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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間有一句俚語，叫做「柿子專挑軟的
捏」。在特定的語境中，儘管其隱含有一
點貶損之義，但是現實生活積累的豐富經
驗半點毫不含糊地告訴你︰那光潤酥軟的
紅柿子，品嚐起來甜絲絲與滑嫩嫩呢！
甜絲絲與滑嫩嫩，那是舌蕾的最初體

驗，亦是腦海的美好記憶。之所以對紅柿
子印象深刻，是因為它不同於蘋果、石
榴、桑葚之類的水果，在採摘下來之後即
可食用，而是需要熬上好長一段時間，等
它慢慢地由硬變軟，這樣才可輕輕地揭去
其表層的薄皮，美美地讓齒頰生津，讓胃
口大開。這其間當然也有捷徑可走，常用
的辦法就是找來一些細小的樹枝或者竹
枝，用水沖洗乾淨，然後從柿子的蒂部斜
插進去，再將其放在鋪滿稻草的木桶裡，
嚴嚴實實地捂上幾天，原先生性剛硬的柿
子，不知怎麼就變得溫文爾雅起來，握在
手中竟然有把玩玉石之感；不過，那樹枝
或竹枝斜插下去的那一小塊，可能會變成
灰黑色，甚至會長上細細的白色絨毛，食
用時一般會將其剔除。還有一種辦法據說
是屢試不爽，就是備用烈性的白酒，將棉
布或者毛巾浸濕，然後在柿子的表面輕輕
地拭擦，這樣通過物理作用和化學反應，
能很快地將柿子催熟。
對紅柿子印象深刻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那是建立在味覺之上而產生的一種美感。
味覺是最初級的出於本能的一種生理反
應，而美感是感知、想像、情感、理解等
多種心理功能綜合交錯的矛盾統一體，它

們既有自己獨特的心理功能，又彼此依
賴、共同誘發、相互滲透。紅柿子給予人
的美感，在我認為，更多的是在於人的視
覺，不信你看呀，深秋時分，滿山遍野的
柿樹層林盡染，猶如一片紅色的海洋，陶
醉在這美輪美奐的景色之中，誰不心曠神
怡，誰不酣暢愜意？那一片片紅柿葉，在
秋風中搖曳，猶如一面面小紅旗在招展；
那一串串紅柿子，在高枝上低垂，彷彿一
盞盞小燈籠在閃爍。面對此情此景，心底
那柔軟的部分最容易被觸動，似乎有稚嫩
的歌謠隨着秋風，從心底悠悠地傳來：
「一盞小燈籠，兩盞小燈籠，樹葉片片
落，燈籠盞盞紅……」如此玩耍嬉鬧的快
樂場面，與除夕晚上提着紅燈籠四處串門
的興奮溫馨，在我們的鄉居生活中何止只
有一次！——原來，美感是建立在記憶基
礎之上的，還是記憶最折磨人呀！
美感是形而上的，更多的屬於精神範

疇。民俗對紅柿子情有獨鍾，並借用它的
美德和寓意，將其提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唐代段成式所撰的《酉陽雜俎》記載，柿
子樹具有七德：一為長壽；二為樹蔭大；
三無鳥巢穢物；四無蟲蝕；五是葉彤而美
艷，可供賞玩；六是碩果纍纍；七是落葉
肥大，可供書寫。德為先，紅喜慶，加之
「柿」諧音「事」，因此民俗文化通常在
生辰、慶賀、婚禮的器物上，將其與「如
意」的物象繪繡在一起，組成「事事如
意」的吉祥圖案；圖案多為一童子肩扛
「如意」，手持「雙柿」；亦有肩扛「如

意」，而垂綴「雙柿」者；還有將兩個
「如意」交叉，兩旁配以「柿子」的。這
類器物據說在明清時期廣為流傳，而現在
用紅柿子來討彩頭的現象已經不多見了，
更多的時候是讓其回歸到了物質的層面，
在品嚐者的心中留下了「色勝金衣美，甘
逾玉液清」的形象。
雖然柿子營養價值很高，含有豐富的蔗

