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第一次合作

《香港游弋白石蝦——畫蝦高手葉永潤》
幾乎中國人都知道，
上世紀的藝術大師齊白
石老人畫蝦無人能出其

右。蝦是齊白石代表性的藝術符號之
一。他筆下的蝦可謂栩栩如生，妙趣橫
生，堪稱一絕。
齊白石能用極其簡練的筆墨，寥寥
幾筆便將蝦富有彈力而又透明的身體
和水中游弋的神態畫出，更無需畫水
也能將蝦在水中騰挪擺動的勢態表現
出來，白石老人畫蝦的水墨技巧已達
天花板高度。
白石老人身後，望其項背者眾，但
得其精髓，畫蝦能達至形神兼備者無
多！近日，我的朋友——書畫家葉永
潤先生送我一幅蝦圖，卻令我眼前一
亮！他筆墨精到，所畫的
蝦姿態各異，躍然紙上，
恍如白石重出江湖！
據說葉永潤畫蝦已有60
多年了，他少年時喜好塗
鴉，自從見到齊白石畫的
蝦，就迷上了。他閱畫
刊，觀畫展，看真蝦，加
上他跟大師吳子復先生學
書法有深厚的書法功底，
手摹心追，畫蝦的功力已
爐火純青。他畫的蝦無論
寥寥兩三隻或上百成群無
不生蹦活跳，欲游紙上。
現在，他畫的蝦不但被很
多人看作送禮佳品，更被

多家藝術博物館收藏。他的蝦已遠渡東
南亞、日本、加拿大、美國。美國紅木
市市長朱健文和三藩市市長皆收藏了他
的佳作，還戲稱他為「香港蝦王」。
5年前，永潤先生赴美旅遊，三藩市

的「中美文化交流協會」得知消息後組
織幾個詩社在新香港大酒樓為其接風，
並別開生面組織了一個兩地「蝦王
會」，請兩地蝦王同場獻技。遺憾當地
蝦王缺席，任由他一人盡情揮毫潑墨，
圍觀的幾十人頻頻喝彩。
幾位詩人還當場賦詩為記，年近九

十的著名老詩人黃新撰︰
雨滌長天年幕開，一樓喜氣聚英

才。揮毫即席龍蛇舞，何幸名家萬里
來。

詩人張家修即和一首︰
猶如情竇正初開，暗戀花

城大秀才。願與蝦王常作
伴，何時盼得再重來？
詩人鄧治也賦詩一首︰
昨日蝦王訪金山，我地蝦

王走不來，有朝一日蝦王
會，百花爭艷秀奇才。
老詩人白帝洪也贈詩一

首︰
金山詩藝會門開，天地交

柯迓俊才，難得大師驅翰
墨，龍蛇飛舞送蝦來。
一眾文人多有讚譽，葉永
潤所畫的蝦動人之處，可見
一斑！

1976年1月8日，我們
尊敬的周恩來總理與世
長辭……還記得那一
年，我仍在上中學，回

到家裏看見母親哭得眼睛紅腫，自從那
天起，周總理的名字給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後來，母親又跟我講述許多有關毛
主席、周總理等第一代領導人的革命事
跡，讓我非常敬佩！
自小在香港土生土長，就讀於教會
學校，我們上中國歷史課的近代史，唸
到《鴉片戰爭》就停頓下來，感恩母親
在家對我循循善誘兼「口述歷史」，否
則，我對國家民族的近代史肯定一片空
白。餘閒時，母親除帶我觀賞當時甚流
行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台灣愛情文藝片，
也帶我去南華戲院（當年專放內地電
影）看《淮海戰役》等史實片，每見到
周總理的出現，便肅然起敬！
後來有機會往內地演出和訪問，認
識到不同領域、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
友人，均對周總理讚賞有加，念念不
忘，正如習近平主席曾說：「周恩來，
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
當我們提起這個名字就感到很溫暖、很
自豪……」及至2002年，在北京的一
個聚會，張堅大哥（張愛萍上將的
兒子）邀請了周秉德大姐（周總理
的侄女）出席，當時周大姐剛出版
了《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當晚
還送我們每人一本，周大姐的親切
隨和，使大家一見如故。回到酒
店，我急不及待看得津津有味——
書中情節真摯動人，亦帶出不少生

