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君音問未先留

意外二重奏
地球人都知道，
2020是個「邪性」

年，大邪激出小邪，自然邪引發人文
邪，所以發生點啥都不奇怪。比如隨便
翻下報紙，就能看到個「意外二重奏」。
第一重：馳騁江湖十餘年的「口紅
效應」意外要被迫換「代言人」了。
國際大牌雅詩蘭黛公司董事會榮譽主
席昂納德．勞德有一個獨創而且非常著
名的經濟學理論——「口紅指數」，說
的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人們普遍
無力承受以往的高消費，但仍然會選擇
以購買相對便宜的小小享受物——比如
一支驚艷的口紅、一塊高級蛋糕等來緩
解自己的消費慾望。而很多時候，就是
這一個小小的奢侈品，可以幫特定的零
售商渡過難關。據說，這個雖有爭議但
一直被推崇的理論有雅詩蘭黛的口紅
銷量為證，從「9．11」恐怖襲擊發生
後一直到2019全年，屢試不爽。
但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顯然不同於歷
史上的任何一次「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其中最大的一個不同就是……看不到嘴。
無處不在的口罩「意外地」遮蔽了那支已
見過無數大風大浪的口紅——據美國麥
肯錫公司在截至4月11日的四周裏跟蹤
亞馬遜網站在美國的銷售結果顯示，
「唇部護理與唇彩」板塊的零售額下降了
15%，降幅最大，價格則下跌了28%。而
在口罩佩戴率更高的日本，這個數據也
明顯更驚人：追蹤日本藥妝店的數據顯
示，今年2月至4月，各臉部彩妝產品銷
量普遍下滑20%，其中口紅銷量跌幅接
近50%，4月份的跌幅甚至超過了60%。
但有趣的是，在同一個麥肯錫的美
國亞馬遜「跟蹤結果」中，染髮產品的

銷售額激增了172%，想來很可能是因
為疫情期間美髮店停業；而美甲產品的
漲幅更猛，達到218%，當然這也不難
理解，要想用驚艷的色彩為自己點睛，
除了口紅以外最常見的可能就是指甲
了。所以，「口紅效應」的本質其實仍
然存在，只是有些尷尬地無法再用口紅
表述。換句話說，今年的「口紅效應」
換了代言人，叫「指甲油效應」。
第二重：「被迫坐牢」意外坐出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當然這是個搞笑的講法。說的是，有
記者採訪了一些西班牙人，他們當中的
很多人表示，疫情肆虐時他們被迫居
家，像「坐牢」一樣——對於非常熱衷
社交的西方人來說，這個比喻不算過分。
起先當然很不樂意，但當疫情稍緩進入
新常態，人們又可以自由出行後，他們
反而「意外地」開始非常懷念居家隔離
的時光：「我們（和配偶）有更多時間
用來談天說地，分享日常生活中的小樂
趣。」「（和家人）一起喝咖啡、一起做
飯，那真是一段令人懷念的時光。」「最
初的日子，確實是很煎熬，但是三周以
後，經過大量地閱讀、追劇和看電影，
覺得這種日子很安靜、很美好，實在讓
人很留戀。」甚至，解封之後，「返回辦
公室」對有些人來說「變得很困難」，因
為「想念安娜、寵物狗和溫馨的家」。
在北京話中，「邪性」其實並不是

一個絕對的貶義詞，嚴格說它更偏向
中性，很多時候都可以代表「神奇」
的意思。也所以，「邪性」的事，可以
是被關上的那道門，也可以是被同時開
啟的那扇窗，重點是看我們要沉湎那道
門還是能更快速更樂觀地看向那扇窗。

