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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季裏，為了幫助因疫情而導致
大量水果乾滯銷的雲南西雙版納果
農，何老師特意請來了淘寶第一帶貨
女王薇婭「微露絕技」。那個瘦瘦的
女孩子用幾台手機和電腦在蘑菇屋
（節目中的住宅）裏搭了個簡易直播
間，只用不到一個小時就治好了版納
195個村莊1,750位村民好幾個月的心
病——所有滯銷品全部「秒光」，很
多網友因為網絡延時還沒看到商品鏈
接就已經售罄了。一場直播下來，銷
售額共計520萬元，吸引了1,945萬粉
絲捧場。而這場直播由於技術條件限制
並不是薇婭的最佳水平，不久之後，她
在感恩節直播裏一舉創下了1.17億人
次收看的紀錄，沒幾天，又創造了1秒
賣掉2,888輛汽車的神話。
即便是一眾娛樂圈明星，當親眼見
到薇婭的帶貨能力後也是驚歎連連，而
即便是潮流達人的明星們，也有不少坦
誠表示不太了解這個領域。並不怪他
們，因為這一波「直播」的演變速度實
在太快了。
「直播」這個概念，可能是互聯網
時代變化最多的一個概念，一段時間不
關注，你以為的「直播」其實就不是你
以為的「直播」了。
最早的「直播」本意，指的還是電
視台實時播放賽事、晚會等，2005
年，互聯網時代PC端的「直播」第一
槍打響，是一個主打陌生人視頻直播、
名叫「久久情緣」（後改名9158）的
社區交友網站，其模式是把線下夜總會
和KTV裏的唱跳表演通過直播方式掛
到線上，用戶是付費制，進入直播間就
像進了夜店包廂，除了入場門票還可以
刷禮物，成為「秀場」類直播的鼻祖。

之後「秀場流」一直是一個門派，直到
現在。同一時期，也是在PC端，還有
一個流派因為《魔獸世界》和《英雄聯
盟》而悄然壯大和演變，2014年進入
高潮，就是遊戲直播。遊戲PGC（賽
事資源）+簽約UGC（遊戲主播）是
其目前的主要直播模式，代表網站包括
斗魚、虎牙等。
而不管是早期的秀場流還是遊戲

流，現在看來都還屬於「小眾文化」，
真正讓直播文化「走起來」的，是移動
端直播。
幾乎沒有醞釀的過程，移動端直播
一出場就是高潮，而且一年一個新變
化。2015年，以映客、花椒等為代表
的手機直播APP攜帶大量資本強勢上
線，掀起移動端直播的風暴。2015年
底到2016年初，內地一下子冒出七八
百家直播公司，盛況空前，被稱作「千
播大戰」。當然，風口過後，吹上天的
豬掉得也快，不到一年，水分擠乾，超
過 95%的公司就沒有然後了。2017
年，大浪淘沙後剩下的幾枚大咖在爭
奪秀場流和遊戲流的最終C位，最炙
手可熱的主播是MC天祐，人稱快手一
哥，粉絲超過3,000萬，身家過億。這
一年，薇婭第一次在淘寶「雙11」的
直播中賣掉了7,000萬元的貨品，一戰
成名；李佳琦還是個直播新人；而娃
娃、閆博開始利用快手直播引流賣貨。
2018年，MC天祐被封殺，淘寶把直播
列為主推業務，快手舉辦了第一屆賣貨
網爭霸賽，「電商直播」成為新興的熱
門流派。2019年，電商直播獨秀，後
起之秀李佳琦快速與薇婭平起平坐，開
創了全網引流的新電商+直播模式。
只是誰也沒想到，剛剛進入2020年，

