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鄉的茶

眾說紛紜的防疫
所謂的防
疫，實在有
太多專家的

說法。口罩究竟戴不戴？外國專
家說只給病人戴，普通人應該留
庫存，但大家又覺得外國與香
港的人口密度不同，不可同日而
語。然後專家又說布的沒用，只
能保暖不能防菌；但另一些專家
就說口罩會引致呼吸不順，亦有
不少敏感人士長期戴口罩會引起
呼吸道及皮膚問題。布的至少可
以阻隔水點，戴過就更不用適應
膠質帶來的不舒服，也不用不斷
吸自己呼出的二氧化碳。外國開
始出中層是織布的防菌膜，可以
夾在布口罩裡面，最低限度少了
膠味，所以真的沒有絕對。
中醫角度，呼吸不順就更多麻
煩，而保暖就等於抗菌，因為鼻
子夠暖也會流少點鼻水。病毒有
無限變化，但人的身體適應力也
是演化結果，靠殺毒去自強，每
次都要找新方法殺毒。反而在強
化身體的路途上，我們的經驗會
較多，所以不如靠自強。而聽過
不同國家的防疫方針，發現其實
外國很多文化都是走這條路。

西方人不喜歡戴口罩，因為覺得
自己的免疫力較重要，若身體強
壯，根本不會沾上病毒，否則一人
在郵輪上，應該幾千人都立刻中招
了。而中醫角度就是正氣內存，邪
不可干，沾了病毒，自己身體都可
以打仗，沒什麼發病就會康復了。
你發病只是因為你本身的身體也
有問題而已。其實這也與現代醫學
的發現吻合的，就是大部分病毒即
使部分人感染了，也產生了抗體，
但自己也不知道，因為沒有病徵。
而家中是要通風還是保暖？要

冒化學劑引起敏感的風險，還是
不用漂白水？過分消毒殺了一堆
病菌病毒，但會否令更惡更毒的
病菌有機可乘？就如疫苗會壓低
一部分型號的病毒，卻會令其他
不包括在內的病毒更活躍。
種種問題都難以有百分百的

「科學」共識，因為一個人生病
與否，還牽涉更複雜的環境因
素、氣候因素、自身體質等等。
春天到，最實際和最基本要做好
的，即使戴了口罩不要忘戒生
冷，洗手不忘早起做運動，決不
只做因為驚慌而做的事情，一定
要多角度平衡養生防疫。

談到茶，勾
起童年時不少回
憶。

家鄉閩南山區，一般喝的茶，
都是採自山野，並沒有茶園。就
是今人說的「有機茶」。
山區的人，經常要到山上打
柴，他們大都認得野山茶，一旦
發現，便採摘下來。
採下來的茶，大都用鹽醃製成

鹹茶，還有一些是酸茶。後者我
一直不知道是什麼茶製作的。
以上的鹹茶與酸茶都有療效。
如果吃滯、飽脹及消化不良，

把一小撮鹹茶放入杯焗一會，然
後趁熱喝，很快便化脹化膩，比
消化藥丸還要管事。
至於酸茶，特別是治療喉乾、

喉痛、聲音啞，泡一壺酸茶喝，
往往茶到病除。是很靈驗的。
此外，鄉下人也會在新歲，用

山茶泡菊花。後者一般是白菊。
粵人吃蛇羹，也是用白菊花瓣。
山村的白菊有野白菊，也有自

家種植的白菊，都有藥療作用，
是生津解膩的妙品。
家鄉的茶，並不入中國五大茶
品類：根據茶
葉加工，分為
綠茶、紅茶、
烏龍茶、白茶
和黑茶。這個
五茶類，並不
是每一個喝茶
人都了解。
最近非常
走俏的白茶，
是屬其中一