平逸事……心想如果能出「繁體字」
版，讓港澳同胞及海外華人也可賞讀，
學習偉人風範，這就太好了。我向周大
姐提出建議，她隨即爽朗答允——自
始開啟了我們的第一次合作。
2006年1月8日，周大姐邀請我一起

出席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舉行的《紀念
周總理逝世30周年音樂晚會》，當晚
參演的國家一級藝術家橫跨老中青三
代，有歌唱、朗誦、戲劇等，人人對周
總理流露敬重不捨之情，演出賺人熱
淚，台下的我們看得激動澎湃……久
久未能平復！作為演藝文化界的一分
子，我多麽渴想有一天，也能製作一個
紀念周總理的音樂會、拍攝一部周總理
的紀實片——於是，我又向周大姐提
出我的想法，難得她不但愉快答應，更
首肯擔任有關音樂會和紀實片的顧問，
給予我們寶貴意見！
2014年，由周大姐出任顧問、我監製

和主持的周總理紀實片《感恩東來愛
香江》正式在港首播。2022年，為紀念
周總理逝世46年，紀實片將分為6集在
YouTube 的「超藝理想頻道」播映，
剛上線的第2集，講述周總理年輕時在
天津南開求學的日子…… （待續）

早陣子「香港最強綠葉
王」李國麟被封為「最慘
帶貨明星」，他在內地聞
言立即哈哈大笑，「好

呀，我可以澄清一下，其實我總共做了
4場直播，第一場7月在杭州，營業額8
萬多，流量59萬7千人次、第二場營業
額38萬多，流量120萬人次，每次不足
兩小時，未幾被抖音公司評為『劣質帶
貨藝人』，因為團隊的善後服務非常
差，送給粉絲的禮物遲遲沒有寄出，而
成功賣貨38萬結果退貨31萬……於是
粉絲變成黑粉，我好失望，決定不再合
作，否則我完蛋了……」
「最後兩場由經理人公司主導，一次

兩小時，一次4小時，可惜已被評為劣
質帶貨藝人，營業額跌到7萬，流量也
只有17萬多。自去年11月28日最後一
場已暫時停一停，我繼續登台、拍
劇……不過，此事在內地反彈到不得
了，他們以為那是一種套路去做宣傳，
好多貨主不停要我替他們帶貨。經一事
長一智，我以後選貨更要嚴謹！實在我
怎會做8個小時？那次做4小時我已筋
疲力竭，之後躺平足15分鐘，猛叫人不
要跟我說話！其實如果我真的8小時做
200元生意，也要檢討為何會翻車？失
敗在什麼地方？坦白我對帶貨沒有太大
興趣，我的興趣在演戲。」
國麟哥入行46年，對這些不實傳聞已

到了百毒不侵的境界，自去年4月北上工
作，已留內地足足10
個月，「我好想家，
現在我和無綫簽一年
一套劇，因為趁自己
行得走得，盡量去較
大的市場發展，多賺
一點，讓家人將來過
得舒服一點。個女19
歲了，上月中剛去了
英國讀Drama，不能
親吻到她了……還記
得2017年7月我們一

團人慶祝囡囡15歲生日，那張嘴對嘴的
照相，被網民指我這樣錫女不適宜，其
實當時只是開心分享，他們的心態太負
能量，是否接受不打緊，我抱着女兒就
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時刻！日後我90歲個
女50歲我都會繼續錫她。阿爸教落，不
知他日女兒嫁得好不好，萬一嫁得不
好，起碼都享受過父愛呀！」
國麟哥年輕時曾經迷失在花花世界，

現在他非常踏實，在內地工作也給予太
太強烈的安全感，「她了解我，對我有
信心，做這一行當然要有桃花，桃花是
人緣，但不要成為桃花劫！在內地年輕
貌美又身材好投懷送抱的一定有，但我
不會這樣做，因為行錯一步，一步便
夠，成個家就會散了，我不會犯這些低
級的錯誤！我感激太太年紀很大也為我
生了個囡囡，我當年40多歲可以做爺
爺，我不會理，因為我已經樂在其中。
她選修戲劇，將來會成星二代？這並不
重要，最重要喜歡這一行，內心要保持
這一團火，走紅不要驕傲，若10套戲9
套麻麻，但有一套跑出已經要好好把
握！藝人在這行就像買六合彩，莫欺少
年窮，總之學戲先學做人。」
國麟哥敬業態度人所皆知，他不帶劇

