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真

餅乾罐
過年後超市減價，
買了罐巨型家庭雜餅

（圖）。搶眼的鮮紅色鐵罐，撕開銀
錫箔紙，數數款式，竟有八種之多，
有小時至愛的奶油威化、椰絲圈、椰
絲方塊、正方長方茶餅兩款、檸檬夾
心脆餅、橙味夾心軟餅、咖啡味茶
餅，又多又香。孩子多的家庭，絕對
是醫肚餓的超值恩物。只是餅乾多用
平價椰油和防腐劑兼高鹽糖，以今天
的養生觀念還是少吃為佳。
那晚一嚐多年沒吃的雜餅，來杯熱
普洱茶，兒時回憶一下子全湧上來。
睹物思人，果然是真。小時一家八
口，上面八款餅乾一人一款，剛好。
可惜六十年代絕對沒錢買這種當時算
豪華的罐裝餅，幸好街市有散裝雜餅
賣，以重量計，雖非名牌，但小孩只
求有得吃，管它什麼牌子。
老媽最常買的是一種鵝蛋形
散裝茶餅，給孩子作零食，但
光顧最多的反而是老爸。他有
鋪消夜癮，九點多總要吃點東
西，有時煑蝦子麵，但更多是
喝杯茶吃塊餅，那當然不是英
式伯爵紅茶或scones之類的舶

來品，而是六安濃茶配甜餅乾。老爸
嗜茶如命，家裡為他常備一大暖壺醇
厚六安，晨昏皆飲。印象最深是他睡
前坐在飯桌，倒杯熱茶，拿兩塊鵝蛋
茶餅，掰開兩半，浸浸熱茶讓部分餅
軟化，慢慢啖之，非常滋味。老爸常
教我們只吃六分飽，凡事有節制，飲
食方面他絕對做到。
我們小孩怕中國茶苦，但學了他浸

軟東西吃，發明出一種花生吃法。其
時的花生多彩多姿，雖未有貴價黑金
剛（也吃不起），但便宜的有「珠
豆」，即沒加工的白花生，稍好一點
的是南乳肉花生，炒過甚香脆，更豪
的是包了層油炸脆殼的魚皮花生，最
高級版是蝦子花生，但已是大人級數
下酒之物了。我們的玩法是把珠豆剝
好，放進一玻璃杯開水中，讓花生仁

浸軟，再像紅豆冰般連水帶
渣吃光。
一罐餅，就引出這許思

緒。至於餅罐，以前物資匱
乏，多珍而重之，用以收藏
情書舊照。現今東西多到斷
捨離也來不及，鐵罐多美，
都沒儲存的動力。

本山人非常幸運！
至今已有內外孫兒、
孫女合共七人，有

時，他們無意之間，顯示出他們的童
真是很令人開心和驚奇的。
在七個孫子孫女中，有兩位是中西
結晶，生活在加拿大，年齡是八歲和
五歲的男外孫，大的讀小學三年級，
他每星期六都上中文學校學習中文，
至今已有四年了，而每年都考第一。
今年初他略帶慚愧地告知婆婆，成績
不及往年，只得九十八分；小的孫兒
比較頑皮，去年曾回港小住三星期，
由於仍未入讀中文學校，所以他似乎
很少講粵語，但有一次，我抱着他在
看兒童電視節目時，因我的太上皇老
妻不知因何事，卻對小孫兒說了一大
段廣東話，大意是指他不聽話，小靈
精可能一時忘記了自己是坐在我懷抱
內，竟然「彈」出一句非常流利的粵
語︰「我都唔知你講乜！」本山人當
然也假作聽不到，但心知這個小靈精
原來已在眼見耳聞之下，略識一點粵
語，但卻經常扮作不懂，一定要我們
跟他說英語才肯回應。
最近女兒（他的媽媽）在短訊中傳
了一段笑話給我，某日，女兒帶這小
靈精去餅店買糕點時，看見一些新出
品的朱古力蛋糕，便買了一些打算回
家嚐嚐，在放進袋時順手拿了一塊給
他吃，不料他不但不吃，反而大哭起
來，女兒感到莫名其妙，問他為何
哭，他又不回答，反而再嚎哭起來；
回家後再嘗試拿朱古力餅給他吃，他
又大哭拒絕接受，還是女婿比較細
心，不但自己拿了一塊來吃，還示意
該餅味道很好。據了解，這小靈精非
常愛吃朱古力的，經過女兒和女婿多
番問他為何不吃並大哭，結果，他
說︰「為何媽媽要買Dirty Chocolate