幾年前聽說有人談
及當世互聯網傳播信
息的威力，假如要透

過網絡找人，大概經歷五六次傳達，則
天涯海角之遠，也能找到此人云云。這
故事隨聽隨記，無庸深究。
日前陳老師在社交媒體傳訊要尋覓
一個1980年畢業的校友。陳老師退休
多年，仍然心繫畢生任教的學校，除了
義務訓練籃球隊外，還主持母校一個最
熱門的網絡交流園地。有1980年的校
友說他們這屆沒有這一號人物。我一看
便知是「小明」，他是1980年中七畢
業，卻在1978年中五畢業。原來我們
那個年代香港學制是五二三式，五年中
學，兩年大學預科，三年大學本科。現
在是三三四制，初中高中各三年，大學
本科四年。由中學到大學畢業同樣是十
年。不過舊制就等於中學畢業兩次。我
們習慣上只算中五畢業的一年，因為中
五之後只有四成同學原校升讀中六。
「小明」是公務員，一向在政府電
話簿可以找到他的電話號碼。這回「小
明」給「下架」了，想來已經退休。於
是在同屆同學中問，「佐治醫生」說可
以找到。於是我們兩人居中安排，陳老
師便找到了「小明」。我還在想，陳老
師在初中時期教過我們，「小明」不是
打籃球的，不知老師因何找他。
後來真相大白，原來是他校的一位女
同學見到我們學校的群組，便問能不能
找到「小明」！這事倒真浪漫到極！簡
直可以添磚加瓦寫成電影劇本或一個短
篇小說。如果說「浪漫」兩字是過度引
伸，那麼說是「溫馨」卻一定不會錯。
於是詩興大發，我要寫詩！
信口便得一句，曰：「一別江湖四十

年。」然而「江湖」二字容易惹人誤解，
不如「一別湖山四十年」，「一別湖山四
十秋」也不錯。有前輩文友常吩咐我多
談文藝、少論時事，這回就寫寫詩吧。
所謂十年人事幾翻新，「小明」和

那女同學的「過去」與「現在」所知無
多。如果胡亂「渲染」，怕會引致誰人
「家變」，那時我「潘詩人」就造業了。
這兩句只換一字，平仄都是「仄仄平平仄
仄平」，拿來作入韻的第一句，就是
「仄起平韻」而「首句入韻」的格。
寫沒有內容而不怕冒犯人的詩，減

少信息就是。
先用「秋」字句，押平水韻下平十一
尤韻。詩曰：「一別湖山四十秋，明君
音問未先留。今年偶憶相遊處，便向同
窗網絡求。」詩意全屬白描與寫實，都
用了「女同學」的角度來說故事。「女
同學」當年沒有留了「小明」的聯絡辦
法，今年忽然在網絡上見到我們母校的
群組，便問能否找到「小明」。
再用「年」字句，押平水韻下平一先
韻。詩曰：「一別湖山四十年，欣逢課
外立前緣。閒居忽記青年事，願請魚書
舊友傳。」在我們那個年代，男校男
生與女校女生能夠結緣認識，九成九
是通過「課外活動」。至於「前緣」包
括些什麼，或者當年是怎生「相遊
處」，則「潘詩人」一未目睹、二無耳
聞，只好這樣寫了。
他日見到「小明」，必須嚴刑拷

問：「你當年對人家幹了啥事？又應幹
而未幹了啥事？」女同學記住你40
年，這事想起來也覺得「體面」！
此遊戲文章矣！大家圖個高興吧！
其實詩人沒有半句亂說，「小明」勿見
怪，女同學亦勿見怪！

已決定延期的今年書展，推介以心靈力量為主題的作
品，作家群中有我欣賞的胡燕青（見圖），她巧妙運用
豐富的想像，在字裏行間留下心的溫熱。其短篇小說集

《好心人》亮點吸引，是一本溫熱心靈的書，這溫熱，就是我們真實的
體溫、脈搏，流淌着日常的節奏、生活的韻味，同氣同聲有共鳴。
狄更斯說：「世界上能為別人減輕負擔的，都不是庸碌之徒。」人

在生活裏總會遇見樂於助人的好心人，這本小說敘述了11個故事，
刻畫了各式各樣的人物，有細膩文靜的女孩、性格活潑的小童、慈祥
憐憫的老人、沉默寡言的男子、敏感暴躁的青少年，也有遲鈍木訥的
中年人；人物形形色色的遭遇或結局都不一樣，反映出各種日常生活
的小事細節，這些平凡的人生，有的是平凡的愛與愛之交織，匯集成
一股溫暖人心的力量。
令我印象難忘的是<陳老師的星期六>，老師本
來可忙裏偷閒熬湯，但校長致電要她無休止地加
班。如果她的校長是個懂得體諒、包容的好心人，
這位陳老師便不會與生活脫節，失去了生活意義！
另一篇<毛衣>有大量的心理描寫，例如寫人物
情緒的起伏變化：男朋友說出一段對辜負舊女友的
「造作」之傷心詞，女角「我」立時洞悉到這是他
對這段新戀情進可攻、退可守的藉口，並暗示自己對「我」現時只是
一半的好，將來可以更好。（他脫下自己粗糙毛衣給「我」保暖，但
身上是件昂貴的保溫內衣；他向「我」送上一碗他人為他煎的藥，暗
示他身邊對他好的女子何其多，現在「我」又何其幸福！）男朋友自
以為浪漫地說想將女角「我」搓成壘球，放在心上手上，但女角卻
說，每次看男朋友打壘球，他總是狠狠地把那球掉得老遠。
我讀着一顆心總是懸着，篇中女角有的是太過清醒的洞察力，使她