本到片場，甚至連對手的台詞也可唸出
來，「我很高興找到這一份不用退休的工
作，有人笑我是從未當主角，我覺得這些
人想法不夠全面……就好像當警察不一定
要做一哥；做餐廳不一定要做老闆，每

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崗位，緊守
崗位，做好自己本分已經足夠！」
國麟哥最後在我的電台節目

「舊日的足跡」點唱，本來要點
《明天會更好》給香港市民祝身
體健康，早日戰勝疫情自由通
關，結果他還是送了國歌《義勇
軍進行曲》，「我送給每一位香
港人，是否同意不重要，我覺得
愛國是對的！」
多謝國麟哥，期望早日回家享

天倫，下一回帶貨破紀錄！

李國麟入行46年百毒不侵
近日，社會出現三大公關危機，主角

各有不同。首先，是香港保護兒童會
「童樂居」涉嫌有職員虐兒被捕；然後
是國泰航空有機組人員違反居家隔離

令，外出導致新冠變種病毒Omicron在社區傳播；最
後是面對疫情來襲期間，竟有眾多高官議員出席生日
宴會，更由於來賓中有人士後確診，與會者有人須往
竹篙灣隔離21日。
去年12月下旬，政府仍在為本地個案清零、通關

在即而作出相關安排時，卻突然傳出因有國泰航空機
組人員違反居家隔離規定，外出用膳與聚會，導致新
冠變種病毒在社區出現群組爆發，更有源頭不明感染
個案。政府終於在1月5日頒布收緊限聚令、關閉相
關處所及再禁晚市堂食14天等措施，望能遏止疫情
進一步蔓延。
事緣國泰原來一直為規避機組人員工作21日後須

在酒店隔離24天的防疫措施，而採取「客機去、貨
機返」的做法，令原本應屬客機機組人員者，回港時
變成貨機機組人員，抵港後只須直接歸家作醫學監察
及定時檢測，從而豁免酒店檢疫；此舉卻為感染力非
常強的Omicron病毒，打開了香港的防疫缺口。國泰
的做法固然有問題，但對機組人員是否自律欠缺監
察，亦顯然是管理有漏洞，對香港再爆新一波疫情可
謂責無旁貸。特首在12月31日召見國泰主席與行政
總裁，責成要求負上企業與領導責任，須作全面調查
並向政府提交報告，以及在內部採取適當懲處等。而
國泰亦於同日發表聲明，指有關人士行為令人極度失
望，並就違規個案所引致之不便摯誠道歉，表示日後
將與政府緊密合作云云。
國泰的危機管理雖已「交足功課」，但相信議員及

社會輿論，將繼續對其口誅筆伐。然而，由於生日宴
會公關危機出現，令傳媒及社會大眾轉移了視線。
其實宴會在1月3日舉行，當時政府並未有收緊限

聚令的計劃，宴會亦有遵從防疫指引，出現感染個案
實屬不幸；但只因有眾多高官議員出席，網上不斷有
人轉發出席名單，並有宴會照片流出，特首更坦言對
出席官員失望，令吸睛程度遠蓋其他新聞。國泰的危
機雖然未解，但卻能適時減輕所受輿論壓力；喘息之
餘，亦能有更多時間準備應對及構思解決方案。
香港保護兒童會卻未能「受惠」，該會繼有6名職
員涉及虐兒後，經警方調查，近日再有8名職員涉案
被捕，壞新聞接二連三，只會繼續深化機構的不良形
象，不利危機管理。