（污穢的朱古力）給我吃呀？」媽媽
聽了恍然大悟，原因這個新糕點的名
稱正是Dirty Chocolate，這小靈精怪
他媽媽為何買污穢不乾淨的東西給他
吃，所以大聲哭叫起來，以為媽媽不
愛惜他！
所以，本山人在此向各位建議，對

孩童的意識，必須小心謹慎，以免引
起小心靈的反彈，當有疑問時，他們
又不懂得提出問題，來表達意見，一
眼看見父母給他認為污穢的東西吃，
便即表示極度失望而大哭起來。
另一個小故事是在香港的另一位外

孫女，她在一所學校就讀二年級，由
於家居地點與學校距離較遠，所以每
天均與三五位同區同學一齊坐校車返
學。有一天，在校內她發現其中一位
同車女同學在買練習簿時才發覺忘記
帶錢，她於是毫不猶豫地便拿出二十
元來，交給那位同學，並鄭重地說︰
「這些錢是我自己的，我現在給你去
買簿啦！日後也不用還錢給我了。」
這番話由那位女同學告知她母親，

又由這位母親轉告我女兒，當女兒回
家後問小孫女錢從何來？小孫女回
答︰「這二十元是我替媽媽你工作賺
回來的工錢。」小孫女的思考力很清
晰，她了解到這二十元是自己的財
產，並不是父母給她作不時之需的，
所以她有權決定如何運用這些錢！而
且毫不計較任何利益，純粹是因為她
的好友忘記問父母拿錢回校買練習
簿。今次小孫女是用自己的財產幫助
好友，何樂而不為呢？！
二十元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

卻因為小孫女這點慷慨和童真，以及
急才和急智，希望可讓她締結了一個
終生好友！同時衷心祝願她能在人生
旅途上找到幾位知心而可以一生共患
難的朋友！

上月英國經濟學人智
庫公佈全球生活指數最
高地方，在133個城市當

中香港與巴黎及新加坡名列前茅。香港 人
痛苦在樓房愈買愈貴、人們愈住愈細 。民
間智庫「博匯」召集人、著名城市設計師
張量童博士直指這是因為香港選錯了新機
場的位置……
張博士回想他的博士論文主題就是新機

場應該放在哪裡？「我的意見和胡應湘先
生是一致的，新機場應該放在東博寮海
峽，即時香港島與大嶼山中間的位置，
但，早期港英政府根本不想香港有新機
場，隨便選了赤鱲角作研究，出來的結果
當然就是非常遙遠，地質不好，若要搞機
場便要興建很多橋樑和道路並不划算，不
起也罷，一心用到啟德機場爆便算了！可
到最後，赤鱲角還是變成我們的新機
場。」
新機場由98年開始啟用至今，張博士依
然耿耿於懷，「如果當年選址東博寮海
峽，再發展大嶼山北部，填海可供應大量
土地興建住宅，可惜現在機場放在赤鱲
角，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土地白白
浪費了，否則今天的土荒問題便不會這樣
嚴重。」
最近政府推出「明日大嶼計劃」，張量

童博士表示支持的同時也再拋出他的「海
上飛地」概念，就是在香港南部擔竿洲
等，屬於珠海管轄的三個小島，在香港珠
海雙方作出特別安排下，香港人在那兒擁
有土地使用權、香港司法管理權，珠海則
得到稅收和地區發展。現在島上1,009人全
是漁民，如果要搬遷也很容易。起碼在那
兒的建築費比香港便宜三分二，到時可住

上二百萬香港人。」
張博士推崇「海上飛地」及用郵輪作為
居所的「漂浮城市」概念都是長遠的策
略，提到急切的需要，有人提及使用粉嶺
高爾夫球場，張博士也有獨特的看法，
「我承認高爾夫球場有國際地位和歷史價
值，很多重要賽事都在那裡舉行，「那裡
有172公頃，但，旁邊有128公頃的丙崗，
大部分是荒廢農田；兩地的情況就像是高
爾夫球場，有古樹古墓和生態，就好像一
個古董小提琴，旁邊沒有什麼生態價值的
丙崗就是一個普通的樹林，如果家中要取
暖，為何要取小提琴而不用樹林的柴枝
呢？而且高爾夫球場只可建低密度住宅，
可住萬多人，而丙崗則可住上五萬人。」
張博士的新思維使我想起了困難與出路

