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
家
廊

袁
星

外出遊玩前，我查過附近景點，知道有一
個「李家石屋」。猶疑後，還是選了別處。
去那處景區的路上，我們幾個人還聊到李家
石屋，穆靜說她妹妹去過，聽說很不錯。
逛完那個景區，時間還早，兩個小孩也沒

玩盡興，我提議再去李家石屋一趟。李家石
屋應是一個到處是石牆屋子的村寨吧？估計
門票也不會太貴。提議獲得通過，我打開導
航搜索，找到李家石屋，即驅車前往。

兩個小孩有牛奶喝，有煮雞蛋吃。我們幾
個大人還沒吃飯。穆靜一家是回民，我讓妻
子在路上多留意，得找個羊湯館吃飯。車過
武台鎮，穆靜的母親看到一家清真拉麵館，
就叫我停車。進了拉麵館，才發現兒子過於
安靜。小家伙說頭有點兒疼，不想吃也不想
動。給他試了試體溫，略微有點燒。妻子拿
出藥，讓兒子吃，又勸他喝了兩杯白開水。
車載導航很久沒更新了，我們用的手機導

航。開始還行，離開武台，遇上一段坑坑窪
窪的柏油路。好不容易離開那條道，三拐兩
拐，便進入一條通往山區的小道。雖是公
路，也就兩米半寬，和村裡的街道差不多。
一路上，我們先是錯入了一個豪華別墅區，
問過路退回。後又誤闖到一個小山村的住戶
旁邊。人家主動出來幫忙指路。看來不用
說，在那個小山村走錯路的車輛不在少數。
好不容易找到了道，那個村子還不是「李家
石屋」。一路顛簸一路打聽，又趕了差不多
十幾里路，才看到李家石屋景點的入口。
在停車場停下車，已近下午四點鐘。因為

吃過清熱解毒藥，在路上也休息了，兒子又
來了精神。向售票員詢問路程和時間，她說
往返大概兩公里，差不多需要兩個小時。我
又看了下時間，如果一切順利，六點前應該
能回來。這麼遠的路都趕過來了，不猶豫
了，進吧！買了四張門票，我們沿路而上。

去李家石屋的路，全是長方體石塊鋪成，
縫隙用水泥砌嚴。路邊就是河道，光滑的大
石塊在河道中安詳地迎接着遊客，接受眾人
的注目禮。走一段路，便遇上幾處房舍。再
走上一段路，又遇上幾處房舍。
一路上坡，一路急行。我們準備到達景區

最頂端即返回，沒太多時間觀望。路邊的寬
大草亭下，石碾被清理整潔了，靜在那裡。

錐形草蓋黃土砌牆的糧倉，零零散散在路
邊。河道邊上，甚至還有一架古老殘破的水
車，在堅守着被陳舊歲月洗染過的陣地。
走到一處稱之為「觀音柳」的景點，我們

停下腳步。那垂柳的樹幹有成人腰粗，樹上
繫滿寄託美好祈願的紅色絲帶。樹冠萬千柳
枝低垂，十分繁茂。據傳，一年隆冬，泰山
老母和南海觀音在此論道，觀音菩薩折下一
枝柳芽，隨手插到石頭上，便長成此樹。傳
說怎麼神乎，也只是傳說。我們在此止步，
是被柳樹的茂盛和生存環境的惡劣所震撼。
那棵垂柳，生長在河灘中的一塊大石上。那
塊大石有七八個平方大，其中一大半被河水
沖刷平滑，露出堅硬的石頭。柳樹長在石頭
頂部中央，有一淺層泥沙包繞，其下可能有
個石縫，恰能供柳樹扎根。即便如此，這土
層也不肥沃。柳樹生命力之頑強令人歎服！
剛進景區時，有個旅遊團經過，聽導遊說

這個地方的老百姓，幾乎個個長壽，九十多
歲的老人很多。有位抗戰女英雄，還依然健
在。一路上坡，穆靜抱着他兒子很吃力，我
過去想幫她抱會，小家伙竟然不怕生，掙脫
她媽，伸出雙臂撲向我。抱着穆靜的兒子，
我走得依然比她們快，妻子牽着兒子的手，
緊緊跟在我後面。走了一段路，兒子有些累
了，扯着我的衣角，明顯拉慢了我的步調。
穆靜的兒子精神大好，一路上嘻嘻哈哈，有
段路嫌他媽走得慢，竟開始吵嚷。在不到三
歲的小孩眼裡，路邊的小水溝都是上好景
致，一口一個「水」字，弄得我只能陪他一
遍遍重複這個字回應。
觀音柳景點再向上，又是一段方石鋪成的

