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過奧運的日子——北京（三）

唱唱國歌
我雖然沒有一副
好嗓子，卻很喜歡

唱歌，也喜歡聽歌。因為唱歌可以抒
發情感，是令人身心愉悅的事，唱國
歌亦然。上周在幾個媒體網頁看到一
群人唱國歌的視頻，形式別開生面，
感覺自然溫馨，也忍不住「同唱」。
事後看新聞，居然有人質疑組織該
活動者的動機，更借視頻中一位長者
從輪椅上站立起來唱歌的鏡頭，譏笑
「坐輪椅都要彈起身，好像神打上
身」，並指活動「低級趣味」。乍聽
以為是那些趣味低級又無聊的網絡打
手之言，卻原來是尊貴的立法會議
員，還是一位被視為「精英」的醫
生。如此涵養，令人嘖嘖稱奇。
奇怪的是，他既然認為別人唱國歌
「低級趣味」，那麼，他在嚴肅的議
事堂，用寶貴的時間談「低級趣
味」，豈不也「低級」？更浪費納稅
人的錢，算是瀆職呢。
香港有些人總自命高人一等，永遠
正確，他們身上流的是「藍血」，當
然看不到老人家火紅的心。他的話乍
聽以為同情坐輪椅的婆婆，實為訕笑
長者「無知」。那是被鬥爭意識蒙住
了雙眼，思維早脫離群眾，不相信人
民的質樸情感。
非法「佔中」的失敗，正是這樣的
典型例子。他們活在自己想像的世界

中，自以為聰明，想當先知，為呈個
人英雄主義，不惜借用有利職位和身
份，自製恐怖氛圍，以便找藉口，發
動又煽動了一場勞民傷財的佔領行
動，失敗了不自我反省，還諸多狡
辯，最後落得狼狽下場。
國歌是表現一個國家民族精神的歌

曲，也是用來激勵民族的信心與發揮
凝聚作用的樂曲，喚起人們內心深處
的家國情懷和生存意志力，尤其在關
鍵時刻。
在西化的香港，不少人可能更熟悉

法國國歌《馬賽曲》，有兩部電影的
鏡頭頗令人感動，其一是《北非諜
影》中，反納粹領袖在餐廳發動民眾
唱《馬賽曲》，以抗議唱德國國歌的
納粹軍兵的囂張氣焰；另一個鏡頭是
在法國國寶級歌星小雲雀（Edith
Piaf）傳記電影《粉紅色的一生》
中，年幼的小雲雀在街頭唱她的國
歌，不但吸引眾人圍觀，人們還受其
感染，慢慢走近合唱起來，因為當時
的法國仍在「水深火熱」中。
在今日香港，中華民族當然還沒到

「最危險的時刻」，但在美國明目張膽
發動圍堵國家並要壓制國家經濟進一
步發展的時候，加之香港社會撕裂的
當下，民間領袖發起唱國歌活動，實為
及時又有意義的事。何況今年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建國七十年，更應多唱國歌。

自從2001年國際奧委
會在莫斯科公佈中國北

京為2008奧運的主辦城市開始，我已
不停在思考，思考着與以往不同的、
新的概念，計劃着如何可以把北京奧
運節目製作做到最好。
以往的製作，前期工作是比較少報
道的；今屆主辦在「自己地方」，相
信着墨於前期工作更能引起大眾強烈
的代入感，使大家早於奧運前便已感
受全城轟動的氣勢，到比賽正式開始
氣氛便達至高潮。上一次的「奥運火
炬傳遞」經過香港已經是1964年的東
京奥運，當時年紀小未能親身感受，
到現在除了可親身感受外，更可參與
製作甚至現場直擊報道，在我而言，
可謂實現了一個兒時的夢想。
北京奥運火炬作全球傳遞，我計劃
了全球追訪；從TVB、浸會大學及香
港奥委會合辦奥運主持文憑課程中揀
選了4名學員，分成2隊追訪火炬，北
京今次也派出奥運火炬專機飛越全球
各大城市作報道。我們的方式是以
「電波少年」——當時一個很受年輕
觀眾歡迎的日本電視節目，講一個青
年揹着背包四處流浪的故事，我們揀
選的這4名年輕人亦頗有這份感覺，
正好以背包客方式追趕火炬，是為
「電波少年」！
每天走訪，所得的材料用以製作約
5分鐘節目，訪問當地城市對奥運睇
法、報道火炬傳遞的現場實況、一些
跑手感受等等；除此以外也少不了介
紹當地風土人情，當然最珍貴的是得
到中央台的安排協助，可隨着他們隊
伍一同前往喜馬拉雅山拍攝火炬傳
送。我們派出藝員王喜及一位導演隨
隊登山，這無疑是很艱鉅的任務，亦
是很難得的機會，但可惜當時王喜因
身體未能適應高山氣壓，尚未到達登
山營地便被迫無奈折返，登山任務只
好交給導演獨自把它完成，雖留有遺
憾，但在香港傳媒史上，這已經是一

