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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父子
《覺醒年代》雖然為
中共成立百年而拍，但
由於時代背景放在民國

初期、中共成立前的6年，跟十年前
的劇集《中國1921》或電影《建黨偉
業》不同，也跟現正在播放的《大浪
淘沙》等主旋律劇集不同，人物眾多並
角色重疊，但各人佔戲的分量不同。
上述3劇的主線都圍繞着毛澤東，
但在《覺醒年代》，陳獨秀才是主
角；作為新文化運動旗手兼啟蒙大
師，這也是陳獨秀人生中最閃亮的時
期，也讓人了解這位中共主要創始人
之一的家人─他和髮妻生的兩位公子
陳延年和陳喬年，以及第二任夫人高
君曼，他們都為革命作出犧牲和重大
貢獻。
對毛澤東的早年事跡及其與楊開慧
的愛情故事，很多人都耳熟能詳，但
對陳獨秀的認識卻不太全面，即使本
片，也只是他的一個階段性生活，但
如果沒有這段思想啟蒙運動喚醒青
年、啟發民智，中國後來的路如何
走，很難說。
陳獨秀顯然是個性情中人，他在首
集中出場是個蓬頭垢面的邋遢形象，
拿起別人的飯盒就吃，還給為國事激
辯中的年輕人潑一盆冷水：「這樣的
國，無可救藥！」以致被學生痛罵和
唾棄。對這位胸懷遠大的文化大家來

說，無論是被學生吐痰，還是在接風
宴席上被兒子以癩蛤蟆捉弄，都只是
年輕人血性的表現，不必計較。
作為文化人和知識分子，陳獨秀看

問題顯然較一般人深刻，對中國數千
年傳統中的封建糟粕看得很透，深知
去蕪存菁不容易。所以，他通過辦刊
物、演講等形式，將進步的火種點
燃，激發人們思考。他有文化人的傲
氣，縱有激情，卻脾氣暴躁，說話率
直，得罪不少人，但作為一個人，他
有傲骨，始終保持獨立人格，坦然為
自己的言行擔責。
陳延年和陳喬年在首集已以搬運工

人形象出場，皮膚黝黑，卻看來樂
觀。由於長期不在家，又跟髮妻妹私
奔，陳獨秀和兩兒子關係甚差，兒子
不但不認這個父親，甚至多次公開捉
弄他，他都不以為忤，還為兒子有骨
氣而自豪。他有做父親的負疚和淚
痕，卻認為「做我陳獨秀的兒子，必
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對兒子嚴於言表，疼在
心裏。劇集最後以旁白形式交代兩個
兒子成為中共領導人後被敵人槍殺的
事跡，表現英勇，令人心痛。
本劇令人看到一個更真實、應受人

尊敬的陳獨秀。時間是公正的，陳獨
秀及其家人應有其歷史地位。

（看《覺醒年代》四之二）

東京殘奧會日前閉
幕，香港運動員以兩銀
三銅佳績完成比賽，繼
奧運後又一張令全城引

以為傲的成績表，實在令人振奮。
今屆東京奧運、東京殘奧，令到香
港好像變成體育之都，街頭巷尾普羅
大眾都不停在支持香港運動員出戰奧
運及殘奧，在商場透過大電視觀看比
賽的氣氛也熱鬧非凡，香港殘奧會代
表團團長胡小玲也指，殘奧從未如此
受重視過。過往殘奧比賽完畢回來，
無論成績好壞也甚少有人過問，但今
次情況卻截然不同，在全港電視都有
直播賽事的情況下，觀眾除了支持香
港運動員比賽奧運外，對殘奧也有了
更多認識：殘疾人士進行各項運動，
把原本在大眾眼中看似不可能做到的
事變成可能，坐着輪椅打籃球、打欖
球，視障也可以游水、跑步、踢足球
等，殘疾運動員通過殘奧會走上國際
競技舞台，給世人帶來震撼與感動，
對於和諧社會的構成，同樣具有深遠
的意義。相信今次透過傳媒的力量直
播殘奧比賽，或多或少增加大家的共
融，也令香港人以香港為核心有更大
的凝聚力。
東京奧運以及殘奧落幕，好快便到
3年後的巴黎奧運登場，大家經過今
次傳媒轉播也明白到，靠着政府在疫
情之下購買奧運電視版權，分發給全
港電視台去播放，無論觀眾收看
哪一個電視台，也必然可以收看
到奧運，是一件能達至超越雙
贏，是各方面都「贏」的決定；
而政府規定各電視台必須播放香
港隊的比賽，加上今屆香港隊的
表現極佳，相得益彰，造成全城
效應。但如果3年後政府沒有購
買電視版權，情況又會如何呢？
殘奧沒有合約規定要轉播，商營