類，主要產區有福建山區福鼎、
政和、松溪、建陽。白茶是只經
曬乾或文火乾燥後加工，指輕微
發酵的茶，大多呈白色，以福鼎
白茶最聞名。
白茶大都分為壽眉、貢眉、白

牡丹、白毫銀針。
壽眉主要是大白茶片葉，性平

和，老一輩粵人最愛喝，廣東茶
樓必備，只是普通的茶而已。
貢眉也是白茶葉子，等級與壽

眉一樣，較普通。
白牡丹因其綠葉夾銀白色毫

心，酷似花朵，沖泡之後，恍如
蓓蕾綻放的，因而得名。
白毫銀針，有茶中「美女」、

「茶王」之稱，是採自大白茶樹
的嫩肥芽尖，白毫密披，剴白如
銀，清香撲鼻，是白茶中的極
品，尤以福鼎最為名貴。
白茶目前被發現的功效有抗輻

射、抗氧化、抗腫瘤、降血壓，
還有降血脂、降血糖等作用。
我某次路過浙江安吉，那裡盛

產安吉白茶。我初以為是白茶的
一種，後來一經了解，才知安吉
白茶，不屬於上述所述的白茶，

只是綠茶的一種而已。
安吉白茶最大特色是茶樹

嫩芽全為白色，外貌美極！
（「新春說茶」，之四）

作者按：1月29日見報本
欄談到元稹的《一字至七字
詩．茶 》，最後一句少了
一個字，應是「將至醉後豈
堪誇」，特此更正，並向讀
者致歉！

肺炎病毒肆虐，病毒細菌傳染性
高，醫護人手「壓力山大」，猶幸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內地不少醫護

人員發揮人性「大愛」精神，紛紛自覺地或是天職
使然奔赴疫區加入抗疫大軍，救病扶危的情操，令人
敬佩！但，香港有小部分的醫護人員卻在此刻「稱
病」請假，以及「醫管局員工陣線」發動罷工……筆
者絕對絕對無意要批評這批醫護人員，因為很理解亦
很明白，「人命」是「重」中之「重」。
二零零三年時，「非典」直撲全球，威脅人類的

健康及生命，大家必須嚴陣以待，盡所能去撲滅病
毒；猶記當年筆者父親（已故）雖已是退休多年的醫
生，亦接獲曾服務過的公立醫院電話，希望我的父親
能以醫術經驗和技巧，面授耳提為病人施手術的後輩
醫生，父親對醫院這要求有點猶豫，並非「貪生怕
死」，只是他已年屆七十多歲的高齡，記憶力和手部
運用大不如前，加上醫療儀器早已突飛猛進，他認知
的不多，而身為子女的我和幾位兄弟姐妹，並沒有阻
止父親的決定，不過擔心他老人家的體力健康而已；
年幼時曾有兩三天不見父親回家，問母親（已故）
時，她說︰「你父親要在手術室為病人做手術，不能
離開！」對父親醫者父母心的天職精神，家人是肅然
起敬，引以為傲。
為表示對站在疫情前線工作的醫護人員、警察的敬

意，內地及香港等地的演藝人，紛紛在社交網站為他
們打氣，哪怕只是一句︰「加油！」都是表達鼓勵
支持的能量，人間「大愛」就是在此困難時，展現市
民服務的他們並不孤單！演藝人們表示，他們是演藝
界的公眾人物，離開工作他們也是平民百姓，認為做
人真的要有同理心，將心比心時刻要學會換位思考，
選擇怎樣的生活，就要承擔怎樣的責任。

醫者父母心
2天1夜長白山天池旅行

團的「戰」事一觸即
發—團友們參觀的景點

朝鮮族人民居，大家為取得最佳位置聽講解
你推我撞，大家蜂擁而上把朝鮮族戶主圍個
水洩不通，面對眾多魁梧東北漢，個子小小
的我被擠在民居一個角落動彈不得，呼救無
門，我快要沒頂了，這場慘烈「戰爭」證明
了我以1（1個香港團友）是不可能抵擋55
（55位內地團友）個的！
就在危急存亡關頭，竟有一女中豪傑挺身

當關：導遊小姐突然在人群冒出，洪亮有力
聲音響徹雲霄：「各位停下來，停下來！」
這「停下來」真管用，正在作「戰」的「士
兵」們紛紛放下「武器」。「近門口的團友
先出門口待會兒，讓屋裡安頓好了再讓你們
進來；前面的團友慢慢坐在地上，安靜等
候；後面團友原地站，不要亂動！」片
刻，所有人各自找到自己位置，民居內鴉雀
無聲，戶主開始講解。講解完了，午飯時間
到，團友一起到村裡餐館就餐，觀看朝鮮族
歌舞表演。我想：「吃飯和看表演都是高危
（容易發生「戰爭」）項目，我就先讓大家
在裡面大打出手，決了勝負我才進去，免得
殃及池魚。」我在外面溜達好一會兒，裡面
全沒動靜了，進去一看，團友已全安坐。
午飯開始了，餐桌一片寂靜，接歌舞表演

