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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裡，地瓜（番薯）開始育秧了。清明
之後去鄉下采風，看見幾戶人家的大棚裡正
培育着地瓜的秧苗，遂對它們好奇起來。那
露出尖頂的地瓜，周圍已被胖胖的小芽兒包
圍，估計不久也由小芽而變成茁壯的瓜秧，
先後栽進早就耕耘一新的肥沃的田壟上。
在我居住的這個城市，每到秋冬季節，總

有一種聲音從窄窄的小巷中傳出：「賣地
瓜，香甜的地瓜！」這時候，如若你在旁
邊，定會被這聲音拽得腳跟發沉，腦海浮現
出地瓜金黃綿軟的形態，誘惑着不太堅定的
味蕾。對北方人來說，地瓜的香甜無法抗
拒。不管身處何地，只要聽見烤地瓜的叫賣
聲，就會不約而同地去尋找，遠遠等候那個
一邊吆喝一邊推車而來的人。隨着車子的近
前，地瓜的香味便在身邊繞裹了。
地瓜收穫的季節，也是他們最為活躍的時

節。一個或長或短的小推車，載着一個圓形
的烤爐，幾袋紅瓤或者黃瓤的地瓜，便是他
們全部的家當。爐上十餘隻鐵屜在火焰上緊
閉，一爐爐香甜的烤地瓜便出自這些久經烤
炙卻又簡陋的筒狀工具。他們有時在鬧市，
有時也停留在遠離鬧市卻人群聚集的幽街僻
巷。每年秋天至春天，用地瓜做飯幾乎成了
我每天的習慣，它經儲存，耐加工，蒸煎烹
炸，樣樣稱絕。它像一簋稀有的美味珍饈，
一旦那抹香甜落於舌尖，之後的誘惑便再也
難以抵擋，令人無法從慾望中掙脫。

地瓜最早種植於美洲中部的墨西哥、哥倫
比亞一帶，明朝萬曆年間傳入中國，明人徐
光啟在《農政全書》中有所論及。在我國，
不同地區的人們對地瓜的稱呼不盡相同，據
說河南人稱其為紅薯，北京人叫白薯，山東
人和東北人稱為地瓜，細數下來，或許更
多。去年六月到來安，在那山嶺逶迤的土地
上，發現有一片片地瓜地，不過在這裡人們
不叫它地瓜，也不叫紅薯，而是叫山芋。山
芋栽種到地裡，風一樣拖蔓、生長，在與家
鄉不同的泥土地上爬呀爬，如同移居它鄉的
山東人，開荒種地，甘苦共嘗，繁衍生息。
真正的南方人，是不這樣廣泛種植山芋的。
任何一個國家，在飲食上都有一種偏好，

中國人也不例外。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不只
體現在各類價值觀的變化上，在對食物偏好
方面也有更多的選擇。我國地大物博，資源
豐富，不同的背景下促成了不同美味的誕
生，是它們給了我們生命的頤養，給了我們
傳承中的飲食文化。

史書記載，民國十六年間，山東屢遭災
害，加之匪禍連連，有些百姓只好懷着對故
土的深深眷戀，拖兒帶女南遷，歷盡艱辛來
到安徽省來安縣的長山村，靠勤勞戰天地，
靠堅強覓生存，他們保持着山東人的生活習
俗，在異鄉的土地上不改鄉音，搭起在故鄉
住慣了的房屋，播種着在故鄉吃慣了的莊
稼，形成了如今的「山東村」。來安的山
芋，就是山東的地瓜。
近年來，超市裡一年四季賣一種個頭很小

的地瓜，名字叫紫薯。2012年7月我去北戴
河開筆會，吃過一次紫薯，那是我第一次吃
紫薯，以前並不知有這麼個品類，眼看着紫
薯流着綿軟的甜汁，濡濡地把盆裡的飯菜染
成了紅色，甚是吃驚。據說這些紫薯都來自
秦皇島，那裡有個地瓜育秧基地，規模之大
遠近聞名。紫薯的名字聽着新鮮，自然也有
很好的口感，還有濃濃的薯香。
無論是紅薯、白薯還是紫薯，它們都在春