薇婭和李佳琦也已經不是最新的直播潮
流了，因為全民直播元年正式開啟。

先講兩個小故事。
第一個與中國象棋

有關。話說某棋王級
的國手一日遇到一個高談闊論棋藝
的陌生人，這人口氣可真不小，侃侃
而談，倒好像從來不知道有此國手的
存在。然後便要來一局，棋王讓來人執
紅子先行，那人也不客氣，第一手是
「相三上五」，傳統象棋紅子的「相」
與黑子的「象」作用相同，這叫「飛相
局」或「飛象局」。國手順手回了「卒
三上一」，來人不假思索就來個「相五
上七」！這可奇怪了！從來沒有人連
走兩步都是飛相。國手大吃一驚，不知
對方有何妙，於是推說有急事要辦，
暫且封棋，此局翌日再下。國手百思不
得其解，愈想愈驚，苦無對策。翌日只
好硬頭皮去應戰，棋局重開，國手回
了一記閒棋，對方還是走相，來個「相
七上五」，過河打中卒！真相大白！原
來這傢伙壓根兒不會下象棋，竟然走出
「傳說中」的「飛象（相）過河」！這
個故事可能出於虛構，但是倒也有趣。
第二個笑話出自李汝珍《鏡花緣》
第二十二回「遇白民儒士聽奇文」，
主角唐敖一行人等來到「白民國」，
遇上此間一位教書先生，讓唐敖啼笑
皆非！書中說：
多九公道：「他們讀的『切吾切，以

反人之切』，卻是何書？」唐敖道：
「小弟才去偷看，誰知他把『幼』字
『及』字讀錯，是《孟子》『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你道奇也不奇？」
近日潘某人在互聯網上邂逅了一位
妄人，還幸既沒有如唐敖那樣「今日
這個虧吃得不小！」也沒有如那國手
一般地給嚇了一驚。
事緣潘某人多年來用過點功推廣
《千字文》，著書譯註，還錄了粵讀

音頻，放在互聯網上以廣流傳。
有一位先生留言說我「自稱學

者」、「不懂華夏文化」、「誤人子
弟」、「不會分上平韻、下平韻」、
「不會分陰陽」、「不會漢語語節的
讀法」……總之就是罪名一大串。
潘某人近年真算倒霉，已經不是第

一次給不認識的人罵「自稱學者」，
這奇怪了！潘某人自小就算是記性特
別好的「孩子」，現時開始「昏庸老
朽」，但是還未至於失憶呀！天地良
心，潘老頭從來沒有「自稱學者」，
說到底，哪能這麼笨？從來都只是一
個「傳統中國讀書人」，「讀書人」
這三字很平實，就是讀過點書，沒有
炫誇學歷或學識。
與這位先生留言對話了幾個「回
合」，潘老頭活了一把年紀，還算有
點「江湖」閱歷，立馬就「嗅」到此
君是沒有讀懂「平水韻」入面「上
平」和「下平」兩部分是「什麼葫蘆
賣什麼藥」。還有這個「語節」更是
聞所未聞。於是想到「忍一時風平浪
靜，退一步海闊天空」，來個「不恥
下問」，請對方指點這個「語節」是
哪位「大賢」最先提出的？然後對方
還扭扭捏捏地不肯「指教」，結果潘
某人再加三分誠懇，終於打動了他。
吩咐我去看一本《漢語節律學》。
於是真相大白，那是「切唔切以反

人之切」加「飛象過河」！
這書顯然是「漢語－節律－
學」，不是他老太爺理解的「漢－
語節－律學」。
曾有另一位網友留言，勸我不必太

過介意別人的批評。我回應說，我在
網上發布這類材料，是自己開發有教
育功能的園地，有人來胡說八道而我
如不澄清，怕會影響其他受眾呀！

「別人對自己的懷疑和質詢，永遠禁止不了，只
有做好應做的事……」聆聽「星聲講故事」車淑梅
溫婉的聲音，於網上聲演東漢的鄧后，車淑梅講出

鄧后因東漢帝幼，她如何由平凡女子，到在幼帝背後盡心聽政，把國
家管理得政通人和，令人反思古代女子怎樣改變命運。
我鼓勵學生多聆聽網上這些有趣的歷史人物故事，通過聲音導航，