視線轉移助紓危機壓力

疫情嚴峻，措施收
緊，黃昏6時後食肆禁堂
食14天，晚上要乖乖留

在家食住家飯，幸好有多套新劇開播，
不愁沒節目。
昨晚首播的新劇《鐵拳英雄》，演
員有陳展鵬、唐詩詠、陳山聰、姚子羚
和伍允龍等，是套懷舊動作溫情懸疑武
打劇，以1940年代泰國唐人街做背
景，當時華人被欺壓，眾人如何團結反
抗、守護家園的熱血故事，拍得很有電
影感。陳展鵬憑《逆天奇案》角逐視帝
落敗，粉絲勁失望。陳展鵬在《鐵拳英
雄》中落力地打打打，說不定會為他奪
得2022年視帝。
正在播《異搜店》已進入大結局
篇，一直有追看，靈異片永遠有市場，
劇情鋪排的懸疑氣氛吸引，何廣沛帶觀
眾拆解重重謎團，今個星期輪到拆解他
爸爸如何去世之謎。何廣沛為演好有靈
異能力的阿信「犧牲色相」，造型面青
口唇白，入型入格。港姐冠軍陳曉華首
次擔正做女主角，演齡雖淺，但能交足
戲，有潛質成為花旦，相信很快會聽到
她在領獎台說︰「多謝珍姐！多謝樂小
姐！」逢星期日晚播的《青春本我》，
是聲夢學員可持續發展的基地，由青春
無敵的聲夢學員帶出年輕人面對家庭、
感情、友情等煩惱，以及欺凌、抑鬱及
怪獸家長等社會話題，讓觀眾更了解新
一代的想法，關注他們的精神健康。
劇集給聲夢學員發揮及磨練演技、

歌藝和舞藝的機會，加深觀眾對他們的
印象，例如詹天文（Windy）在劇中表
演她的女高音造詣，技驚四座，成功入
屋。此外，myTV Gold 有兩齣新劇登
場：《也平凡》和《家族榮耀》。兩劇
同樣演員陣容鼎盛。
動作犯罪懸疑劇《也平凡》，故事
環繞破局和抉擇。鄭愷飾演一名觸覺敏
銳的幹探，家境富裕，富爸張國立和哥
哥林峯竟是連環殺人案的兇手，並翻出
27年前的舊案，牽涉到黑幫聖物「聖
杯」中的秘密，關係千絲萬縷，劇情峰
迴路轉，張力十足。
家族爭鬥劇《家族榮耀》靚人靚

衫，被譽為時裝版《宮心計》，在內地
網劇播放指數連日佔第一位。楊茜堯
（楊怡）和久違的李彩華飾演一對選美
出身的姐妹花，熊黛林一反柔弱形象，
演勢利大嫂。郭政鴻、黃浩然、羅子溢
（羅仲謙）飾演富甲一方馬氏家族三兄
弟，張智霖飾他們堂兄弟，處心積慮，
與李彩華有共同目的，就是向馬家報
復。一場轟動全城的「世紀婚禮」拉開
序幕，選美姐妹花嫁馬氏兩兄弟，豪門
婚禮，華衣美服，場面鋪張，馬家大宅
要幾豪有幾豪。婚禮剛完，廉政公署突
然上門，馬家三兄弟涉嫌行賄被捕，馬
氏家族深藏的秘密與恩怨糾葛、妯娌間
勾心鬥角，兄弟不和，爭產，豪門大戰
一觸即發，百年家族的榮耀保得住嗎？
大家齊心抗疫，減少共聚，守住健
康，在家最佳節目：煲劇。

宅在家抗疫連煲5劇集

予人玫瑰，手留餘香。這句
話在讀書年代，老師就經常和
我們說，那時候會認為老師是

鼓勵我們多些去幫助別人。同學們為了得到
老師的表揚，經常也會這麼做，但是做善事
僅僅是為了獲取老師的表揚，並不真正懂得
行善的意義，更不知道「手留餘香」又是怎
樣的一種體驗和境界。如今走過這麼多年的
風風雨雨，見過不同階段的風景，才知道善
是人性中多麼寶貴的一種精神。
每個人心中都會有一顆善的種子，但是也

很容易會被我們埋沒。在物慾橫流的年代，
很多人都只會想着自己想要得到什麼，卻常
常忽略了去想想別人想要什麼。我們雖然心
中也有善，但是在生活中習慣了去獲取，那
一份善意就像是微弱的火光，也會被生活的
淒風冷雨所澆滅。其實我們也許對善的理解

有所偏頗，一說到善，我們就會想到該犧牲
自己去為別人做一些事情，為別人帶來一些
貢獻，這麼想就覺得自己是吃虧的。所以很
多時候我們都不願意去行善，主要是為了維
護自己的利益。但是人生更加開闊的一種境
界，那就是雖然我們是在為別人做事情，其
實這種福氣卻是為我們自己增加了。難道不
是這樣嗎？
如果去做一件善事，我們的心情是一種悲