天育苗，夏天栽種。每年寒意未盡，農人就
開始準備培育秧苗了。先是在壘好的溫床中
育苗，把保存完好的地瓜種放進溫床，撒上
泥沙埋過瓜身，澆遍水，不久便生長出一枚
枚芽苗。它們日夜成長，逐漸整齊繁密，等
芽苗長到十幾公分高時，把它們從母本上掰
下，栽進整好的田壟裡，從此便進入地瓜的
生長期。
這個壟，我們這裡叫地瓜溝。說是溝，其

實又是起的壟。每年春天栽秧時，都要經過
田地刨平、鬆土，方能順利地起壟。在壟上
刨窩、施肥、澆水，把苗子插進去，埋窩，
這道程序叫做「淹種」。在整好的壟溝上挖
個小坑，澆水，趁泥土濕潤插上秧苗，種在
挖好的坑裡輕輕壓實，叫作「封淹」。鄉下
人有一個說法，三犁耕，四犁沖，意思是種
一溝地瓜需四犁組成。高的土層叫地瓜脊，
低的土層叫地瓜溝。
等全部淹栽完畢，過幾天再去地裡察看，

此時的瓜秧已水靈靈地昂揚挺起，比在溫床
裡還健壯結實，這說明秧苗已順利成活了。
秧苗成活後，長到七八月份會拖秧，綠油油
的秧蔓在地裡牽牽絆絆，佈滿整個壟溝，站
在地頭看去，只見地瓜的秧葉波浪般鋪展。
彷彿有一種精神，使它們努力爬行，有一股
勁頭，在拉着它們頑強生長。望着它們，你
能體會到一種稱作生命的東西。
這個時候的地瓜秧，最易生出根鬚，需要

動手把秧蔓扯起，翻一翻秧苗，不讓貼在地

面上的葉莖生出旁逸的雜鬚，以保證結出大
個的地瓜。會過日子的人家一邊翻地瓜秧，
一邊掐一筐葉莖回家，洗淨切碎，或做成小
豆沫，或醬成美味可口的地瓜秧。
醬地瓜秧，需要取鮮嫩的秧蔓，摘去葉

子，洗淨控水，切成八厘米段長裝在容器
裡，一層層撒鹽封口，醃製一周後取出，清
水透洗，擠乾水分，放陰涼通風處晾曬一
天。將醬油、花生油、清水和在一起燒開，
涼透，倒入容器，拌入味精、辣椒粉，將地
瓜秧順頭順尾地放入，第二天便可食用。醬
好的地瓜秧呈褐紅色，鮮鹹筋軟，別有一番
風味。這道鮮美的食物，現在已很少吃了，
繁忙的日常事務，使得少有為自己加工美味
的時間。以前，每到翻秧的時候，鄉下親戚
就會捎一些進城，送得多了，我把它切碎晾
乾，放進冰箱進行儲藏，誰家有三高病人，
還會與他們一起分享。
地瓜秧營養價值很高，久負盛名，據聯合

國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一份抗氧化蔬菜報
告表明，地瓜秧以富含多種於人體有益的礦
物質，而躋身十大抗氧化蔬菜前列。美國把
紅薯的葉、莖、尖加工成綠色蔬菜，並列為
「航天食品」，日本則把紅薯葉當作不可多
得的保健食品，被視為「蔬菜皇后」。

在生活艱苦的年代，有人把地瓜切成片曬
乾後儲存起來，留作一年的口糧；有人把剛
挖出來的地瓜窖在地下，等冬天煮熟再加以
鹹菜下飯。家中的老人還記得當年糧食短缺
時，人們把地瓜乾在碾上壓碎，抓幾把放進
清水大鍋裡，與豇豆同煮為地瓜粥，冬天天
寒的時候，一家人一邊以煤爐取暖，一邊圍
坐在桌邊喝得不亦樂乎。這種吃法一直延續
到現在。
在山東臨沂，地處蒙山景區的百花峪有一

些特色飯店，他們把地瓜飯當成一道吸引遊
客的美食，它是由紅豆、地瓜乾、玉米碴小
火慢熬製作而成，比當年的做法又精進了一
層。無論怎麼個吃法，地瓜都脫不了它自身
的樸拙。它們最大的美德，不僅是味道甜
美，而且還給人類帶來溫飽，帶來人間的煙
火和不可缺少的生命能量。

