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惟有讀書高！

粉紅稅
近些年在社交媒
體上有一個很喜人

的趨勢，即很多人尤其是女性開始對平
權有了意識。就比如，最近被熱議的
「粉紅稅」。
不久前，一位博主發出兩張某寶的
商品截圖，圖中商品一模一樣，都是某
知名品牌的同一款鞋子，只是一雙是所
謂「女鞋」，另一雙是所謂「男鞋」，
客服也已經確認此款為「男女同款」，
但詭異的是，女鞋售價829元，男鞋卻
只要530元。
同款不同價，這在時尚界其實已經
不太是秘密。比如海淘小技巧之一就
是：如果想買的東西屬於中性風，尤其
是包包、飾品、T恤衛衣運動鞋等等，
不妨先看看男裝區，沒準就在價格和庫
存上有意想不到的驚喜。甚至，很多女
性時髦精已經主逛男裝區了，品質好、
設計佳、Oversize很颯不說，定價還普
遍便宜一些。但反過來說，女裝商品為
什麼要多繳那部分錢呢？
又比如，有網民爆料，某品牌的牛
排零食，價錢都是12.8元，貨品、味
道也都完全一樣，但名字叫「爸爸排」
的那包有190克，名字叫「媽媽排」的
那包只有170克。無獨有偶，天津市的
一家飯店，號稱為節約糧食，喜滋滋地
推出裝有275克米飯的「男版飯盒」和
裝有225克米飯的「女版飯盒」。避免
浪費人人有責，初衷非常之好，但問題
在於為什麼要用「女版」二字代替「少
飯」、「輕量版」的表述？又為什麼飯
少了價錢卻一樣？
比同款「男性商品」多付的這部分
錢，就被稱為「粉紅稅」。也所以，
「粉紅稅」中其實包含着兩層歧視：第

一層，被迫承受刻板印象；第二層，被
迫為彌補刻板印象和男性標準間的距離
買單。專欄作家侯虹斌有一段論述非常
精闢，「不論商品的受眾是哪個性別，
在生產之時男性才是標準，其後的一切
改動均為『附加』，如果消費者不符合
標準的男性定義，就得為這些『附加
值』買單。」
所以女人「就應該比男人吃得少，
米雖然省了但是得為這個特性付錢」；
所以女性「就應該喜歡男人不喜歡的粉
紅色，就應該要穿男人不會穿的裙子、
高跟鞋、性感內衣，以凸顯男人喜歡
的『女人味』，並花大價錢購買它
們」。甚至，女人「擁有男人沒有的月
經，是典型的『附加物』，所以要每月
都自掏腰包購買衞生用品」——要知
道，割包皮已經納入統籌基金支付，而
衞生棉在很多國家和地區不僅不免費還
要附加重稅。中國最流行的那句老話就
是：「女為悅己者容。」翻譯成現代流
行語就是，女性被男性視角PUA而花
錢各種捯飭以符合男性視角。
只是這個傳說中的「男性視角」，
比我們想像得都要深入和普遍。 從一
雙同款不同價的鞋，到一勺被挖掉的
飯，從一包重稅衞生棉到「買買買」的
無腦人設，再到打着女性自由的幌子卻
大書「妻道」的熱門電視劇，以及喊着
「不要被標籤」卻分分鐘標籤女性到登
峰造極的頂流綜藝……想逃過男性視
角的PUA，實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不管怎樣，今天社交媒體上的新

女性正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要多，思
想啟蒙的速度也比任何一個時代都要
快，就讓勇敢美麗的姐姐妹妹們，大膽
地往前走吧。

《詩經》以四言詩
為主，保留先秦時代
黃河流域的作品。漢

代有五言詩和七言詩出世，到了唐代是
中國詩歌最發達的時代。現時中國小
孩讀格律詩，多數由《唐詩三百首》
入面的五言詩和七言詩開始。五言和七
言的韻律感最強，成為漢語詩的主流。
已故當代語言學大師、教育家季羨
林（1922-2009年）認為中國小孩起碼
要背熟五十篇古文和二百首詩。其實古
詩文功力越厚越有益，二十世紀中國優
秀作家沒有一個是不通古詩文的。香港
曾經遇上中學國文教育「變相去中國
化」的「浩劫」！由2006年至2016年
中學會考不考核學生對數十篇所謂「範
文」理解，結果造成香港的中國語文教
育出現嚴重斷層。公開試不考，學生就
有藉口拒絕背誦到爛熟。試想，2010
年中學畢業的港生，如果升讀中文系的
主修課，極可能已經當了四五年中學國
文老師！可見情況非常嚴重。去者已
矣！追究教育行政人員的失職責任，不
是筆者一介書生的分內事。還是回到我
們今回的主題──蒙學經典吧。
北宋末年汪洙（生卒年不詳）的

