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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建的一個QQ群，不知何時多了個新
成員：小Q，圖靈機器人。「無聊的時候，
你可以與他聊聊，蠻有意思。」我有些發
笑，簡單聊了幾句，沒想到小Q「對答如
流」。互聯網時代，無所不能，連陪伴與聊
天都可以由機器人代替。由此，我不禁回想
起小時候，大院裡的童年時光，以及時光深
處的美好記憶，感慨良多，那些時光，細細
連綴，就是一部神奇的魔法書。
我生在某高校家屬大院，也在這裡長大，

每個角落裡都有我和小夥伴的足跡。那個年
代，物質相對匱乏，也沒有很多玩具，每到
夏天，吃過晚飯，樓下便熱鬧起來。帶上水
壺，換上球鞋，然後「呼朋喚友」，一個喊
另一個，另一個再引出一個，不一會兒，大
隊人馬就整裝待發了。跳房子，電燈泡，抓
小偷……遊戲一旦開始，瞬間點燃大家的熱
情，你追我藏，你躲我跑，我們滿頭大汗，
跑得上氣不接下氣。趁休息空當，從地上摸
起水壺，仰起脖子「咕咚咕咚」，顧不上擦
汗，很快歸隊，生怕被孤立。

夜幕緩緩垂下，昏暗的路燈投下長長的影
子，映着我們躍動的身影。遊戲就像一個
箍，把我們吸附住，讓身上充滿魔法力。有
些時候，也會發生衝突，誰誰輸了，覺得不
公平，沒說幾句就委屈抹淚，抑或是，誰誰
摔倒受傷了，蹲在地上嚎啕大哭，然後，大
隊人馬立刻沸騰起來，吵吵嚷嚷，一片喧
囂。此時，會驚動大人出面調解，「你是大
姐姐，該讓着妹妹」，遇見大嗓門的家長，
兩句話便擺平，小夥伴很快破涕為笑，跟着
隊伍瘋跑起來。跑累了，玩夠了，路燈下
面，我們依次坐在地上，有說有笑，腦洞大
開，有個小夥伴是講鬼故事的高手，每次都
聽得意猶未盡，待天色如墨，星星招手，大
人出來找孩子，「該回家了，明天再玩
兒！」我們才慢慢騰騰地離開，回家洗澡，
身上蚊子叮咬的紅點，臉上汗漬塗抹的印
痕，記錄着一晚上的「戰績。」

到了暑假時間，三伏天，最熱的時候，大
人基本不讓我們去操場上玩兒，筒子樓便成
為我們的「根據地。」我沒有午休的習慣，
吃過午飯就在樓道裡開闢一方天地。搬桌
子、找凳子，掛黑板，我找來紅靜，她當學

生，我是老師，模擬上課場景，過一把當老
師的癮。哪個孩子的童年裡沒有過這樣天真
可笑的舉動呢？當老師，當售貨員，當公交
車賣票員，在模仿的過程中，收穫一份滿
足。中午時間，樓道裡靜得出奇，我一個人
時也會去串門，去找敏敏看影視劇，我們樓
頂有個「大鍋底」，家中電視可看鳳凰衛視，
屏幕上佈滿雪花，且信號極不穩定，過一會
兒就要站起來用手動動天線，對我們來說，
一起看電視，吃冰鎮西瓜，很是暢懷。沒人
的時候，我常常溜進公共水室，將手伸進自
家水盆裡，涼沁沁的，然後，踮着腳尖、努
着勁兒把西瓜搬起來，將水倒掉，接盆新
的，覺得這樣冰得更涼。如果聽見鄰居的腳
步聲，我就嗖地跑出來，很好玩的樣子。
下雨天，我們也不寂寞。穿上雨鞋，拿着

花傘，我們不約而同集合在單元門口，像出
征的戰士。雨勢漸小，就蜂擁出動，樓前面
有一溜儲藏室，屋簷下能找到很多小蝸牛，
牆角處會有知了出沒，這些都是我們的秘
密。口袋裡裝着大人給的零花錢，幾個箭步
跑出去，就從門口商亭那裡換來一支雪糕，
一邊大口吃着雪糕，一邊瞪起眼睛「偵查」，
留下的冰糕棍成為逮知了的工具。有人發現知
了的行蹤，緊接着一陣轟然圍觀，見證他怎
麼成功捕獲，一兩隻知了猴，就足以使我們
無比驕傲，回家變成舌尖上的美味。