金庸漫畫版

抗生素要及時？
早前有女生病毒
入心，昏迷三周不

治，家人質疑院方在女兒昏迷22小
時後才處方第一次抗生素。
其實很多人不明白，抗生素不是
萬能，更有可能奪命。看報道所
說，醫院沒有開任何藥物，一直至
病人嘔得嚴重，還在化驗時，最後
才處方抗生素，結果女兒昏迷後不
治。易龍中醫在文章寫到：「最致
命的一擊是給予抗生素，並非因遲
了處方抗生素。因為這抗生素會將
病人剩下的免疫力降得更低（正如
那心臟專科醫生所說），使在心臟
的病毒更加活躍。」
誰經歷過抗生素洗禮都會知道，
抗生素很快滅了病徵，但隨之而來
是很累，整個人像渙散一樣，它打
的是病毒，也是你。而最糟是病毒
在面對抗生素時，都會慢慢適應。
袁國勇醫生近年不斷在媒體上說抗
生素的不是，他唯一跟得上美國及
世衞的警告，說明給大家聽：我們
已進入抗藥性時期，很快抗生素都
會變得沒有用，而這就是近廿年濫
用抗生素的惡果。
以上病案，中醫只能紙上談兵；
嚴重一點的病，大家都覺得只有西
醫能醫。但其實這樣的病例天天都
發生，滅病症只有兩條路：一是把
外邪迫得更深入體內，暫不發出，
病者以為康復，隨之而來是敏感症
狀或其他慢性病，西醫不會明白這

個因果；二是剎停所有免疫工作，
外邪長驅直入，引發一堆併發症，
令大家以為是病毒的錯，但其實是
治療方法之誤。
病人嘔或暈，西醫連最基本的東
西也不會做─給能量病人去排毒。
在醫院裡，面對嚴重病症，西醫是
不會貿然用藥，今次也印證的。
另，譬如兒童病房，不過39度的發
燒，盡量不會餵退燒藥，因為他們
自知發燒比任何藥都厲害。但不給
藥的同時，什麼也做不了，只能觀
察。
若是中醫的處理，不談由嘔吐開

始的感冒如何醫，首先就是保暖、
按摩、熱敷，協助病人的身體去反
擊。公立醫院只能設探病時間，在
冷氣房裡，護士和醫生也忙碌，所
謂的觀察其實照顧不了多少。
每一個病例都很難說誰能救回，

誰能醫好，但入院作為保險，作為
安全做法，這個觀念有時未必準
確。找個信得過的中醫或自然療法
師，大部分時間能為你作出對應反
應，自己學好按
摩、食療、熱敷
等概念，隨時比
用藥用得不明不
白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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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金 庸 漫 畫
版，除了近年李志

清的手筆，還有新加坡亞太圖書公
司版。
亞太圖書公司主持林利國女士，
是筆者多年的朋友，她找新加坡漫
畫家黃展鳴為《神鵰俠侶》做漫畫
作者，後來獲得金庸的青睞。
黃展鳴《神鵰俠侶》漫畫版，分

別出了星、港版。金庸還為這一漫
畫版寫了序，對黃展鳴的漫畫作品
評價頗高，直把他與早年金庸作品
的插圖者雲君相媲美──

黃展鳴先生與昔年雲君先生所繪
之楊過、小龍女皆英秀俊美，令人
傾倒，兩位畫家先後輝映，頗增
「神鵰」原作神采。
有「新加坡國寶」之稱的書法家
潘受為本書題簽，倪匡、蔡瀾、黃
霑等寫了推薦語。
談起金庸館的建立，可說是應運
而生。某次在一個酒會中，遇到當
年民政事務局曾德成局長，曾向他
表達建立金庸館的強烈願望。他表
示，他自己也有此意，只是他覺得
眼下金庸手跡、資料不多，感到為
難。我建議可以公開徵集金庸的資
料，海內外金庸粉絲大不乏人，應
無問題。這是三年前的事。
結果經過二年的籌備，特別在康
文署副署長吳志華博士、盧秀麗總
館長的努力下，金庸館終於建立
了。其間有些珍貴手跡，如《笑傲
江湖》手稿，還是我從中輾轉介紹