糖、葡萄糖、胡蘿蔔素、維生素C、碘、
鈣、磷、鐵等，但是在吃柿子時還有一些
禁忌的，譬如不能空腹吃，不能大量吃，
不能連皮一起吃之類；另外，不宜與螃
蟹、海鮮、紅薯、酸菜等同吃，營養專家
說到此總是口若懸河，中醫典籍記錄它是
言之鑿鑿。故而每次將柿子握在手中，總
會情不自禁地掂量掂量，無形中使我對那
柿子的通體紅暈，產生了一種敬畏之心。
柿子的紅，需要風霜的洗禮；柿子的

軟，需要時間的沉澱；柿子的美，需要心
靈的通感。此刻，我怎能不想到熟稔的故
鄉，不想到那樹上垂着的一個個紅柿子，
就像一盞盞慰藉靈魂的紅燈籠，在家園的
上空忘情地召喚，迷離地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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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遊客
每次長假過後，總覺
得全世界旅行的人就分

兩類：遊客和中國遊客。
這次十一，先是有俄羅斯的媒體報道
稱，由於「俄羅斯被列入最受中國遊客
歡迎的旅遊目的地清單，因此專家們擬
定了一個附有8條建議的特別提示，幫
助中國遊客了解俄羅斯文化，以免陷入
尷尬。」那麼這8條都包括什麼呢？比
如「晚上11點以後不要大聲喧嘩」、
「購物買票都要排隊，不要插隊」、
「由於俄羅斯天氣寒冷，人們都會把衣
服的扣子扣緊，不喜歡敞胸露懷」、
「在俄羅斯不是不能砍價，但要懂得適
可而止——如果看到對方已經很不滿
了，就要喊停了」、「未經當事人同
意，不要對人家拍照」等等。內容如
斯，是夠尷尬的。
估計有人要說「戰鬥的民族向來霸
道」，此話不假，在對待中國遊客的問
題上，相較於其他國家，俄羅斯屬於比
較強硬的。比如早在9月，俄羅斯發行
量不小的報紙《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就
發表了一篇文章稱，「鑒於中國遊客的
種種不文明行為，克里姆林宮博物館將
加強管理。」
具體方法，是每個中國團在參觀時都
會在原有兩名中國導遊的基礎上，再加
入兩名俄羅斯「導遊」強行跟隊，四人
兩前兩後「押送」旅行團參觀，隨時阻
止「違規」行為。而引發這些措施的原
因，是克里姆林宮此前發生了多起中國
遊客隨地大小便的事件。有導遊甚至爆
料稱，一天之內就有三個中國團在克宮
隨地大小便，而從八月末到九月初，已
經十幾起了。《莫斯科共青團員報》也
證實，類似事件「在克里姆林宮不是一
次兩次地發生，在俄羅斯著名旅遊景點
內也不是一次兩次地發生。」
想發揚民族精神拍個桌子也頓覺沒有
什麼立場。
除了俄羅斯，還有英國。十一過後，

劍橋傳來消息：「老柳樹受不了了，劍
橋受不了了。」據BBC報道，劍橋前市
長、市議會議員約翰．西普金說：「來
劍橋一日遊的遊客中，中國遊客佔了相
當高的比例，而且，中國旅行社為了多
賺錢，組團過大。」動輒超過50人的中
國旅行團，舉着花花綠綠的遮陽傘擠爆
了劍橋古老的窄巷，大家排着隊輪番騎
上「河畔的金柳」捏一張「到此一
遊」。更有活潑的，無視指示牌，擅自
闖入學生寢室，或者爬到屋頂遠眺，招
來學生們氣急敗壞的投訴。西普金直言
劍橋正「走向自我毀滅」。據報道，劍
橋官方機構正在考慮出台限制中國遊客
數量的措施。當年徐志摩沒帶走一片雲
彩，如今中國遊客快要帶走整個劍橋。
最後再說一下日本，這個前幾年面對

中國遊客掃貨壓力唯一仍保有「感恩之
心」的謙謙國度，最近也有點扛不住
了。原因是拜各路網紅在「小紅書」、
「馬蜂窩」等社交媒體上的攻略、晒圖
所賜，加上抖音、直播的風潮，惹得現
在有大量的中國遊客會出現在「令人意
外的地方」，比如遊戲中心、髮型屋、
整容醫院、隱世拉麵店等等，概括地
說，就是深入到普通日本人的生活區
域。當穿着各色和服的中國女孩舉着自
拍桿成群結隊地堵在龜田小姐家巷口那
棵櫻花樹下比「耶」，或當山本先生疲
累一天終於推開私房深夜食堂的趟門卻
聽到一陣「比胖虎的歌聲和靜香的小提
琴還恐怖的聲浪」時，最怕打擾的日本
人對此的忍耐度要遠遠低於被「爆
買」。據日本TBS報道，針對中國遊客
興起的「深度遊」，日本當地人反對聲
隆，其中最主要是反感「中國遊客水準
低」，希望不要來添亂。
近些年來，富起來的中國遊客一直讓

