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過奧運的日子——北京（四）

富豪的女人
城中超級富豪有
兒子個性反叛，身家

逾千億，年逾五十，卻至今未婚。
但感情生活豐富，每每在公開場合
出現，身邊的女伴總有新面孔，也
惹人好奇，引媒體追蹤。其中最廣
為人知的一段是跟比自己小二十二
歲的女星一段撲朔迷離的忘年情，
女方甚至為他生了三個兒子，算是
助其完成傳宗接代的責任，卻仍然
入不了豪門。
很多人不解，可幸女方有才有貌，
孩子放在富豪家撫養，不愁人照顧，
自己也趁年輕，重返影視圈，自食其
力，也有所作為。這是現代女性的可
取之處。
最近，又有另一位更年輕的女子獲
其青睞，公開出雙入對，獲承認為女
友，年齡相差逾四分一世紀。據報女
方不但獲贈名貴禮物，富豪更以其名
購入億元豪宅……總之，羨煞編織美
夢的少女，人們也議論紛紛，一方面
把富豪新舊女友來個比較，另方面挖
掘新女友的家庭背景︰選美出身，但
也只是拿了個季軍；在演藝圈，演了
哪幾個角色？沒人叫得出；中學或大
學是哪一間名校？普通得很。父母身
家？平常人家。至於身材樣貌氣質，
平凡如任何一位在旺角街頭遇到的年
輕女子。似乎沒一樣突出。那富豪為

什麼會看上她了呢？這可是不少人的
疑問。
我聯想到年初病逝的另一位富

豪，生前也曾有一位紅顏知己，還比
他大好幾歲。據說是早年的戀人，
因為父母反對而分手，各自結婚。幾
十年後，女方離婚，富豪在經歷了一
次恐怖的綁架後，性情大變，連枕邊
人都提防。唯信此女子，不但私下談
心，連公司大小事務都交此女子打
理……此舉自然引起家人和公司同事
不滿，甚至鬧至分家分產，另立門
戶。傳媒好奇，於是挖掘該女子資
料：同樣平凡……升斗市民不解：以
富豪的身家地位，可以選得更好……
問題是，何謂更好？誰才更美或

更佳？誰也說不準，只有當事人才
「冷暖自知」。找妻或找伴，最重
要是可以分享和分擔，自己感覺舒
服，在彼時彼刻。也即緣也。
富豪也是人，除了比大多數人有錢

有勢外，作為人，就有人的弱點，只
要能抓住他的弱點或恐懼點，彌補
之或安撫之，消除其內心的不安，
自然獲得信任。而這只能是有機會在
其身邊出現並合其眼緣的人。
至於他們在一起幸不幸福，也只

有他們自己知道。他或她的「貢
獻」或許只供人飯後談資，或給灰
姑娘一點點上進的動力吧。

美國及加拿大以
16億美元購買北京

奧運版權費，投資費龐大，因此他們
的製作也相對地盛大。TVB在製作租
用的地方及人手雖然是歷來最龐大
的，但相比起美國NBC電視台，只
談工作人員數量：NBC派去北京的工
作人員比TVB多十倍，名副其實的
「小巫見大巫」。對於NBC，我有特
殊的情意結，因為指導、啟蒙我製作
奥運的老師正是當年NBC電視台
Vice-president 的 Alex Gilady；現時
的他則是國際奥委會會員，主管電
視。正因如此，自1988年漢城奧運開
始，每一屆的奧運我都有去拜會一下
NBC電視台，好好向他們學習。
回想當年，在Alex的指導下，我了
解如何由十個八個人的計劃開始，以
一個金字塔作形式，由上而下分階段
增加人手到正式奥運期間至4,000個
工作人員；這無疑是一門很專業的學
問，雖然我未能有機會直接參與他們
的製作，但透過跟他學習的理論，我
亦能把這知識放進我日常如製作奥
運、世界盃等工作上；而我的MBA
畢業論文亦以「北京奥運製作成本研
究」為題完成，說起來還得特別感謝
Alex Gilady。
NBC於每次奥運投放的資源都很

多；北京奧運開幕禮由芬蘭電視台負
責製作國際訊號，動用了38部攝影
機，而NBC除了用大會發放的訊號
外，自己還再多加20部機拍攝；
NBC在每一個場地也放置了自己的攝
影機，在國際廣播中心IBC亦有自
己的餐廳，咖啡店（Starbucks）亦
會供應所有工作人員免費享用飲品
和小食，包括我們入去的參觀者全