聯繫而取得的。曾德成「被退休」
後，仍然關心此事。金庸館開館，
他還親自赴會。
在此之前，為配合金庸館的建

立，我受到康文署、藝發局的委
託，舉辦了「我與金庸──全球華
文散文徵文獎」。徵文獎在全球二
十多個地區和國家進行，海內外共
有一百多個文化團體、傳媒負責人
共襄盛舉，稿件如雪片飛來。
這一徵文，在內地、台灣、海外

反應十分熱烈，可惜香港的傳媒，
包括香港電台、無綫電視等十分冷
待，不予報道，令人納罕。
可見香港某些傳媒只對政治話題

及與政治相關的文化話題感到熱
衷，對香港純文化十分漠視！這是
題外話。
這次獲公開徵文的首獎，是來自

台灣的失明人士李堯，他是利用供
盲人閱讀的凸字，讀畢金庸的全
集。他來香港領獎，帶了一套金庸
的《倚天屠龍記》第一本，那是他
已逝父親遺下的，是一九八七年台
灣遠流版。
他非常珍惜這個版本，要求金庸

給他簽名，我代轉達他的熱切願
望。最後金庸給他蓋了印章，他為
此欣喜若狂。
為海內外讀者所樂意收藏的金庸

相關資料，除了版本外，刊登金庸
早年作品的報章、雜誌、金庸作品
的電影海報及推廣品都是愛好者的
珍藏。 （「金庸館去來」，下）

每天要看好幾份報紙，如何選擇性閱讀？
第一，看新聞或專欄文字的標題。標題有吸引力，

便看下去，標題平平無奇，只好放棄，即使因此難免遺珠，也沒有
辦法。第二，看作者的名字。有的作者文章又長又囉唆，「聞名」
已久。見其文字，敬謝不敏，略去便是。第三，看文章的長短，也
許有的文章長得有道理。但現代人時間寶貴，長文章總令人望而生
畏。況且並不是學術論文，只是時事評論而已，何必拉得那麼長，
難免令人感到有騙稿費之嫌。
不過，當今文章不值錢，區區稿費，未必吸引到作家寫長文章。

只是有的人像說話一樣，囉囉唆唆，長長氣氣。一句話，一個意
思，總要反覆說上幾次，這是某些人的習慣。君不見有些飯局或茶
聚，如有某些一貫講話滔滔不絕的，在場便令人久而生厭，巴不得
下堂求去。我的朋友中有好幾位是「長氣袋」。每有聚會，總是爭
着發話，滔滔不絕。凡有這幾位長篇大論的朋友在場，我總會藉故
中途退席。還有的是某些大會上的發言，有的人總喜歡以領導人的
訓話自居，以至喧賓奪主，比主人的致詞還要長得多。這些人總以
為，作為「領導人」，非有一個長篇大論不可。
我生平都有多次主持會議，或作主要發言者致詞，但我總是盡量

簡短。因為我深知，長篇大論，在眾多參與者之中，認真傾聽者是
少數。簡短扼要的發言，人家更有印象。況且，有的屬禮貌式的致
詞，更不可喧賓奪主，在主人致詞之後，作「政治報告」式的發言。
各類會議上的講話，可是一門學問。有的宜短，有的可略長。但

眾多聽眾的場合，總是簡短的受到歡迎，「長氣」、「囉唆」的講
話令人搖頭嘆息。其實何苦在講話中施展催眠術，給聽眾一個不良
的印象，導致大家昏昏欲睡呢？

講話宜短

奧運金牌跳水王后
郭晶晶懷有第二胎
了。

臨盆在即，快將升做第二任爸爸
的霍啟剛日前在微博上載兒子中曦
親吻媽媽隆起的大肚、郭晶晶拖着
兒子小手的溫馨照片，背景是黃昏
時分在海邊石上，霍啟剛稱兒子會
是個好哥哥，「更開心的是中曦哥
哥，每日抱着媽媽肚子，天天等着
做哥哥，一點嫉妒之心都沒有。看
來他長大了，可以當個好哥哥了！
謝謝關心和各位的祝福。」
霍啟剛留言說收到很多朋友的祝
福和問候，他沒透露寶寶性別︰
「不管是弟弟或妹妹都一樣開心，
我們都很感恩及期盼着新生命的到
來，這趟沒第一次做爸爸那麽緊
張，始終我倆都有經驗，兒子比我
們更開心。」
據知，郭晶晶預產期在這個月，