《神童詩》是舊日私墊的常用教本。全
篇有後人加入的句子，通篇是一系列的
「五言四句」。第一首是：「天子重英
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
書高。」第二首是：「少小須勤學，文
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
人。」這系列詩句勸學童致力攻書，
有其時代意義，因為宋代特別優待文
臣。而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四民的次序
為士、農、工、商。重農輕商的結果，
大部分讀書人都是亦耕亦讀。

七言詩則有宋真宗趙恆（968-1022
年，997年繼位）的《勸學詩》：「富
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
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
愁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愁
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
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現在一般人
只知當中「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
顏如玉」兩句。
以上兩詩過於功利，已不適合今天

的小學教育。
「國文教育十年浩劫」影響深遠。
筆者是「考過升中試」的一代，當年升
中試要考成語諺語，老師不知道考哪
些成語諺語，只好從經典中摘取一些
出來給學生學習。筆者成年後再有機
會翻閱《增廣賢文》，原來當年所
學，不少出自此蒙學經典。如：「有意
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一
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良藥
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小學
生的年齡，趁記憶力旺盛，先背熟了，
長大後自有更多體會。小學開一課《增
廣賢文選讀》，就是上佳的「德育與
公民教育」。如果當年香港教育當局的
負責人有多點中國傳統文化素養，或許
可以擋得住政客的惡意圍攻！
讀蒙學經典亦要變通，《增廣賢

文》有這四句：「一年之計在於春，一
日之計在於寅。一家之計在於和，一生
之計在於勤。」當年所學是刪了第三
句，第二句則改為「一日之計在於
晨」。寅時是天亮前3時至5時的時
段，古人節約能源，天未亮就起床，安
排一天工作，現代人無從效法。

「蒙學經典」之四

明天（22日），是農曆八月初六，合二十
四節氣中的秋分，剛好是秋季90天的一半。
北半球的秋天是從秋分開始的，從這天起，陽

光直射位置繼續由赤道向南半球推移，北半球開始晝短夜長。中
國以農立國，二十四節氣為人們指引天氣、物候變化的自然規
律，引導我們從調節應對生活，蓄養活力元氣，是大學問哩。
二十四節氣口訣歌，有幾句最易記：7月大暑和小暑，立秋處

暑8月間；9月白露接秋分（見圖），寒露霜降10月全；立冬小
雪12月，大雪冬至迎新年。名作家保冬妮，創作了《二十四節
氣旅行繪本》24冊，以二十四節氣為時間線，展現了24個中國
城鄉的農耕生活、風土人情，為讀者打開廣闊視野；她希望可引
導孩子們從節氣的自然規律中，找到如何面對挫折、面對生活上
的困難，她這份旨意很好。
當白露節氣漸退，秋分隨着秋風飄然而至，晝夜均分；這天後
晝短夜長之時間，漸會延長，天氣不斷日漸涼爽、秋燥、寒意漸
生；夜愈深寒氣愈重，寒氣易入侵體內，導致人咳嗽；人體在睡
眠時血流速度減慢，易形成血栓，起居宜早睡早起，以保健康。
農諺︰「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秋天陽消陰長，氣溫漸
降，一場秋雨一場寒，人體的生理活動應隨「長夏」到「秋收」
相應改變，要重視保養內守之陰氣。秋季日照減少，花木凋零，
有些人會因而產生憂鬱的傷感情緒，故有「秋風秋雨愁煞人」之
言。注意養生、起居飲食、精神等皆要調
攝，防悲秋。運動能調適心情，有助身心
健康，可選擇散步、行山；做人培養樂觀
情緒、保持神志安寧，登高遠眺，觀景可
使人心曠神怡，所有的憂鬱、惆悵等不良
情緒頓然消散，這是養收之法，是調節精
神的良方。我覺得秋日寧靜，凝視遠方，自得清醒；許多深刻內
省，便是在如此幽邃廣漠的寧靜裏形成。所謂寧靜致遠，只在向
內傾聽自己時，才聽見自己心底最清越的歌聲。
喜歡過簡單平常的生活，而秋日的靜，正好為日子提供了一份
乾淨而有意思的感覺。所有的浮華、繽紛、塵囂，在秋日都安靜
下來，少即是多，無事就是好事；生活中雖有「寒冬」，但也有可
愛的秋，人到秋日，心懷廣闊，較理智、較清醒，天地肅靜的時
光，勝過一切語言的雄辯，人變得沉默而謙卑，更樂天知命哩！