可穿梭時空到不同朝代，跟自己想見的帝王將相、英雄俠士，或才女
奇后，來一次開心約會；除了可認識中國歷史外，還可以發揮想像和
創意，參加「聽聽寫寫學歷史－穿梭時空來創作」徵文賽。今夏，
就讓青少年與寫作結緣，學習歷史來迎接七一節慶吧！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當中不少有趣的故事值得青少年認知和借鏡。香
港對祖國歷史的教育，未能重視，令人惋惜與無奈。青少年時期，是學
習歷史的好階段，學歷史不光傳達知識，也可建構品格；很多歷史上人
物處世行為的哲理，蘊含了做人做事之道，青少年可作為啟蒙、借鏡。
《舊唐書．魏徵傳》：「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
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意思是把別人的成敗得失作為自己的
借鑒，以品德高尚的人為鏡子，可知道自己的不足。唐太宗自謂常保此
三鏡，以防己過，痛惜魏徵殂逝，失掉重要一鏡了。
每個歷史人物、每段中國歷史，本身就是一座座寶藏；今日香港動

盪不安，積非成是的歪理，惡習與謬論滿天飛，如何培育青少年未來
成為正直、謙卑、勇敢、堅忍及有仁義愛心的人？青少年行為和待人
接物的借鏡，其實可從多讀歷史而得；參與徵文活動，互閱史書獲
益，加深對中國歷史人物的認知，並可借鑒、仿效正向人物之「仁、
義、禮、智、信」的品格，個人修為自勉。
我希望透過徵文活動，啟發青少年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寫出

自己心儀的、敬佩的歷史英雄；或寫封信給歷史人物如孔子、關羽、
華佗、孔明、花木蘭、林則徐等；無論以賢明君主或昏君、皇后、奸
臣、科學家、醫師等取材，皆
可發揮寫作，訴說對他們功過
之己見。我認為「閱讀結合寫
作」、「歷史結合語文」，有
機地巧妙融合，有助青少年成
長，對其語文、思考、邏輯
力、創造力，以及人格修養，
都有不可多得的教育成效！

穿梭時空 聽寫學史
時光流轉，春

去夏來。庚子年
廿四節氣「夏

至」已過，大家吃完糭子、游過龍
舟水，又開始展望好的未來。2020
年6月快結束，港人將迎來香港回
歸23年的7月1日回歸紀念日。遺
憾的是，正遇上疫情大流行，對於
防控防疫可能未適合如往年大型的
慶祝回歸活動。然而，在北京日前
舉行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並已審議
通過了「港區國安法」草案，相信
在6月底將通過。眾所周知，港區
訂立「國安法」十分有利於守護
「一國兩制」，「港區國安法」的
公布將釋除港人對有關內容的種
種疑慮，其實港人最憂慮的問題
是立法工作是否符合「一國兩制」
及「基本法」，以及立法原則是否
符合香港本身依普通法為立法根
據。當然最重要的是強調國家主
權統一，領土完整，港人應與全
國人民共同承擔責任和義務等
等。
特首林鄭月娥向港人表示，日

後特首指定若干名法官負責處理
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乃是指由
特首指定一組法官名單，具體審
案由司法機構處理，不抵觸「基
本法」的規定。港人相信中央有
關部委已曾在北京或深圳及在香
港舉辦了多次座談會，彰顯中央
非常重視港人意見。而在中央審
議通過「港區國安法」後，必在
香港立即實施。由此可以反外力

勾結干預香港事宜。港人深切希
望「東方之珠」再如明燈，繼續
照亮香港。外國勢力意圖干預及
抹黑中國內地及香港者，不會得
逞。相信立法後法官裁決繼續不
受干預、無損宗教自由，保障信
仰自由。歡迎中央在港設立維護
國安公署。然而，最重要的是有
關當局和機構必須加速宣傳「港
區國安法」，特別對教育香港公
務員及教育青年，切勿違法，自
毀前程。港人深信中央會從速立
法，而香港亦將隨即宣布實施，
如果在7月1日前通過立法，則
是中央對7．1回歸紀念日送給
香港的大禮。
偉大的國家－中國，具有高度智

慧的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官民合力奮鬥，不斷創造偉大科
技，造福環宇。久經二十餘載努
力，中國航天工程終圓夢－北斗
衛星導航系統成功組網，成就了
中國擁有全球四大衛星導航系
統之一。中國北斗導航系統的成
功惠及世界，包括通訊、運輸、
航海、金融、電力、氣象、農業、
拯救上都具有重要作用。在軍事、
經濟、外交等戰略意義大，不再受
制於他國。其實，在今時今日新
冠肺炎大流行，衛星導航系統成功
發射北斗三號最後一顆衛星，更有
助於推進「健康碼」的流通。對防
控抗疫、保障人民健康作出很大的
貢獻。作為中國人的我們，衷心
感到光榮和自豪！