各國政府又愛又恨，但與這個世界和諧
相處的終極方法終究不止是「老子有
錢」。中國遊客有委屈和被妖魔化的一
面，但也一定還有自身提升的空間。

上文提過，當下香港
較高調鼓吹青少年性濫

交的醫學界人士較多是精神科專業而不
見婦科。「精神病醫生」的論調是「性
交對手」少的人「保守」，跟多些人性
交才是「開放」！「性交對手」指
「sex partner」，俗譯「性伴侶」，但
是與較大量異性性交，則「瓦合瓦散」
就難保都有「伴侶」關係，這又是一個
嚴重的誤譯。
精神科醫生都是從學習內外全科入
手，這一小撮醫生鼓吹年青人應該更早
（早到女生初行月經、男生初次夢遺）
和更多異性有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
為，他們理當知道性濫交對當事人的健
康有些什麼不良影響。會不會是他們只
管病人的精神健康，性病和愛滋病的防
禦則「管他娘」？
有一回，我在街上遇見一位高我一屆
的醫學院學長，可能多年未見，他滿臉
堆歡地說：「潘國森，你很勇呀！」我
們會心微笑，他是在說我刊行了兩冊
《同性性愛行為探討》的事。我一不是
醫生，二不是社會科學教師，只是個普
通的傳統中國讀書人，剛巧還懂一點歷
史和自然科學而已。潘國森談性教育，
可不是如「狗拿耗子」般討人厭嗎？
我絕對明白此間執業醫生亦有難處！
至少有兩位醫生朋友告訴我，如果有同
業發起簽名聯署活動，向公眾宣稱「肛
交有害健康」，他們都會毫不猶豫地參
加。不過自己孤身一人去做這額外的
「社會健康教育」就免了！可以預見，
如果有誰敢公開講這最基本的真話，明
天他的診所就會有奇裝異服、裸露身體
的示威者來搗亂，誣衊你歧視「同

志」，把病人都嚇跑了！誰都知執業醫
生雖然收入豐厚，不過一般經濟壓力也
重，要供樓供車，還有為子女供書教學
等等。如此自招禍殃是划不來的！此所
以二十年前「同性戀解放運動」的宣傳
還在遮遮掩掩、避談兩男性交事而推說
「跟一男一女」沒有兩樣；近年互聯網
上則有不少年輕女子以權威口吻大聲疾
呼，說道：「肛交是正常的！」二十年
是一代人，洗腦效果很明顯。
筆者不是吃醫療服務或性教育的一行

飯，毀我譽我、人身攻擊都付一笑置之
而已。朱老師是醫學界，堅持宣講性道
德就受到同業無理無禮的攻擊了。
朱老師的千金憶述，當前如朱老師一

樣敢於捍衛「傳統性道德」的老教授甚
是罕見，類似的言論以及發言者本身，
就成為許多人的眼中釘。由是想起當年
朱老師在電話中告訴我被無理奪去職務
時的失落。他老人家臨終前的最後歲月
「握筆顫顫巍巍」完成遺作，當是擔心
時不我予，不能寫完全書。不過，我始
終相信一個讀書人的道德勇氣可以爆發
出難以估計的能量。朱老師走了，我或
許要重為馮婦、再披戰袍了！當然，我
仍然熱切希望香港還有醫學界精英能夠
站出來，捍衛自己的專業，不要讓沒有
學好自然科學的大學教師壟斷了所有基
礎性教育的教材。
時下流行於年輕人的：「我的生命，

我的身體是我自己的。我的一切我做
主！」正正是朱老師在《傳統性道德的
自然科學本質》要駁斥的。此話在二零
一四年「非法佔中」之後，經常掛在曾
經「違法達義」的反政府愚民口中，這
要下文分解了。 （憶朱琪教授．中）