電視台會否再次轉播「欠缺商業利
益」的殘奧呢？
今次轉播奧運可算是十分成功，很

多觀眾讚政府今次購買版權處理得恰
當，其實每一件事情都是天時、地
利、人和的配合，缺一不可。就最近
一屆2018年印尼亞運會，天時、地
利、人和配合不理想，商營電視台因
經濟資源所限，只作簡單播放，連香
港隊有些決賽也欠奉，就算香港運動
員表現好，大家也很難知道（當屆香
港運動員獲得8金18銀20銅合共46
面獎牌的佳績）。其實香港電視台一
直也希望能加強轉播亞運，奈何轉播
亞運會是一個一定會虧本的決定，因
為同一年會有世界盃比賽，大部分廣
告商把資源贊助世界盃而放棄亞運
會，也就令亞運會難以得到應有的注
意，自然觀眾對其認知也不會很多。
因此香港要作長遠的體育發展，必

須好好計劃，亦要得到各方面配合及
支持才能成事；例如今次運動員表現
好，是收成期，令大眾放在他們的注
意力大增，那麼我們的運動員下一次
收成期是什麼時候呢？傳媒宣傳是很
重要，他可以令大眾更認識體育，加
強體育的意識，協助體育成長，整個
社會更和諧共融，希望經過今次以破
天荒形式轉播奧運後，香港各界都能
延續今次的成功，共同為香港的體育
界發展出一分力。

自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
事變，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算
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
投降為止，抗日戰爭長達14

年，總共5,110天。中華兒女深陷水深火
熱之中，生不如死。憑藉中華民族堅靭的
民族基因，免於亡國亡種。
1941年12月8日在英治時期的香港，也

不能倖免於難！1941年12月25日（聖誕
節）下午港督楊慕琦宣布投降（傳被日軍
軟禁於半島酒店）。香港開始了三年零八
個月的苦難歲月。
歷史可以被篡改，但不會被遺忘。我們

從日本人擅自篡改教科書，由日本侵略中
國改為日本進入中國，以為藉此可抹去在
中國犯下的滔天大罪？洗去對中國的惡行
昭彰？
新界的西貢山清水秀，依山傍海，當地

居民以務農、捕魚為生，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與世無爭。但當日軍的鐵蹄入侵西貢，
生活就徹底地改變了！
原居民不僅吃不飽穿不暖，還要在驚恐

的日子活下去！
窩美村是最靠近九龍

的一條客家村莊，三年
零八個月的歲月，村民
被迫鋪西貢蠔涌至井欄
樹的柏油馬路，每天每
家分發到3両白米，據
當地一位婆婆說，3両
米不夠一個人食，何況
是一家人！只能煮粥，
要讓嬰兒先喝粥水，全

家人再飲粥水加的水。
當時的窩美村村長由於不能滿足到日軍

的要求，被日軍關在牛池灣水牢裏。據一
位老爺爺說，日本投降後，他到水牢接村
長回家，看見村長趴在空地上氣息奄奄，
老爺爺背着他攀山越嶺回到自己的村內；
而這位老爺爺是天生的駝背，一輩子無妻
無兒。據村內客家婦女說，有時在田裏耕
種，接到小鬼隊的指示，需將小紙條揣藏
在衫褲內，到指定的地點加上口語暗號，
才把紙條安全地傳遞。
西貢墟位處西貢碼頭附近，現在每每在

假日充滿着節日的歡樂氣氛，但有誰知道
有一家幼兒園靜靜地坐落在那裏，據說曾
經是日軍打靶的刑場。
萬宜水庫曾經是萬宜村六條村民的祖家

地，據當地老村民說，他曾經從樹上救下
來一個村內兄弟，被日軍倒吊在樹林裏，
用皮鞭不停地抽打，直到他不省人事暈了
過去，老村民說，等到日軍走遠了，他才
敢解救兄弟。如今90年（1931-2021年）
過去，日本人在中國所犯下的滔天惡行，
身為中國人的我們，究竟要以德報怨？還