迎接香港回歸23年

校園欺凌事件向來在
韓國和日本很普及，更

有受害者受不了不斷的欺凌而自殺。這
類情況以往在香港則相對較少，料不到
近年香港的中學欺凌個案愈來愈多，而
且當中不少涉及女學生，行為的粗暴和
殘忍令人髮指，我們年輕一代的成長心
態為何走歪了，是哪方面出了問題？
香港經濟富裕，社會福利做得很好，家
庭子女的人數通常僅一、兩個，孩子大都
被寵愛，很多人家裏有外傭照顧，飯來張
嘴。9年免費教育，不愁沒書讀，政府提
供電腦、外遊資助……現今一代較上一代
幸福得多了。是因為得來太易被寵壞了？
我們讀書的年代，在學校老師會體
罰；在家頑劣父母會打。那時校園欺凌
事件不多，現在學校不能體罰，父母都
知道打罵不適合。況且，新一代都清楚
個人權利，被父母打，可能會去報警告
父母虐兒。既然他們沒被打，為何會去
打人？叫人心痛的是那些少年施虐時極

為野蠻，方式類似黑社會，有人用沙
桶鐵蓋打頭，瘋狂掌摑，除衣脫褲羞
辱，其殘忍程度讓人不敢相信是香港
文明社會的12、13歲受過教育的女生
所為！可憐的是被打者又往往不敢向學
校或家人求助，以至不斷飽受折磨，生
活於黑暗惶恐之中。
家庭是庇蔭之所，父母覺察不到子
女曾被虐打，情緒出現問題，必定是他
們的疏忽，對子女長期缺乏關心。
學校是年輕人每天逗留最長時間的

地方，老師只專注授課而沒注意到當中
學生情緒的變化，也是疏忽。況且，
德育教育至為重要，在這方面做得
好，校園欺凌事件必定會減少。
希望家長要教導子女保護自己，告

訴他們自己的權利，並多關心他們，和
子女建立良好的關係，在他們遭遇到問
題時，有向你傾訴的勇氣。
社會對欺凌者也應重罰，以警惕頑劣
學生不能輕視別人的權利，濫用暴力。

暴風少年

最近在某種難以名狀的
情緒支配下，我忽然就開
啟了重溫老港劇模式。先

看了《創世紀》、接又是歐陽震華主演的
《法證先鋒》和《陀槍師姐》。這件事幾乎
佔據了我的整個閒暇時間，以至於我休息的
時候也變得很忙。上一次我有這個愛好，還
是小時候。那時的我總怕漏掉電視劇裏的任
何一個情節，並時刻擔心會被父母一聲令
下，就得去床上睡覺。現在終於沒有人來打
攪我對電視的興趣，自己卻很久都不看了。
這充分說明一個人的愛好並不像想像當中那
樣會固定在他的身上，並成為他的特質。隨
年紀的增長，你會發現自己正在變成另外
一個人。忽然沒來由地有了這個情緒，讓我有
點返老還童的錯覺。
但畢竟時過境遷，跟第一次比起來，這些
劇已經不同了。我現在完全無法像當年那樣聚
精會神。收看這樣的老港劇，純粹是為了打發
時間。其實它也不是首選。每到夜深人靜，在
我準備上床之際，我的第一個打算是去看一部
完整的、嶄新的、能夠帶給我全新啟發的電
影。但這樣一來，我就得打醒十二分的精神，

並不斷分析新的劇情帶給我的衝擊，於是休息
也不再是休息了，還是觀劇吧。但不看新劇，
新劇同樣需要全神貫注。在晚上，我寧願懶懶
地賴在床上，不動一點腦子。在這種情況下，
這些老港劇再適合不過了。那些類似的劇情、
同一時期崛起的演員，都那麼熟悉地同時出
現，人的心理自然不會生出任何排斥的感覺。
即便整個觀劇缺乏期待，整體而言，卻是安
全的。就好像夜給人的感覺，同樣的一種安全。
當然，現在再看這些老港劇，它們的畫質
已經相當模糊了。而且，那個年代的電視尺
寸多半都是4︰3的規格，接近正方形，老港
劇於是遷就了電視的尺寸。把它們投在幕布
上，就發現它的畫面只佔投影最中間的那一
塊。單從這一點來看，它就過時了。現在的
電視為了在鏡頭當中容納更多的內容，早已
經實現了視覺的扁長化。
不過這並不困擾我，既然是休息，我自然