郎平雖在本屆世錦
賽預期中國女排的目

標是進前六，最後以銅牌收官，又是超
額完成。外界普遍認為是2020年東京
奧運周期的一個起伏。又有媒體陳腔濫
調式指，世上無長勝不敗之師之類說話
呀……女排需從挫敗教訓為東奧作準備
云云。
究其輸的真正原因，相信郎平在敗陣

意隊記者會上，說話及表情也未有流露
半點，可讓媒體有大做文章的機會。女
排輸波的真正原因及意義，相信真正球
迷會心領神會，筆者此文，只會提綱挈
領︰
（一）2016年里約奪金，翌日發生

的第一件事，鮮為人知︰在女排慶金
前，意國已一早比中國出三倍薪酬酌洽
郎平為意隊主教練。當時，郎平只向全
世界回應一句︰要帶，就只會帶中國女
排。再看今年與意隊交鋒六次，0比6
全敗陣下來。原因可寫十萬字，但必須
知道的是，2008年京奧，郎平帶領美國
女排上演「和、平大戰」，中國人打中
國人，又最後只為美隊獻上銀牌而止
步。表面是實力未如巴西，真正原因？
再看便知……
（二）2013年郎平再度出山帶中國

女排，2014年即出征世錦賽。她時為
年薪三百萬元人民幣。跌跌撞撞殺入決
賽，對陣美隊，最後1比3輸波。當
時，只是女排重組後的第一年。當
中意義很多，但我們只集中一點，她輸
的是美國國家隊。
（三）2016年，郎平任期屆滿。可以
這樣說，當時無論里約賽場上見到女排
如何不濟，可以肯定一點，郎平出征里
約前，所有籌謀及戲劇性結果，這塊金
牌其實早已在郎平心中︰「志在必得，
囊中之物！」在這位偉大領隊心中，從
來沒懸念。只是觀球的人，過分緊張。
（四）回到今次世錦賽，女排輸意隊

兩次，都是關鍵場次。最後輸的，也只

僅僅兩分，且已拚到五局，你還能什
麼？
（五）所謂徒弟不能大過師父。中國
就只有一個袁偉民能令排球於三大球
中，率先衝出世界，讓國人自豪了半世
紀，袁偉民由1966年開始奮鬥，1976
年組織一支中國女排，到現在2018
年，剛好52年。女排三大賽︰奧運、
世錦賽、世界盃，半世紀以來，中國只
有袁偉民能三連冠完成。這是袁偉民自
中國人開國至今，兩項世紀性以及沒人
能破的紀錄及偉事。況且，自1986年
女排失落世錦賽冠軍後，至今也未再染
指。即使四年後奪冠，大概屆時這塊金
牌也已失落了36年。但小記只想集中
一點︰徒弟再高，也不能大過師父。
（六）最後要道出，排球是一場遊

戲，再化成競技，再進而這麼、那
麼、怎麼……回首，人生不是比遊戲重
要多吧！但偏偏又戲如人生，唉！筆者
只想講，老郎 雖為老狼，也只為戲
言。最難得是狼心背後不是狗肺，是真
的一顆良心。
郎平要數一生恩人，唯中國，後美

國，接續就是意國。她整個人生就欠這
三國。表面有違倫常，但當有其中一國
在「背棄」她時，另兩國就是她人生走
進絕處時向她遞上一碗叉燒飯，而你永
世也不忘的恩人。
在現實賽埸上，無論何時何地，郎平

對三國也是矛盾的。2016年里奧後，郎
平在北京大宅接受傳媒訪問，她喝的是
在美留學時初次品嚐的藍山咖啡，吃
的是意式一種最廉宜無甚滋味的水泡
餅。但郎平當着鏡頭，與母親分享一種
食法，就是把餅逐個放在咖啡中，待刻
放入口，最後把咖啡一喝而盡，就是郎
媽也說滋味無窮。這就是郎平走到人生
這點的真正滋味，以及整個人生寫照。
球場上的冷面殺手，其實為人處世，何
時何地，其內心也是最念舊情的。郎
平，我們多謝您，也敬佩您！