無法接受盲目之戀愛，令這愛情更顯悲涼，叫人唏噓。
《好心人》裏平凡的人物的經歷，就如我們自己，以及每天面對的

人……都太真實，太不夠善良；讀着這些人物的細節和變化，讓人猜
測怕是作者的經歷，或真實發生在我們身邊那樣，何其相似！
這是事實與虛幻的縫合，讓讀者不禁代入非常現實之處境，瞥見過

分荒謬、陰暗的情節；然而所遇見的人物、和人與人間的對話，卻並
不陌生，讓人柔軟的心靈為之觸動，令人反思平凡人性之真相，令人
心潮起伏。

好心人 燕青正能量
投資市場複雜

多變，更因社會、
市場及生活方式變

化，環境影響投資者的思維、情緒
也隨之而變化。每逢5月無論是好
友淡友都小心謹慎，況且受疫情、
地緣政治和社會暴力活動等影響，
更令投資者忐忑不安。幸好，今年
證券市場的5月未見窮，6月市場
也不絕，恒生指數逐步回升，重回
26,000點。殊不知，造物弄人，踏
入7月初時，好友仍然佔據上風，
可惜隔不了多日，股票市場在美國
市場帶動下，投資氣氛驟然翻了
面，風起雲湧的環球市場大起大
落，如內地及香港證券市場止升回
跌，風光一時的股市好友聞風色
變，不知如何是好。
執筆之時，恒生指數在25,000

點前岌岌可危，投資淡友們總算
贏了一仗。現時7月已屆下旬，好
友們是否可以「翻身」夢圓呢？
其實，綜觀一切，正如買賣雙

方意慾各有不同，有人願賣，有
人願買才能構成交易。即是說市
場中人對前景有看好，亦有人看
差。事實上或者可以當作在球場
打波時中場休息，五六月好了多
時的股市，也可作「唞一唞」，
股市整固過後有望回升：我們有
望疫苗在下半年會有面世的好消
息，環球疫情也望得以緩和，經
濟也因此而得以復甦。遺憾的
是，美中雙方因美方的攪局而破

壞了氣氛，緊張關係惡化。尤其
是擔心歲末美國大選，民主共和
兩黨的戰情結果，對世界安定，
對投資市場前景有一定影響。是
投資者應該關注的，小心為妙！
不過，中長線而言，還是對內
地及香港股票特別是中概股前景
有信心，事關第二季中國GDP有
增長，且世界財政政策都採取無
限量寬，資金充足，大多投在證
券市場，不少投資者仍看好內地
及香港股市，伺低吸入優質股，
信心不減。
要注意的是，香港疫情個案驟

增，病毒且有變種之兆，特區政
府有關當局收緊「限聚令」，無
疑再次影響經濟復甦及市民就
業，對前景信心不足。尤其在即
將舉行立法會選舉之際，有攪事
分子作「初選」行動。幸而中央
港澳辦適時果斷批示「民主派初
選」是「黑暴」、「攬炒」變
種，明顯旨在顛覆政權，明顯觸
犯香港國安法，威脅立法會是相
當不智的企圖，大多數愛國港人
要求當局勿讓「煽暴撐獨」者操
控立法會而得逞，絕不允許挑戰
香港國安法，勿觸動中央紅線。
呼籲愛國愛港的社團與選民，要
積極參加9月立法會選舉投票，投
上自己良心的一票，選出愛國愛
港有能力、有才幹的人入立法
會，為香港的社會發展、為香港
的安定繁榮貢獻力量！