霍家上下嚴陣以待，已聘請了五人
陪月團，並跟生第一胎時一樣，在
有「富豪醫院」之稱的養和醫院作
自然分娩。
郭晶晶日前和霍啟剛帶兒子去參
加生日派對，郭晶晶腹大如籮，腳
踏平底鞋，全程小心翼翼，大部分
時間都坐在一旁。
身在歐洲開會的準爺爺霍震霆，
接受傳媒恭賀他再做爺爺時，他笑
着連講 3次：「多謝！多謝！多

謝！」非常高興。記者試着探問郭
晶晶懷的是男是女？他稱不知道，
但不論是孫子或孫女，他都喜歡，
並透露已開始為寶寶構思中文名
字。霍震霆承認郭晶晶生產在即，
他公幹完畢，會盡快回香港，等孫
出世。
有指霍家傳統媳婦要像霍震霆與

前妻朱玲玲要生三名子女，為霍家
開枝散葉，問霍震霆是否屬實，他
說：「歡迎，但要等他們自己決
定。」郭晶晶現年才35歲，在40歲
前再生寶寶，應沒難度。
一直以來，甚為欣賞霍啟剛郭晶

晶，他們低調、樸素，甚少珠光寶
氣、滿身名牌地出席社交場合，沒
逼人氣焰，沒貼身保鑣重重包圍的
排場，不浮誇炫富，接地氣，很討
好的一對名人夫妻。

郭晶晶遵從霍家傳統生三個

之前沒有看過導演程耳的作
品。最近，香港院線排了他的

《羅曼蒂克消亡史》，去看了看，居然有點小
小的激動。
華語電影圈，好幾年沒有看到這樣有誠意的

片子了。畫面、音樂、拍攝，都考究到精美的
級別。最為奢侈的，是戲中所有角色，都講一
口糯糯的上海話。章子怡、閆妮、杜淳、鍾欣
潼、倪大紅、趙寶剛、袁泉等知名演員，用的
都是原聲。片中戲分甚重的日籍著名演員淺野
忠信，也特地練習了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唯主
演葛優說一口普通話。得益於他過往深入人心
的表演風格，整部片子看下來，沒有違和感。
影片敘事的背景，截取了上個世紀三四十年

代的上海。於是，當長衫禮帽的陸先生（葛優
飾）、瘦而冷艷的小六（章子怡飾）一出場，
我就固執地堅信，導演要講的羅曼蒂克故事，
必定以杜月笙和孟小冬的愛情為藍本。靜靜看
下去，美艷動人的電影明星吳小姐（袁泉
飾）、被迫與夫君訣別，委身有恩於她的大人
物戴先生，我更為固執地堅信，民國軍統頭號
人物戴笠，和電影明星蝴蝶的情感糾葛，被穿
插其中。再後來，中槍僥倖逃脫的黑幫馬仔
（杜淳飾），被妓女（霍思燕飾）救下並收

留。身體痊癒後的馬仔信心滿滿地對妓女說，
我掙錢養你。我立刻腦補導演其實想說，再卑
微的人，都有對羅曼蒂克愛情的嚮往和牽念。
日本入侵，上海、重慶、香港，風雨飄搖。
亂世之下，江湖幫派糾纏在家仇國恨之中，道
義始終不渝。陸先生是黑幫頭面人物，斯文儒
雅，禮儀周全。和顏悅色地吃茶之間，就吩咐
人把一個嬌媚女子戴着翡翠鐲子的玉臂，生生
砍下來裝在錦盒裡；又吩咐人錘殺了他請來喝
茶的人（趙寶剛飾），場面血腥暴力。又是一
個吃茶的場面，日本人重金利誘，希望與其合
作。民族大義當前，決不能做漢奸走狗。陸先
生輕描淡寫的一句「吃茶」，將日本人拒於千
里之外。由此招致的殺身之禍，他是僥倖逃脫
了，一家老小血流成河。
淺野忠信是全片隱匿最深的大反派。潛伏上

海多年，穿長衫，說上海話，打上海麻將，娶
了陸先生的妹妹，還生了兩個兒子，儼然一副
老上海的派頭。不動聲色在幕後，為日本侵略
中國作周密的部署。甚至他還將陸先生最愛的
小六，關押在暗室裡做他的性奴。
精明過人、在各種勢力中游刃有餘的陸先