的兩句話︰困難，困在家中萬事難；出
路，出外走走就有路。希望大家多談這些
方案，並且讓年輕人參與其中，合力為香
港找出一個未來，走出這個困局！

為香港找出一個未來
很久沒有看到蚯蚓了。
事實上，住在都市裡，不去公
園或郊野的話，連綠色的草地也

是難得一見的。所以，那天雨後在學校附近的
小小草坪上，看到一條肥肥大大的蚯蚓在曲着
身子蛇行時，竟然有點興奮的感覺。因為想起
讀中學時，時常在泥土地裡挖出泥土來尋找蚯
蚓，為的是用蚯蚓來作魚餌去釣魚，那是無憂
無慮的歡樂時光啊。
那個時候，雖然生活貧困，但並不知道蚯蚓原

來是可以吃的。更不知道的，是廣西的瑤族同
胞，會把蚯蚓醃起來食用，還用來招待貴賓哩。
蚯蚓的食用，自古就有記載。《博物志》有「閩
越江北山間蠻夷啖丘蝝脯」的記載。《廣志》更
說「閩越山蠻啖蚯蚓為羞」，明代的筆記亦曾記
述有人嗜蚯蚓成癖。不知蚯蚓和禾蟲相比，是否
更為美味？據飲食書籍的記載，只要調味重，把
蚯蚓的土腥去除，便可炒芹菜、韮菜和蒜苗，亦
可作湯菜食用。
蚯蚓的別名很多，像曲蟮、土尼、地龍子，都可

以理解，但稱蚯蚓為「歌女」，卻比較難以理解。
不過，唐代的盧仝寫過一首名為《夏夜聞蚯蚓吟》
的詩，詩說：「夏夜雨欲作，傍砌蚯蚓吟。念爾無
筋骨，也應天地心。汝無親朋累，汝無名利侵。孤
韻似有說，哀怨何其深。泛泛輕薄子，旦夕還謳
吟。肝膽異汝輩，熱血徒相侵。」盧仝看來是聽過
蚯蚓發出的聲音的，不然他不會寫出這樣的作品
吧？宋代的歐陽修，在《雜說》裡也說：「蚓食土
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
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邪？」兩位文學家
都這樣寫，可見蚯蚓真的會發出吟鳴的聲響，而且
還「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只是在現今嘈雜的環
境裡，可能聽不到而已。
在野外宿營時，如果能聽到蚯蚓的吟鳴聲，那

應該是一種幸運和幸福吧？

蚯蚓

人生有很多傳聞，
做娛樂事業的就更多

了，當然傳聞當中有好也有壞，包括
好的便是某女明星可以嫁入豪門，成
功晉身成為有錢太太，是多麼的可喜
可賀；但有的傳聞當然是壞的，近來
我便聽了一位娛樂圈名人告訴我一個
很驚人的故事，怎樣也想不到今時今
日的娛樂圈也有一些恐怖的生意經
歷。當然你們可以當娛樂一則看，是
否屬實我不在現場真的無從稽考，說
到這裡相信大家很有興趣聽我轉述這
個故事的內容吧。
有一天我和這位娛樂名人歎下午
茶，他告訴我現在仍然有某些娛樂圈
的小角色所指的是女星會用她們的美
貌去賺取一些異常生意的金錢，他說
有一次他與一班大老闆出海暢遊玩
樂，某些老闆會找一些美艷動人的娛
樂圈小花一起去玩，而其中一個已結
了婚的大老闆帶同新女朋友陪伴到場
一同玩，可怕的是在場每一個老闆也
明知對方不是正室也沒問題。
話說回來，大老闆的那位女星，娛
樂名人話在某拍攝地方認識她的，他
也相信那位女星絕對認識自己，但因
為場合比較尷尬所以那女星沒有主動
上前同他打招呼，當然娛樂名人也不
想令那位女星尷尬，所以也沒有跟她
打招呼；這時，大老闆看到女星沒有
主動跟他的娛樂名人朋友打招呼便大
聲呼喝她，說為什麼不跟娛樂名人打