路。一路爬坡，一路蜿蜒。路旁的河道裡，
偶然能見到幾隻毛羽乾淨的鴨子，捉魚的、
游水的、睡覺的，都沒被遊客打擾。路上遇
到的幾隻狗狗，雖不咬人，見着生人還是要
看上兩眼。我怕萬一被咬到，盡量繞着牠們
走。離開景區起點大概兩里路，看看天色漸
晚，我逢村裡人便問，到景區盡頭還有多
遠。還有兩里路，還有一里多，還有三里
吧！距起點愈走愈遠，答案卻總是在徘徊。
終於走到遊覽車終點停車場了，停車場一

側是幾間不大的石屋，我以為這就是李家石
屋了。給妻兒和穆靜母子拍照後，一問才知

這裡根本不是終點。在這個地方向上走，還
有幾處比較精彩的景點，像龍門三潭、像李
家石屋，距離大概還要兩里半路。但快要天
黑了，帶着兩個小孩走路不方便，我們不打
算再往上走，只想找輛車盡早返回。

停車場沒觀光旅遊車了，好不容易才找了
輛車把我們送下去。上來時沒覺得這條路多
陡，返回時一路下坡，小汽車撅着屁股向下
猛鑽，車頭壓得很低，就跟水瀉山澗似的，
坐在車裡有點兒膽顫。到了停車場，沒敢多
耽擱，設好返程的導航，一路跟夜色賽跑。
導航提示的最近路程二十多公里，大概用時
一小時二十分鐘。我跟坐在副駕駛座上的妻
子說︰「不可能吧？要不路程不對，要不就
是時間不對。總共不到五十里路，半個小時
都不用啊！」若真是四十幾里路，我堅信半
個多小時就到。心裡這麼想，嘴上卻沒說。

離開李家石屋景區十多里，車隨導航上的
指示拐彎，進入一條柏油路。這條路，隔不
多遠一個坑，大的小的，單獨的成片的，而
且是接二連三地出現。這樣的路走了七八
里，才得以擺脫，走上一條不算平坦的大
路。沿着這條多彎的水泥路走了十幾里，又
遇一條土路。土路到處泥濘積水，直徑一兩
米深達二三十厘米的坑窪很多，轎車底盤
低，我換上一擋，小心翼翼繞着坑窪和泥漿
走。小車載着我們，像迷了眼，忽而傾斜忽
而顛簸，以龜速爬行。
直到離家還差六七里地，才又擺脫泥漿

路。平坦寬敞的柏油路，讓轎車興奮地狂奔
起來。李家石屋的景點，最精彩都在最頂端
那段路上，龍門三潭和李家石屋就在最上面
那段。從導航圖上看，我們沒到的那段路，
還有兩三里。而匆匆趕過的那些路，除了路
邊的景致，稍遠一點的地方我們都沒到。
這次，在半路上臨時增加旅遊景區和選導

航路線時，我們幾個都不夠理智，明顯超出
正常行駛時間的路段，本該繞開的，而不是
去賭運氣！景點不熟，路況不熟，這樣一次
說走就走的旅行，注定無法完美！這次的不
完美，只能來日再彌補。腦海中，李家石屋
的美景，隱在夜色中，正在神秘地朝我們招
手！清晰呈現的，只是走過的那一段，尤其
那棵觀音柳。

港澳經濟穩步向前

工匠精神
從習近平主席提

倡建立「文化自
信」，我聯想到李克強總理在去年
三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
「工匠精神」。畢竟，自信心的建
立跟生活品質關係密切。

中國經濟經過逾三十年的改革
開放和高速發展，如今已發展成為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量」是上去
了，現在也應該在「質」方面着
手。「中國製造」不再是新鮮的名
詞，甚至有被東南亞諸國取代之
虞。當前要務是如何令製造業升
級，打造品質上乘兼具東方特色的
國際級名牌。

李克強在該報告中說，鼓勵企
業開展個性化定制、柔性化生產，
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這
一名詞也迅速流行起來，成為製造
業潮語。

