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位超然的李大姐（中）

影視之娛
朋 友 搬 新
家，家裏不放

電視，孩子只看書，也因為沒有了
視線上的考慮障礙，所以客廳的
空間登時寬敞了，小朋友的玩樂
角落得以擴大，實在是親子育兒
的理想設定。我們笑說以前撫養
大兒子時，2歲前也是不給他看電
視及電腦，但有了小兒子後，很快
就失守了。畢竟看電視的孩子較安
定，不用擔心他爬高爬低。我們只
堅持不讓他們玩遊戲機或iPad，
但隨着年紀漸長，學校也有電腦
課，還是偶爾讓他們玩了，只是
常教導不能沉迷而已。
自己年紀小的年代，電視是萬
惡之源，現在若只看電視，已算
十分難得。有家長曾開玩笑，孩
子看動畫時關了聲音，只有字
幕，孩子要讀字跟劇情，便接近
看書的模式了。一開始，我們也
只是讓孩子看片看相，慢慢就讓
他自己找有興趣的YouTube 內
容，但一定要是英語的，讓他開
開眼界。再大一點，才開有互動

性質的供他們參與，遊戲則暫時
還是玩舊式的，即如小時候的彈
珠、接龍及麻將等遊戲。還有益
智遊戲如中文四字詞及英文串
字，比較刺激或才近年開發的高
科技遊戲，則沒有讓孩子玩，因
為實在太易上癮了！
近年人人有Ｎetflix，小時候在

加拿大生活過幾年的媽媽，十分
開心也讓孩子看到自己從前看的
卡通。近來因為停課關係，電訊
商推出不少電視教育益智組合，大
家又有沒有試過？至少也多一個選
擇，平衡停課期間的學習需要。
現在孩子搜尋YouTube，已經

又快又精準。由於我們是球迷家
庭，所以時常會在YouTube開啟
有關片段與孩子一起分享。最初下
班回家，孩子會嚷着催迫我找昨
晚進行的比賽片段看，差不多連更
衣的時間也不肯等待，現在則反客
為主，當我想拿起遙控器時，已
語帶不屑地提問——你還未看嗎？
是的，時光飛逝，一切只能好

好珍惜。

《正午報》
有三大特點：
體育版、狗經

及副刊。體育版即「波經」（以
報道足球賽為主）。
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足球很興
旺，《正午報》波經在香港報紙
可謂獨佔鰲頭，另一份緊隨其後
的是《香港時報》。
《正午報》狗經也是一枝獨
秀，當時主其事是麥明。他也是
澳門綠村電台「跑狗」節目主持
人。貼士很準。至於副刊更有包
括曹聚仁、程思遠（影星林黛父
親，當過李宗仁秘書，後當中國
政協副主席）、影壇名筆蕭銅等
人執筆，可讀性很高。
記得曾當過路透社記者的曹聚
仁的「採訪札記」《我與我的世
界》及臥病所寫的《浮過了生命
海》專欄、程思遠的《政海秘
聞》都是我每天必讀的專欄，擁
有廣大讀者。與我們年輕記者十
分投緣的曹聚仁老先生，他臥病
醫院寫的《浮過了生命海》專欄
很受醫護人員的歡迎並獲特別照
顧，因他們的父母輩都是曹聚仁
的忠實讀者。
李傑大姐在報館的地位頗超
然，她雖只掛名一個資深記者
（連採訪主任也不是），但是老
總張思健（張問強）有關報館的
大小事務都與她商量，所以經常
出入老總室。
當時年輕記者包括筆者對她都
刮目相看。她對我們年輕記者也
是愛護有加的，經常噓寒問暖。

我們都親暱地喊她「大姐」，
連姓也免了。
李大姐是湖南人，無辣不歡。

她吃飯可以不用餸菜，但經常自
備指天椒炒鹽做佐料的「私
伙」。也許吃辣的關係，她的性
格也十分火爆，愛憎分明，舉凡
她看不慣的同事和不平事──如
行為不檢、對報館不忠心、對工
作不盡職等，她都會發聲，而且
大動肝火，義正詞嚴，直斥其
非，毫不留情面，所以報館的同
事對她敬畏三分。
相反地，她對我們年輕人卻一反
常態，即使犯了錯，採取的是和風
細雨的態度，耐心教誨，令人如沐
春風。也許我是一個比較不尚虛
飾，肯幹實事的人，她對我也格外
照顧。某次見我做得累，偷偷遞
給我一支蜂乳精吸劑，恰巧給張
老總發現。後來她對我說，張老
總還特別批評她偏心。我總覺得
老總也未免小題大作了。
某日，她悄悄地告訴我，她買
了大閘蟹，讓我下班到她家吃大
閘蟹。這是我第一遭吃到膩美的
大閘蟹，可謂齒頰留香。
我新婚伊始，因住屋問題，她