是要血債血還？又還
是選擇遺忘？
相較之下，德國

有勇於面對犯錯，勇
於承擔的道德良知。
一個不敢承認自己犯
錯的民族是可怕的！
因為他們還會繼續犯
錯下去，然後繼續用
合理的藉口掩蓋。

新界西貢的抗日事跡
最近朋友辦喜事，陪伴她到中環時

裝店置裝，正在試衣服期間，忽然來
了一位男經理，說是形象設計師，他
的娘娘腔、蘭花手，在他的歡聲笑語

下，生意還是沒有做成。出了店門，想起了「娘
炮」二字。
這陣子內地整肅演藝圈，封殺劣跡藝人，打擊追
星、飯圈文化、「娘炮」偶像。香港人對此可能摸
不着頭腦，也看不透背後的原因。
尤其是「娘炮」新興詞語，引起討論興趣，原來
指的是脂粉氣中性化裝扮又娘娘腔的男藝人，演藝
圈包裝的「小鮮肉」文化，被認為是扭曲了男性的
剛陽之氣。而事實上，這種「娘炮」現象，確實影
響了一代人，什麼髮型師、服裝設計師、化妝師，
都不乏香水噴噴的「花美男」，教人雌雄莫辨。香
港是國際大都會，對這種現象見怪不怪，但在國家
層面和長遠發展來看，這種現象不能成為潮流，要
樹立中華男兒漢的剛陽正氣。
香港演藝事業不成氣候，能在內地發展獨當一

面，本來就不容易，在這大風大浪中站穩腳跟的藝
人，珍惜前程，當然要有敏銳的觸覺。
早前網絡又流傳一份「限籍令」名單，當中涉及
多位內地一線擁有外國國籍的藝人，雖然這名單目
前還未得到證實，謝霆鋒已經率先表態，透露已經
申請放棄加拿大籍；另一位藝人肥媽（Maria Cor-
dero）擁有一半葡萄牙血統，也擁有葡萄牙國籍，
她表示，如果有政策一定要她揀，她一定會揀中
國。要做中國人就要跟中國政策辦事，而她亦以身
為中國人而感到驕傲。
香港本來就是國際城市，擁有雙重國籍是歷史遺
留現象，如果你只是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當然不需
為此困擾；但若到內地生活和工作，就不能不依照
內地政策辦事，香港人在內地是不應擁有特權的。

演藝整肅

與入籍加拿大後回流
的「少少」見面，戴上
口罩，人還是認得出

來，人沒有變，還是依然故「她」，
敏感而樂觀的「少少」即時除下口罩
自嘲︰「你當然認得我，老樣子
嘛！」老不是老，樣子依舊而已。
她自小已珠圓玉潤，如今是大一號
的珠圓玉潤而已。叫她「少少」，她
也不禁為之莞爾。「少少」是我們幾
個知己同學取笑她的綽號，從小學到
初中，一直胖得那麼可愛的小甜甜，
進入大學一年級時，忽然對我們宣布
開始她一生的減肥計劃：首先便開始
光顧健身中心，試盡所有健身器械
後，最初兩個月減去七八磅，開心到
不得了，以後教練的話，她便視之為
金科玉律。
不止戒絕最心
愛的五花腩，連教
練告訴她雞髀是紅
肉，她以後都只吃
雞胸肉，同學們聚
會時，她怕自己饞
嘴忍不住口，脂肪
多的餸菜，希望我
們提醒她。

可是一兩年後，健身中心倒閉，她
這個會員便有點意興闌珊了，甚至買
來的減肥單車，用不到兩三次就束之
高閣，大家發覺她體重漸漸有點回到
舊日的跡象，每次聚會看來也回復初
時的胃口，吃自助餐時我們提醒她這個
那個高卡路里，她總是說︰「少少而
已！」一口氣挑了6件蛋糕，喝咖啡時
下糖3大匙也說「少少！」她母親說她
看劇集時朱古力總是從開場吃到完場，
提醒她糖多無益，她就說以前教她國
畫的老師天天糖不離口吃到近90歲，
人家眼中的多，她總說是「少少」，以
後「少少」就成了她的口頭禪。
離港那幾年，看她體型飽滿至什麼