部都可分享此福利；相比之下，TVB
每位工作人員只獲分派膳食費，又是
另一「小巫見大巫」之事。
說到膳食，每屆奧運在國際廣播中

心的膳食價格都是比較昂貴的，以現
在的市值計算，一餐大概要港幣200
元，每個地方也差不多；但離開廣播
中心在外面的餐廳，有地方就會便宜
些：例如92年巴塞羅那奧運，由於廣
播中心膳食於香港人而言不太習慣，
我們就偶爾在外買些正宗中式飯盒，
盛惠港幣100元一份，如在香港，92
年的一個飯盒則大約20元左右，大概
是5倍的價錢。
至於到北京奥運，大會同樣也是由

一外國公司承包膳食，同樣昂貴；在
奧運開幕前，我們還有些少空閒時間
出外食飯，大魚大肉每人不會過30元
人民幣，比國際廣播中心便宜得多，
在中心吃的話每人最低消費亦要200
元；如此大的差價令當時一些外國傳
媒不停指罵北京奥運膳食昂貴得不合
理，於是北京奥組委就跟承辦商開會
討論，要求承辦商大幅度減價，差價
由奥組委負責；這對我們在中心的工
作人員來講當然開心，誰不想吃到美
而廉的食物呢？
不過參與過這麼多屆不同國家及城

市舉辦的奧運，在別的國家時，廣播
中心膳食的消費高，大家總覺得理所
當然，亦不會投訴；但相同的在中國
北京的國際廣播中心，用同一家公
司，提供同樣的膳食服務，就被投訴
定價太高，實在頗令人費解。

不同社會制度、不
同時代下成長的人，

都有不同的價值觀和心目中對理想
的不同定義。生長在資本主義社會
的人和社會主義的人個人的價值觀
和追求的理想差別很大；就算是同
一社會制度下成長在多磨難的時代
與成長在富裕時代的人價值觀、思
維都很不同。
成名後，影響力增大後最想做些什

麼事？是利用機會賺快錢、把握機會
做生意搵錢、藉自己影響力做些利
人利己的好事。很感恩珍惜擁有，
繼續朝目標前行，穩步地實現自己
的理想！從他們的選擇就猜到他們
成長背景是什麼。
另一例子就是對待個人榮譽、獎

項的態度，以前年代的人對獲得國
家、業界頒發榮譽，一張獎狀一個
獎牌、獎盃已經很欣喜！現代人會
問有冇獎金、優待先？光讚揚一下，
頒贈一張獎狀，他才不稀罕哩。因
為如今是功利的年代，社會愈來愈
現實，客觀事實是貧富懸殊，而人
人愛攀比的心態下，人一定千方百
計拚命賺錢，只要大家都富貴心態
才能平衡。加上物價騰貴，凡事需
花錢，無錢寸步難行，沒法不講
錢。環境促使人變現實，稍為自我
價值觀平衡得不好就易走偏。
導演賈樟柯曾經是「山西汾陽小

霸王」、「迪廳小王子」的「小鎮
文藝青年」，成長在中國上世紀70

年代末到80年代正是社會轉型的時
候，這個時代給了他們機會，也給
了他們一份深藏在內心的使命感、
回饋社會的激情。所以近年他選擇
藉自己影響力做些利人利己的好
事，於是在他的家鄉山西汾陽破土
動工建設「賈樟柯藝術中心」，集
展覽、電影、圖書館為一體。「藝
術中心」5月辦呂梁文學季，賈樟柯
運用自己的影響力請來著名作家莫
言、余華、蘇童等30餘位當代文學
家親赴呂梁文學季與鄉村讀者見
面，在鄉村舉行文學盛會。在當今
推崇影像文化的氣候，他勇於提出
文字、文學要重視的觀點。
他指出自己的成長年代看文學是