個創舉。
奥運火炬傳送一個重點就是在香港
傳遞，2008年5月2日，120位火炬跑
手，來自香港各界的知名人士，包括
香港運動員、18區代表、三個贊助商
共派出24個代表等等；當時我的老闆
也希望可以參與這項歷史盛事，但要
取得火炬跑手名額一點也不容易，那
時我只好盡力地四處張羅，最後有幸
從贊助商得悉他們那邊尚餘一個名
額，令我可以成人之美；更有趣的
是，我原先安排了三個火炬跑手名
額，但其中有一位歌手朋友卻不知什
麼原因而放棄了這難能可貴的機會，
真是可惜。
香港火炬傳送路線，由尖沙咀開
始，途經青馬大橋、沙田區、沙田馬
場，再折返尖沙咀海濱星光大道，乘
船往中環，最後跑至灣仔金紫荊廣場
為香港站終點，電視台全程直播。製
作這次火炬傳送，分兩個部分，首部
分由上午十點半拍攝直播至下午三點
半，因為需要直播至全世界，大會很
重視訊號問題，這並不是TVB一個台
有足夠器材可以應付，還要加上其他
電視台及外國製作公司協助，政府更
提供當時還未公開大眾使用的3G頻
譜協助，為今次的直播作備用訊號。
第二部分則是製作一個一小時大型文
藝慶祝節目，於完成火炬傳遞到金紫
荊後舉行，在金紫荊搭成一個巨大舞
台，由香港中樂團、歌手張學友等作
表演。

今年適值五四運動100周年，回想百年中國波瀾壯闊的
進程，我竟坐在書桌前淚流滿面，有悲有喜。在可預見的

將來，我們就要成為世界強國，可說是近180年來受盡屈辱苦難的中
國，已經脫胎換骨！
回顧1919年五四運動，是救亡圖存的愛國運動；可以說，間接催生
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1931至1945年我國面對長達14年的日本侵略，幾乎亡國亡種，終於

對日抗戰獲得最後勝利，國民黨蔣介石又發動內戰，1949年國民黨敗走
台灣，共產黨領導新中國。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7日美
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台灣成為「中、美兩強」軍事對峙的前線地帶。
1971年3月日本名古屋舉行第31屆世界乒乓球賽，成為著名的中美乒乓
外交。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會議表決通過，「恢復中華
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依據此決議取得原由「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擁有的中國席位
與代表權。此舉對海峽兩岸的國際地位、外交關係的變化產生巨大影
響，也成為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個中國」的重要法統依據。
1972年2月28日，尼克遜與周恩來在上海衡山賓館簽署《上海公報》

後，中、美達成諒解，形勢徹底改變。台灣在1974年至1979年間，由蔣
經國提出「十大建設」，成就台灣經濟奇跡，台灣人均所得，從1971年
的403元美金，到1993年突破一萬美金，使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國
際局勢隨着中、美正式建交，而產生巨變。這使大陸對台灣的政策也產
生重大影響，向來要以武力解放台灣，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就把這
個政策調整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這就是1979年元旦，中、美兩
國建交當天，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的背景。
十一屆三中全會政治報告的主題「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

團結一致向前看」，自此開啟了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
新局面。改革開放4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
有的奇跡。這40年一路走來，中國從一窮二白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
上世紀有預言指，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現在是21世紀初葉，中