程度，我們也不必多問近況了，倒是
她自己坦言已豁出去，說減肥太痛

苦，看着加拿大滿街洋婆
子夏天走路擺動上手臂兩
大塊軟肉時那副「瀟灑」
樣子，她決定入鄉隨
「肉」了，只要吃得痛
快，不再在乎體重增減，
怪不得營養專家說︰
「You are what you
eat！」人如其食，真是
江山易改，胃口難移。

「少少」減肥史

中國古代的文人是極風雅的，
每一個節氣皆可入詩，《詩經》
裏的「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大

抵是連3歲孩童都會背的，而杜甫的「白露團
甘子，清晨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入江
溪。憑几看魚樂，回鞭急鳥棲。漸知秋實
美，幽徑恐多蹊」更是為大多成年的文人雅士
所喜了。
白露這天，半文半農的本呆把園子裏的最後

一造豆角摘了，又掐了幾顆辣椒，用凍在冰箱
裏的油雞樅炒了，翻箱倒櫃找不到白茶，乾脆
開一瓶白葡萄酒來應了「白」，在秋高氣爽的
夜裏，也算是「詩酒趁年華」，過了一個略帶
詩意的節。
偶爾「詩意」，體力活還是不可少的，為了
自己的園子可以更加的美麗，又做了一些新的
調整，還沒到收穫的季節，便急急把前院荷花
缸內的蓮藕和塘泥一起挖出來，將分量減輕的
荷花缸換了位置，再把泥巴裝回缸裏，挖出的
一部分蓮藕留出一點吃的，剩下的又種了回
去。因為是自己親自動手，才第一次真正地見

識到了塘泥的烏黑和難以言喻的味道，也才第
一次真正地體會到了被古今文人偏愛的荷花是
怎樣地「出淤泥而不染」。
阿嫂來家小坐，見到我新種的鮮花和重新調

整後的花園，先是驚歎，又迫不及待地拍了許
多照片，連平日裏她比較害怕的小狗也被抱去
做了道具。阿嫂因為工作原因常常四下出差，
參加各類活動，始終走在時尚的前端，她因此
而斷言：你這花園將來肯定會成為一個網紅打
卡地。當然，對於阿嫂的話我並未當真，且不
說小區人少，為了自己生活的清淨，自然也是
不願意自己的家「紅」起來的。
有一段時間網上流傳了一句很火的話：「大

多數人嚮往的生活都在楊麗萍的宅子、李玉剛
的禪房和李子柒的後院裏。」對於普通人來
說，前兩者是陽春白雪，可望而不可及，而李
子柒的後院，卻是普通人只要想擁有，努力一
點都可以做到的，所以三者相比，李子柒雖然
更普通，看起來似乎比楊麗萍和李玉剛在網絡
上要更紅。然而紅的結果卻是多數人想不到
的，據說李子柒除了在自家後院拍視頻進行商

業運營之外，本身一直不大與外界接觸，但後
來因為得知她住處的人多了，便經常有些人上
門用無人機肆無忌憚地對她的「後院」以及她
的生活進行拍攝，無法忍受騷擾的李子柒最後
賣掉房子，搬出了那個曾經令人羨慕的「後
院」。有些人甚至為她感到遺憾，她的院子去
的人多了，就可以變成網紅打卡地，也能因此
而多增加一些收入呀。
網上的消息若是真的，李子柒棄「紅」而
去，沒把自己的家變成網紅打卡地，倒是值得
欽佩的。前些天看到朋友寫的公號文章裏提到
一位「郭老師」，為了「紅」，為了一點打
賞，在做直播時極其下流地把自己不堪入目
的身體也變成了「打卡地」，最終被平台封了
賬號，便讓我想到了院子裏那一缸烏黑的塘
泥。
白露已過，秋分將至，季節在不斷地交替，
歷史或許也在不斷重複，而我們的人生卻永遠
不會重來。如果不想在將來有所遺憾，那麼，
就力所能及地給心靈留下一小片淨土、一點點
寧靜的空間吧，哪怕是身在淤泥中。