主動陪我為找新居所到處奔波，
忙得不亦樂乎！我的婚宴，她以大
姐身份介紹中國拔蘭地（Ｘ獎拔
蘭地）代理商，要求我一定要用中
國酒宴客，並曉以民族大義，所謂
中國人要用中國貨云云。
結果宴會後，剩下好幾箱Ｘ獎

拔蘭地沒有喝，我自己喝了好幾
年才喝完。

「剩女」是用以形容已過適婚
年齡仍未結婚的女性們，對此標
籤不少女士都表示「不接受」，

皆因覺得此字眼帶有對未婚女性的歧視意味，尤
其是對演藝圈的女藝人而言，是她們心理上最大
的「無形枷鎖」，活得有點鬱結。
女藝人們同意「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道德
觀點，不論男女都渴望與相愛的人走進婚姻殿
堂，攜手相伴一生，雖然很多人認為女人一定會
是婚姻的受益者，但於女性來說只有和相愛的人
在一起才會願意妥協和陪伴，而婚姻最終是福是
禍，誰亦說不準，所以結婚就是「世俗」，一般
人都過不了這個「坎兒」！
然而，女人結婚與否，就是幸福的定義嗎？
有女藝人表達自己的看法說道︰「感情有着千

千萬萬，箇中也有着千千萬萬的甜與苦、心酸和
無奈，人與人相處最舒服的關係就是不必討好別
人，或刻意去合群，特別是娛樂圈中人跟圈外人
拍拖，更不必為結婚而結婚去委屈相融，表面的
迎合，會陷入自欺欺人的局面；再者，現今訊息
『爆炸』，真真假假的娛樂八卦新聞滿天飛，滿
足着人對演藝人『獵奇』的心理，這不單止是明智
與愚昧時代對人性的考驗，只要留了『底兒』，祖
宗八輩子的事情都被翻出來，加諸在印着是公眾人
物的演藝人身上。」
最近，內地有位女演員因不堪長期受到已婚的

公司男老闆追求不遂的騷擾，要求跟公司解約被
追討違約金，雙方對簿公堂，結果女演員勝訴，
而女演員的勇氣受到內地演藝人們的讚賞及支
持，為證女性的清白，是不容某些思想污穢的人
顛倒黑白是非，必須拿起法律武器來揭穿他們的
真面目，以事實反擊那些不盡不實的歪理，才是
社會和行業的真正公義。

結婚是幸福的定義？
丹東的鴨綠江遊開始了，

我大清早登上旅遊車，和56
位內地團友一起出發。到鴨

綠江前，我們先到全國唯一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戰
爭歷史的專題紀念館——抗美援朝紀念館參觀。
走進紀念館，時光回到1950年，我看到一個

矮小瘦削的小伙子雄赳赳走上抗美援朝戰場的背
影。這小伙子1931年出生在四川省的小山村，祖
輩三代替富戶打工過活，家境貧寒。小伙子7歲
那年，父親病亡，小伙子接替父親當上傭工，受盡
欺壓。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小伙子在村
裏第一個報名參軍，誓要保家衛國。小伙子太瘦
小了，當上後勤的通訊兵，但他說：「我是手錶裏
的小齒輪，要確保手錶順暢運行。」
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中最激烈的戰役開

始了。小伙子在戰地持續戰鬥了4天4夜，上級命
令在第五天黎明前奪下敵人597.9高地。
進攻開始，大砲隆隆轟鳴。志願軍戰士們攻佔
一個又一個山頭（共9個），快要到達597.9高
地主峰。突然，敵人一個火力點兇猛反撲，戰士
們屢次奮力突擊，全被比雨點更密集的槍彈硬壓
了回來。怎麼辦？黎明前攻不下597.9高地主
峰，已奪在手的9個山頭會全部丟失。
小伙子怒目噴火注視着敵人火力點，勇敢堅定