國已在世界舞台大國崛起，到了21世紀中葉，筆者相信在中華歷史長
河中，比漢唐、比明清盛世更輝煌的一頁，即將展開。

五四百年的回顧
朋友台灣公幹回來，說到台灣媒體近期都是全力做藍

綠兩黨正在進行台灣地區領導人「黨內初選」的協調新
聞，天天出現五花八門的民調結果，天天有競爭者被「揭發」黑材
料，支持者互相挑釁的聲音，總之噪音多到不得了。也佩服台灣民眾
的忍耐力，作為外人逗留幾天，只要看新聞報道都感覺被疲勞轟炸。
他們仍要挨到2020年，更何況他們選舉不斷，每隔幾年又來一次。
最有趣是可看到男人在權力面前表現的定力、自信心、使命感、

風度的程度。民進黨的賴清德拒絕做蔡英文副手，蔡英文堅持不退
讓，表示她未接受自己能力不足。藍營有朱立倫、王金平、郭台銘
宣佈參選，韓國瑜粉絲不斷推波助瀾鼓動他出選，令韓國瑜給人的
感覺已「心動」，真不是好事。
作為旁觀者，見到藍營有多人選擇是有人願意接受挑戰，肯擔當大

任是好的，不過，亦替藍營阿頭頭痛，因內部矛盾最難搞，自己人競
爭沒問題，只要參選者以君子之爭；憂心的是那些旁邊人會製造矛
盾，自己人「互插」，對陣營的傷害是難以估計的。競爭之下自然是
有能者居之，由藍營自己選能者。隔岸觀火的我們會這樣想，參選者
中應該是郭台銘配朱立倫出戰綠營，以郭董的商業頭腦、經驗將台
灣經濟搞好，以朱立倫的從政經驗管理政務，兩人的支持者也不
少。難得郭董願意闖關滿是荊棘的台灣政壇，應該讓他試一試。
韓國瑜的支持者愛「主」心切想他更上一層樓是可以理解，但真

正愛護他的人是否應該理性些，韓國瑜當上高雄市長才多久，他對
高雄市民的承諾言猶在耳，如果這麼快就跑去選台灣地區領導人，肯
定被綠營人狂攻，而且做執政黨黨魁各方面也需要一定實力，民調
人氣不可以撐你長久的。之前曾擁有人氣高民調的領導人當選後不
是被人罵得狗血淋頭？實在不易當。韓粉有否想過，以韓國瑜的情
況是否應該累積多點政績才去爭高位？韓國瑜選市長時的政綱與口
號，都是要回復高雄昔日繁華榮景，要為那些離開高雄到北部打拚
的「北漂」找到「一條回家的路」，要讓「高雄的貨出得去，人進
得來，高雄發大財」！目前正是他發揮的好機會，若到另一個位置
後是否可以實踐理想？若韓國瑜辭市長一職，高雄還會是藍營掌控
嗎？誰都沒把握，但韓國瑜粉絲是不會變綠的，對撼綠營始終是藍
營佔優勢。韓國瑜只要將高雄經濟搞好，何愁沒機會更上一層樓。

韓國瑜粉絲需冷靜

每次得知中美會
談地點安排在北

京，最有興趣想知道就是國宴的菜單
了，主要是看看菜單裡頭有沒有我們
寶石翡翠一樣晶瑩的松花蛋──也就
是我們廣東人說的皮蛋，也就是給洋
人驚說過的世紀千年蛋。
相信美國的總統，除了尼克遜，再
沒有誰嚐過這千年蛋的福氣吧。似乎
特朗普就沒有。對，就是只有尼克
遜。查看網上歷史，中美展開乒乓外
交那一年，周恩來款待尼克遜，少不
了茅台酒和北京填鴨之外，冷盤中皮
蛋這個大要角就教人眼前一亮。
固然冷盤中的鹽焗雞/素火腿/鳳梨
鴨片/酥鯽魚，尤其是廣東臘肉、臘
鴨、臘腸「臘三寶」，可能尼克遜也
未見識過，但總不如本來
極具異色異香的松花皮
蛋，來得那麼驚艷。
松花蛋無以形容奇特的
清香味感，如果尼克遜能
夠排除偏見，以初嚐發酵
芝士的愛心細細品嚐，回
國後必然舌尖三日回味，
甚至終生難忘。