最大的娛樂，圖書館裡也有《十
月》、《當代》、《人民文學》等
文學雜誌，但現在這樣的雜誌逐漸
看不到了，文學好像愈來愈少了，
娛樂愈來愈多了。是時候需要重新
回歸到閱讀和寫作的快樂，讓更多
年輕人感受文字之美，通過文學來
感受詩和遠方。未來賈家莊成作家
村，可以做常態化的寫作基地。賈
導做這些沒有商業利益的事，是深
感在農村和小城市匱乏藝術資源，
希望藉由自身影響力，將自己的藝
術資源帶回家鄉，讓汾陽文脈延
續，鄉鎮也有接觸當代思潮的窗
口。當然他的做法也獲得縣政府大
力支持，但還是要他有心，放下自
身工作肯擔當籌劃活動。

使命感基因源於時代製造「恐懼」的假象

家人不是素食主
義者，但是偏愛豆

腐，所以經常不同類型的豆腐都買
過，包括油豆腐之類豆品，光顧過多
年號稱「九龍第一」某著名老店子的
水豆腐本來不錯，但是買過一次同店
貴絕全行的油豆腐，皮硬如殼，連大
路貨也不如，始知同一商號，未必所
有類似貨品都同一水準，尤其是賣得
愈貴的愈捨不得清理殘貨，可能為了
多省一點成本，剩餘豆腐多炸一次而
不惜賣壞招牌。
都說平嘢冇好，其實貴嘢也未必一
定好，類似某菜場有機莧菜農藥超標
的新聞便有過不止一次，有機食物比
同類食物貴近十倍，賣不完，商人不
老實，加長保鮮期，就出術了。
正如另一家本來以腐竹享譽多年的
老店，最近買來的腐
竹已無昔日光澤，費
時半日其韌如故，是
否接手經營的「腐二
代」已失祖傳秘方或
是過於精明而急功近
利則不得而知。
說回豆腐，近日意
外在某另類超級市場
看到有種硬身方塊包

裝的，由於從未見過，好奇買了幾
包，嘗試之後，倒有點意外驚喜。
每包五小片，每片2×2.5吋，脫水

後硬如乾餅，妙在用水略浸1、2分
鐘，半軟後便可隨意切成任何形狀。
脫水豆腐比軟膠盒裝豆腐方便在

限期較長，用量多少可隨人意，雖
然膠盒豆腐較為軟滑，可是接近限
期時水質過重容易變味；脫水豆腐
好處是容易處理，而且軟硬程度亦
可在浸水時由人控制，半軟硬方便
油炸，浸到全軟，大熱水灼幾秒鐘
收火撈起，以菠菜皮蛋紅糖麻油涼
拌，口感也不輸於市場水豆腐。熱
水不要放鹽，否則豆腐變老便不夠
軟滑，油炸之前放鹽，才是人所共
知的常識。
也試過以脫水豆腐自製簡單臭豆

腐，從上海南貨店買來
雪菜，連汁滿蓋過豆腐
放置盅內，密封三數星
期便可發酵入味，雖然
用料沒正宗臭豆腐那麼
複雜（其實製臭各師各
法，也無所謂正宗），
雪菜臭得清淡，也富口
感，至少比起其它古怪
偏方來得衛生。

豆腐吃出不同味道

我自小隨父親，愛喝茶。年
少時喝茶如牛飲，成年後學會

了品，品茶亦同品味人生，苦澀甘甜皆在其中。
喝茶離不開茶器，離不開紫砂壺。我喜歡紫

砂壺，但從不刻意收藏，亦不喜追求茶友群和
收藏界盛行的「大師壺」，偶爾到賣壺的店裡
閒逛一番，遇到合眼緣的，便買了回家，分門
別類地泡茶、養壺。久而久之，家裡也積攢了
不少各式各樣的紫砂壺。
遇到子光壺之前，先遇到「愛杯」。
「愛杯」是藝術家陳子光創意製作的紫砂茶

杯，子光大抵是遵循老子的「大道至簡」，將茶
杯製得拙樸厚重，只在杯身上刻了一個「愛」
字。兩隻杯子，兩個「愛」字一正一反，隱喻
「反正都要愛」。製作證書上幽默地標明了杯子
的適用範圍為「對愛情感冒的人群」，生產日
期為「擁有他或她時」，保質期為「一輩
子」，使用禁忌是「吵架時不能用來砸對
方」……如此，「愛杯」便遠遠超越了茶器本身
的意義，成為了茶客或非茶客的愛侶間傳達愛意
的愛物。
畢業於景德鎮陶瓷大學美術系的子光，看起