開始，約三分之一團友離座拍照，我又害怕
了，趕忙站到門口好讓自己可捷足先跑！匪夷
所思的是：拍照過程竟有條不紊，看來「戰」
事終告一段落了。表演完了，舒了一大口氣的

我踏上旅遊車，繼續向長白山天池進發。
天色近黃昏，到晚餐處了，這次和我同桌
的除了欣欣，還有7位小妹，她們是中學同
學，畢業後每年一次旅遊敘舊。晚餐菜式豐
富多樣，蔬菜魚肉新鮮可口，我們9位女生雖
是初相識，卻沉浸在痛快晚餐中，大家盡情
享受這大吃大喝的興頭。舉目四顧，整個餐
廳裡大家都吃、喝、談，人人都在晚
餐桌上洗滌旅途的疲憊。不可思議的是，這
餐廳裡的人原都是「戰場」中相互廝殺的
「士兵」！接下來，團友們晚上在溫泉旅館
住宿泡溫泉；第2天一大早上長白山，到天
池；再去玩激流，跑山（我和欣欣，及7位小
妹在小山上忘我地跑啊，叫啊，自拍啊）。
一路走來，團友們守規自律，更互助互讓，
我在旅途中和大家有說有笑，打成一片（這
次終於不用「打」了）。
行程快完結，我請纓向團友們說幾句話，

導遊小姐對大家說：「我們這次行程有一位特
別的客人，她是來自香港的。」這時全車響起
震耳欲聾的掌聲，大家熱情澎湃高聲喊：
「熱烈歡迎，熱烈歡迎！」我站起來向團友們
作揖道謝，我說：「謝謝大家這兩天的關懷照
顧，讓我有愉快難忘的長白山之行。我們今次
旅程從『戰爭』到和平，從和平到歡樂，感恩
我們有溫柔勇敢的導遊小姐，有互助互敬的各
位團友，我這個香港小個子在此感謝大家！」
旅程中的「戰爭」遠去了，但我知道，真

正的戰爭存在於我們的心裡：什麼時候能敞
開我們的心扉，摒棄我們的成見，戰爭才有
完結的一天，我們才會有安寧喜樂的心！

中國四大河流行︰黑龍江篇長白山之三

跟朋友一起去
派口罩，見到一

些情況實在忍唔住，來排隊要口
罩的每次所見都是些阿叔阿嬸、
阿婆師奶。這些人之中有一部分
很好的，拿到兩三個便很開心，
只是自己有多少用住先，容後再
想辦法。但有一部分非常討厭，
一個人拿三、四份，主辦的沒有
嚴格要求規則，主要拿身份證來
取，見到一個阿叔取了四份，便
是拿了家人身份證來拿，主辦的
求其見到身份證便給他。因此令
後面排隊的人呱呱嘈，大叫不公
平。我直覺有人貪心，亦有人做
事求其，亦有人很好很公道。排
隊拿口罩亦見到人生百態。
當然我們大家
都不想整天為口罩
奔波，不願整個香
港籠罩在疫症的陰
霾中，所以有少少
綿力的也想幫上。
但見到今日的一些
香港人素質也實在
討厭！
不過很奇怪，
何解政府沒有在口
罩上幫一把呢？是
否我沒察覺到政府
已經做了，怎麼做
呢？應該是我遺漏

了消息公佈，望政府會繼續幫市
民，去解決口罩問題吧，否則日
後去到一些狀況，例如五十蚊一
個口罩的時候，叫市民怎麼過日
子？其實現在已有很多無良商人
賣貴價口罩，只是政府沒有行動
去處理這些，任由商人提價，亦
任由那些不良人種囤積口罩，也
不去處理，以致香港在這些情況
下變成惡劣的影響！
香港實在自由得過分，就是沒

人管，眼光光看幾千醫護罷
工，搞了幾天，令正常的醫院被
搞到一鑊泡，任由非醫護掌控了
公立醫院的運作，到了被市民罵
得狗血淋頭，亦有部分害怕秋後
算賬，害怕前途被毀才取消了繼