提到「工匠精神」，令我不得
不提及法國設計大師們對其「高級
訂製時裝」（Haute Couture）的
執着和不斷為之注入新元素的動
力，令這個早在半世紀前已被多位
大師，如聖羅蘭等預言「即將死
去」的時尚分類，不但起死回生，
而且創意無窮。

當 大 量 生 產 的 成 衣 時 裝
（Ready-to Wear）在上世紀六十
年代配合美國經濟的崛起及其全球
化策略而橫掃歐陸市場時，法國傳

統高級時裝屋為了迎合市場而不得
不推出成衣系列，卻仍然保留其手
工訂製和獨一無二的特色，堅持製
作專門針對特定客戶、以品質和獨
家取勝的「高級時裝」及其一年兩
度的「高級時裝秀」。

這些屬於小眾市場的「立體時
裝」（被形容為流動的雕塑品），
從經濟和成本角度看，當然不划算
──為了一場「偉大的藝術」，領
航的設計師絞盡腦汁，龐大的工藝
師團隊精益求精，耗費大量心血。
然而，這是法國傳統，也是其時裝
精神。

中國不是沒有自己的工藝家和
具備「工匠精神」的人，我幾年前
到過的深圳灣歡樂海岸的皆一堂百
工藝術館就是「工匠精神」的體
現。館內就收集和展示各種「可
用、可賞和可傳」的手工藝精品和
生活珍品，打造出兼具傳統雅文化
和現代時尚感的中式美學空間。

其實，「工匠精神」針對的不
應該僅僅是工業產品的製造，也代
表一種認真、細緻的生活態度。當
這種精神深入人心後，給社會帶來
也不僅是產品品質或生活品質的提
高，也會在不知不覺間提升人的品
質──既然人們追求優質生活，使
用者本身──人的行為舉止也會變
成精緻、優雅了。這樣，文化自信
也就油然而生。

20172017年年1111月月99日日（（星期四星期四））采  風B7 ■責任編輯：葉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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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先後回歸祖
國後，跟祖國已成

一家人了。三地同胞緊跟祖國走，
在經濟方面更互聯、互補、互贏。

靈活聰明的商人更為洞悉先
機，早着先鞭，聯手走出去打進世
界市場。尤其在金融科技方面，香
港資深的金融家……立橋金融集團
董事長許楚家、行政總裁詹美清在
去年收購了澳門一家銀行，並在今
年十月經澳門金融管理局批准，更
名為立橋銀行。

11月7日舉行了揭牌儀式，嘉賓
有港澳知名人士，冠蓋雲集，衣香
鬢影，好不熱鬧。祝立橋銀行依託
中葡合作平台，助力「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計劃建設，此
祝！此賀！

好事接踵而來。香港外匯基金大
有斬獲，據香港金管局總裁陳德霖
宣稱，第三季投資賺536億，今年
首三季勁賺千九億之鉅，相信關鍵
是海外股票投資取得最出色的成
績。因此，香港金融市場充滿樂觀
情緒，而陳總裁也估計會持續數
月。港人估計政府對樓市不會加
辣，而利息相信也不會緊跟美國
走。某些香港人更妙想天開，期望
「水浸金山」的政府會大開方便之
門，還富於民。

香港始終是福地，儘管世界仍有
某些地方因地緣政治，因恐怖分子
破壞而出現危機，更影響地區安全
和繁榮。周一，中東因為財富傾國
的某王子受貪腐之嫌，引起舉世金

融市場的震動，香港股市未知何
因，引起大幅波動。在上午半天最
高暴跌逾五百點，市場淡友樂呵
呵，市場好友則趕快拋售，套現保
本為要。殊不知到了下午，在股王
「騰訊」帶動下，拗腰由跌向上，
瞬間收復失地，淡友被大戶挾得傷
痕纍纍，哭也無謂。周二甫開市，
股市繼續向好。執筆之時，香港股
市恒指更打破了二萬八千九百點，
創下十年新高。香港金融市場動輒
波動，如颱風暴雨侵襲，最後「牛
市」始終對香港不離不棄。

信不信由你，市場中好友高唱開
香檳迎接三萬點的到來。當下已到
二萬九千點了，三萬點那還怕不來
嗎？事實上，香港受祖國特別在中
共召開十九大，習近平全票連任總
書記後，舉世皆聚焦並欣賞習近平
的領導能力和風範，都認同中國肯
定搭上新時代、新征途。中國治國
方案還是舉世所矚目，必然帶領中
國包括港澳在內的經濟，穩步向
前。