來和大多畢業於該校的同學一樣走的是尋常
路，早早地就開始以製作紫砂壺為職業。一些
人做壺，只懂中規中矩的工藝，以獲得「工藝
美術大師」稱號為榮，一些人做壺，做着做着
就耐不住寂寞，轉而走上了別的路。子光與別
人兩樣，他好讀書，喜畫畫，亦寫詩，他近三
十年如一日地做的壺，壺身上皆是自己的詩和
畫，充滿了獨特的文化意味。他賦予紫砂壺與
眾不同的文化底蘊，把工藝品昇華成了藝術
品，他的作品多次獲得「中國工藝美術百花
獎」和「中國工藝美術飛花獎」，不經意間便
獲得了「國際工藝美術大師」的稱號。
子光卻認為自己是一個文人。朋友們也對此認

同，因為，他的壺不光能用來泡茶，亦能用來品
讀。他設計製作了兩百多把不同的紫砂壺，為每
一款壺配一款茶、作一幅畫、題一首詩，出版了
一本《百壺百味》，成為茶友和壺友們競相收藏
的藝術品。此後，他又製作了「百家姓壺」，每
一把壺都根據一個姓氏的淵源做出相應的設
計，每一把壺裡都藏着一個故事，他希望百家
姓壺能喚醒人們尋根問祖的意識，讓中華傳統
文化能夠藉此長遠地流傳下去。

做的壺多了，子光從壺中品出了禪意，把紫
砂壺做出了新的境界，他又創作了「佛說百
壺」。「佛說百壺」看起來和「愛杯」毫無關
聯，其實卻息息相關。
子光給人的印象是豁達開朗的，活得異常的

通透，只有少數人得知他通透的背後隱藏着什
麼。子光的小兒子僅兩歲時便被診斷出患了重
症，迄今已近十年，全家人在痛苦和焦慮中為
兒子奔波尋醫問藥，對孩子的愛導致他在尋醫
的過程中遇到了各路趁火打劫的騙子，勞心傷
財地經歷了不少人性的黑暗。所幸子光是清醒
的，他說，他把血和淚灑進泥土裡，融進紫砂
裡，變成對孩子的愛和對未來的期望，所以才
有了他層出不窮的好作品，因此，他的作品便
有了靈魂，有了愛和希望的意味。「愛杯」的
由來便是他對孩子的愛的延伸，雖然遭遇過很
多磨難，但亦有不少朋友給予了他真誠的幫
助，所以，他沒有怨恨，內心仍舊充滿了光明
和感恩，他希望人與人之間都充滿愛，每個家
庭都是幸福美滿的。
這就是陳子光，一個有着大智慧的文人藝術家。

我不收藏紫砂壺，卻收藏了陳子光的人生智慧。

讀子光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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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過後沒時間午休
便到了「蓬萊仙境」。
這四個嵌在道觀前院南
邊照壁上的字，據說是
呂洞賓親筆書寫。其實

我們是到供奉道教著名八仙之一呂洞賓的
「呂仙祠」參觀。下車時雖然有雨，卻沒
阻礙遊興，迎客大門上綠色琉璃照壁，啟
功先生題的「邯鄲古觀」匾額高高在上。
中國寺廟道觀大門多朝南，「呂仙祠」大
門卻向西。一說是呂仙祠西邊當年靠古御
道，道上車水馬龍，行人如鯽，大門朝西
便於人們朝拜進香；另一傳說是邯鄲西部
有座紫山，常年紫氣縈繞，寺門向西有利道
家修煉聚納紫氣。道觀既名「呂仙祠」，供
奉的應該是呂洞賓，叫人意外的是當年路過
此地的書生盧生，因為做了一個夢，搶走了
風頭。我們皆為黃粱夢而來。
盧生是唐傳奇《枕中記》的主角，原名盧