續罷工行動。可是這
批搗亂香港害市民的
醫護完全沒有受處分
被處理，沒事地一樣
返回醫院工作。
香港真是自由港，

自由到為害社會為害
市民的人也可以逍遙
法外的，怎不教我們
此等小市民生氣、害
怕！本想找後路逃離
這鬼地方，然而一波
未平一波又起，如今
更被困於島上困於家
中，日子太難過了！

被困

歲月靜好的時候，每個笑瞇瞇
的面孔，看起來都和善溫暖。人

畜無害的樣子，彷彿遮擋了人間所有的疾苦。偶
爾遇到面容冷酷，或是舉止粗野的人，也會簡單
地理解成個性使然，或是道德水準滑坡。突如其
來的一場疫情，像平靜的湖水被毫無預兆地持續
投下巨石，不斷掀起的滔天巨浪，如同豎起了一
面又一面的鏡子，照出了平日笑靨生花面孔之後
的各色肚腸。
先說香港，確診的病患數較內地算不上嚴重，

但疫情已呈社區傳播之勢。部分醫管局的「白衣
天使」，戴極為緊缺的珍貴口罩，並沒有守護
在病床前，而是一連五日走上街頭罷工。要知
道，在香港能做到醫生，大都是社會最精英的群
體。大疫當前，居然連最基本的職業操守都能拋
在一邊，實在令同業都跟蒙羞。
不過，有一個年輕的香港男護士，令人肅然起

敬。疫情出現之後，他不僅跟大部分盡忠職守的
同行一樣，緊守崗位，守護香港人的安危，還主
動請纓進入隔離病區工作。這位男護士名叫陳耀
淙，他的父親便是鼎鼎大名的藝人江華。我把他
的故事貼在微博上，很短的時間就有幾百個網友
為他點讚。有網友留言說，這才是香港年輕人該
有的樣子。
上周一在澳門也發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情。有一個男子去路環衛生中心買口罩，不知何
故與工作人員發生了爭吵。氣急敗壞的男子突然
撲向一批準備出售的口罩，把自己的口水和鼻涕

瘋狂的塗抹在那些口罩上面。結果，三十二包合
共三百二十個口罩因為遭受污染而報廢。澳門檢
方認為，這名男子行為涉嫌觸犯毀損罪，罪名一
旦成立，最高可被判處三年監禁或者罰款。
在台灣，做了內地媳婦的女藝人大S（徐熙

媛），因為一個善舉竟然遭到網友的痛罵。上月
底，大S在日本採購了一萬個口罩，捐贈給了疫
情最嚴重的武漢市。他的先生汪小菲把這件事情
貼到微博上之後，引起了一些台灣網友和日本網
友的不滿，出口成髒的留言裡有不少都是赤裸裸
的人身攻擊。我很贊成大S在微博上回懟說髒話
網友的留言。她說︰「我不覺得這有什麼，這只
是每個人都該有的做人態度：人飢己飢，人溺己
溺。當人類有難，應該放下仇恨，互相幫助，而
不是見死不救、火上加油！我希望我的孩子懂人
道主義精神，不希望他們變混蛋。」
作為一個做好自我保護之後，仍有餘力並願意

解囊幫助他人的人，大S做得非常好。
駐山東的同事丁春麗寫回來的稿件中，五個山

東大漢的故事讓我甚為動容。大年初二，得知武
漢要緊急搶建一座火神山醫院，安置重症患者。
田志陽、臧濤、林大才、孫志、劉剛等五個山東
農民工主動報名參加。年初三一大早，他們就啟
程趕赴武漢。在走之前，田志陽背妻子偷偷寫
下遺囑：新年之際，驚聞瘟疫四起，國家欲在武
漢建火神、雷神兩座醫院，人手緊缺，吾願許身
報國，不負做一場中華男兒。
五人中年紀最小的是一九九零年出生的臧濤，在

火神山醫院工作的第一天，他的右手中指就被吊鈎
夾骨折了，他硬是一聲不吭，在現場找了兩塊鋼片
用創可貼簡單包紮了一下繼續幹活。這位年輕人的
話特別質樸，「再有這樣的事情我還會再來！」臧
濤說，人活一輩子要做有意義的事情。
我喜歡這樣的山東人，我更喜歡這樣普通的中