立法會選舉全民行動

行文之時，本港爆
發第三波疫情，每天

有幾十宗確診個案，當局估計社區至少
約六十名隱形傳播患者。有新冠肺炎病
患的地區名單一大串，看來我們又要再
度進入嚴格的自保時期，消毒液和口罩
將有一段長時期不能離身。雖然政府派
發銅芯和一次性口罩，為滿足長時期的
需要，大家又再花錢積存口罩。於是不
少人意識到戴重用口罩是大趨勢，也較
實際。
在疫情肆虐下，政府不得不實施較
嚴格的「限聚令」，加上大
家都有戒心，減少外出和消
費，經濟蕭條，有不少人失
業或收入減少，想尋找工作
者更為困難。
在這時一個名為「婦女展
才」（SEWomen）的社區
關懷計劃於今年成立了，由
太古地產全力策動及贊助，
旨在推出不同項目協助本地
婦女創造就業機會和發展個
人潛能。該計劃的首個項目
是「可重用口罩＋口罩

袋」，以應社會之急。太古地產與7間
社福機構合辦，目標是製作最少3萬個
可重用口罩，用作慈善義賣及送贈予社
區上有需要的人。將於本月25、26日
在太古城中心地下舉行慈善義賣，大家
可以買到所需而環保的重用口罩，也幫
忙到弱勢社群的婦女就業，改善家庭經
濟，別有意義。
計劃安排很認真，特別邀請本地環
保時裝設計師徐逸昇對布口罩及口罩袋
精心設計，四款不同顏色的口罩和方便
開合的套甚有時代氣息。

車衣工序則由「婦女展
才」召集80多位婦女合
力進行車衣工序，她們大
都來自基層家庭，也有少
數族裔，經濟壓力常令她
們自卑和失去信心。有了
縫製口罩這機會，不但給
了她們工作，獲得收入，
且能一展所長，因為能足
以回饋社會的女性而重拾
自信，她們也為能夠幫助
香港巿民大眾，為抗疫出
一份力感到自豪。

義賣重用口罩助婦女就業

很久之前我看《生命中
不能承受之輕》，到現在

很多情節都忘了，唯有一個情節印象特別深
刻，說的是男主人公托馬斯在捷克政治環境
不好的時候設法去了蘇黎世，可是經不起對
妻子與日俱增的思念，終於還是回到布拉
格。但是令人失望的是，當他再見到妻子的
那一刻，場面卻沒有想像當中那樣強烈。在
想像裏，他們應當被某種充滿詩意的氛圍所
包裹，並進行着一場類似於話劇的誇張表
演。儘管沒有觀眾，但也沒有關係，他們本
來眼裏就只有對方，這相見就是愛情浪漫劇
的最高潮。
但現實的情況是，預想當中的激動場面並沒

有出現。既沒有情不自禁的相擁，也談不上思
念之情一傾而下的暢快感，甚至主人公托馬斯
還在心底裏嘟囔：「原來也不過如此？」這一
點兒也和支配他回來的那份思念不相同，甚至
一想到他將為了這種行為冒着失去前程的風
險，這樣做就顯得更加得不償失。
很少有人這樣描寫思念。通常，為了讓思

念更有價值，作者在謀篇布局的時候一定會
盡量安排一個最完美的結果。不然，他前期

所做的各種鋪墊就好像沒了着落。這樣做有
可能會惹得讀者不高興，畢竟誰也不喜歡被
吊起了胃口，最後卻只得到一道餿了的小
菜。但米蘭昆德拉偏偏這樣做了，卻獲得了
我們的共鳴。
也許不是情感方面的共鳴，而是一種所得
即所失的遺憾情緒。這種感受一般出現在計
劃完成之後，在那份理應獲得的快樂當中，
卻夾雜着某種莫名的失落。想當初，我們曾
為了這個目標犧牲過很多。但這剛剛到來的
結果，卻與我們當初付諸於行動的那份幻想
並不相同。尤其是，在幻想當中，內容是可
以被我們任意添加刪減的，它就更加顯示出
過分完美的樣子，如此合我們的意，卻也因
此顯得那麼遙不可及。現在，此事既已達
成，近在眼前的這份成績便旋即失去了之前
的那個光環。
被這種心理支配，人是難得快樂的。因為
我們無法將幻想賦予一個正在經歷的過程。
就像托馬斯，在他思念自己的妻子時，最完
美的部分不是這個妻子，而是他的幻想。作
為對象的妻子在這裏是重點，但又不盡然。
她更像是一個帶來記憶的載體，帶來了她與