不期待什麼，只要耳邊有點聲音，還可以刷
刷手機。就好像重溫一個已經聽過的故事，
心不在焉是必然的。而這份隨意，讓我得以
心安理得地把目光轉移到淘寶，搜索那些我興
之所至想到的東西。並不真買，在搜過一遍

之後，這些東西就被我丟在一邊。到了第二
個晚上，我又會去找別的什麼物件。並且，
同樣不具備足夠的購物衝動。這時候，我的
整個人卻好像進入到一種十分充實的狀態，
目光在接受信息，耳朵也有劇情、對話和音
樂進來。這讓休息當中的那份空白被填滿，
卻不必真的去思考。
只有在電視劇到了某個片段——通常是在煲

湯，或者其他居家的場景，我會抬起頭，透過
電視當中那個家的窗子，看向外面霓光閃爍的
大樓，我會忽然聯想到一個記憶裏高樓林立的
廣州，還有只屬於中國最南方才有的那種悶
熱。我對於廣東向來是有好感的，一直覺得這
個地方給我一種人情味十足的感覺，並培養了
我對居家生活的熱情。回想一下，這一大部分
或許是這些從小看到大的老港劇給我的。
這樣做既無所事事，又十分愜意。我最近

就這樣度過一個個夜，並試圖在這種修整
當中將自己調整到更好的狀態。經常聽人
說，有一些精英是不看電視的，因為電視意味
布熱津斯基塞給我們的那個奶嘴，讓人在漫
無目的當中浪費很多時間。但有時，正是這些
無用的快樂，才是真的快樂，不是嗎？

老港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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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斷春光是桃花
今年仲春時節，老友

王均鎮從桃鄉岱崮打來
電話，邀我再去觀賞桃
花，我聽了自然高興。
但由於疫情等原因，我

未能如願成行，心中有些悵然。不過，我
對桃花的一些美好記憶，卻因此而從腦海中
湧現出來，在眼前幻化出一片艷麗世界……
對於桃花，我自幼就很熟悉。記得童年
在故鄉，村頭有一片桃樹林。春天一到，
桃花盛開，樹樹繁花紅的似火，粉的像
霞，穠艷熱烈，嬌美無比。每到此時，我
們這些孩子便結伴跑進桃樹林中，看紫燕
在花樹間穿梭，觀蝴蝶在花叢中起舞，聽
蜜蜂在花香裏吟唱……桃花飄落時，我們
沐浴落花，玩拋花球、散花雨、捉迷藏
等遊戲。累了，就一頭倒在鬆鬆軟軟、香
氣撲鼻的花氈上，仰面朝天，看那飄曳的
彩雲是如何一會兒變馬，一會兒變獅，一
會兒又變出一樹紅艷艷的桃花來。
正因有童年的美好印象，此後我對桃花
也格外關注。當知識的視野從閱讀中進一
步打開後，我驚喜地發現，古人對桃花就
鍾愛有加。他們還以多種方式，對桃花進
行謳歌和讚美……就說那些詠桃花的詩詞
吧。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就有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等讚美桃花的佳
句。以後歷朝歷代，都有很多頌揚桃花的
詩篇。有的描寫桃花的嬌艷：「滿樹如嬌
爛漫紅，萬枝丹彩灼春融。何當結作千年
實，將示人間造化工。」（唐．吳融：《桃
花》）；有的讚美桃花的風姿：「再游巫峽
知何日，總是秦人說向誰。長憶小樓風月
夜，紅欄干上兩三枝。」（唐．白居易：
《寄題忠州小樓桃花》）；有的把桃花比做
美人：「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
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唐．崔護《題都城南莊》）。而寫得最為