時光魔法書中，記載的不都是美好，也伴
有憂傷。宸與我同班，兩家樓上樓下是鄰
居，她也是我最好的好朋友，平日裡形影不
離，放學後一起寫作業、做遊戲，我倆的成
績在班上名列前茅，不是她第一，就是我第
一。有一次，她生病發燒沒去上課，放學後
我直奔她家，送去作業本，並把語文課本留
給她，讓她參照劃重點，書上有我的雋秀筆
記。沒想到，第二天她還回課本後，一翻書
頁，我立馬驚住了，書裡被用鋼筆劃得亂七
八糟，還公然寫着我的好多壞話，強忍着淚
水，等放學後我去找宸，當面質問她怎麼回
事，她一副很無辜的樣子，直說不知情。我
忘記自己是怎麼挪着腳步回到家的，我想不
通她為什麼能做出這樣傷人的事情？從此，
我與她的世界多了一道裂痕，不可彌補。
升入中學後，她本來轉到別的學校，後來

陰差陽錯，我倆又是同班，上學路上，我總
是選擇另一條路，只為不想見到她。這件事
我一直耿耿於懷，多年後在大院裡遇見，也
是低頭而過。直到而立之年，在同學微信群
裡重逢，那是被嫉妒摧毀的友誼，需要用一
生縫補，這也是生命的功課。
比利時作家弗朗茲·海倫斯說過：「人的

童年提出了他整個一生的問題，但要找到問
題的答案，卻需要等到成年。」愈成長愈孤
單，如今，大院已經老去，小夥伴各奔東
西，美好的時光一去不復返，可是，那些隱
藏在歲月褶皺中的童年往事，經常不自覺的
長了腿腳，跌跌撞撞跑出來，衝撞在心頭，
蔓延出無盡的況味。那個時候，我們過「六
一」，都會去對過學校的大禮堂表演節目，
統一校服、黑皮鞋，胸前的紅領巾見證着我
們的純真，學校發的小零食和大雪糕就是節
日禮物，還沒來得及吃雪糕就化成水，藍色
裙子變成大花臉，回家少不了被家長數落。
最得意的是，上午演完節目，下午放半天
假，大院裡就像過節一樣，比太陽還要熱烈
的是我們的歡笑聲。那個時候，我們也打
仗，愛翻臉，但第二天就會和好如初，幾張
貼畫、一包小浣熊乾脆麵，甚至利用一天時
間動手做的手工，就能成為友誼的堅實紐
帶。那個時候，我們也喜歡惡作劇，也有很
多小煩惱，但慶幸的是沒有補習班、興趣班
的捆綁，成長中多了些自在和快活。
就在近日，我進校園給孩子們講課，心理

遊戲環節中，生命中最重要的五樣是什麼，
有個女孩的答案令我記憶深刻：「我弟弟，
我父母，親情，捏麵人的麵，分數」，她的
父母要了二胎，是個男孩。她說，自己去國
外遊學一年，最想念的就是弟弟，弟弟調
皮，但他是自己的親人。她想有個好成績，
考個好學校，有個好的未來。她的分享使我
陷入長久的思考，當分數侵佔童年，對孩子
來說，這究竟是幸運還是不幸呢？有一點毋
庸置疑，背負分數的小蝸牛，一定不會有很
多快樂。「無論什麼地方，只要有孩子，就
會有一個黃金時代。」
大院裡的童年時光，再也回不來了，但

是，那份自由、那種率真、那些憂傷，永遠
珍藏。

習主席︰蘇州過後無艇搭

政要夫人的衣着考量
國家主席習近平
夫婦訪港三天，主

持特區新一屆政府就職禮，時值特
區回歸二十周年，令紀念活動推向
高潮。一般市民在關心習主席講話
所傳遞的信息時，也特別留意第一
夫人彭麗媛的訪問行程，尤其是她
的衣。
彭麗媛作為著名歌唱家，其形象
向來討好，不必贅言；而她作為第
一夫人多次外訪，也給國際留下美
好形象。這是她的福氣，也是國民
的福氣，畢竟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國家，就像《時代》周刊將美國前
第一夫人米歇爾形容為「美國面
孔」般。
作為多次被國際傳媒封為「最佳