可是我們祖宗吃到億子兆孫堪稱
「國食」的千年松花皮蛋，在以意大
利為首白人眼中，至今仍視為異物，
未經試食已閉唇攻之以惡評，忽視它
富含鐵質，只強調它含鉛量重，殊不
知鐵質固之然永恒不變，而且還含有
維生素Ｅ和有利人體胺基酸的（甲硫
胺酸），加以製蛋意識日益進步，市
面漸多無鉛皮蛋，白人以歧視有色人
種之眼光硬說它顏值不佳誣為不潔，
心態已不正常。
如果此蛋不宜外國人進食，唯一

原因只是他們的腸胃不如黃種人健
壯，消化功能脆弱，天生與這神蛋無
緣，那就等同夏蟲語冰了。含鉛，少
食可也，仙丹多食也有害，有說人
參吃多了容易上火，病人臨終難斷

氣呢。
很多吃了幾十年皮蛋的老

人家，不知鉛為何物，就是
吃到精神如常矍鑠；皮蛋之
美真是不可方物，剝殼後以
切蛋器切片片片不留痕，也
是出污泥而不染。深藏水晶
皮內的天然松花尤其誘人垂
涎欲滴。

軟肉柔美之千年蛋

再過幾天就是母親節了。
根據往年的經驗，到了這

天，只要打開手機和電腦，肯定會被滿屏的
「媽媽節日快樂」、「祝母親節日快樂」刷瞎
雙眼。即便關了手機和電腦，走在大街上，也
會被滿街的標語和鮮花以及街道商店裡煽情的
關於母愛的歌曲亮瞎了眼睛和堵塞了耳朵。酒
樓在這天照例會人滿為患，孝子賢孫們請母親
喝早茶、午餐、下午茶、晚餐、晚茶的比比皆
是，「孝順」在這一天會被表現得淋漓盡致。
網絡的娛樂頻道裡，各路明星更是不會放過

這個作秀的節日，明星們的祝福滿屏，打開都
是他們晒的各種照片，男明星晒母親照、晒岳
母照，女明星晒母親照、晒婆婆照，還有各自
和母親的合照，和去世的母親合照，與母親的
各種往事，對母親的偉大母愛的歌頌等等等
等……彷彿除了這個節日，他們的母親便不再
是母親，便不再偉大，便不再值得歌頌。
想想接下來的父親節，這一幕又會如出一轍

地重演一番，不免頭大。
翻看資料，所謂母親節與父親節的歷史不過

短短的幾十年而已，它們的由來，也不過是因
為發起人感念父母養育自己的不容易而希望有
一個節日來表達對父母的愛和敬意，因此才有

了這兩個節日的問世。
然而，所有心安理得過着每一個母親節、父

親節，享受着孩子的祝福，接受着孩子的禮物
的母親和父親們不知道有沒有想過，無論你是
一個母親，還是一個父親，在你最初選擇一個
母親或者是一個父親的身份的時候，你是有着
選擇的自由的，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不管是
愛還是不愛，不管是為了什麼目的，只要選擇
了，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孩子的父母親。
而成為孩子的父母親們，有多少是因為所謂
的「傳宗接代」而生育了孩子？有多少是因為
「意外的歡愉」而生育了孩子？有多少是因為
「別人有我也要有」而生育了孩子？還有多
少，是因為想要全心全意地去愛一個新生命而
生育孩子，並且全心全意地去養育孩子，讓他
們快樂健康地成長，自由地感知這個你硬塞給
他們的世界？孩子卻是注定無法自由選擇的身
份，因為有了父母的選擇，他們便無可選擇地
來到這個世界，成為父母的兒女。而當他們無
可選擇地來到世上，在懵懵懂懂地對這個世界
什麼都不了解的時候，就被祖輩們灌輸着各種
「百行孝為先」的觀念，在各種束縛下磕磕絆
絆地成長，大多還要肩負重任——完成父母未
曾完成的理想，辛苦地接受父母期望他們所受

的教育，成為他們所期望成為的人。
聽說內地的人們近年來除了過舶來的母親節

和父親節，還有人倡議中國人應當過有中國特
色的母親節——以孟子母親生孟子的這天為中
國母親節。也有人想以岳飛的母親，甚至傳說
中的女媧的生日來作為中國母親節。更有甚
者，將農曆七月十五的中元節稱作「中華母親
節」，以此提倡孝道，簡直令人啼笑皆非。七
月十五是傳統的「鬼節」，借用現在網絡流行
語來說：這是什麼鬼！
我的父親不與我同住，我會隔三岔五地打電