生，竟然一直未能察覺。直至上海淪陷，南京
失守，所有人都逃往重慶了。淪為戴先生情婦

的吳小姐，在和陸先生吃粥的時候，說了這樣
一句話︰「大概不喜歡這個地方，所以就不喜
歡吃這裡的東西；喜歡上海，所以愛吃上海
菜，大概是喜歡什麼地方就喜歡吃那裡的
菜。」陸先生忽然驚覺，他那個上海腔調十足
的日本妹夫，才是他最大的仇人和敵人。因
為出事之前，他一直在上海開日本菜館。為了
復仇，陸先生一路輾轉，在抗戰結束時趕到呂
宋島，讓小六當着渡部的面，擊斃了他的大兒
子。雖然，渡部的大兒子也是陸先生的外甥。
愛憎分明有仇必報的真實人性，毫不遮掩。
整部電影，時間秩序交織回環，情節推進倒

敘插敘，畫面構成長短鏡頭輪番上陣。看電影
的人，稍微不專注，後面的疑團就難以開解。
初初看完，覺得導演必定是姜文的鐵粉。再細
細回味，王家衛的浪漫光影，亦不斷閃爍其
中。儘管這部戲在內地公映時，票房剛剛過
億。跟那些動輒幾億、十幾億的片子比起來，
稱得上是慘淡。不過，片子呈現出的飽滿畫面
複雜情緒，卻值得反覆咀嚼。因為博採眾長的
燒腦電影，需要熱衷邊欣賞電影邊腦洞大開腦
補情節的觀眾。
只是片名叫做《羅曼蒂克消亡史》，又有誰

能見到羅曼蒂克真正消亡呢？

羅曼蒂克不會消亡

地瓜情結

四月份可以說是
讓天命憂心忡忡的

時間，在這個月份，有許多步步逼
近的預言，讓人難以放心。
閣下若有購買天命的運程書，在
「世界天運」一章，定會發現在今
年堪稱「地球癌」的運程中，四月
尤其堪憂。
在「末路狂徒挑事端」這一段，
我曾預測到「各國面對的『仇敵』
將會是誰？」、「卦象顯示，愈是山
窮水盡、望尋覓出路的人，愈容易
孤注一擲、瘋狂反撲……或者某些
瘋狂的領導人，他們會蠢蠢欲動，
拒絕合作，甚至誓要挑起事端。尤
其要留意辰月（新曆4月到5月初左
右），會是口舌之爭的月份，也許
就是有人發表喪心病狂的言論，想
要挑起事端。」
聰明的讀者，大概已經發現，這
兒所指的蠢蠢欲動的領導人是誰了
吧？很不幸的是，現實似乎恰恰被
天命言中，正在逐步應驗。目前正
值天命所說的辰月（新曆4月到5月初
左右）之間，國際局勢風雲變幻，

幾乎每天睡醒都會看到牽動人心的
新聞或傳聞︰美國轟炸敘利亞；朝
鮮的核試爆迫在眉睫；美國總統特
朗普也安排了艦隊，隨時把導彈瞄
準別的國家……若朝鮮真的製造更
多事端，美國當然會給予反擊。最
後會不會因此引爆新一輪的軍事對
抗？截至我正在寫字的這一刻，暫
時還未百分之百肯定。
但至少，「口舌之爭」和「挑起
事端」等等事件，已經逐一應驗，
戰火也有愈燒愈旺的趨勢。其它更
加令人恐懼的預言，也會步步逼近
嗎？當初的卦象，顯示了怎樣的景
象呢？四月這個「太陽月」，代表
與火有關的意象（即也可以指炮
彈、軍火等等），再加上象徵爭執
的「朱雀」位，正如火星撞地球一
般，既動口又動手！如此火爆，怎
麼不令人擔憂？
請別誤會，此刻的天命並不是想

「拋書包」證明自己的預言準確。
事實上，我更希望事實與我的預言
背道而馳，希望世界和平，沒有人
需要生活在戰火的恐懼當中！

步步逼近的預言
彥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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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營養
價值高，可
通便秘。

網上圖片

■霍啟剛日前在微博上載兒
子中曦親吻媽媽隆起的大肚
照，好溫馨。

■抗生素不是萬
能，更有可能奪
命。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