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玄門」校歌

後浪
當60、70後還在
感慨「網絡時代」

和「我們當年」的「巨大變化」時，
當80、90後還在摩拳擦掌準備互聯網
創業時，甚至當00後還在刷網「吃
雞」時，那邊「10後」——是的，
2010年之後出生的小不點兒們，已經
有靠當網紅年入千萬的了。真的不是
我不明白，真的是這世界變化快。
上個月，一則鄰邦的消息讓人「羨
慕嫉妒恨」之餘也着實嘖嘖稱奇：韓
國一名年僅6歲的小女孩Boram，靠
自己做YouTube視頻博主的收入，近
日在首爾江南的富人區為父母購置了
一套價值800萬美元的豪宅。整套宅
子258平米，鄰居非富即貴。然而，
這套房子並不能完全體現Boram的
「經濟實力」。據報道，Boram在
YouTube做博主已有2年，現開設有
兩個頻道，一個是玩具測評，一個是
自己的日常生活，兩個頻道加起來共
有3,000多萬的粉絲。而據YouTube
分析網站 Nox Influencer 的數據顯
示，兩個頻道單月可為Boram帶來的
廣告收入高達約285萬美元。
更讓人感慨的是，Boram不是個
案，且收入也並不是冠軍。去年底，
《福布斯》公佈了2018年YouTuber
收入榜單，第1名是年僅7歲的Ryan，
他作為博主1年的收入高達2,200萬美
元。他同樣是做玩具測評，2015年開
設頻道，目前擁有1,730萬粉絲，頻
道累積點擊量達260億次。
年齡方面，國外最小的話題網紅
Taytum和Oakley是一對雙胞胎，他們
雖然只有2歲，但在instagram上已經坐
擁220萬粉絲，照片主要記錄日常生
活，發一條廣告的價格為1.5萬至2.5萬

美元之間。而內地最小的網紅據說是生
於2015年的小蠻，她在19個月大時已
經靠直播吃飯吸引了50多萬粉絲，目
前在美拍上擁有222萬粉絲，有平台列
出其廣告報價為20萬元人民幣一條。
粉絲少的時候發帖是愛好，粉絲多的時
候發帖是工作，待到能接廣告的時候發
帖就更成了運作，這個遊戲規則，和兒
不兒童沒關係。也所以，兒童網紅的背
後，必定少則是一個或一對兒經理人式
的父母，多則是一個成熟的商業團隊，
從跟拍到運營，一點都沒馬虎。而當這
一切和經濟利益尤其是巨大的經濟利益
掛上鈎後，也難免就會出現一些變質的
雜音。
最簡單的，Ryan也好，Boram也好，

再不是個案也畢竟只屬於鳳毛麟角的極
少數，能靠記錄日常就坐擁大量粉絲的
「天生萌寶」或自帶超強影響力的帶貨
天才的更是老天賞飯可遇不可求，必須
承認絕大多數孩子屬於平淡無奇，即不
可愛也無才華，但望子女成網紅的父母
卻有千千萬，尤其是內地焦慮的父母，
更盼望能從此處殺出一條血路，搞得好
就能拯救自己所有的後顧之憂。於是我
們便看到了各種企圖靠奇招制勝的路
數：比如主攻兒童吃播、化妝、奇裝異
服甚至走鋼絲、開拖拉機、扮黑社會等
等，就好像之前所說的「快手裡的殘酷
物語」的低齡版，不同的是，成人版是
自編自導自演，而兒童版裡的編導是父
母，孩子只是演員。
當然，在這件事上談孩子的個人意

願確實沒什麼意義，因為對於心智完
全不成熟的孩子來說，即便他表示願
意也不代表他就真的想清楚了這件
事。但至少，如果他說了「不願意」，
請尊重他吧。

智能手機的聊天功
能，既可以縮短人與人

的距離，又能擴闊人際網絡。還可以
讓住在東西兩半球的群組成員實時交
流，這種社交活動只要不沉迷，就可
以很有益和有建設。
昨天有人在老同學群中談到了校
歌，群中有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吳友強校長，校長被點名提問後，給
了道教聯合會屬下學校的統一校歌，
其詞曰：