話給他問安，而往往會避開父親節這個煽情的
節日。我的父親倒也不在意，就像他從來不刻
意灌輸給我任何愚孝的觀念一樣。我在他身上
得到的是一份單純的愛，和放任的自由。
我的孩子也已逐漸長大，偶爾接到她節日的
問候，我便玩笑地說，哪天有個孩子節就好
了。我希望可以在這天，由衷地對我的孩子說
一句：抱歉，沒有經過你的同意就把你帶來這
世間了。所幸，我和我的孩子在這世間彼此相
愛，互不嫌棄，是可以輕鬆結伴玩耍的朋友，
也是能夠相互傾吐心事的閨蜜。
如果我們選擇做孩子的父母，如果我們給孩

子的是一份自由的愛，那麼，每天都是節日。

只要愛，每天都是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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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女子心裡，都有一
朵桃花。春來時，女人從
沒這麼好看過。這種難以
模擬的端莊秀慧，來自真

誠、熱情和喜悅，是鮮花與春雨的和諧鳴
奏曲。女人窈窕、風雅的氣質與她永遠生
氣勃勃的夢想，在無形之中滋潤、撫慰
她，就像陽光、風、雨和肥料營養着花木
一般，逐漸豐盈，最後「嘩」地盛開了。
女子天生是桃花命。春光乍開，先是一

朵，後是一樹。眉眼裡看去杳渺嫵媚，而
瞳仁卻沉在爛漫裡頭，直開到荼蘼。妖
嬈，像是特地為桃花女子剪裁的，玲瓏的
花線輕輕地分開，潤澤的花唇翹起，同時
起薄薄一層絨毛；影影綽綽，疊升出她的
無限美麗。春光有多滿，女子就會像桃花
一樣開到多滿，一任開下去。
紅粉的瓣、嫩黃的蕊，在桃枝上卿卿我

我地打鬧。一枝的香，高舉着；滿樹的粉，
熙攘着，在清芬裡掀起女人愛情的漣漪。桃
樹下，美女身着彩衣、頸垂長髮，一副無限
沉醉的情狀，你還以為真在等她的情郎呢！
其實，她只是因心情、心境來到這裡，沒有
一種花能像桃花這樣開到女人心底，惹動女
人心旌。愛上一個男人，女人的心一定是熱
烈的，如同桃花那般全力以赴、不計一切。
桃花窕窕，心事如炬。白晝綻若笑靨，

夜裡疲倦時也不忘舉着燈盞，那是一種心想
事成的意志，怎麼會矜持、淡定、冷靜下來
呢？此時，女人的臉笑瞇瞇的，躲在桃林後
彎成一朵桃花，羞答答、粉撲撲，那情弦、
美態一縷一幀，向外變幻傳揚。她的聲音愈
發動聽，身材愈發裊娜，甚至於她的袍褶和
腳面也妙不可言。設若女人愛上了心上人，
只憑一個眼神，就已桃顏飛紅，就已粉心不
安，就已桃花朵朵。男人也一樣，覺得他的
她那樣賞心悅目，難以抗拒。
看桃林盡頭，月亮從東方緩緩升起，又

紅又圓。月上桃林，月亮裡的嫦娥見桃花
一片，不由放慢腳步，朝不遠處的河面撒

下一片甘露，遂變成萬千星宿。女人突然
想起，男人對自己的一片癡情，流淌着，
盈盈的，恍若一條河，然後又流回到她的
心中；同時，那種嫩蜜而浩蕩的情緒，也
像桃花一樣芬芳醉人；同時，又是一副撞
了南牆不回頭的孟浪情思，不斷裹住她的
身體，如同一個發怒的聲音在召喚她。
每個女子心裡都住着一朵桃花。女人面