惟願後院永遠寧靜

記得有這樣一個故事：國外某酗
酒成性的莊稼漢與妻子吵鬧，當他
看到窗台上正在開花的天竺葵時，
突然躥到窗台跟前，抓起來向窗外
扔去，天竺葵連同培育它的土壤一
起散落在屋外的雪地上。那株被拋
棄的天竺葵，花兒散亂地躺在雪地
上，酷似一滴滴鮮血在流淌。可

是，後來被妻子打掃到院子一角的天竺
葵，根鬚卻扎進了土壤中。第二年春天，
天竺葵又復活了。開始，天竺葵長出兩片
新葉，家雞正巧在那裏覓食，兩片鮮嫩的
葉子被啄食了。但天竺葵的根鬚還在，它
再次蓄足力氣，又萌發出新芽……
生命力頑強的天竺葵，即使不斷遭遇厄

運，也從未失去與生俱來的不息熱情。剪
一段天竺葵枝條插入土中，隨便你怎麼折
騰，它都能成活。對於好養活的天竺葵，
一般人家都在靠窗的陽台上擺上各色的天
竺葵，一擺一溜兒，什麼正紅、櫻桃紅，
什麼淺紫、深紫，什麼淡綠、鮮綠，什麼
嫩黃、明黃，什麼粉白、淺紅、兩色相
搭，都是一道道迷人的花苑景觀。不管晴
日艷陽還是雨雪紛紛，天竺葵花朵都令人
驚艷，總能達到蓬蓽生輝的效果。
我認為，天竺葵最好的花季，是在冬天。

夜晚，窗外大雪紛紛落下，窗台上天竺葵在
有暖氣的房子裏，依然盛開得無拘無束，
激情怒放。臨窗而立，一簇又一簇表情各
異的花，開得那般莊嚴而隆重。我家養過
一株綠花瓣的天竺葵，不管寒冬已然降
臨，總是開出一簇綠花的絨球。中午，窗外
屋簷上的冰凌柱融化，滴答滴答，嘩啦嘩
啦，彷彿帶動着綠色花瓣也在舞動。偶爾一
根冰錐掉落，整株花都要顫巍巍地動起來，
彷彿是在悲憫中有靈犀地微微點頭。
朋友家的女兒見我家的綠花天竺葵漂亮，

就央求朋友折了一枝拿去栽。孩子找來一個
小巧精緻的花盆，將天竺葵枝條栽下，放在
自己房間的書桌上。她每天精心護理，按時
澆水。半月以後，天竺葵卻快要枯萎了，葉
子耷拉着腦袋，沒有一點兒生氣。朋友看見

後，向我詢問，我讓她將天竺葵移栽在一個
更大的花盆裏，並將它放在陽台上，不要過
多澆水。半月後的一天，孩子在陽台上興奮
地大喊：「天竺葵開花了，媽媽快來看
呀！」只見綠盈盈的天竺葵花開得正艷，在
陽光的照耀下顯得奇異而神秘，全家人沉浸
在無窮的歡樂之中。天竺葵不但花兒開得漂
亮，葉子也有別具一格的美。剛長出來的葉
子，有米粒那樣大，綠中泛紅。開始舒展的
小葉子，形似正在綻放的有5個花瓣的花
朵，指甲蓋大小；沒有完全展開的葉面顏色
分三色，內圈顏色嫩綠，中間顏色暗紅，
外圍顏色鮮綠。顏色間的過渡，似水墨畫
中墨跡漫潤而成的波紋形印痕，細密有
致。葉邊線條，則似少女凹凸的裙襬，葉
片形狀酷似荷葉，葉柄把葉面分開成沒完
全合攏的圓。摸上去綿絨絨的，具有絨布
那種舒服的手感。
天竺葵不但葉色常青、花色鮮艷、形態婀