憫的情懷，和之前的我們相比，這個時刻的
心境是更加開闊，因為我們不僅僅想到自
己，還能夠想到別人，想到萬事萬物。所以
願意付出一點代價，會為別人帶來一份微弱
的力量，願意伸手去幫助別人，心靈就會為
他祝福。一顆心靈為別人祝福的時候，那是
最美好的，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當
我們發現真的能夠去幫助別人的時候，心中

會有一份成就感，覺得自己做了正確的事
情，心情是踏實的。
在這裏也許有些人說，我自己都過得不好

了，還怎麼能夠幫助別人呢？但是在我所認
識的朋友當中，有一些年輕人，他們正在辛
辛苦苦地為自己事業而奮鬥，正處於創業的
初期，但是他們也會盡自己所能去做一些公
益，這些年輕人是我非常欣賞的，覺得他們
終究有一天能夠取得很大的成就。因為善意
充滿了他們的心靈，他們的目光看得更加遼
闊，內心風景更加明亮。同時他們在行善的
過程中，其實也是在收穫了很多珍貴的東
西，如果說看得見的，那就是寶貴的人脈關
係，如果說看不見的也就是在精神上，當善
意傳播，一個人的格局和福氣就會慢慢增
加，如果年輕人就能夠有這份可貴的情懷，
那麼他的前途肯定是光明的。

讓善意散播

農家臘酒
只有米酒如影隨形伴同故鄉從

臘月一路走到正月。這種紅熱的漿
液環繞着青石鋪就板的街頭巷陌，
犒賞過起起落落的鋤頭，滋養了清
亮透明的歌謠，絲絲入扣地描畫鄉
間風景、過往情事。

客家人無酒不成席，他們帶着北方來客
的豪爽、南方土著的多情，想方設法讓你
多吃菜多喝酒。菜是地道客家菜，應時而
做，口齒留香。酒多是自家釀就的米酒，
地地道道的家醅，「包住了醉」，宛如低
頭含羞的客家妹子，於香醇中讓你不知不
覺沉醉。「謝公樓上好醇酒，二百青蚨買
一斗。紅泥乍擘綠蟻浮，玉碗才傾黃蜜
剖。」張九齡《題謝公樓》一詩寫不盡米
酒的風華絕代。
冬日裏閒下來，寒風一起，客家人便忙

忙到集上精心挑好酒缸酒甕，灌滿清水泡
幾天，觀察會不會滲漏。萬無一失了，開
始洗刷飯甑笸籮腳盆，備好酒麴，打聽得
第二天日腳不錯，準備蒸酒了。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婦娘們早早用笸籮
淘洗好糯米，鍋裏的水歡快地翻騰，架上
飯甑，倒入糯米，蓋上木蓋，加緊添柴
火，火焰歡快地舔着鍋底。漸漸地，糯米
的馨香與原木的清香交纏着挑逗味蕾，打
開木蓋，霧氣朦朧，糯米飯瑩白如珠。
趁熱盛起幾碗「酒飯」，邊哈氣邊用手
抓，愈握愈緊，團成鵝蛋大小最能解饞：
白嘴吃，慢慢嚼，自有一股子甜香；蘸
糖，或配酸菜，也別有風味。一年到頭難
得蒸酒，總會讓孩子端幾碗酒飯分送左鄰
右舍。客家人最懂分享之道，哪怕做幾塊
粄子，也絕不會關起門來獨吃。
吃畢酒飯，平添了許多氣力，一撐腰便

把百十斤重盛滿酒飯的飯甑抬出。早把

「口」字形木架放置在腳盆裏，挑好清泉
水，飯甑放在木架上，用瓢輕輕澆淋，感覺
不燙時，將酒麴撒入，用手拌勻。溫度幾
何，全憑自家手勢掌握，太燙則黴菌易死，
太涼就難以發酵。客家婦娘都有雙紅活圓
實的手，似乎天生知道其中關竅。攪拌均
勻，便將只微熱的酒飯扒拉到酒缸裏，用
手仔細拍打平整，中間挖出個圓窩，何時出
酒，酒色酒味如何，即可一目了然。母親指
揮把酒缸抬到堂屋鋪陳好的稻草窩裏，靠
在東牆邊，酒飯上絮上薄棉被，再蓋上簸
箕，上面還壓把柴刀，告誡我們不許亂
動，也不許亂說話，很隆重，很鄭重。
一天，兩天，堂屋的空氣變得甜絲絲