敬教匡時勸學，明道立德為宗。巍峨
學府秉中庸。樹人膺巨任，淑世醒愚蒙。

八德倫常恪守，萬方化被同風。玄門
學養重融通。乘時當淬礪，奮發竟全功。
歌詞甚雅，分上下兩片，宗、庸、
蒙；風、通、功押韻。又有同學說遣
詞用字很深，看得不大明白，點名要
我解說一下，只好按字面談一談。
首先這個「敬」字很重要，我們中
國傳統讀書人在家要孝敬父母、長大
後要敬業樂業。「匡」有扶正、糾正
義，匡時就是正時代之風。春秋五霸
的齊桓公，就曾「糾合諸侯、一匡天
下」，重建當時的國際秩序。荀子有
《勸學篇》，「青出於藍勝於藍、冰
生於水寒於水」都據此篇文句改成。
「明道」可能是用漢儒董仲舒的名
句：「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簡單來說，就是學會做人處
事的基本道理，只做適宜的事而不計
較功利。「立德」與立功、立言，合
為「三不朽」。立德原本要求到達創
建制度，造福後世的級別，這樣才可
以排在立功和立言前面！我們普通人
講立德，就只求實踐好最基本的仁義
道德。《中庸》是儒家經典四書之
一，簡單來說中庸就是「不偏不倚」

四字。「樹人」是「十年樹木、百年
樹人」的省文。「淑世」即濟世。
「蒙」引伸為蒙昧無知，教育的功能
就是醒愚啟蒙。
「八德」未知是何所指，可能是：

孝、悌、忠、信、禮、義、仁、智；
又有一說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五
倫」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國已行
共和制而無所謂君主，君臣有義應該
改為忠於國家民族吧！「玄門」是道
教別稱，典出《道德經》的「玄之又
玄，眾妙之門」。「融通」可以是
「融洽通達」，也可以是「融會貫
通」。香港是經濟城市，融通在現代
又可以解作資金自由流通。「淬」是
淬火，冶金工藝之一。這個我極有發
言權！「淬火」（quenching）是金屬
高溫成形之後，快速降溫的辦法，較
常用水作為降溫媒介。與淬火相反的
是「退火」（annealing， 又稱回
火），退火是慢慢降溫。兩種工藝決
定了降溫速度，由是影響分子結構。
淬火令金屬結晶急，成品會較硬而
脆，金屬件帶脆就不堪撞擊，重擊後
容易碎裂。退火令金屬結晶慢，成品
不及淬火件硬，卻提升韌度，受撞就
不易碎裂。「礪」是磨刀石，作動詞
用為一般打磨工藝。古人將教育和學
習比喻為各種製器的工藝，小孩受學
之初，有如未經加工的金石質材，為
人師表者要負責將之打造成器。良師
「淬礪」就學的「愚蒙」，能否成材
成器，還得要當事人立志奮發。
以上隨字面發揮，願不至於有乖原

作者的旨趣。近日港事蜩螗，梟鳴狼
嗥，令人心煩。不妨乘機談談正面的
道理，調劑一下。

在同一時空下，
兩個原本互不相干

的人，有緣會相遇，真是冥冥中奇
妙的事！
記得我到東京留學前，因嚮往看

歐洲的藝術美景，到了巴黎一遊，
還輾轉去找當年周恩來留學時曾住
過的民宿，那兒的米色高牆上，掛
有周恩來的頭像雕刻，可見法國人
對我們這位中國偉人的尊重。那
天，我遇到一位剛去留學的日本少
女麻利子，因相互幫忙拍照留念而
攀談起來，她笑說：「但願將來我
留學住過的地方，也會有我的大相
片！」我覺得她真大想頭。
我遐想，周恩來當年留法，遇過

什麼人，是怎樣的心情和狀態去接
受外國新見聞呢？我第一次聽聞盧
偉力寫《布萊希特．周恩來二三
事》這劇本，是兩年前我參加蔡錫
昌先生召開的「劇場裡的臥虎藏
龍」劇本圍讀會，當時有多位編劇
把新創劇本提出來，一人一劇地作
片段式圍讀，其中大
部分故事靈感都源自
劇作者對人文價值的
反思，而我覺得盧偉
力的劇本，設計構思
上很有創意，最令人
驚喜！據他所述，布
萊希特與周恩來同是
在1898年出生的。
他把周恩來與布萊希
特並置，是敘述上的
蒙太奇。而戲劇與政