托馬斯過往的那些生活。這些生活曾經歷了
日久天長的重複，因此讓人印象深刻。這樣
托馬斯的思念也包含了大量生動的細節，這
份記憶使得思念本身更加真實。
不過這份來自於思念的真實畢竟是想像出

來的，當真實本身來到你的面前之後，記憶
就面臨着被迫正視現實的風險。這是心理落差
產生的真實原因。其實，當我們在談論思念的
時候，並不是真的有感於那一段已經過去了的
時光，而是對現在生活不如意的一種寄託。這
當中部分的還有對一種習慣的依賴，儘管這種
依賴現在因為環境的變化已經宣告結束，但正
是因為已經過去，它卻穩定在我們的印象裏，
並使當前和未來的不確定顯得更加明顯。因
此，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沉浸在思念當中。不
是思念某一個人，就是思念某一段歷史。在思
念的時候，他會顯得格外富於詩意。而思念
的主要成分就是幻想，這幻想就像一劑黏合
劑，牢牢地將事實包裹在記憶的琥珀當中。
不過，在這種令人陶醉的思念裏，有一種扼

殺生趣的傾向。那就是它會使生活顯得格外枯
燥，並打消了人接觸生活的慾望。而思想因為
缺乏了這新的刺激，將逐漸走向死亡。

思念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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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簇浴火鳳凰花
春末夏初，在鳳凰樹

的枝頭上，已然悄悄布
滿了紅色的花苞。然
後，鳳凰樹枝頭相繼抽
出細細、嫩嫩的葉芽，

一層又一層，毛茸茸的，像青嫩的羽毛。
又過了一些日子，青嫩的羽毛變成蒼翠的
葉子，層層相互疊合在一起，密密匝匝，
遮擋住炙熱的陽光，給樹下的人們撐起了
一片清涼。而那些悄然孕育的鳳凰花苞，
經過韜光養晦之後，也相繼抖開神秘的面
紗，在枝頭上連成了一隻隻舞動的紅鳳凰。
誰卷凌雲赤？嬌姿吐馥上雲霄。持錦刑

天舞，寶扇掀動起紅濤。看那如火如荼的
鳳凰花，令我不由收住腳步，注目凝望。
從未見過開得這麼盛的鳳凰花，只見一層
層綠葉托舉着輝煌的紅雲，像火苗似的，
在歡笑中流動，光華四射。仔細看時，每
一朵花都呈鳳歌凰舞的姿態，與陽光互相
挑逗着。花朵一朵挨一朵，彼此推着、擠
着、開、開、開，像被激惹的情緒，不來
一番大笑，就無法釋放激情似的。
金紫沖虛幻靈枝，烈焰騰處綺霞熾。一

樹樹的鳳凰花（見圖），似一隻隻大紅蝴
蝶漫天飛舞，感染着樹下的每一個人。也
許是紅土地的滋養，才會綻放出如此熱辣
的溢光流彩。我喜歡在陽光明媚的午後，
手執相機沿林蔭道一直走、一直拍去。光
影、樹影、花影，還有心跳。鳳凰樹滿身
花紅，情致煮沸了一般。記得老街拐角處
的那棵鳳凰樹，冬時只剩枯枝，但經漫長
醞釀，夏日一樣開出了火紅的花兒。
高大繁茂的鳳凰樹，每逢六七月，都在

爭先恐後地舒展着花瓣。花兒怒放，青葱
綠葉成了它的陪襯。鳳凰花記錄着每年最
美麗的時刻，它一直燃燒到天際，那妖嬈
的姿態，甚至讓人疑迷，眼前的這一切是
不是真的？一簇簇怒放的花兒，擎在枝椏