衣者」，彭麗媛訪港三天的衣
配搭值得有心人參考。對政要夫人
或政壇女性衣的品評並非香港獨
有。早在半個世紀前，當年輕的甘
迺迪夫人積琪蓮把法式優雅帶進白
宮時，美國人就開始對其第一夫人
有了新的要求，之後的第一夫人衣
，尤其是在總統就職禮上、國宴
上、接待外賓或重要外訪時，人們
就有期望。
而聰明的第一夫人也藉機發揮
「衣外交」，透過衣服的款式、
顏色、用料等傳遞信息，最成功的
例子就是有「英倫時尚大使」之稱
的已故戴安娜王妃。
慢慢演變，第一夫人變身為時尚
「超模」。本國時裝設計師希望她
穿上自己的作品亮相，這不但是榮
譽，也有商業考量，就像時裝大師
爭相贊助各大影展紅地氈女星衣
一樣。自里根夫人南茜起，第一夫

人成為肩負宣傳本國時尚的重任，
這在奧巴馬夫人米歇爾身上發揮得
最淋漓盡致。
作為領袖身邊的女人，即使她沒

有任何公職，也不受薪，但為了輔
助丈夫，人們自然對她有所要求，
也是人之常情。衣是否好看不在
重點，也不一定代表能力，但外在
形象討好，肯定令人心情愉悅，收
事半功倍之效。所以，香港市民對
自己的第一夫人難免有期望。夫人
形象不一定要亮麗，衣服也不一定
要名貴或新潮，最主要配合環境和
場所，以及跟活動主題和到訪貴賓
有互動。比如在夏日炎炎的機場，
穿一件黑衣服迎接貴賓，哪怕剪裁
再好，也不太合適。
無論是政要夫人或政壇女性，在

重要的官式場合，穿衣打扮不僅僅
代表個人，最好請教有經驗的形象
顧問，多一份心思和考量，令恰當
的形象化為贏取民心的小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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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回歸20周
年紀念日，城中政

經界名人異常忙碌，忙赴慶祝活
動之約。
7月1日清晨，應邀之嘉賓在七時

三十分前幾乎齊集在金紫荊廣場，
出席升旗禮。其實，金紫荊廣場地
方不是很廣闊，大概能容納五六百
嘉賓。來自內地與香港的高官、各
國外交使節，以及香港行政、立法
等議員，被邀請的嘉賓因名額所限
肯定不會太多。早晨八點的升旗禮
簡單而隆重，升旗禮後眾嘉賓簇擁
行政長官及一眾高官到會展中心
三樓大會堂，出席第五屆特區政府
就職禮。
據嘉賓之一的芬姐細訴當日早上
的熱鬧境況時稱，九時前眾嘉賓在
紀念板前拍照留念，芬姐被一眾高
官夫人爭相邀請拍照，芬姐恃老賣
老，毫不推卻，引以為榮，蓮子蓉
面口，實在陶醉。轉眼間中聯辦副
主任林武在紀念板前拍照，當然也
少不了芬姐在其中。大家在此歷史
時刻留下了合影，誠緣分也。
正當芬姐步入大會堂時還遠遠見
到一對夫婦迎面而來，滿面笑容，
喜事盈盈的立法會議員，人稱「象
哥」的黃定光議員偕夫人工聯會大
姐大林淑儀。當芬姐正想赴前恭喜
夫婦倆齊得金紫荊星章時，殊不知
又碰上了榮陞保安局局長的李家超
與夫人。芬姐連番道賀，又摘銀紫
荊星章，雙喜臨門，可喜可賀。女
士見女士，當然更加雀躍，芬姐高
聲對李家超夫人說：「李夫人你真
旺夫益子啦！」其實，芬姐笑謔自
己「當日如此喜慶場合，滿堂皆是

有喜之人，恭喜之聲講到口攰。」
當然最值得恭喜的，是台上台下榮

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新一屆政府的高
官。以新任特首林鄭月娥為首，一隊
一隊的高官及政府官員上台宣誓，更
有幸能得國家主席親臨主持，實是非
常的榮幸。
習主席在港49小時出席連番場合