國人。在內地，為了幫助湖北和武漢盡早走出疫
情傷害，各兄弟省市區已經有超過一萬名醫護人
員，奔赴湖北，忙碌在疫區的各個醫院之中。在
醫用N95口罩、防護服等極為緊缺的情況下，很
多醫護人員為了節省防護服，不僅一天不喝水，
甚至在內衣裡穿上了成人尿不濕。有一個女醫生
對鏡頭接受採訪時，眼淚直接飆了出來。她說
因為她想起有女同事，來了例假褲子都髒了，也
不捨得休息。還有一個讓人扼腕嘆息的醫生，就
是李文亮。《人民日報》官微發表評論說，全面
調查李文亮事件，讓正義抵達人心，我很認同。
正義的聲音再微弱，發出正義之聲的人再普通，
終能凝聚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力量。
有朋友對我說，他翻看了李文亮醫生生前所有

的微博，發現他的愛好和關注跟我們一樣，真的
很難過。另外一個朋友說，這就是物傷其類。對
於李文亮醫生的不幸病逝，我們這麼難過真的是
因為物傷其類。我們都是心懷正義的普通人，與
李文亮醫生相比，欠缺了挺身而出的勇氣，欠缺
了忠於職守的基本擔當。希望下一次風起時，我
們都能不約而同拋棄瞻前顧後的權衡，也做一個
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疫情之下人間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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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歷史上，瘟疫一
直是威脅人類生命安全的
大敵。因此驅瘟防疫，戰
勝疾病，便成為人們的迫
切願望。這一願望，反映

在生活和生產的許多方面。在我國，在舊
時，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一些節俗活動中。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宋代大詩人王安石的這兩句詩，真實地反映
了古人在春節這天飲屠蘇酒的習俗。屠蘇酒
是用大黃、蜀椒、桔梗、桂心、防風、白
朮、虎杖、烏頭等八味中藥配成的藥酒，據
說喝了就不會染上瘟疫了。宋陳元靚的《歲
時廣記》介紹說：除夕黃昏時，將這些藥用
紅布包好，懸於井中，第二天元旦再將藥包
從井中取出，浸入酒中，然後一人捧酒杯唸
道：「一人飲之，一家無疾；一家飲之，一
里無病。」唸畢，按年齡大小，全家依次飲
之。飲後，再將藥渣包起，懸掛在內室門
上。這樣，就可以驅瘟防疫了。此外，也有
的在春節這天飲桃湯、椒柏酒和焚辟瘟丹，
其意也都是滅瘟氣、辟毒疫、驅趕瘟神。
二月二是春龍節。這天，北方許多地區都
有「熏蟲兒」的習俗。此時正值冬去春來，
天氣轉暖，萬物復甦，各種害蟲也都出蟄活
動，傳播疾病。於是人們便希望用「熏蟲
兒」的方法消滅這些害蟲。人們將過年祭祀
剩下的蠟燭點，照射牆根、屋角的陰暗
處。這時，剛剛復甦的害蟲被亮光照射和油
煙熏後，就會掉落下來被燒死或殺死。另一
種熏蟲方法是在這一天用油煎食物吃，如
「煎餅熏蟲」、「煎糕熏蟲」等，以油煙驅
除蟲害。此外，這一天還有「擊梁辟鼠」、
「擊梁辟害蟲」的習俗，即在這天清晨，用
木棒敲擊房樑、破瓢等東西，邊敲邊唸叨：
「二月二，敲房樑，蠍子、蚰蜒沒處藏。」
「二月二，敲瓢碴，蠍子、蚰蜒雙眼瞎。」