招呼？你是否做娛樂圈的，竟連這娛
樂名人也不認識。當其時氣氛更為尷
尬，所以我這位娛樂名人便主動告訴
大老闆表示早在工作中已經認識了，
所以不用太過熱情打招呼，也請求大
老闆不要怪責她，這才讓氣氛不用那
麼尷尬。但這位大老闆依然發脾氣，
還把那女星責罵多兩次，才肯收口。
其實我的名人朋友告訴我，他常常出

席那些大老闆的活動，當中也見到很多
在娛樂圈工作的小花會到現場一起玩
樂，當然可能是為了生活的，所以有時
我們在傳媒口中得知某些女星工作量不
太多，但駕駛的跑車可能已超越百萬元
以上，每個工作最多只有兩三萬，哪能
在兩三個月來賺取過百萬去買一架跑
車，又或者買到一層成千萬豪宅呢？
當然有時我們都很質疑她們的能力

是否真的咁有名氣，可以賺取那麼多
的金錢？但名人所講也不是每一個小
花都會這樣做，有很多仍然潔身自愛
努力工作，寧少賺些金錢也不願意用
其他「異能」賺取生活。明白到娛樂
圈生活的水平是真的很高，但也說明
白到只要自己能夠接受自己的生活，
將演藝事業只當作一份工作不只求名
利的話而接受自己，又哪怕自己住公
屋呢？
其實娛樂名人告訴我這個故事之前

也聽過很多雷同的，我只希望娛樂圈
內並不是有那麼多的這類型故事發生
吧！

斯文狐狸（四）

很多人處理負面情緒的一個
方法是，令自己感到內疚。也

許是認為，通過承認是做了壞事，或者有壞情
緒，已感到內疚。其實，內疚不會解決到任何
問題。我們必須要將自己的能量提升轉化為勇
氣，勇敢去面對自己的負面情緒，正確認識到
它是人性中的一部分，是必然會存在的。而最
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記住，有些情緒並不是問
題，我們選擇怎樣去處理這些情緒，才是重要
的一件事情。
而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在感情這方面。這裡要

讓大家知道，就是關於覺知層面的，也就是
說，我們的思想和感覺，永遠都能夠影響到對
方以及我們自己的感情，無論這些思想或者情
緒是否表達出來，其實都能在細微處影響到別
人。舉個簡單的例子，大家如果細心留意自己
的日常感情，一定不難察覺到你的伴侶不開心

或生氣的情緒。就算對方沒有說半句話，你都
很自然能夠察覺對方的負面情緒。然後你可能
會問：為什麼不開心呀？即使他回覆你說：沒
有什麼啊。你還是能夠明顯感受到，對方在發
放着不開心和生氣這個能量，大家想想是否這
樣？所以，無論是否表現出來，情緒都能影響
到別人。
簡單而言，一直以來我們都相信我們的思想

情緒，都是屬於我們內心深處、沒有人能看得
到的一部分，每一個人的大腦都是分開的，情
緒只是發生和局限在自己的身體裡面。但是，
當你透過不斷地放下，並且向內探索的時候，
你就能夠感受到自身的感覺，會發現我們對對
方所抱有的一套思想和感情，對方是能夠明顯
知道的，而且清晰如同一面鏡子。我們給他們
的情緒帶來影響，通過他們的行為，最終反映
給我們知道。而一旦我們改變了我們的內在，

以及對對方的情緒和態度，我們就會發現，對
方的態度，就算不需要透過任何言語，也能夠
立即有明顯的改變。
我們常說，想要改變別人，要先改變自己，
也正是這個道理。因為我們的感覺和思想，是
可以傳導反映給別人的。所以，我們要直面自
己所存在的問題和不良情緒，並且逐漸放下隱
藏的情緒以及行為模式，我們的大腦就會變得
愈來愈清晰。每個人所做的行為，背後所帶有
的情緒和思想，就會變得愈來愈透明化。人與
人之間的相處，也會變得更加純粹明朗。
我們要如何達到這個狀態呢？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多留意自己有些什麼思想，是不想讓對方
知道的，留意這些負面的思想，並且將它們慢慢
清空和放下，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要學會察覺和放下自己的負面情緒，而不是傳達
給別人，這樣我們就能夠改變任何一段感情。