一個中國女排擁躉的心聲
BillLee

大地大地
遊走遊走

十月二十三日是一個很值得紀念的歷
史時刻，籌備及建造十多年的港珠澳大

橋，當日正式開通了。國家主席習近平親由北京到珠海
主持開通儀式，陪同習主席由京南下的還有國務院副總
理韓正等。從政者當然希望具有領袖風範，當日堪稱是
領袖風範的好榜樣。香港特區政府林鄭月娥特首、澳門
特首崔世安以及副總理韓正分別在儀式上致辭，隆重而
精彩的講話，精彩絕倫，各有特色和內容。
當日主題聚焦在習主席身上，他雄偉的聲音宣讀港

珠澳大橋正式開通了。在受訪中形容港珠澳大橋是世
紀大橋，是世界最長的大橋，是圓夢橋、同心橋、自
信橋、復興橋。習主席對港珠澳大橋的豪情壯語給予
港珠澳大橋的建設者高度的肯定。事實上，正如習主
席所說，港珠澳大橋的建設創下多個世界之最，非常
了不起。體現了一個國家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奮鬥
精神，體現了我國綜合國力、自由創新能力，體現了
勇闖世界一流的民族底氣。當日港珠澳大橋開通儀
式，有世界各地傳媒紛紛以大篇幅報道，實在令世界
矚目震動。尤其在當今環境下，我國常受美國等西方
國家出言奚落，恰好這時候我國偉大工程在世人面前
展現了我國的魄力，這是多麼令人興奮驕傲的事啊。
我非常欣賞習主席的金句：「港珠澳大橋是世紀大
橋，國之重器，非常了不起。」
香港回歸祖國21年，受惠於祖國的偉大建設輝煌成

就，肯定的是港珠澳大橋的啟用，香港一定得益不淺。
無論從交通運輸、零售旅遊業等等都大有得益。最令香
港人驕傲的是，這偉大的世紀工程，香港在祖國提攜之
下，是參與者、是建設者。香港澳門深深體現到「一國
兩制」的好處，港澳內地同胞一起，通過橋通，更使我
們心通，連在一起。尤其是大橋開通儀式上香港特首林
鄭月娥與國家主席習近平並肩而行，提高了香港人對前
途的信心。
習主席乘主持大橋啟用儀式之便，考察深圳、廣州及
廣東。據說習主席在就任國家主席後第二次考察廣東，
期望廣東發展在新時代不斷開拓空間增後勁。其實，習
主席的尊翁習仲勛曾任廣東省領導人，所以習主席對廣
東相當熟悉。如今在中共十九大會議之後，我國已進入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建設新時
代，進入改革開放新高地。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今
天，習主席看到作為橋頭堡的廣東省，獲得翻天覆地的
成就而倍增領袖風範。從習主席到訪各地，均受到人民
熱烈歡迎，可見一斑。

世紀大橋

內地的高鐵技術和網
絡發展一日千里。以中

國幅員之大和人口之眾，發展高鐵實是
無懈可擊的決定。以往在內地乘搭高鐵，經
已覺得設施和時效佳，十分便捷。
最近因急事與家人到了廣州一趟，回
程買票，卻令我感受至深。廣州南站很
新，設備先進，設計也好，底層是地下
鐵路，乘搭出租汽車也秩序井然。廣州
南站硬件極佳，不過軟件實在有改善的
空間，在此表達是希望該站能精益求
精，提供更完善服務，令其名聲如高鐵
車速般節節上升。
我到達時售票大堂當時左邊僅一窗售
票，中間的櫃位都是其他取票等服務，其
後才發覺相距二十多櫃位，也零星有幾個
售票窗，全都排了長長的人龍。而最令人
不解的是，每個服務台都以電子屏顯示
「職員吃飯時間」有些是下午五時三十分
至六時；有些是下午六時至六時三十分，
並不停有廣播報告各編號服務台職員的吃

飯時間，安排看來是有一半職員會在同一
時間吃飯。我五時到達，輪候的一個窗顯
示職員吃飯時間是六時，約二十人在我前
方，心想可以順利買票，誰知一個小時
後，前方還有幾個人，職員吃飯時間到了
便離開，無人接班，輪候多時的人怨聲載
道，忙亂地飛奔到其他隊伍去重新排隊。
此外為長者和殘障人士而設的服務台竟同
時出售商務車票，長者和殘障者都要排長
龍，令人氣餒。
首先，全球已實施一條隊的公平排隊