地對指導員說：「請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小伙
子帶上兩個戰士，拿着手雷，鏗鏘有力的誓言衝
上雲霄：「讓祖國人民聽到我們勝利的好消息
吧！」接着就向着敵人火力點爬過去。敵人發現
他們了，無數照明彈升上天空，黑夜變成了白
天。砲彈在他們周圍密集爆炸，他們冒着濃煙和烈
火，匍匐前進。一個戰士犧牲了，另一個戰士負
傷了，摧毀火力點的重任落在小伙子一個人肩上。
火力點裏的敵人把機槍對準小伙子，子彈像冰

雹般兇狠射過來；小伙子肩和腿受傷了，但他堅
忍頑強一直向前爬，身後留下一條長長血路……
還有20米、10米……啊！小伙子突然站起來，他
在暴風雨一樣的子彈中站起來了。他舉起右臂，
手雷在探照燈的亮光中閃閃發亮。轟！敵人的
火力點塌了半邊，小伙子暈倒在地，戰士們瞬即
衝上陣地；不料敵人的機槍又再瘋狂叫囂，戰士
們又被壓在山坡上。時間分秒過去，天快亮了，
指導員心急如焚……這時候，身負重傷的小伙子
巍然挺立，他張開雙臂向噴射着火舌的火力點猛
撲上去，用自己胸膛堵住了敵人的槍口！衝啊！
衝鋒喊聲驚天動地，戰士們千軍萬馬往上進攻，
佔領了597.9高地，把陣地上敵人消滅殆盡！
這個平凡矮小的小伙子被追封為「中國人民志願

軍特級英雄」，他的遺體安放在國家烈士陵園，
他的英雄事跡響遍全國各地，成為國人模範，他
的母親成為國家主席毛澤東家的上賓——他是英
雄烈士黃繼光，他所參與的戰役就是「上甘嶺戰
役」。從滿布砲火硝煙的上甘嶺戰場回到紀念
館，看到館裏牆壁上鐫刻着邱少雲、孫占元、楊
連弟、楊根思等英雄烈士的名字；也記載着13.3
萬名優秀的中華兒女，他們為痛擊侵略者，在抗
美援朝戰爭中獻出寶貴生命的英雄事跡。
13.3萬名英雄烈士和小伙子一樣，都是我們國

土上成千上萬的平凡人；但保家衛國，讓這些平
凡人活出絕不平凡的一生。他們的不平凡，他們
的捨生忘死，換來戰爭的勝利，換來國家的生存
和希望，換來14億國民生生不息，幸福安康……
「為什麼戰旗美如畫？英雄的鮮血染紅了她。
為什麼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開鮮花。」
離開紀念館一刻，我們一行57位團友熱淚盈

眶，不約而同向着英雄烈士們遺像深深鞠躬，表
達我們衷心謝意和崇高敬意！

中國四大河流行︰黑龍江篇丹東之三

一直很喜歡麵
食，所以對以麵

食為主的食物特別鍾情！女兒叫
我做「偽上海媽媽」，這個別名
幾過癮！
又特別喜歡普通話，一聽到有
人講普通話便覺得特別親切，好
似見到鄉里。
但其實我是不折不扣的港女，
香港那打素醫院出生，九龍大磡
村長大，一直很愛這個家，雖然
今天大磡村已經消失了，仍常常
想起它，想念在那裏的生活，簡
單快樂，放風箏、造風箏線的玻
璃粉（現在想起也覺得危險）、
捉金絲貓、拍公仔紙、打波子、
去大坑渠玩水（不知死字怎麼
寫）、養蠶蟲，統統都是男生的
玩意，我就是要跟着去，他們挺
好沒有排擠我。我自認小時候挺
乖的，起碼在玩樂之餘會幫忙做
家務，沒有自來水，我負責去井
頭挑水，而且還是赤腳挑水，每
日挑兩次，想起都覺得自己好
叻，我還會換火水爐的棉芯，還
會自己煮飯帶回學校吃，一毫子
的零用，只能和同學仔夾分買一
支汽水飲，見到同學中午可以去
小餐廳吃午餐非常羨慕，不過我
並不虛榮，只是羨慕了一陣子，
我仍然帶飯上學，從來沒要求過
父母給我更多零用錢！
大磡村再過便是上下元嶺，大
觀片場所在，爸爸在那裏工作，
如今很著名的詠藜園在那裏，一
間鐵皮屋便造就了著名的擔擔