正確處理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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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風A27

2019年4月16日（星期二）

20192019年年44月月1616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9年4月16日（星期二）■責任編輯：葉衛青

尋
夢
園

尋
夢
園

昂膛山人昂膛山人

從
零
創
夢

從
零
創
夢王嘉裕王嘉裕

娛
生
樂
與

娛
生
樂
與
「「
路路
」」路路芙芙

翠
袖
乾
坤

翠
袖
乾
坤伍淑賢伍淑賢

隨
想
國

隨
想
國

興國興國

淑
梅
足
跡

淑
梅
足
跡車淑梅車淑梅

百百
家家
廊廊

山
林

2016年 4月初，借助
出差的機會，我和朋友
驅車前往北京市東南方
向的大興區龐各莊。這
裡的梨花村正在舉辦梨
花節，梨花節上的梨

樹，樹姿優美，花如雪雲，且絕大多數是
200歲以上的老梨樹。萬畝梨花開，一片香
雪海，置身梨花的海洋，我算是開了眼
界。天公作美，及時飄灑了一陣貴如油的
春雨，梨花枝枝春帶雨，那風致，那情
態，恰如楊妃相思淚目，我見猶憐。
梨園裡有一棵四百多歲的老壽星，叫

「貢梨樹」。這棵梨樹上的梨，號稱「金
把黃」，是明朝萬曆年間供奉皇室的貢品
梨種。在梨花節上，我們還品嚐了一道特
色美食，叫「蜜汁梨花」。盤子裡的梨花
蓓蕾，略有澀味，有清心明目之功效。朋
友吃了梨花，靈感大發，立即寫了一首梨
花詩歌發朋友圈。賞梨花、吃梨花、讚梨
花，此次來梨花節遊玩，真乃平生一大樂
事，以至於每年春天，我都會情不自禁回
想起那滿樹好花和一盤珍饈。
春天是一個萬紫千紅的花花世界，百花

爭奇，千卉鬥芳。梨花淡泊而寧靜，她保
持着自己的純色，不愛和眾芳攀比。清代
才子張潮在給梅花找「配偶」的時候，他
首先想到了梨花。有人認為梅花應該聘娶
海棠花，張潮非要說梅花和梨花最為般
配。那是因為海棠花太過艷麗，太過招
搖，和梅花的清高不搭。遍觀花界，只有
白梨花符合梅花的氣質。
梨花素來都是秉持清高範兒。《紅樓

夢》金陵十二釵之一妙玉的代表花卉正是
梨花。妙玉有高貴的出身，孤僻兼愛潔
淨。家道中落後她帶髮修行，一襲白衣，
遺世獨立，孤寂而靜美。古代愛美的女
子，在眉心之間畫一朵嬌而不俗的梨花，
叫姣梨妝。電視劇《甄嬛傳》中，皇帝曾
親自為甄嬛化姣梨妝。在我看來，甄嬛並
不適合這個妝容，她的心機深沉，目標遠
大，和梨花的淡然若水存在衝突。以「檻
外人」自居的妙玉，若是化上姣梨妝，豈
不是更襯托她的一塵不染和風華絕代？

清末文學家李漁有一顆慧心，他盛讚梨
花：「雪為天上之雪，此是人間之雪。雪
之所少者香，此能兼擅其美。」梨花，跟
雪花一樣，潔白無瑕，美麗動人。如果非
要讓梨花和雪花同台競技，一決高低的
話，那麼，勝出的一定是梨花。因為梨花
兩全其美，又白又香。更早把雪花和梨花
扯上關係的，還有唐朝的詩人岑參。自從
他的佳句「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
花開」問世，梨花和雪花就一直處於情侶
狀態，難分彼此。
我的家鄉也有梨園。小時候，我和妹妹

