再七手八腳地用土埋嚴實，就算是開
烤了。等到土窯裏散發出誘人的紅薯香
時，我們小心翼翼地將紅薯扒垃出來。剝
去焦黑的外皮，黃澄澄的紅薯瓤閃着金颯
颯的光，軟軟糯糯，蜜一樣甜香。因為煙
熏火燎，小夥伴個個成了大花臉，那些燒
烤紅薯的趣事至今記憶猶新。
人們將沒有碰傷的紅薯用獨輪車運回

家，一層層地碼放在地窖子裏，儲備起來
作為冬季裏的食物。其他的紅薯一部分製
成紅薯乾，一部分留着做粉皮。製作紅薯
乾的器具像鎪子，在我的家鄉將之稱作擦

筐子，人們把製好的紅薯乾揚撒在地裏晾
曬，小孩子負責將紅薯乾一片片地擺開
來，有利於晾曬徹底。白花花的紅薯乾鋪
滿了大地，給大地着裝上潔白的衣裳，遠
遠望去，那些紅薯乾像一層雪花覆蓋着大
地，甚是壯觀。
秋收結束後，幾戶鄰家合夥做粉皮。他

們將紅薯洗淨搗爛，過濾出殘渣，將澱粉
水一勺一勺舀進小鐵盤裏，小鐵盤漂浮在
大鐵鍋裏。大鐵鍋裏的水咕咕嘟嘟冒着水
花，用手把住小鐵盤邊沿輕輕地一旋轉，
紅薯粉子湯便鋪滿了盤底，瞬間便凝固成
了粉皮。還未招呼哩，四鄰八舍的小孩子跑
來端粉皮，每人手裏拿着一個小舀子，裏面
放着半舀子涼水，防止粉皮黏在一起。我們
端着粉皮一溜煙地跑到曬場，那兒有專門
負責晾曬粉皮的人，他們將粉皮攤在用高
粱秸稈製成的薄帳子上晾曬。一路上，我
們的眼睛瞅着舀子頭裏的粉皮，心裏怪癢
癢，少不得扯下一塊粉皮吃。咕嚕，還沒等
品味出啥滋味呢，那塊粉皮便一下子滑進了
肚子裏。若被大人瞅見了，也不會怪罪我
們，只是叮嚀：「慢些吃，莫噎着嘍。」
人們把曬好的粉皮一張張羅起來，用線

繩捆紮好，每家一捆粉皮。待到有客人來
訪或過年過節時，這些粉皮用來燉松蘑菇
草跑雞，鮮香、爽滑。滑溜溜的粉皮散發着
淡淡的紅薯香，爽滑可口的松蘑菇是天然的
鮮美野味，鮮香濃郁，熟爛的草跑雞美味無
比，至今令我垂涎。粉皮燉松蘑菇草跑雞
是我的家鄉沂蒙大地上的一道美食，招待
尊貴客人時最隆重的一道菜，取材來自於
蒙山的松樹蘑菇和放養在草地裏食蟲子的
小草雞，有着純正的蒙山鄉野風味。

儲存在地窖子裏的紅薯作為一冬的食
材，用作熬湯粥喝。人們從地窖子裏取紅
薯時，總是帶着小孩子。小孩子蹲在籃子
裏，籃子的提把上繫上一根繩子，把籃子
徐徐地垂到地窖子裏。兒時的我就曾被垂
進地窖子裏取紅薯，蕩悠悠的，好不愜
意！那架勢像極了小蟲兒，蟲兒躲在用樹
葉編織成的小籃子裏，籃子呈紡錘形，上
端開口，露着蟲兒小小的腦袋，滴溜溜的
小蟲兒眼睛欣賞着籃子外面的風景。一根
細絲黏着小籃子，從樹上垂下來，蕩來蕩
去，隨風飄浮，真是美極！
那些曬乾的紅薯乾可有大用途，空閒
了，人們將紅薯乾磨成麵粉，製成麵糊烙
煎餅。巧手的小媳婦烙煎餅動作俐落、極
速。滋啦，她們從熱氣騰騰的鏊子上揭下
一張張煎餅，煎餅在手裏蝶一樣地飛舞
着，薄如紙，輕如翼。若在煎餅上攤上一
層豆腐韭菜餡或其他喜歡的餡料，一層層
地折疊起來，便成了千層餅兒。千層餅兒餡
鮮皮香，酥脆爽口，咬一口千層餅兒，咬一
口大葱蘸大醬，那個香，饞人得很呢！千
層餅兒也是我的家鄉沂蒙大地上的一道美
食。烙上一摞煎餅，可吃一個冬天。讀書
時，每到周末，我回家帶飯，一包袱紅薯
煎餅，一瓶子肉絲辣椒鹹菜或豆腐條，用
網兜背着去學校，即是一周的伙食了。
那些日日紅薯飄香的生活早已遠逝，細

細算來，我已經有30多年不吃紅薯煎餅
了。現在想吃紅薯煎餅也沒有，可紅薯香
依然留存在我兒時的記憶裏，彷彿就在唇
齒間，那麼深刻，那麼鮮活。
家鄉的紅薯香植根於我年少的心田，甜

甜糯糯，軟綿可口，愈久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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