麵，可能我對麵食的濃厚興趣從
那裏開始。我儲夠錢便自己一個
人去吃一次，滿足到不得了，之
後會跑去小士多斗零睇電視，這
一天會過得很開心。這些活動沒
有人相伴，父母也從來不阻止，
獨立性格大概是這樣養成！
因為跟着爸爸去片場，最想去

片場的原因是那裏有間員工餐
廳，有我最愛吃的啫喱，以前家
中沒有雪櫃，所以恨去片場餐廳
吃一杯，滿足呀！
去片場還可以看拍戲，看過祥

哥拍粵語歌唱片，也看過其他明
星如麗兒拍戲，從小見慣明星，
所以一直都覺得明星也不過如
此，長大了從不稀罕明星，上一
代的明星都見過，誰知後來會變
成娛樂記者，現在回想起也覺得
有點搞笑！

港女愛香港

黑人的命也是命。警察對非裔
美國人施暴的抗議已擴大其訴

求，要求對美國歷史做出更誠實的敘述。在奧勒
岡州的波特蘭，示威者將憤怒轉向湯瑪斯．傑佛
遜，這位曾蓄養600多名奴隸的開國之父的雕像
被推倒了。在維吉尼亞州的里奇蒙，意大利探險
家兼殖民者克里斯多福．哥倫布的雕像被噴漆、
縱火後推入湖中。這些被批評為歷史上壓迫象徵
的雕像，近日以極快的速度紛紛被毀損及拆下。
這波運動起初聚焦於南方邦聯象徵和歧視非裔美
國人的典型事例，但之後爆發為更廣泛的文化事
件，促成對歐洲人殖民和迫害美國原住民等等議
題的清算。
關於立像，中西方的觀念似乎差別不大。除了
新教痛恨異端邪說，痛恨對於木石塑造的崇拜，
意外讓教堂裏的繪畫藝術得以興盛。
我想起看古典小說常有這樣的情節：為報大恩

大德，會承諾要為生死關頭願意援手施惠的人，
立長生牌位，祝禱對方長命百歲福壽綿恒。《紅
樓夢》第七十二回，鴛鴦無意間撞破了司棋與表
弟潘又安的苟且之事，為保全二人名聲，立誓絕
不告訴旁人。司棋為表感激，對鴛鴦說︰「我的
病要好了，把你立個長生牌位，我天天燒香磕
頭，保佑你一輩子福壽雙全。」
立長生牌坊，是私人之間情感表達最高等級的

感恩方式。一方百姓，為了感謝造福地方的官員

或聖賢，往往會奏明官方或自發，為其設立生
祠，且香火不斷，以表達敬重感激。尤其是唐朝
以後，為官員立生祠之風尤為興盛。比如，唐朝
一心為民克己奉公的狄仁傑，在活着的時候就享
受過這等榮耀。不過凡事過於興盛便難免氾濫。
立生祠彰顯官員政績的事情，到了明朝就已經被
用到濫。各地官員為捧大太監魏忠賢的臭腳，將
其的生祠立得到處都是。以致於明萬曆三十一年
（1603年），在利瑪竇的《天主實義》一書中，
就能看到立生祠氾濫的景象。
利瑪竇說：「蓋昭事上帝之學，久已陵夷。不

思小吏聊能阿好其民，已為建祠立像，布滿郡
縣，皆是生祠；佛殿神宮，彌山遍市。豈其天主
尊神，無一微壇，以禮拜敬事之乎？」利瑪竇所
見固然是在批評當時中國民間，不信天主卻崇拜
凡夫俗子，卻也客觀地觀察到，為活人立生祠在
萬曆年間早已名不副其實，淪為低級官員向高級
官員行賄拍馬之舉。
基於人性趨利避害的弱項，官場奉承拍馬之術