對桃花，恍若回到了十八歲的春天，像第一
次牽手心愛的男子，一頭不聽話的小鹿在心
的原野上馳騁、跳躍、亂撞。唐寅和崔護都
把女子面用桃花作比，「桃花人面分外
紅」、「人面桃花相映紅」，桃花、人面在
春光的裝扮下，塗胭脂、擦香粉最美。春天
旖旎的樣子，花朵綻放的樣子，那一定是女
子面若桃花的樣子。什麼能使女子面若桃花
呢？那一定是愛情。這深情的景致，始終留
在懷春女子的記憶中，味道雋永。
《詩經》有曰：「桃之夭夭，灼灼其

華。」桃花在春日美麗而繁華地怒放，明亮
而鮮艷地燃燒。在愛情裡，能「夭夭」、
「灼灼」者，也只有女子。女子是桃花，她
是春天裡活在愛情光暈下的奇妙植物。她決
定要許身於一位心地堅定的偉大靈魂，而忠
貞、情思、歡愉和責任也集於她的身上。她
與心上人一起在河邊散步、柳樹下讀書、爐
邊談話，他們的戀愛安靜悠長，溫柔和
煦，心上人從鼻孔傳出的熱氣——正好溜
進她的頭髮，還有他的髭尖拂着她的臉蛋。
「那一樹的嫣紅，像是春說的一句
話」，林徽因寫這句詩時，或許真的面若桃
花、心似小鹿。孔尚任以侯方域與李香君的
愛情故事寫成《桃花扇》，通過桃花作引
線，聚焦李香君愛桃花、侯方域亦愛桃花的
千千心緒，於是桃花扇成了他們的定情之
物。孔尚任的《桃花扇》至今還艷着，有人
說《桃花扇》的境界是肝腸愁斷、蝕骨銷
魂。即使桃花帶來了不安，因為心底的那份
情，女人和男人也還是矢志不渝地愛下去。
世間再沒有比愛更有力的東西了，世間再沒

有比桃花更說不清的花了。
為愛情而朝聖桃花，才不辜負良辰。燦

若春霞如夢似幻，彷彿三生三世。在河之洲
的鳥鳴水一般清澈，風度翩翩的男子正為心
儀女子鼓瑟而歌；忽那男子牽着女子的手，
走過桃花林，穿過桃花香，登上桃花車，同
車而歸；清涼的夜裡，他們正渡過紅塵萬
千，搖曳成一朵春月的桃花。水畔伊人，也
皆如桃花嫵媚風華，外秀內慧。
桃花就是那樣，你前一秒還覺得光芒滿

身，後一秒卻可能帶着滿臉暮氣，一聲招
呼都不打，就急急走了。初戀，彷彿就是
桃花的宿命，它常常亂了女人的心跳。是
魅惑，也是召喚。春風在，情絲長，空氣
瞬間生動，風致頃刻溫婉。於是，情侶熱
烈地吻抱。吻過後，情話像激流滔滔不
絕。桃色衫——襯着女人的秀髮和她的玉
色肌膚，羞答答中縮攏兩條白瓷般的臂，
悄悄把臉藏在手心中。女人心下想，我做
他的影子也好，嗅他的味道，看他的輪
廓。這便是桃花窕窕的收縮力，彷彿世界
瞬間縮小，就剩下那一個人了。眼裡是，
心裡是，手指上、還有身上那股桃花般的
香氣也是，真醉人啊！
而受春風、春雨挑逗的桃花呢，在水面

上鋪成了流動的彩河。魚兒從水面下探出
頭，津津有味地吞吃着桃花。「桃花千萬
朵，比不上美人多……」這首歌曲調流
暢，歌詞優美，展現了湖南特有的風光，
桃花江因此名揚天下。桃花開時，真純美
啊，像新雨後的女人，閃着聖潔的光芒。
女人輕輕地說着——在桃花叢中，我用雙
手摀住了眼睛；當心上人站在眼前，我又
讓他用雙手摀住我的眼睛；當月亮上的嫦
娥昏睡不起，我擦亮眼睛，身如水滴，向
心上人飄出像桃花一樣的情緒……
女人覺得自己是心上人的桃花籤，於是

勇敢大膽地挑紅衣衫，在說出「我愛你」
的那一刻，任紅塵紛攘，駕月光車輦護得
初心，用滿山桃花為自己的恩愛證婚。

女子心底的桃花窕窕

■國宴冷盤中，閃現
松花蛋。 作者提供

■與擔任火炬跑手的世界南拳冠
軍鄭家豪合照。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