治的蒙太奇，也是這個戲的戲劇構
成。聽後，我的左右腦（邏輯理性
和藝術情意）便啟動了想法，把這
兩大風雲人物放於平行空間，在歷
史和戲劇發展上──他們各自都做
着改變世界的事啊！
布萊希特與周恩來生於不同國

家，但兩個人物都投身到大時代風
雲中，各自發亮，1922年到1924
年，周恩來曾在柏林居住，而這期
間，布萊希特的戲劇在柏林公演，
他們有沒有在這時空下，曾擦身而
過呢？盧偉力的劇本中，就試以此
作切入，並探視當時納粹興起對世
界帶來的危機。
圍讀此劇本時，我們都拍掌叫

好，但作者擔心這樣的劇不易在舞
台上演出！但千里馬自有伯樂，現
蔡錫昌導演成功把此劇搬上舞台
了，真令人期待！正如導演說：
「這舞台劇在今天的時勢，特別啱
睇！」我欣賞導演的眼光、魄力，
處身於這樣一個大時代，這套戲肯

定可以啟發我們，應該怎
樣做好自己的角色？怎樣
成就一個最好的自己呢？
歷史洪流滾滾，無數人付
出青春、生命、激情，相
信我們這一代年輕人，若
能立大志，便勿甘心投機
地做庸碌的跟屁蟲，而
要在歷史風雲演變的時
代，堅定努力，踏實向
前，勿讓雄心壯志被大洪
流沖走！

風雲人物．平行時空
舉國在慶祝迎接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緬懷

歷史，人民會記起曾經為中國解放戰爭而出過豐功
偉績的一眾偉人。芬姐是客家人，此時此刻她在緬懷開國元帥之
一、客籍之光葉劍英元帥。廣東解放初期，他曾主政華南地區，
曾任廣東省省長，其後調升中央之後，他的長子葉選平先生亦曾
任廣東省省長。葉氏父子對廣東特別是客席人士十分眷顧和提
拔，曾有此尊稱「無梅不成衙」，即是說梅州人士在官場中地位
十分高。
不幸傳來葉選平先生逝世的消息，享年95歲的他，堪稱「笑
喪」了。他離任廣東省省長後，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多屆，他的
務實作風，對改革開放的支持和重視，備受人民的愛戴。今傳來
他離開我們的消息，大家深感難過，葉選平省長的夫人吳小蘭大
姐，曾任深圳市副市長，為人和藹可親，伉儷情深，是一對忠實
的共產黨黨員。如今葉先生離開了我們，高山仰止，人民會永遠
懷念我們敬愛的葉省長，期望他的家人節哀順變，保重保重。
噩耗相繼傳來。已故抗戰將領胡靖安中將遺孀胡嚴淑銘夫人

在家中安詳離開了人間，積閠享壽一百有六歲，十分高壽。出
生將門之後的嚴淑銘女士，在抗日戰爭中與畢業於黃埔軍校二
期、曾任蔣介石委員長侍從室副主任的胡靖安將軍共結連理，育
有四名子女。其中為大家所熟悉的長女胡葆琳女士是全國政協委
員，愛國愛港，為國家為人民貢獻很多。在9月17日上午，胡
葆琳女士及其家屬假香港殯儀館為胡嚴淑銘夫人設靈致祭。胡
葆琳女士交遊廣闊，親友親臨致祭者甚眾，其中有黃埔軍校校
友會家屬親臨致哀。
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2年了，至今最膾炙人口的一句話是：
「舞照跳，馬照跑，股照炒」。然而最近這三個多月來發生在香
港的社會事件，一小撮人在攪局，甚至發生暴力事件，致令香港
在政治、經濟、民生、福利等方面，發生很負面的影響。上周
三，因有人企圖製造暴力事件，馬會為了安全起見，取消了該晚
夜馬。馬迷議論紛紛，在問是否「馬照跑」？在公園廣場內，亦
因不少人聚集令廣場舞不能再起步了。有關股票方面，雖然美國
聯儲局最近宣佈減息四分一厘，在香港股票市場也起不了正面反
應。上周以來，香港股市連續下跌多天，近千點波幅，就算中美
貿易會談有緩和的消息，也起不了催谷港股回升的力量。
各位讀者，試問香港明天怎麼辦？