英，字粹之。作者沈既濟把唐開元年間，一
個屢試屢敗的不得志書生，在邯鄲市北10公
里處的客棧，遇見道士呂翁（後人傳說是呂
洞賓）的故事寫下來，流傳至今。懷才不遇
的盧生向呂翁訴苦，自認命運不濟故屢考不
中。言談間客棧主人正準備要煮黃粱，呂翁
從行囊裡取出一個兩端有竅的青瓷瓷枕遞給
盧生說：「你先睡一覺吧」。盧生發完牢
騷，枕上青瓷枕即進入夢鄉。他從青瓷枕的
孔竅走進去，竟回到山東老家，娶了貌美如
花的妻子崔氏，考中進士。此後官運亨通，
步步高陞，一直做到宰相的職位，生五個兒
子，全是高官，媳婦皆高門之女，兒孫滿
堂。享盡人間富貴，八十歲命終時，盧生突
然醒來，發現自己還睡在客棧裡，周圍一切
如故，甚至連客棧主人在炊的黃粱飯也還沒
煮熟。盧生因此感悟人生如夢，放下想要追
求的功名利祿，跟隨呂翁去求道。
呂洞賓在唐朝把盧生帶去深山求道，一直

到明代重修此祠時，負責設計的師父在照壁
準備四塊青石板，請來許多書法家題字，卻
無一合意。一日突然跑來個叫花子，閒逛至

南牆下，順手抄起掃帚，蘸着剩菜湯在青石
板上畫拉開來，監工見狀把他趕跑，之後用
清水沖刷，青石板上顯出「蓬萊仙」三個
字。呂洞賓正是蓬萊仙呀！結果四塊青石只
寫三個字。清乾隆年間，乾隆皇帝下江南，
路過這裡小憩，聽道士講述並看到龍飛鳳舞
的「蓬萊仙」後，想了一夜，隔天補個
「境」字。導遊指着最後一個字說：「『御
筆不如仙筆』，人人都說乾隆雖貴為天子，
卻是肉體凡胎，比起前三個字的仙風道骨，
『境』字遜色太多了。」
一行人聽說是神仙和皇帝合作的書法，紛

紛過來合影。雨還在下，時大時小，撐傘有
些不方便，有的景點便忽略了。照相時看見
中國原書協主席沈鵬筆法瀟灑的對聯「蓬
萊仙境蓬萊客，萬世儒風萬世詩」掛在當年
原是道士煉丹的丹房，故稱「丹門」，門上
懸着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歐陽中石題的「澤沛
蒼生」匾額，「經過此門者，好運常相
伴」。不迷信的人也樂意接受，丹門內一道
水堤走向八角亭，兩個水池皆種荷花養鯉
魚，遊客緩步流連因為人人都在拍攝，經過
八角亭後的午朝門進入「神仙洞府」。在首
座大殿享受第一縷香火的是呂洞賓的老師漢
鍾離，這座道觀完全體現了中國人尊師重
道的精神。呂祖殿就在鍾離殿的後面，門
楣橫幅題「孚佑帝君」是元代對呂洞賓的封
號，「道院光招蓬萊客，玄門常會洞中仙」
對聯告訴遊客這就是呂洞賓的供殿，壁上畫
滿呂洞賓的生平事跡。
中軸線上最後一座大殿門兩側的對聯「睡

至二三更時凡功名都成幻境；想到一百年後
無少長俱是古人」，淺白易懂卻內涵深刻哲
理，終於來到我們尋找的黃粱夢主角「盧生
祠」。祠外有人在點燃香火，祠內有人圍着
被香煙熏得像黑人一樣的盧生，雙目緊閉，
側身而臥，似乎仍在夢中。大多遊客並沒注
意觀看周圍牆壁描繪的盧生夢境圖畫。遊
客更在乎的是「摸摸頭，啥都不用愁；摸摸
肚子，富貴榮華一輩子；摸摸腳，啥都
有……」流傳的言語因為充滿世俗人間的誘

惑，遊客連排隊也顧不上，爭先恐後摸頭摸
腳摸肚子，盧生也因為遊客長期撫摸的汗漬
而全身光滑亮澤。
一場黃粱美夢叫盧生清醒了他自己，從此

明白功名利祿一場空，榮華富貴一場夢。沈
既濟的《枕中記》之後，這個夢一而再地被
改編和續寫。唐代李公佐的《南柯太守
傳》，元代馬致遠的雜劇《黃粱夢》，明代
有湯顯祖的《南柯記》和《邯鄲記》，清代
蒲松齡的《續黃粱夢》等都是。研究學者認
為《枕中記》對經典名著《紅樓夢》產生極
深刻的影響。黃粱夢反映出中國儒道兩家的
「無為是永恒，出世是正道」的傳統思想，
邯鄲就在盧生做夢的地點建了「盧生祠」，
然而，傳說歸傳說，故事歸故事，到「盧生
祠」來的香客顯然尚未真正領悟寧靜致遠，
淡泊名利的人生真諦。金代詩人元好問在
《題盧生廟》一詩點出了人性：「死去生來
不一身，定知誰妄復誰真，邯鄲今日題詩
者，猶是黃粱夢裡人。」
邯鄲永年縣蘇里鄉，因為一篇《黃粱