以此來驚嚇老鼠，驅趕害蟲，使其不敢再出
來偷吃糧食，傳播疾病。
榖雨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六個節氣。這一
天，北方許多地區都有禳毒蟲的習俗。禳毒
蟲主要對象是蠍子，方法有兩種。一種是以
符咒禳之，即將寫有咒語的符貼在牆上。咒
語有多種，有的是用強硬手段斬殺蠍子，如
「榖雨三日中，老君下天空。手拿七尺劍，
斬斷蠍子精。」有的則用溫和手段祭送蠍
子，如「榖雨日，榖雨晨，奉請榖雨大將
軍。茶三盞，酒三巡，送蠍千里化為塵。」
再一種是以巫術的形式殺死蠍子等毒蟲，方
法是榖雨這天，張貼「五毒符」。符上畫
蠍子、蜈蚣、蛇虺、蜂、蜮五種毒蟲，每種
毒蟲上面畫一針刺之，意為符上的毒蟲被刺
死了，真正的毒蟲也會受到感應而死去。
農曆五月，天氣炎熱，毒蟲肆虐，瘟疫更
易流行。因此古人在五月五日端午節這天，
便產生了許多驅瘟防疫習俗。這類習俗主要
有：一）飲菖蒲雄黃酒、艾酒。此俗歷代盛
行，南北方皆然。端午日正午，人們各喝一
口菖蒲雄黃酒，並把酒抹在小孩的面頰、耳
鼻、手心、足心等處，以防毒蟲侵害。清代
詩人蔡雲在他的《雄黃酒》一詩中就形象地
寫道：「稱錘粽子滿盤堆，好侑雄黃酒數
杯。餘瀝尚堪祛五毒，亂塗兒額噀牆隈。」
人們還口含菖蒲雄黃酒噴灑在床帳間、牆壁
上、隱蔽處，邊噴邊唸叨：「雄黃燒酒噴上
來，蛇蟲百腳（蜈蚣）快跑開。」飲艾酒的
作用同於飲菖蒲雄黃酒。二）插艾枝，懸艾
虎，戴艾葉。端午節這天一早，家家將艾枝
插在門上；或用艾編成人形、虎形（編成虎
形的謂之「艾虎」），掛在門楣中央或戴在
身上。還有的地方，端午這天男女頭上都戴
艾葉，據說這樣可以驅瘟辟邪。南朝人宗懍
在《荊楚歲時記》裡寫道：「採艾以為人，
懸門戶上，以禳毒氣」，足見此俗歷史之久

遠。三）畫門符。許多地方端午節這天在門
上貼「五毒」（指蠍子、蜈蚣、毒蛇、蛤
蟆、壁虎）形象的剪紙，謂之「畫門符」，
以驅「五毒」，防瘟疫。也有的地方貼張天
師或鍾馗像。這二位都是有名的捉鬼英雄，
貼他們的像也是為驅趕使人生病的惡鬼。
四）戴香包，繫五彩絲線。許多地方在端午
節這天給孩子戴香包和在孩子手腕上繫五彩
絲線。香包是用棉織品和絲線繡成，內裝雄
黃、蒼朮等中藥和香草等香料，戴在身上可
驅瘟疫。而繫五彩絲據說是因為「五色」有
一種神奇的力量，常被用來驅惡辟邪，故
《荊楚歲時記》裡說：「以五彩絲繫臂，名
曰辟兵，令人不病瘟。」五）祭瘟神。有
時，人們懼於瘟疫的強大，又不得不作些妥
協，於是又造出五位「瘟神」（即春瘟張元
伯、夏瘟劉元達、秋瘟趙公明、冬瘟鍾士
貴、總管中瘟史文業），端午這天進行祭
奠，求他們莫降瘟疫到人間。
到了深秋時節，天氣變冷，陰陽容易失

調，也易生瘟病。因此秋季的重要節日——
九月九日重陽節，也有一些驅瘟防疫的習
俗。重陽節的一項重要民俗活動是飲菊花
酒、茱萸酒，或將菊花、茱萸佩戴在身上。
南宋吳自牧的《夢粱錄》載：「今世人以菊
花、茱萸浮於酒飲之。蓋茱萸名『辟邪
翁』，菊花為『延壽客』，故假此兩物服
之，以消陽九之厄。」菊花、茱萸都有祛風
寒、除穢毒的作用，飲了菊花酒、茱萸酒，
對防治疫病會有一定的幫助。稱茱萸為「辟
邪翁」，菊花為「延壽客」，就是將它們的
藥物作用形象化。
古人這些驅瘟防疫的方法，雖然有的帶有
迷信色彩，但有些也有一定的科學道理。比
如服用一些中草藥，對防瘟病確有一定的作
用。因此即使在科技發達的今天，這些防疫
方法仍有一定的借鑒和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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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節中的驅瘟防疫習俗■福鼎白毫銀針，有
「茶中美女」之稱。
（網上圖片） 作者提供

■余家倫（左）盡量做好防
禦，保護自己保護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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