香港明天怎麼辦？

香港政府自一九七
零年代初開始推行輸

入外籍家庭傭工政策，當初最為中產
階層接受，其後逐漸普及，連居住在
公屋的家庭也會聘請外傭。外傭大都
以照顧小孩為主，算來第一代被外傭
照顧長大的也有四十多歲了，可能他
們的孩子也正由外傭照顧。
目前全港約有三十六萬外傭，一個
家庭可能有多個孩子或老人，可見受
惠者為數之巨。外傭對本港貢獻良
多，包括已婚女性無須再留家照顧子
女而可安心投入社會發展個人事業，
造福香港經濟。我想探討的是在外傭
照顧長大的孩子與母親照顧的孩子有
何分別。
這幾十年來家庭子女人數減少到一
至兩個，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子女
成群更顯矜貴，大都受長輩溺愛。父
母親自照料兒女管教自然較嚴，受託
外傭這些孩子便成了小主人。主人與
僕人這階級之分，自小便建立在小孩
的腦袋裡，他們在小學階段已知道工

人是受薪的必須聽命，不滿意可以解
僱，她們來自較窮的國家，害怕掉了
工作回老家。部分純品和家庭教育良
好的孩子會視照顧自己長大的外傭如
親人，但好些會受父母的階級觀念影
響，養成囂張跋扈的性格，欺侮家
傭，成為家中的小惡霸。而且收拾清
潔是受薪工人的職責，他們也慣於不
做任何家務，飯來張嘴，東西胡亂擺
放，毫無責任感。
這種唯我獨尊的小霸王性格，如果

父母不及時指正，在成長後便成為大惡
霸而仍自以為是。所以當我們看到一些
青年或成年人，高學歷、低智商、負情
商，便可以猜想他們可能是外傭餵大
的。他們結婚生子僱用外傭，自然又會
把這觀念感染下一代。這是現代社會
狀態改變可能需要付出的代價，分別在
於家庭教育，為人父母有沒有好好教導
子女別人的人權和互相尊重。
今天街頭上有為數不少的暴徒，行

為野蠻無理，放任胡為到處欺凌，不
禁想問句：誰照顧和教養你長大？

外傭照顧長大的香港孩子

在每個市中心的繁華地
段，最顯著的必定是鑲嵌着

落地玻璃的摩天大樓。光潔，明亮，高聳入
雲。在有陽光的日子，藍天會映到這些玻璃
上，被太陽一照，玻璃會反射出一種特別的烏
青色。由於面對太陽的方向不同，大樓從上而
下，每個側面光度也不相同。就像一個青色作
為主基調的光譜，整個大樓展示出以青色作為
主題的漸變效果。到了傍晚，這個主題則變成
橙色。不過晚上不同，那時到處都黑漆漆的，
樓裡的光會透出來，讓每一層那些影影綽綽的
工作人員清晰可見。
靠着這點映入眼簾的世界，往來的路人終於

可以管窺摩天大樓裡的世界。在他們的想像
中，裡面的人都開豪車、穿料子很好的西服。
工作累了，他們會走出office的格子間，到休
息室喝一杯咖啡，和同事聊上幾句，眼睛則透
過落地玻璃看向路面。或者，在一間典雅的會
客室裡，正在舉行一次重要的商業會晤。當主
談判官為了說服客戶而提到在座某位的傑作
時，被提到者會不自覺地微微揚起嘴角，旋即
又立刻努力克制以顯示謙遜。整個會程氣氛時

而凝重，時而務實，時而輕鬆。
落地玻璃為這種想像提供了一種視覺到達的

可能性，一種莊重而近乎完美的氛圍混合着華
麗、財富和精緻，讓想像者如癡如狂。落地玻
璃和高樓大廈當之無愧為現代都市的圖騰，把
一種顯眼的、透明的感覺體現得淋漓盡致，連
同遠和近的距離都混淆了。
這種都市形象最初從18世紀末期的紐約興

起，隨後進入芝加哥，現在蔓延至整個亞洲。
歐洲雕花繁複的大理石建築早就過時了，連東
方庭院也已經集體隱身。那些帶有藝術感的雕
樑畫棟、曲徑通幽和入口處的石屏風所體現出
的低調心理學統統都因為太過隱晦而遭拋棄。
摩天大樓是透明、直接、高大和張揚的。
這是一種具有互聯網特性的現代精神，它的