夢》，1984年改名黃粱夢鎮。文學的力量又
一明證。本來應該是住在黃粱夢鎮的人才算
是黃粱夢人，然而，金好問一詩讀來令人忍
不住要嘆息一問「又有誰不是黃粱夢裡人
呢？」出來時雨漸小，把雨傘關了，才見東
側有座「八仙閣」。這裡當年可是八仙相
聚小憩的地方呢。北洋軍閥時期，吳佩孚
曾在此駐軍，剛毅正直，德行操守和氣節
上鶴立雞群，並支持五四學生運動，以四
不宣言「不出洋，不住租界，不結交外國
人、不舉外債」贏得「愛國將軍」美名的
吳佩孚，從他在這兒題「世變幾滄桑，百
眼冷看道上客；塵緣皆夢幻，黃粱熟待枕中
人」的對聯，證實他確是北洋體系中罕見
的秀才將軍。
上車時午休時間已過，卻覺昏昏欲睡，

旅遊巴士搖搖晃晃，本來說路上要唱歌要
表演的人也沒有了聲音。巴士上的人心裡
還在猶豫：睡，不睡？有點擔心夢醒以
後，也許就跟着盧生求道去。

美夢之鄉

■豆腐也可以那麼多花
樣。 作者提供

■TVB北京奥運大軍攝於國
際廣播中心外。 作者提供

一直以來香港是一個各方面也較開放的國際城市，無
論政治或經濟上的規範都較有寬鬆空間，甚至「灰色地

帶」，有人可以避開法律約束。隨着時勢的轉變，香港某些政策規條
也相應要改進，與現實接軌，與國際同步，正所謂時代巨輪在轉，你
還可以原地踏步嗎？香港特區政府因應實際需要提出修訂《逃犯條
例》的建議，一條在國際上絕不罕見的正常法規，有人竟然強烈反
對，肯定是背後有極大的利害關係。
反對派議員強烈反彈，做出一連串不顧個人形象的行為；看到他

們的瘋狂行為沒有意外，因為涉及他們的切身利益，「外國間諜」
能否繼續任意在香港活動？反對派的金主很擔心他們在香港的出位
行為隨時因這條例而無法脫身；亦可能收縮了他們的活動空間和生
存空間，怎能不竭力反對？一直認為任何法律規範都是不會影響到
安分守己的人，是有心挑戰法律的人才害怕。
至於商界有人擔心，當然出於做生意免不了有踩界「中招」，是正
常的反應，只是當他們冷靜想想，就算是沒這《逃犯條例》，若是重
大犯罪案件，有關部門亦可透過國際刑警執法，犯罪者是逃避不
了。你看美國要抓他們眼中的「華人商業間諜」所採用的手段是指
使友國跨國拉人、設陷阱地誘人入境，手法卑鄙。又何時有講光明
正大？
香港某類人別有用心地製造出「恐懼」由中國內地執法的假象。

而且有些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恐懼中國內地執法」的人應
該看清楚實際情況，截至2018年底，中國已與74個國家簽署雙邊刑
事司法協助條約、民事司法協助條約、引渡條約、被判刑人移管條
約及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合作協定145項；中國加入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近30項含有司法協助相關的國際公約；
2014年至2018年從美國及加拿大等數十個國家引渡或遣返回國42
人。據統計內地已向港移交逾260疑犯。
當今世界問題都是聯動性、跨國（地區）性、多樣性，要共同打
擊和防範各類犯罪， 香港與20個司法管轄區有移交逃犯長期協
議，與30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刑事事宜相互協助安排，與內地卻
沒有相應安排，你總不尊重、不信任祖國內地，那怎合作？有憂慮
可以提出來，連坐下來商討也不做，豈不是自絕於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