「一帶一路」在幾年之間，無論
質和量，都取得很偉大的成就。不
過，如此美景又會驟然起風雨。美
國總統特朗普正在亞洲訪問，在印
象中，美國歷來都以「美亞戰略」
為題。然而，今次卻發現常出於美
國有關當局口中的，竟是「美印戰
略」。不由人不揣測，美國矛頭由
亞洲區擴大向印度洋了，野心不可
謂不小。中國愛和平，但也隨時備
戰。

在香港生活久了，
漸漸明白什麼是「三

多一快」（人多，車多，高樓大廈多，生
活節奏快）。可能正是這些客觀的條
件，香港的大部分人重法理比較不講
人情，形成法治精神的天然土壤。

香港經歷殖民統治，如今回歸祖國
已20年，證明了法治制度必然是香港
的頂樑柱。奉行「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之後的香港，有目共睹的
是，不論官階有多高，財勢有多大，
身份有多尊貴，只要觸犯香港法律，
不論有多麼嚴密的包裝、漂亮的理
由、堂而皇之的動機，通通都需交上
法庭全權公開審理，以維持香港良好
的營商環境及社會固有的秩序。

然而，香港這塊「法治」金漆招
牌，近年卻屢遭國外挑戰，並有蔓延
趨勢。筆者在此冀望各界提高警覺的
是，在英國，有位下議院議員羅哲斯
上周公佈，他於12月11日將正式成立
一個名為「香港觀察」（Hong Kong
Watch）的新組織，表明其目的，將長
期「關注」香港法治的情況云云。

筆者查看其成員名單，認為此組織
不值得相信。為什麼？9月14日本欄
曾撰文指出有二十多名國際人士，於8
月18日在英國《衛報》發聯署聲明，
抨擊香港法官，結果慘遭香港法律界
有史以來最强烈的反駁。這批人知道自
己「撞板」，事件才不了了之。

直至10月16日，有12位國際律師再發
出聯署，這次不再批評香港法官，轉

而抨擊香港律政司司長的刑期覆核，屬於
「一罪兩檢」、「雙重追訴」（Double
Jeopardy），批評周永康、羅冠聰、黃
之鋒三人的改判監禁含有政治因素。
但是，香港法律界對此不以為然，不
作任何回應，甚至港大法律系教授陳
文敏被報章追問時，也無奈地說︰
「同一案件上訴，不算一罪兩檢。」
最後這12 位國際律師群的「香港觀
察」又落得灰頭土臉無功而返。

諷刺的是，先是國際人士在前，後
是國際法律專家，同時犯上這些法治
低級的錯誤，真令人啼笑皆非。這反
映了什麼 ? 當然是反映這批國際人士
帶有既定的目光、有色的眼鏡來看香
港。筆者發現這個所謂「香港觀察」
新組織內的成員中，除了羅哲斯本人
外，全部都是來自兩次聯署班底的人
物，例如包括保守黨前外相聶偉敬
（Malcolm Rifkind）、工黨前影子外
交大臣韋斯特（Catherine West）、自
由民主黨前黨魁艾許登（Raddy Ash-
down）、上議院議員奥爾敦（Lord Da-
vid Alton） 、御用大律師尼斯（Sir
Geoffrey Nice），而尼斯更是参與三
次舉動的核心人物。

同一班屢次以極不合理的論點來抨
擊香港法治情況的外國人，現在又說
要自行組織長期「注視」香港的法治
狀况。單憑這一點，不覺事有蹊蹺
嗎 ？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必須提
高警覺，切勿被外國不當言論所利
用。

我的家園真可愛，不容你破壞

和台灣朋友談到
投票，他就說出一

個與民主選舉有關的故事，相信香
港人怎樣也想像不到，故事內容這
麼有趣，不妨在此轉述跟大家分
享。

民主投票，叫慣了的口號是「神聖的
一票」，「神聖」到什麼田地，就要
看下文了。據說台灣民主意識濃
厚， 選民對投票都看得十分認
真，柯某說他不選總統是嫌選民質
素低，受不住網民炮轟，最終也道
歉了。