的，好似糖蔗榨汁的甜蜜。孩子貪婪地翕
動鼻翼湊上前去，似乎有簷下化雪時的窸
窣聲，還是花開時欣喜的劈啪聲，幾不可
聞。到第三天早上，母親淨手，焚香，口
裏喃喃唸着古老的禱詞，虔誠的臉上帶着
未知的期許，揭起棉被，但見酒飯已變成
微黃，與金黃的酒漿纏綿相擁，甜香訇然
而來。這便是上好的酒娘了！連糟帶酒挖
出一碗，一口下去，彷彿喉嚨被厚重的甜
給堵住了，非得慢慢啜飲才消受得了。酒
娘的酒精度並不高，也被稱為「妹子
酒」，太過清甜，適合婦娘和孩子喝。
一般選在冬至日添酒的。挑好山泉水，

加入酒甕中，再蒙上草紙，蓋上甕蓋。酒
甕裏的酒娘與泉水進行秘不可知的交換，
加上時間的推波助瀾，直出落得醇香醉
人，酒精度陡然提高不少，這才是真正的
米酒了。如果還嫌度數不夠，也可直接用
白酒添酒。這種米酒極具欺騙性，喝起來
只覺老辣，醉出來可比白酒更「上頭」。
用紗布濾去酒糟，裝滿老式錫壺，柴火
熊熊的大灶上，前鍋炆燒大塊，後鍋水

滾，坐入錫壺，直燉得滾燙方才上桌。這
些玉液瓊漿，潤濕焦渴的心田，你生命最
初的畫卷在微醺中漸次打開——你還在母
親子宮裏處於混沌時，時時品嚐用酒娘作
料的客家菜餚；你還在襁褓中和母親同
「坐月子」時，紅糖薑蛋、汆豬肝、煎鯽
魚，幾乎所有的湯水都會倒入酒娘，隨母
親的乳汁汩汩而來。滿月周歲，結婚做
壽，米酒銘刻着客家人所有的紅白喜事。
日子有酸甜苦辣，心情有悲歡離合，再平
凡的日子，幾杯米酒滾燙下肚，無問東
西，無論悲喜，簪上一朵笑之花。
當我在字典裏邂逅「潽」這個字時，閃

電般的顫慄霎時傳遍全身，心裏有無數水
泡噗噗冒出，充盈又美好。在老家三洲，一
進入臘月，鄉民們就會把風車旁的癟穀用
畚箕運回，選出最好的一甕酒抬到門前坪
角，用磚圍成個圈，倒入癟穀，壓實，點
火。火光似明似滅，慢慢燃燒，逐漸加熱，
整個村莊暗香浮動。酒甕內外，兩種不同形
態的糧食在熱情的默契裏彼此召喚，最終完
美地融合。米酒經過沸騰、蒸餾、揮發，脫
胎換骨的蛻變，水透瑩潤，順滑渾厚，專用
以款待、饋贈貴客，品嚐一次，終生難忘。
隨便你哪天來客家小村，都浸泡在醇香

的米酒中，醉醺醺活潑潑的。男人家泡好
茶坐下閒話，不多會兒，婦娘們就熱氣騰
騰地端出飯菜招呼吃飯，鹽酒雞豆腐丸芋
子餃燒大塊，色彩鮮艷香味誘人。母親燒
的菜也為人稱道，每年此時她煮完一桌菜
後，用圍裙擦乾油膩圓實的手出來陪坐。
大家誇讚她煮得好吃，她謙虛地一一敬
酒，臉色微紅，酒意成了春意。邊吃邊
聊，臉紅話長，濃濃情意沿着眉間眼角的
皺紋緩緩流淌，窗外布穀鳥啁啾一聲，繁
花似錦的春便降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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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伸能屈萬里
行》葉永潤畫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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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片《感恩東來愛香江》。作者供圖

◆李國麟慘被封為「最慘
帶貨明星」！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