所講的說話都是非常重要，有針對
性、有方向性的。對香港政府官員
以及市民都是非常管用，受益不
小。習主席的講話有很多金句是來
自經典詩文典故，彰顯習主席除了
偉大的政治智慧之外，更有博大精
深的文學修養。最引起哄動的是，
習主席在政府就職禮時所講的一句
話：「蘇州過後無艇搭」，勉勵大
家要珍惜機遇，抓緊機遇，把主要
精力集中到搞建設、謀發展上來。
所謂「蘇州過後無艇搭」，其實是

香港普羅大眾都懂的俚語，國家主
席習近平都用了這句話，引起香港
市民的熱烈共鳴，可見習主席真了
不起。相信香港市民一定會謹記抓
住蘇州隻艇，抓住機遇，背靠偉大
的祖國，國家的「一帶一路」倡
議、「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利用
香港自身的優勢，把主要精力集中
搞建設、謀發展，是非常對的。
青年歌唱家鄭穎芬在港出席完慶

祝活動後，於7月1日傍晚坐飛機返
北京，遇上空中交通擠塞，被迫在
機上停留了數小時之久，翌日凌晨
三時才抵達北京。
猶記得很多次在三月兩會期間，

港區委員與人大代表都曾分別向當
局提議，有關飛機空中管制，實在
應該作檢討。

公立醫院是照顧廣大
民眾健康的服務機構，

公立醫院醫療服務的優劣，直接影響到
市民對政府的印象。當然，我們可以透
過包裝宣傳等等的廣告途徑，表現出
來，政府如何關愛市民，但是當我們觀
察一個執政政府，會不會體恤民情，照
顧普羅大眾，就要看公立醫院的醫療服
務啦！因為這是人的生存核心。
「生老病死」與醫院有緊密的關係！我

們出生在醫院，我們病了在醫院，我們
死了也在醫院，我們老啦也要經常到醫
院，所以醫院的服務團隊是多麽的重
要！醫務人員是醫院的門面，香港作為
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城市，我不擔心醫療
儀器或醫生素質，但是我極為憂慮，醫
務人員的服務態度。香港地稠人密，人
口的膨脹可稱是世界之冠；相對的，公
立醫院的急症室，也是人口爆滿。
我理解這些急症室的醫務人員工時

長，工作繁瑣，但是他們必須要有一個
前提，就是要有愛心和耐心，不能因為
一些客觀的因素就在急症室裡吆吆喝
喝。作為一個人，進了急症室，也是夠
麻煩了（可能有緊急救命的危險），
「好人好姐」無事可幹嗎？跑進急症室
做什麽呢？依照常理來判斷，跑進公立
醫院急症室求助的人，可能經濟條件不
是很好，把醫務人員當成是觀音菩薩！

最近筆者去了一趟公立醫院的急症
室，可算是大大見識了，這種難得一見
的場景。急症室裡各種各樣的病症病人
都有。我看最可憐的，就是一般沒有家
屬陪伴的老年人，他們臉上佈滿了皺
紋，背也駝了，頭髮花白，有氣無力的
坐在輪椅上，或者躺在病床上，只要被
醫務人員分類為「次緊急」，你就慢慢
的等吧！有個老太太告訴我，她已經等
了一天了，想喝口水都沒有，更別說肚
子餓。也許這位老太太說得誇張了一
點，怎麽也不可能等上一天呀？但是她
想喝口水，都沒有，我認為是可能的。
因為急症室的醫務人員也的確太忙了，
又兇巴巴的，那種氣焰已經給老太太嚇
住了，還哪敢開口要求這個那個呢？
我看見有人把一袋子，放在一個空置

的櫃子上，立刻被一個醫務人員大聲的
喝止「什麽東西？不准放在這裡」，於
是那個人又把那一袋東西放在另外一個
椅子上，又被另外一個醫務人員大聲的
喝罵，「拿走！不准放！」我頓時覺
得，在急症室的這一群人都是蟻民，做
了螞蟻，生命是不值錢的，雖然是升斗
小民，但是他們的生命都是珍貴的，希
望前線的醫務人員，把心態轉換一下，
正視這些求「觀音菩薩」救命的蟻民，
是給醫務人員一個大好的機會，作為自
身修道的道場，為自己添福積德。