方式，把所有同類服務如售票的櫃位集
中在一起，客人先到先排，由幾個櫃位
同時處理同一服務，這是最公平的做法。
其次，職員吃飯時間應是內部事務，不
應公佈和影響顧客服務。有職員離開休
息應由其他職員在同一櫃位補上，而非
另開櫃位要客人重新輪候，造成擾民不
公平。另，應避免太多職員集中在同一
時段吃飯；為長者和殘障者的服務也應
實際能提供幫助，避免形同虛設。

廣州南高鐵站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說起來，認識陳義芝很久
了，應該是一九九三年十一

月吧。當時，他作為台灣《聯合報》副刊副
主任，隨主任瘂弦，率一群台灣著名作家出
訪福建尋根；我也應福建作家協會主席張賢
華之邀前往，我和義芝喜相識於山下的武夷
山莊。那時，彼此初識，雖然有竹筏同遊九
曲溪之誼，而且還同房共住一晚，但彼此都
很客氣。記得有一晚，請推拿師推拿，問他
是否也來？他耍手擰頭，說，看你表情那麼
痛苦，我不要。其實我實在不知道自己神情
到底如何，因為看不見嘛。
因為他在編副刊，而我也在編《香港文

學》，雖一海之隔，彼此聯繫也就多了起
來，無論他應邀來香港開會，還是我去台
灣，都要想辦法見面。那時他在報紙，還請
記者對我作了個專訪。我們相互之間也發對
方的作品，非為私誼，實是他的作品讓人心
儀。我也曾經到過《聯合報》報社去探他，
當時他是副刊主任，正在大堂聊天，副主任
蘇偉貞也路過，打了個照面，義芝還拉她一
起照相，只是好像沒有照好。後來，他們兩
個前後離開報界，先後投身學界。

記得那一回我率團訪台北，他還抽空駕
車，到我入住的西門町酒店帶我兜風。回程
時，途經售賣食品的商舖，他得知我要買綠
豆糕，於是把車子停在路旁，我想跟着下車，卻
被他攔住，叫我，別動！不一會，他就提着
兩盒綠豆糕回到車上。我不善言詞，連謝謝
也沒講，但內心卻永遠記得那個晚上。
2011年2月去台北，住在國聯飯店，時值

元宵時節，但天還是不太冷。晚上，他帶我
在附近的中山公園紀念館一帶晚飯，大概是
元宵的關係，用餐的人多，那些飯館內外都
擠滿了食客和輪候的人。沒辦法，義芝苦笑
道，我們只好到別處看看了。於是，一路說
說笑笑，兜了個圈，終於找到一家，便一頭
鑽了進去。用餐間，義芝問我想見誰，我說
簡媜吧，只是不知道她有沒有空？他即刻以
手機聯繫，並約定次日由他開車帶我去木柵
看簡媜，我們三個在那裡的飯館吃午餐，席
間談起植字，義芝還介紹到哪裡去委辦。飯
後在小山坡的合照，背景是粉紅色白色的杏
花林，說說笑笑，十分歡快。
有一回在台北，他帶我去台灣師範大學附

近的餐廳，「紙火鍋」晚飯。紙做的火鍋？

不免好奇。原來是日本進口的紙製成的呀！
再有一回，我們去台北，他還邀我們去飯店
晚飯。因為塞車，我們遲到，他竟跑到附近
路邊等候，讓我感動得無語凝噎。
自然，我們也在成都的會議上碰過面，記

得那次，會議安排他和我主講台港娛樂圈概
況，他開場白以四川話開頭，這時我才真正
意識到，他原籍四川呀。
當然，我也曾經在香港接待過他，不過每

次行程匆匆。有一次他應邀參加會議，並在
我主持的大會上發言，後來一起共進晚宴，
其間交談了一會，他又忙着趕回台北去了。
直到去年七月，他應邀任香港「紅樓夢長篇
小說獎」評委，才有機會在他所住的紅磡海
逸酒店，請他和他詩集的韓文譯者金晚飯。
並非回請，只是借機聊天而已。
義芝搖身一變，以博士學位，從編者變為

教授。在他作為編者之時，早已是著名詩
人，又是文學評論家，編撰過台灣小說年度
選，也出過台灣十大詩人選評，所選評的評
論令人印象深刻。據聽過他的課的學生說，
反應良佳。以他在文壇資歷，加上學歷，他
的跳槽時機，誰言不佳？！

從編者到學者——詩人陳義芝

柿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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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柿營養價值很高。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