傳神的，當屬唐代詩人白敏中的《桃花》一
詩：「千朵穠芳倚樹斜，一枝枝綴亂雲霞。
憑君莫厭臨風看，占斷春光是此花。」詩中
描繪盛開的桃花，色勝雲霞，錦繡成堆，遠
遠看去，滿樹重葩疊萼，彷彿要把樹枝壓
彎。在駘蕩的春風裏，欣賞嬌艷的花色，
會讓人覺得明媚的春光都被桃花獨佔了。
人們喜愛桃花，還把桃花視作美的象

徵。當年唐明皇就很看重桃花美的價值。
有一年仲春，他帶楊貴妃到御花園賞
花，見園中一棵千葉桃花正在盛開，便開心
地說：「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說，他又摘了一朵桃花，插在楊貴妃的寶
冠上說：「此花尤能助嬌態也。」從這些
風流小事中，足見桃花在這位皇帝心中所佔
的位置。他對桃花的評價不但中肯，也給
桃花的嬌艷之美增添幾分浪漫色彩。
在古人的心目中，桃花也是理想的化身。

人們在她的身上，寄託對美好生活的嚮
往。晉代人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中，就描
繪了一個桃花爛漫的美好世界：「忽逢桃花
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
英繽紛。」在這個桃花源中，「土地平曠，
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
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悉
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顯然，
這美麗的桃花源承載作者對安寧和諧美
好生活的嚮往。而這，也正是廣大百姓的美
好心願。不過，「紙上得來終覺淺」。書中
的桃花雖然美麗，但隔歷史的蒼煙，總不
如現實中的親切。特別是當我觀賞了桃鄉
岱崮的萬畝桃花後，對桃花更加刮目相看。
岱崮是山東蒙陰的一個鄉鎮，素有「桃

鄉」之稱和「天下第一崮鄉」「中華蜜桃
第一鎮」的美譽。境內，群崮（四周陡
削、頂部較平坦的山稱「崮」）連綿、桃
林成片，其獨具特色的桃花以廣袤繁多而
聞名於世。每年4月中旬桃花盛開時，萬

畝桃林繁花似錦，一望無際，匯成一片蔚
為壯觀的粉紅色海洋。屆時，當地政府都
要舉辦規模盛大的桃花節，邀請中外賓客
前來觀賞桃花。我就是在兩年前的桃花節
期間，應邀前來圓了賞花夢的。
那天上午，在隆重的桃節開幕式結束後，

由十多輛大小客車組成的車隊載我們向萬
畝桃林進發。車子行駛在山間公路上，路邊
已經紅得醉人的桃樹不時地掠過車窗，頻頻
向我們展示她的嬌艷。車子越往前行，山越
高，谷越深，桃樹越密。不知不覺間，我們
已置身於花海之中，穿行於花浪深處了。抬
眼望，但見漫山遍野，高高低低，層層迭
迭，盡是盛開的桃花，遠看如雲霞飄飛，近
看似錦茵平鋪。置身其中，恰如進入仙境，
眼花繚亂中，心兒也也有些沉醉……唐代詩
人陸希聲在《桃花谷》一詩是中寫道：「君
陽山下足春風，滿谷仙桃照水紅。何必武陵
源上去，澗邊好過落花中。」此情此景，正
應了詩人所言。在這無邊的花海中暢遊，浴
春風，賞桃紅，遠勝於躲進武陵源的
「世外桃源」中，品嚐那與世隔絕的「幸
福」。
岱崮桃花的聞名，不但因其給人們帶來
大美，更因其給岱崮人帶來財富。據介
紹，目前，全鎮蜜桃總面積已發展到8萬
畝，年產蜜桃2.6億公斤，人均純收入
7,000元，佔農民人均純收入的70%以上。
蜜桃，已成為岱崮人民重要的經濟來源。
因為有上次的美好印象，所以這次未能參

加桃花節，我深以為憾。朋友老王似乎猜透
了我的心思，打電話寬慰我說：「放心
吧，明年的桃花節仍然邀請您參加。那時，
桃花會開得更美，秋天的蜜桃也會獲更大豐
收！」我相信他說的是真話。因為，發展農
蜜桃經濟，當地政府又進一步加大了力度；
而岱崮的桃林，也正在進一步擴大和發展。
我期待，明年再去岱崮賞桃花！

■車淑梅「星聲講故事」。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