盛行至今，但立生祠之舉，鮮有再現。一方面是
中華傳統文化教化眾生要以內斂中庸自居，造像
立祠過於誇張，容易遭世人詬病。另一方面，被
奉承者多有自知之明，知曉自身若真無不世之
功，為一己之身造像立祠不但不能彰其功，反倒
會累及現世仕途，遠不如低調收受財物實惠。
當然，萬事不能以偏概全，得以流芳百世的個

人廟祠，仍不勝枚舉。譬如為岳王爺岳飛所立的
岳王廟、武穆祠，再譬如後世為關二爺關羽所立
的廟宇祠堂更是數不勝數，還有為諸葛亮所立的
武侯祠，千年之後仍然香火旺盛。有一年我遊歷
潮州，受當地朋友推薦，特別去頗有聲望的韓文
公祠緬懷了一番。韓愈做潮州刺史不足8個月，
潮州人不但為其立了韓文公祠，還將當地的山水
都改姓了韓。至今當地最有名的山叫做韓山，當
地的母親河稱之為韓江。
「闢佛累千言，雪冷藍關，從此儒風開嶺嬌；

到官才八月，潮平鱷諸，於今香火遍瀛洲。」過
去數年，這幅懸掛在韓文公祠門前的對聯，我仍
不能忘懷。
還有一年，去遊覽舉世聞名的水利工程都江
堰，特別參觀了坐落在都江堰西門外玉壘山麓巍
峨的二王廟。當地的文化學者告訴我，該廟是當
地民眾為紀念都江堰開鑿者、秦蜀郡太守李冰而
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成就了成都平原天府之
國的富庶，成都平原的人很風趣，也有人情味。
李冰本無子嗣，在為其立廟之後，當地的百姓念
及其無子，就把神話傳說中掌管水利的神仙二郎
神楊戩贈與他做兒子。
從此以後李冰的宗祠便改稱作二王廟，內裏

供奉的兩座造像，一位是名垂青史的李冰，另
外一位便是四川人給他過繼的子嗣，二郎神楊
戩。

毀雕像與立生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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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天災，或是人
禍，大部分人在面對時都
會計較得失，但亦總有
人、有機會能夠從中找到
受益點。席捲全球的新冠

肺炎病毒，對各國來說，經濟損失是天文數
字，而精神方面的損失，卻更加難以計算；
但對於口罩等醫用品商來說，則變成是個千
載難逢的好機會。內地有隻叫「道恩股份」
的股票，僅僅涉及極少部分口罩製造業務，
卻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由每股10元狂升至58
元，成為A股在短時間獲利極大的股票；演繹
了「危機，危中有機」的常理。
太極拳是中華民族瑰寶，喜歡的人眾多。

由於太極拳不像廣播體操、廣場舞蹈、八段錦
等健身操簡單易學，更因其涉及到節奏、心
理、呼吸、平衡，以及步、拳、掌等諸多元素
而變化莫測，以及飽含各種哲理，所以又被稱
作是「哲拳」。許多人在學習過程中半途而
廢，就是因為適應不了其中的「慢節奏」，所
以真正學成才的人並不多；故有「練習者多如
牛毛，學成者少如牛角」的說法。細想自己曾
經幾次下決心一定要將太極拳學到手，惟因
為時間、心理、節奏慢等因素無法實現而「望
拳興嘆」，多年來更希望有一日能如願以償。
由於疫情緊迫，政府規定並要求市民不要
出門，呆在家裏；於是有了足夠的時間和空
間，乘機大量觀看太極拳視頻，並加以練習。
經過數以幾百次的視頻欣賞、觀摩和學習，
對太極拳的歷史和以柔克剛、剛柔並濟的特
性等有了全新認識。經過並不太長時間的揣
測、推敲，讓自己對太極拳有了較深層次的
認識。至今為止，學成雖然不敢講，但進入角
色，或者說入門則綽綽有餘；算是有意外收
穫。太太也曾經學習太極拳，但未能成功，亦
屬於「牛毛」；也是受益於自己的學習，產生
「近朱者赤」效應，情況大有長進；已經靠近