但是選民怎樣認真，總也有些積
習難改的候選人，平日已為未來拉
票打好交情，打恭作揖打出温情
牌，甘詞厚禮，以「合法」渠道進
行利益輸送顯示親民善意，游說自
己一旦當選，閣下要什麼有什麼，
吃頓晚飯送點小禮不成敬意，日後
當選一定還會大大改善你們需要的
大環境，當中自然不缺耳仔軟的選
民為之心動，為他開出的期票頻頻
點頭，許諾投他一票，可是口說無
憑呀，候選人還是放心不過說︰
「那麼，你們先在媽祖面前發願作
實選我呀 ! 」

是媽祖，不是上帝玉皇大帝，也
不是觀音關帝，這感覺香港人聽來
好不新鮮，台灣什麼形式的宗教都
有，就是媽祖最為熱門，信徒除了
中老年人，十八廿二的年輕人也不
少，打開臉書，不時就看到年輕網

友與媽祖有關的封面貼圖。
吃過未來候選人甜頭的選民，聽

到有那麼多好處，得人恩惠千年
記，自然就毫不猶豫在媽祖像前發
誓選老甲了。隨後吃到另一個未來
候選人老乙的晚飯時，老乙跟老甲
也是同一招數說同一番話，最後還
是不忘那一句︰「那麼，你們先在
媽祖前發願作實選我呀 ! 」得過好
處的選民，也都照樣在媽祖像前發
了誓。

最後還有與甲乙同根生的老丙也
唱這個戲，請人吃的口甜，吃人的
心軟，受過三家茶禮，也得要講信
用，就算不是為了候選人，而是為
了自己的信仰不可以對媽祖說謊，
許過三次諾，選票上就一視同仁全
蓋了甲乙丙，結果出現民主廢票。
這不打緊，最重要是自己的確守了
諾言呀。

最「神」的一票

父親退休後沒有呆在人聲喧
鬧的城市裡，早早地回了鄉下，一

座小院，幾畝瘦田，從一位大型國企的老幹部轉
身成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農民。前不久有
幾日空閒，便趕往鄉下父親處住了幾天。

父親的小院裡除了地間栽種的各類時令蔬
菜，還在屋前屋後種植了各種各樣的果樹，有葡
萄樹、有核桃樹、有桃子樹、有棗樹、有櫻桃
樹、有龍眼樹、有李樹、有梨樹、有橘子樹、有
橙樹……時已深秋，眼下樹上唯一掛着果實
的，只有樹葉已近枯萎，果子卻像一個個桔色的
小太陽一般掛在枝丫上，氣定神閒地等待採摘的
柿子樹。

我很少在這樣的季節回鄉去探父親，也多年
未曾見過掛在枝頭的柿子，一見之下不免有些興
奮，拿着手機拍完照，就急急忙忙地摘了幾個柿
子，抓起來張嘴就咬，卻被父親伸手阻止，告知
我這是晚熟的品種，還吃不得。望着手中已經顏
色鮮艷的柿子，我半信半疑，試着咬了一口，果
不其然，滿口的澀味令得我咋舌，後悔不迭地把
口中的柿子肉吐了出來，逗得父親開懷大笑。摘

下的生柿子也沒有浪費，父親又摘了一籃子，加
上我摘的那些，一起洗淨風乾，找了個陶罐裝進
去密封起來，不久以後便會是一罐美味的柿子醋
了。

我小的時候也喝過父親釀的柿子醋。那時候
父親的單位還在粵北山區，我和弟弟在父親單位
子弟校上學，我們放假的時候父親還是正常上
班、加班，我們便樂得自由自在地漫山遍野地瘋
跑，於是家裡常常堆滿了野花野果。秋天的時候
我們採回的野果自然少不了堆在桌上看似「萌萌
噠」，入口卻是又酸又澀的野柿子，而平日對我
們在山野裡採摘回去的花果不屑一顧的父親卻對
這野柿子情有獨鍾，甚至特意囑咐我們出去多摘
一些，待到儲夠一定的數量，父親便神神秘秘地
用陶罐把野柿子裝進去密封起來，並不告訴我們
他是要做什麼。

待到來年柿子成熟時，父親把陶罐開封，帶
着果香的醋味撲鼻而來，父親的柿子醋便釀成
了。喝上一口柿子醋又帶着一股清甜的酒香，那
味道，比起神州大地的某品牌蘋果醋甚至有過之
而無不及。於是，在粵北山區那幾年，每年的秋