娜，而且芳香宜人，還可驅蟲防蚊，因而在
世界各地普遍栽培，不斷帶給人們恬適的溫
馨，就如天竺葵的花語：偶然相遇，幸福就
陪伴在你的身邊。天竺葵，別名洋繡球、石
臘紅、洋葵，為亞灌木或灌木植物。天竺葵
幼株為肉質草本，老株呈半木質化。天竺葵
原產於非洲南部，在1600年前後被一艘停
靠好望角的船隻帶回荷蘭萊頓植物園。
1631年，英國園藝家從巴黎購買天竺葵種
子引進本國。匈牙利這個國家，更是將多
姿多彩的天竺葵定為國花。在家庭、辦公
室、教室的窗台上，養天竺葵最合適不過
了，因它耐旱、耐寒，幾乎不生蟲。使天竺
葵長得又好又快，用適量的油渣來漚肥是很
管用的。將漚好的肥兌水後澆花，因肥力
足，天竺葵幾乎一天一個樣兒。但肥力過足
了，也會導致枯萎，千萬不要過猶不及。除
怕夏季高溫外，天竺葵在其他季節只要有光
照，就會不計條件地努力開花，實在是十分
難得的「花苑勞模」。
天竺葵精油，由花、葉蒸餾而來，是天竺

葵的精粹之體現，常被作為女性香水的中味來
使用。天竺葵精油味道略似玫瑰，常被假冒成

玫瑰香精，不過細聞之下，天竺葵帶有檸檬或
薄荷味，具有除臭、抗菌、殺毒的功效。天
竺葵精油中含有香茅醇、甲酸香茅酯、松
烯、牛兒酸、牛兒醇、松油醇、檸檬醛、薄
荷酮和多種微量礦物元素，產地以靠近馬達
加斯加島的留尼旺島為最佳，法國、摩洛哥
生產的品質也不錯。天竺葵曾被用作治療霍
亂和骨骼受傷，具有止血、利尿、收縮血管
的功效，還用於治療氣喘、皰疹、肝病、膽
結石、腎結石和肌肉酸痛等，在美容方面可
改善油性皮膚狀況，活化呈現老化的皮膚。
同時，可改善女性乳房發炎、月經不順和經
前體液滯留症狀；天竺葵還是神經系統的補
藥，可平撫焦慮、沮喪，提振情緒，減輕憂
鬱不安的心理疾病，緩解更年期問題。在泡
腳的熱水中滴入幾滴天竺葵精油，可以活血
通絡，還能達到去除腳氣腳臭的效果。
由於天竺葵能促進人體血液循環，令皮膚

由蒼白變得紅潤而有活力，用天竺葵精油熏
香器或以毛巾敷面，可刺激淋巴系統，強化
血液循環，恢復人體健康。加配天竺葵精油
的保健品，具有影響腎上腺皮質的功能，淨
化黏膜組織功能，減輕腸胃炎、喉嚨發炎
和牙齦感染時的不適感，有效殺死細菌，
治療蜂窩組織炎和腳踝浮腫，治療黃疸和
多種尿道感染症。在減肥、戒煙酒、安眠
舒眠方面，天竺葵精油也具有良好口碑。
一般而言，天竺葵靠扦插繁殖而來，因播

種見花，總不及扦插來得快；但是，用天竺
葵種子種出來的天竺葵，開花後的花朵更為
繁盛、妖嬈，富有長久的活力。畢竟扦插枝
來自中年花甚至老年花，生命的爆發力終不
及少年。天竺葵的種子，獲取於花開後結出
的小粒粒，因為天竺葵籽粒太小，很少被人
留意。種天竺葵，覆土不能太厚，要求盆土
疏鬆、滲水好，發芽溫度在15至20℃，播
種時間為春秋兩季，北方冬季室內有暖氣，
也可播種。

「花苑勞模」天竺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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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百
家家
廊廊

傅
昱

副 刊 采 風B7 ●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12021年年99月月99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1年9月9日（星期四）

2021年9月9日（星期四）

源
於
奧
運

源
於
奧
運

李漢源李漢源

方
寸
不
亂

方
寸
不
亂

方芳方芳 廖書蘭廖書蘭

書
聲
蘭
語

書
聲
蘭
語

翠
袖
乾
坤

翠
袖
乾
坤

連盈慧連盈慧

琴
台
客
聚

琴
台
客
聚

伍呆呆伍呆呆

獨
家
風
景

獨
家
風
景

呂書練呂書練

●上臂可以擺動的軟肉，俗稱
Bye Bye肉。 作者供圖

●我們要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作者供圖

●西貢村民在抗日期間擔當起一定的角
色。 作者供圖

●粉色天竺葵。（韓鳳平攝）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