上，像朝霞幻境一般。盤腿坐在鳳凰樹
下，享受着納涼的快意，瞇眼欣賞天空純
粹的藍，頗有點兒「望天上雲卷雲舒」的
韻味。猶記得滿街滿巷的鳳凰花，隨便從
樓上窗戶望去，讓人一見傾心，亦看得滿
心歡喜。鳳凰花，代表着永不相離和完美
團圓。但光與影的夢幻曲，也會分出完全
不同的鳳凰花語——離別和思念。鳳凰花
開花落，斑駁的記憶跟着青春年華遊走，
總會想起某個好久不見老友。譬如，彼時
7月的大學校園，隨處響着告別的歌曲，
落滿鳳凰花花瓣的路口，到處是相互擁抱
的相知之人。
「鳳凰花，一年開兩季；一季新生來，一
季老生走。」這已成為廈門大學的經典台
詞。每年鳳凰花開時節，一般在六七月份或
八九月份。而此時，正是廈大畢業生離開校
園或新生剛跨入大學門檻之時，鳳凰花便
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廈大被譽為「南方之
強」、「灼灼其華」的鳳凰樹以羽狀綠葉與
紅艷花朵珠聯璧合，恰好織進了青春之
夢。葉似飛凰羽、花若丹鳳冠、鳳凰樹的
寓意——對於廈大來說頗為適合。盛開的鳳
凰樹，立於地上，真的是把地面和天空都照
亮了。鳳凰樹花呈五瓣，花俏而美，如同
18、19歲的青春年華一樣，散發着動人色彩
與絢爛激情。花朵顏色橘紅中帶些兒黃，
花瓣上有少許深紅；像似青春的號角已吹
響，帶着鳳凰涅槃的勇氣去趕赴盛會。校園
裏的鳳凰花開到荼蘼，像極了熱情飽滿的青
春。即便花落而色不褪，地上依然一片火
紅，甚為壯美，令人想到鳳凰的浴火重生。
生如鳳凰花般燦爛，死似鳳凰花樣迷

人。鳳凰樹的花期不算長，正當人們如癡
如醉之時，它悄然抽身離去。一場暴怒的
大雨傾盆而下，鳳凰花落滿地紅，鋪成傷
感的紅地氈。凋零的花瓣還是那麼艷麗，
滿地繽紛，像是訴說一種無言的情懷。鳳

凰花落，片片花瓣在空中婀娜盤旋；伴着
雨點躺在大地之上，無怨無悔。鳳凰花開
思緒長，鳳凰花落滿地傷。記得最後一朵
鳳凰花，從枝頭上飄下，它離枝時還是鮮
潤模樣，帶着無盡優雅，不由撩起人的懷
念。鳳凰樹原產非洲馬達加斯加，如今在
我國南方廣泛種植，常見於庭園或為行道
樹。高15至20米，胸徑1米。鳳凰樹枝條
頎長、舒展，每一條都在奮力伸長；風過
處，好一個婀娜多姿。鳳凰樹秀外慧中，
看過就會難以忘懷。因而，鳳凰樹成為廈門
市的市木，鳳凰花選定為台南市的市花。一
海相隔兩岸花香，思念綿延，長長海峽無
法阻擋。鳳凰花開時節，火紅的笑聲與夏
日一般閃閃發光；一棵挨着一棵，一朵連
着一朵，彷彿是一顆又一顆跳動的心。
微風吹動鳳凰樹葉，發出婉轉的沙沙

聲；光暈透過鳳凰樹照射在地面上，形成
斑駁的樹影。曾有多少有情人在鳳凰樹
下，相遇、相知、相伴。噴紅吐丹的鳳凰
樹，用綠雲般的冠蓋，撐出一把輕盈蓊鬱
的大傘，遮蔽着人們頭上強烈的光線。很
多人在樹下清飲、談文或論畫，美妙的花
瓣悄聲細語地加入人們的談論，你、我、
他愜意地旖旎着一呼一吸的清芬空氣。
喜盈盈的花，一簇一簇、一蓬一蓬，開得
艷閃閃。開到雲蒸霞蔚時，總要滲進一些
暖暖的意趣。遠遠望去，樹樹相接，朵朵
交融，就像一條火龍在綠葉之上升騰，更
像千萬隻浴火的鳳凰，翱翔於九天之上，
產生一種打動人心的決然之美。雖然，花
與人都會遭遇各種各樣的磨難，但生命的
長河總在不息地流淌。我知道，鳳凰花滿
裝青春的酒釀，它蓄積着能量，在這花的
流火之上不停地飛行。它是萬花中的一朵，也
正是一朵朵，組成了萬花燦爛的流動詩章。

■「婦女展才」舉辦的
「可重用口罩＋口罩
袋」慈善義賣，請大家
鼎力支持。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