流傳也幾乎是自然而然的。就好比某種流行的
成功學常會利用種種坊間的軼事散佈一種成功
者的光環。還有一種可能，是這樓裡的人故意
流露的。
對他們而言，大樓裡的生活早就稀鬆平常，

甚至日復一日地重複經常讓他們產生厭倦的感
覺。直至他跟別人在一起的時候，對方眼睛裡

閃爍的敬佩會讓他重新回憶起自己生活的榮
耀，並且，他很樂於迎合對方的認識。但是，
最有可能的，要怪這高樓本身，沒有大樓的偉
岸和玻璃的透明，樓裡的生活絕不至於如此令
人矚目，並生出一種可親近的幻覺。
不過這顯然是假的。它的癥結就在於距離產

生了美感。由於距離遠，樓裡的工作環境雖然
可見，卻完全被美化了。其實只消翻看各種人
物傳記，我們就會發現身處大樓者打拚的歷
史。他們很少是在這些大樓成功的。但這些通
往大樓的漫長道路被隱身了。大樓成了一種圖
騰，把榮耀獎勵給成功者。儘管德意志銀行證
券駐香港分析師安德魯．勞倫斯（Andrew
Lawrence）曾在 1999 年提出過一個可怕的
「勞倫斯魔咒」，認為大樓的興建通常是經濟
衰退到來的前兆，但誰也不會真的去注意這個
警告。因為接受一個完美的結果遠比認識其過
程要來得輕鬆。就像依靠直覺將目光對準摩天
大樓，遠比尋找創業者的源頭更加容易一樣。
在這種經年的視覺思維下，現代生活終於變成
了不問緣由的模仿和安於現狀的混合。這或可
被稱為摩天大樓之凝視。

摩天大樓之凝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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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城主街道後，是
一條繁華的小巷。巷口
有 一 家 「 朱 記 熱 湯
麵」，生意很好。吃過

的食客都誇湯麵味正、地道、好吃。「朱
記熱湯麵」主要收入來源於大學生晚餐，
店面位置好，加上回頭客多，老朱曾樂呵
呵地誇口：「就衝我這熱湯麵配的獨特調
料方，生意想不好，都有些難嘍！」
不久前，巷口對面新開了一家晚餐店，

老闆是一位外地來的年輕女主人，叫「佳
樂熱湯麵」。佳樂熱湯麵開業時，老朱心
裡有些好笑，和他老朱賣同一種食物，那
是在魯班面前賣板凳。可讓老朱大惑不解
的是，佳樂晚餐店食客常常爆滿。
老朱心想：難道她徐佳樂的熱湯麵——
比我家的口味還要好？有天晚上，他去佳樂
晚餐店買了一份熱湯麵，那味道還算不錯。
有一天，老朱出門碰到熟客陳朋，上前拉住
陳朋的手，笑着問：「陳朋老弟，對面這個
徐佳樂到底有什麼底細，來頭不小啊？」
陳朋問老朱：「你知道徐佳樂的老公是誰

嗎？」老朱搖頭，陳朋說：「今年夏天一連
半個月下大雨，咱們這裡地勢窪，被水淹
了，你總知道吧！」老朱連忙說：「這事哪
裡會忘呢？我的店被水淹了，看不清路，我
老伴的腿被卡在下水井縫裡，幸虧抗洪救災
的武警邊防戰士及時趕到，救起了老伴。要
不然，她就沒命了。到現在，她的腿傷還沒
有好利索呢。說實話，我一直想感謝救老伴
一命的恩人呢。」陳朋點點頭：「你是一個
有良心的人。我告訴你，徐佳樂的老公就是
一位武警戰士，後來在執行任務中犧牲了。
多好的一個小伙子，說沒就沒了。」
從陳朋嘴裡，老朱還得知，徐佳樂的老

公死後，國家雖給了一筆撫恤金，可徐佳
樂有一個不滿三歲的兒子，還有公公、婆
婆。他們是農村來的，公公、婆婆是老來
得子，如今年紀大了，到大學城這邊跟兒

子養老來了。徐佳樂的房子是結婚時老公
分期付款買的，每月得交不少房貸。家裡
頂樑柱沒了，一家四口人全靠徐佳樂當環
衛工人的微薄工資，徐佳樂家一下子陷入
了困境。在好心人的指點下，她才與公
公、婆婆一起開了這家晚餐店。
附近的大學生們，經好心老師們的傳