急症室即景

星期天出門，升降
機走進一老一少兩個

各自挽不同顏色購物袋男士，認
出老者是年過七十大廈附近士多小
店老闆；少者是平日西裝筆挺上班
今日休閒便服三十出頭的小哥，是
我們喝過他喜酒新婚不久的銀行高
級職員，兩人都是同樓住客，小哥
跟我打過招呼後欣然說他去買餸，
老闆也答了一句︰「我都係 ! 」
老少二人開了腔，隨即興致勃勃
談論哪個攤檔豬肉好，哪個攤檔海
鮮最便宜，年齡相差半世紀的活
寶，一副樂在其中的童真樣子。
過去男人買餸，碰上熟人很少不
尷尬，總不像眼前兩個老少朋友那
麼自然開放。同時過去豬肉海鮮這
類話題，也只見聞於東家西家的陳
太李太，男子漢通常吃米吃肉不知
價，少有賣菜市場經驗，這兩個大
廈住客，還都是僱有外傭的中產階
級，照理用不自己親上菜場吧，
然而他們挽購物袋，有點像小朋
友第一天開學那般興奮。

不過現在也真的「煮男」 多過
「煮婦」，就我們這座大廈來說，不
見煮男出入的單位，通常只會看到外
賣上門，女住客超市購物，也不曾挽
過魚肉蔬菜，職場女士不愛燒飯看來
已成風氣，老媽照顧長大的男士想吃
鮮魚鮮肉住家飯，也真的非靠自己親
自下廚不可，菲傭印傭的家鄉菜弄出
來吃不慣，孟加拉相信更幫不到忙，
菲印孟式中菜怎對口味。
閒來跟不同年紀已婚女友談起，

才知道她們當中的另一半，原來不
少也是廚神，理由嫌老婆燒出來的
菜比不上自己老媽子，戀母懷舊情
意結加在一起，便發願煎炆炒炸一
切自己來動手；也有說男人不拿過
大刀小刀就不見丈夫氣，生活在城
市不用耕田也不用上戰場的太平時
代，男人老呆在家看電視等開飯才
不像話，道理說得何等豪壯 ；也有
說上班工作少站多坐有礙健康，站
下廚正可調劑精神休息減壓。不
管正論還是歪論，家有「煮夫」，主
婦怎不樂得可以十指不沾陽春水 !

阿公小哥去買餸

在網上看到一個關於碰瓷搞
笑的視頻：一個司機開車進

入一條狹窄的巷子，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太太隔
幾米遠就在車頭方向側身躺下，司機見狀連
忙倒車，女人見司機倒車，趕快爬起來奔車
頭跑幾步又躺下，如此幾次，直到司機將車倒
出巷子，碰瓷不成功的白髮老太才氣急敗壞地
從地上爬起來一臉不甘心地指車子罵罵咧
咧。諸如此類的事情多了，就引起連鎖反應，
以至於看見老人倒地不敢扶的現象大增，人們
在譴責世風日下的同時，似乎選擇性遺忘了這
些老年「碰瓷一族」。
近年來內地老人流行跳廣場舞，只要有一片

空地，就會被他們據為己用作為跳廣場舞的場
地，跳舞也不分時間，不顧及給別人帶來的騷
擾，好多跳廣場舞的即使在學生高考期間也不
停止。自貢一鄭某大媽因不滿社區民警要求其
廣場舞團隊在高考首日晚停跳廣場舞，採取推
搡、扭掐等方式，致警察身體多處受傷，隨後
離開現場。大媽們毫無愧色地說：「考試是考
生的事，我們健身也很重要。」
網上另一個視頻更為轟動，一群大爺大媽為

了佔用公園的籃球場跳廣場舞，圍毆打籃球的
小伙子，打得小伙子不敢還手，大約是擔心還
手之後，不知道其中的哪位大爺大媽會就地倒

下，又來一個「人肉碰瓷」。有網友說這些老
人家打人時個個身體很好，上公交車後人人需
要讓座。公交車上也真有一部分老人上車後對
於不給自己讓座的乘客開口謾罵，甚至有老人
要求讓座未得到應承，而厚顏地一屁股坐在年
輕乘客的身上。有人感慨：難道老人變壞了？
更有人分析：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曾經的壞
人變老了。不過，這幾款壞老人和我聽過、見
過的壞老人一比簡直就是好人了，她的故事很
完美地詮釋了「曾經的壞人變老了」。
聽朋友說起過一位「母親」。她在自己雙胞
胎姊妹六歲的時候就拋下父女三人離家出走，
到外省去嫁了另一個男人。那位父親帶姊妹
倆苦苦等了五年，那位母親還是毫無音訊，那
位父親只得去法院辦了離婚手續，給姊妹倆找
了一個老實本分的繼母，繼母沒有再生孩子，
比親生母親對姊妹倆更好。
十年過去，姊妹倆早已遺忘那位生母，但那