「牛角」，正可謂是「雙重意外收穫」。
太極拳在中國流行的時間悠久，至少可追

溯到宋代，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從小就對拳術
情有獨鍾，每日起身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隨
從陪伴練拳。他不僅喜歡練拳，並經常對拳進
行獨到研究、推敲、揣摸，並創建了多種拳
術。此習慣亦為他日後打出、穩住大宋江山有
直接聯繫。趙匡胤將自己創建的拳叫太祖長
拳，現代太極拳中的金雞獨立、高探馬、單鞭
等均來自他首先創建。趙匡胤還將拳與棍結合
成「通天棍」，太祖長拳和通天棍不僅幫助趙
匡胤建立霸業，還成為穩定政局的法寶。
據傳說，趙匡胤不滿一名曾在建立大宋江

山、立下戰功的御前大將軍驕橫跋扈的所作
所為，故意選擇在一次練拳中，在眾目睽睽
之下將其一棍敲到後腦勺而死。既嘗試了自
己拳、棍術的厲害，並以獨特的辦法除去異
己、掃除執政障礙；故事亦成為古代、近代
和現代的政界熱談。明清以後，經一群太極
愛好者的系統研究，太極拳分支成陳式、楊
式、武式、吳式、孫式、和式等流派，各派
既有傳承關係，相互借鑒，也各有自己的特
點，在神州大地呈現百花齊放之態。
新中國成立後，太極拳被國家體委統一改

編出教材，並作為國民強身健體之體操運
動，且成為藝術表演、體育比賽的專用拳
術；近期，國家將每年5月規定為「太極拳
月」，客觀上為太極拳的普及提供了更為廣
泛的群眾基礎。太極拳集頤養性情、強身健
體、技擊對抗等多種功能為一體，結合《易
經》的陰陽變化，中醫經絡學和吐納術，使
之成為一種柔和、緩慢、輕靈、剛柔相濟、
內外兼修的傳統拳術，並在中國武術拳種中
具有特別的活力。學太極拳的人，都知道有
個橫着走的招式叫「雲手」，和倒着走的倒
捲肱，並被許多初學者認為最容易學的招
式。很多初學者對太極拳的第一印象就是從

雲手和倒捲肱開始。雲手和倒捲肱初步看來
十分簡單，不外乎是畫圈、倒退；但由於這
兩個動作要求很細，連呼吸、心理、視覺等
都有所要求，不進入角色是很難領會的。從
表面看，「雲手」的畫圈、行雲流水、飄逸
欲仙；惟內中卻含有包括「上、中、下」、
單雲手、雙雲手；倒捲肱則講究視覺與心理
的統一，深呼吸，以及不同腳功的變化。雲
手和倒捲肱代表着學習太極中的一個道理，
那就是必須通過反覆觀摩、學習，方能領悟
其中真諦，嚐到真「太極」。
說到雲手和倒捲肱，不得不將太極宗師陳

清平故事搬出來。陳未出名時，每天需要到
八里外的趙堡鎮處理商務，都是雲手結合倒
捲肱一路過去的，當時不知情的村民看到，
認定陳是一個「神經病」。直到前來拜訪陳
清平的人數愈來愈多，村民才知道陳乃是當
時的太極大師。由於經商有方，陳家境富
有，除經商外，利用閒暇向村裏青少年傳授
些太極拳；學藝者眾多，於是開辦武館，正
式授徒，陳清平也因此成為太極宗師。陳清
平在未成名時的練習讓人體會到，其拳術之
所以能夠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正是因為他
在早期練習中進入走火如魔的境界。
許多人認為，太極拳動作太慢，是老人家

消遣的玩意兒，事實上，太極拳暗含着許多
擒打的奧妙，其輕沉兼備，虛實分明；以及
翻雲覆雨、變化萬千、難以捉摸的境界。按
照學拳先明理的原則，「攻防一體」成為學
習太極的典型模式。例如在雲手中畫圈的過
程，就需要手臂和軀幹部、下肢部三節的一
體運轉，並形成最佳的人體攻防動態。學習
太極，一定要「心平氣和」、戒驕戒躁，要
注意領會「練氣、養氣」的區別和含義。學
習太極最忌急於求成、尋找最高境界，結果
欲速則不達，擺脫不了頻頻進入誤區，讓自
己永遠處在「牛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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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意外驚喜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A28 采風文
匯

■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02020年年77月月88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0年7月8日（星期三）

2020年7月8日（星期三）

■小時候，我（小女孩）與
弟弟跟阿姨和她的男朋友在
大磡村喬宏叔的漂亮石屋前
留影。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