播、動員，大部分都知道徐佳樂的情況，
大家自動到佳樂晚餐店吃晚餐，是在悄悄
幫助徐佳樂。反正在哪兒都得吃晚飯，在
哪兒吃不是吃啊？想辦法給別人做點兒什
麼，總是對的。得知緣由後，老朱懂了：
再好的美食，再上佳的口味，在真情面前
也要為愛讓路。奇怪的是，一個星期之
後，佳樂晚餐店沒有開門。過了幾天，有
人過來搞拆改和裝修，一打聽，那人是轉
租過去的，準備開一家美髮店。
老朱的晚餐店又恢復了以往的熱鬧，可他

有點兒納悶，怎麼徐佳樂的店說關就關了
呢？這一天上午，老朱看見陳朋來吃麵，就
打聽徐佳樂為什麼轉讓店面，陳朋說：「還
不是因為你！」老朱愣了，一臉茫然地問：
「因為我？」陳朋說，徐佳樂轉讓店面，確
實是為了老朱。徐佳樂心裡清楚，同學們來
她店裡吃晚餐，大部分是出於愛心，可她不
能因為愛心，就把老朱的美食給擠兌黃了。
因為——徐佳樂有一天晚上，偷偷吃了老朱
的一碗熱湯麵，認為老朱熱湯麵比自己做
的好吃。本來出校門用餐的學生就不是太
多，結果半路殺出了個只會三板斧的「程咬
金」，這對老朱不公平，所以她就關門轉店
了。老朱忙問：「佳樂……她現在做什麼
呢？」陳朋沒有說話。
當天晚上，老朱心事重重，把事情告訴

了在家養腿傷的老伴。其實，老朱的老伴
就是我。當年，我曾在城裡一位女飯店老
闆那裡打了兩年工。後來，我去給在天津
海濱新城落戶的兒子、兒媳去看護我家新
生的大孫子。轉眼，大孫子上了幼兒園，

於是我又回到家鄉，經過商量，與做蝦油
有絕招的老朱在新建大學城開起了這家
「朱記熱湯麵」……
我的腿傷恢復得已不礙事，說什麼也要當

面向救命恩人的家屬表達誠摯謝意。我和
老朱輾轉打聽，敲開了徐佳樂家的門。徐
佳樂開門時有些意外，熱情地招呼我和老朱
坐。老朱拿出一張紙，上面寫滿了字，遞給
佳樂說：「這是我經多年實踐得到的煎蝦
油調配秘方，我調配的煎蝦油，按比例放
進各種調料的方子都寫在上面，其中用原
汁原味『發缸水』的比例最講究，最終每碗
熱湯麵放多少也有說道。」徐佳樂一愣，忙
擺手說：「朱老闆，您這是幹什麼？這是您
家的獨家配方，我怎麼能要呢？再說，我也
不打算再開晚餐店了。」
老朱眼含熱淚說：「晚餐店，我可以不

在這裡開，但你必須在這裡開下去。你不
能辜負同學們幫你的一片心意。再說了，
武警戰士曾救我老伴，我們幫你是應該
的。」接着，老朱告訴佳樂，我們的兒子
在天津一家大公司上班，我倆已打算去天
津盤門市開店了，這家店準備轉讓出去，
交到佳樂手裡最心甜。佳樂接過秘方，不
好意思地說：「這秘方，我不能隨便要，
這裡面飽含着您的心血。這樣吧，您開個
價，等以後我賺到錢了，把錢打給您。」
老朱忙擺手，動情地說：「好心比不過徐

佳樂，今天咱就不提錢了，就當我向你愛人
致敬的一點兒心意，你千萬不要拒絕。」我
接過話口說：「我們把秘方送給你，也是想
辦法給別人做點兒什麼。就是單單為了同學
們，他們吃了我們幾年的熱湯麵，也不能因
為我們走了，就把好味道也帶走啊！」佳樂
滿含熱淚，連聲說：「謝謝，謝謝！」
半個月之後，「朱記熱湯麵」的招牌變成

「愛心熱湯麵」。重新開張那天，門口排起
了長隊，吃着熱湯麵的同學們，一個個豎起
大拇指，衝徐佳樂說：「鮮，真鮮！」

熱湯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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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希特．周恩來
二三事》戲劇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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