位生母不知道從哪兒冒了出來，把正值青春期
的姊妹花言巧語地哄到了自己家，說要彌補十
年來她對姊妹的愧疚。結果姊妹到了生母家，
不但不允許上學，而且還讓只有十六歲的女
孩，一個做保母給生母帶不知道是第幾任丈夫
的孩子，另一個女孩被安排到紙廠打零工，所
得的工錢自然全歸生母所有。即便是這樣，姊

妹還常常因為莫名其妙的原因被脾氣暴戾的母
親趕出家門。
二十年過去，已經到另一座城市落腳並有了

自己事業的妹妹，在某一天驚訝地發現生母像
幽靈一樣地出現在公司，站在自己面前，開口
就讓妹妹給自己一筆巨款，妹妹對於遺棄自
己、欺騙自己又趕走自己的生母毫無好感，自
然會拒絕。於是那位生母便動手砸爛妹妹公司
的玻璃門，然後在公司大堂又哭又鬧，並拿出
繩子要在妹妹公司上吊，被人阻止之後又在地
上撒潑打滾，大聲哭訴自己的親生女兒忘恩負
義不贍養自己。妹妹無奈地報了警，警察趕到
把母親帶到派出所了解情況，那位母親卻張口
誣陷妹妹欠了她一大筆錢，她是前來追債的，
把妹妹氣得哭笑不得，警察請那位母親拿出證
據，那位母親才啞口無言，隨後還是無賴地訛
了妹妹一筆路費。
尊老愛幼本來是美德，但從無愛幼之心的人

又有什麼資格被尊？這些從曾經到現在的壞人
最大的共同點是「索取」。碰瓷的老人索取錢
財，跳廣場舞的老人索取場地，坐公交的老人
索取座位，朋友的生母索取自己親生孩子的所
有。人性的惡在於慾望，慾壑難填，壞人便作
惡到老了。雖然這絕不是全部老人，但有這麼
一些人的存在，世界就變得很醜惡。

壞人變老了

大院裡的童年

激情凝聚，昇華永恒，在青島參觀了奧
林匹克帆船中心，這個作為2008北京奧運

帆船比賽的城市，建起一座以帆船為主題的奧運博物館，
彰顯了城市的特色，把奧運在青島的足跡永久留住了。
中國帆船奧運金牌得主殷劍的帆板、奧帆賽各級別冠軍
的手印和簽名，火炬手捐出的原版火炬、奧運金牌。除了
傳統的圖片、實物展示、多媒體的電子書外，還有現代奧
運會資料庫，所有中國奧運冠軍資料，更有球幕動態展現
了2008北京奧運會火炬接力路線，內容相當豐富。
在一列奧運參與國家和地區的旗幟前，青島的朋友熱情

引領我們，「這是你們香港的區旗，可以留影呀！」作為
香港人有點心酸，我們也有李麗珊，都曾有過這樣的奧運
激情，但激情過後，鏡花水月不留痕。
當年京奧大部分比賽項目都在北京，足球項目分在天

津、上海、瀋陽、秦皇島進行，帆船比賽在青島，馬術就
給了香港。成為北京奧運分場賽的城市，視為國家榮耀，
都由第一把手掛帥。但香港的曾蔭權特首並無親力親為，
卻把主理奧運馬術場的帥印給了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當年
已是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來港視察北京奧運香港馬術場
地，宣傳了無氣氛，民間雖有企盼，但熱不起。只有傳送
火炬，得民間參與較為熱鬧。
在協辦京奧及殘奧馬術比賽後，當年政府及香港賽馬會

先後宣佈成立奧運主題公園及香港奧林匹克博物館，但至
今並無兌現。大批當年奧運「遺物」包括聖火火盆、奧運
五環標誌及奧運吉祥物散落各地，香港辦奧的歷史漸被隱
沒遺忘。
不是香港人能力不如人，只是香港這十年陷入政治紛

爭，很多事情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習主席寄語香港人，
「蘇州過後無艇搭」，千帆過盡，歲月無聲，能甘心嗎？

千帆過盡歲月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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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麗媛衣着打扮具有時尚風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