天，我和弟弟都樂此不疲地滿山跑着採摘野柿子
給父親做柿子醋。父親所釀的柿子醋，漸漸地有
了陳醋，一年香勝一年。

離開時，父親摘了一大袋子柿子給我帶回
家。回到自己家，我遵照父親的囑咐和小時候一
樣，把柿子放進米缸裡埋起來，過上幾天，拿出
來一捏，柿子已經變得軟綿綿的，撕開皮入口，
滿口的香甜。恍惚又想起童年時光，吃柿子的時
候，父親總是把柿子汁吸乾，把裡面口感最好的
「舌頭」留給我吃，如同他和弟弟總是顧及我不
喜歡吃肥肉，總是會把豬肉的肥肉和肉皮咬掉，
只留下瘦肉給我吃一樣。

吃着柿子，不期然地想起了父親在柿子樹下
所說的一番話。彼時父親得知我在獨身多年後終
於有了自己可以託付並廝守終身的愛人，他說，
感情有時候也要晚熟才好，如同這滿樹的柿子，
經歷風霜，終會迎來最終的甘甜。

親情其實也一樣，彼此都像是一棵樹上的柿
子，一同經歷風霜，才會有共同的成熟。若是釀
成了柿子醋，酸澀經過了發酵，最終收穫的，終
會蛻變了的歲月的味道：永恒的甘甜。

父親的甜柿子

改道李家石屋

山頂繞盧吉道與夏力徑行一圈，是覽賞維港
景色的極佳位置，吸收頂層陽光與清新空氣，

是幾代香港人老幼咸宜的節目；同時這裡又是旅行團的指定景
點，市民假日與遊客在山頂爭享設施，老人的輪椅、嬰童手推
車，擠迫得完全透不過氣。

很久沒有踏足山頂，礙於人多之外，路邊泊車位難覓，唯一
停車場收費昂貴，如果要吸收陽光與空氣，郊區選擇多的是，
不一定要選擇山頂；當然山頂有無可取代的，是她見證了香港
的歷史。

周日與家人到山頂餐聚，開懷吃喝之後，悠閒漫步盧吉道，
不一會，小孩有三急，大伙只好加速行進至中段觀景台空地洗
手間，不料原來的洗手間竟封閉裝修，附近也沒有流動廁所，
惟有全速回到廣場附近的公廁。「十萬火急」的遊人，發現山
頂廣場又圍封裝修（其實內裡如常營業），都往凌霄閣裡擠，
洗手間並不多的商場，最旺時段輪候女洗手間約五六十人上
下，輪候的長廊本來已不寬敞，急上加急的外來遊客和老弱，
只能平伏心情焗等，遊客怨領隊，兒女安慰老人，父母安撫小
孩，期間難熬的苦候可想而知。香港山頂被推崇為「世界三大
夜景之一」觀賞地，名氣之大，但洗手間設施如此不濟，實是
愧對遊人。

山頂觀維港夜景備受國際推崇，但本地人還是更喜愛日景，
早上站在東北段位置，可看到旭日從在北角方向升起，金光灑
照兩岸高樓大廈；黃昏時段站在北段，可以欣賞大嶼山、青
衣、昂船洲一帶西斜晚霞，如果你喜歡自然風光，可步行至南
面的夏力徑，遠眺南丫、長洲兩島及博寮海峽往來萬噸巨輪的
氣勢。

遊山頂再補上歷史一頁，你會所得更多，開埠初期，居住太
平山頂是上流社會及外國使節的專有權利，交通往來是坐人力
轎、馬車、騾車，今天凌霄閣對開的位置，就是當年轎夫、車
夫和動物休息的地方。直至1881年，由一位蘇格蘭高原鐵路工
作者建議興建港島纜車鐵路，即今天的山頂纜車，1888年通
車，最初發動是用燃煤蒸汽機，經過百多年改良，發展至今天
的電力驅動系統，成為全球載客量最大的纜車。

山頂「告急」
廖書蘭

書書聲聲
蘭蘭語語

連盈慧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呂書練

獨家獨家
風景風景

伍呆呆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思 旋

思思旋旋
天天地地

方 芳

方寸方寸
不亂不亂

■媽祖信徒在台灣無處不
在。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