在田野裡逮蝴蝶，追着蝴蝶跑的時候，眼
前出現了一排排的梨樹。正是花開時節，
梨花朵朵，幽香暗傳。梨園沒有柵欄，梨
樹們自由散漫，不受拘束。梨花枝上，花
兒攢攢簇簇，由好幾朵梨花單獨組成一
束，每一束都是那麼的淡雅清純。我和妹
妹每人都摘了一枝梨花，放在鼻子上聞香
味兒。梨園的守林人出來巡邏，嚇得我和
妹妹趕緊扔下梨花跑遠了。
我們老家人，很少有人在自家院子種梨

樹，梨花是白色的，太素了。梨，諧音
「離」，老百姓喜聚不喜離，怕種梨樹不
吉利。可是，我家鄰居王二叔就不信這個
邪。他家種了兩棵梨樹，樹上結的梨子個
頭不大，味道極好。那些梨子，令我們胡
同裡的小孩個個垂涎欲滴。早些年，王二
叔家裡是籬笆牆，擋不住頑皮的孩子翻
「牆」而入。每當梨子九成熟的時候，孩
子們就開始了「強盜行為」。王二叔不能
整天守在家裡看着梨樹，他還要下地幹活
呢！每次他發現樹上的梨子少了，就罵罵
咧咧發洩幾句。
胡同裡住着一位有學問的老先生，80多

歲的年齡，依舊耳不聾眼不花。他把所有
孩子召集在一起，給我們講「許衡不食無
主之梨」的故事。大意是這樣的：古代有
個叫許衡的正人君子，雖身處亂世，卻嚴
於律己。有一年夏天，路經河陽，許衡又
渴又累，坐在一邊休息。路邊有一棵梨
樹，逃難的人群爭着上樹摘梨吃。只有許
衡無動於衷。有人讓他也去摘梨吃，他
說：「這些梨不屬於我，我拿來吃，就是

不對的。」那人說：「世道紛亂，這些梨
沒有主人。」許衡說：「梨沒有主人，我
的心是有主人的呀！」講完故事，老先生
中氣十足地教育大家：「你們要學許衡，
做一個心有主人的孩子，不能偷竊！」孩
子們嘻嘻哈哈散開了。
沒承想，教育產生了很好的效果，王二

叔家的梨子從此安然無恙長在樹上，直到
熟透了，搖曳一樹金黃。王二叔也變得大
方了，摘下黃梨子，主動送給孩子吃。後
來才知道，光棍一條的王二叔有個高雅的
愛好，他喜歡畫國畫。我猜想，他一定畫
過他家的梨樹，畫過飄香的梨花和酸甜可
口的梨子。
現代人生活水平日漸提高，迫切需要精
神享受。梨樹，從前是經濟樹種，以產梨
為主。如今各地梨園每年都舉辦梨花節，
梨樹順應潮流，又成了觀花樹種。以花為
媒，為果實的暢銷打下堅實基礎，既拉動
當地經濟，又豐富周邊人的精神層次，何
樂而不為？
梨子性平味甘，具有潤肺敗火、化痰止
咳、消食止瀉等功用。安徽碭山梨、山東
萊陽梨、新疆庫爾勒香梨，這些品種超市
裡都有售，名頭較為響亮。口感最好的當
屬庫爾勒香梨。這種梨小巧玲瓏，形狀和
別的梨種不同，尤其是顏色，它黃中有
綠，綠中帶紅，美觀大方。當然，價格比
其它品種要高出兩到三倍。熬煮梨水，我
用的最多的是碭山梨和萊陽梨。熟梨水的
止咳效果比生梨好，每次感覺嗓子不舒
服，熱梨水徐徐嚥下，嗓子紓緩，胃部舒
坦，酸酸甜甜就是爽哦！
去年回老家，我專門去家鄉的梨園看了

看，規模比從前大了不少。有一棵老梨樹
長勢最好，主幹粗壯，產量最高，被單獨
圍上鐵柵欄，重點保護起來。村裡人挺時
髦地叫那棵老梨樹為「梨樹王」，據村裡
老人說，這棵梨樹80多歲了。梨樹王挺爭
氣，它奉獻給人們的是本梨園口味最佳的
梨子。這棵梨樹和北京梨花村的「金把
黃」梨樹相比，年齡就不佔優勢，更別說
地理位置了。但是，它是鄉村梨園的驕
傲，老百姓們看得見摸得着的「神樹」。

梨花飄香梨子甜

■張星童博士和淑梅姐合照。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