白露秋分 秋日隨想
10月1日國慶及
中秋節將至。今
年好日子來得特

別，國家兩個節日假期連在一起，
大家可真開心哩！所謂黃金假期共
有8天，在當下國民仍活在新冠肺
炎疫情陰霾下，難得可以有黃金假
期可以讓人民舒暢一下心情，該是
多麼快樂的事啊！
萬眾期待的十一國慶節，全國

人民都以歡欣的心情慶祝。到處張
燈結綵不在話下，最核心的地方正
是北京天安門廣場。據說今年的天
安門廣場，裝飾得特別亮麗。廣場
中央的大花籃，除了各色各樣的鮮
花砌成的花籃外，再加上創新科技
的堆砌，圍觀的人們只要用上手機
中的二維碼掃一掃，眼前便有各色
各樣的圖案供欣賞。你說多麼神奇
變幻啊！相信天安門廣場將成為國
人聚焦慶祝的地方。
神州大地，陶醉在雙節的樂海

中，遍地皆見幸福的人兒合家歡樂
喜慶的景象。眾所周知，中秋節是
花好月圓合家歡聚的日子，吃月
餅，賞月亮，樂融融，正是歡慶豐
收的好時光。正所謂花開花謝，月
圓月缺，這也是人們常見的景象。
然而，人們憧憬的是花開月圓的日
子常常有。慶幸當今中華兒女活在
幸福當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下，奮力向前，克服萬難，面對國
家愛民如子的好政策，面對「內地
國際雙循環」，自力更生，擴闊視
野，爭取及迎接更美好的未來。

今年國慶與中秋連在一起，天
文台預告中秋節滿月時間將在翌日
5時零5分出現，人們將會捱天光
賞滿月。其實，八月十六的月光比
十五更明亮。暢遊神州大地，是每
個人的心願。曾記得幸運的我在秋
高氣爽的日子曾到訪祖國的山河大
地，想起國慶節期間在北京的遊
歷經過。國家舉辦的慶祝活動，
以及晨曦在天安門廣場看升旗禮，
到了下午，在西郊的香山公園遊
玩，眼前滿山紅葉如看到披上大紅
袍的美女，十分壯觀，至今未忘。
思旋是個愛蓮者，曾多次在秋天到
人間仙境的杭州西湖賞蓮花，西湖
上著名景點「三潭印月」，在這裏
賞月更是又一賞心的樂事。
內地同胞黃金假期8天內，一

定充滿人山人海的遊客，中央為
振經濟而倡議內地大循環，相信
黃金周必是最精彩的印證。吃喝
玩樂不忘節約不浪費，包括金錢
和食品，做一個好國民。中秋節
吃月餅，是國人不可少的習俗。
身為海南媳婦的思旋，感謝香港
海南社團總會張泰超會長送贈瓊
式月餅，以慰鄉愁。
感謝祖國派出醫療隊來港支援

抗疫，致令香港疫情減緩而得以
在黃金周前放寬限聚令，幾乎百
業得以重生，為國慶及中秋節添
上歡樂氣氛。香港各界慶祝國慶
籌委會定於10月13日晚上假紅磡
體育館舉行慶祝國慶晚會，以表
香港同胞愛國情懷。

張燈結綵迎雙節

日間要上班的我，
難以做到天未亮便起

來做運動，以香港的氣候，晚上的戶
外運動還是對我較合適，而且路上從
不寂寞。
有一段時間，我會在午飯時間到公
司附近的公園和海邊跑步。秋冬季節
還可以，夏天在正午的陽光下流着汗
去跑，實在自虐，但遇到的同事還是
不少的。除了曝曬，在短短的時間內
還得換衣服、沖身，再把溶掉的化妝
收拾，然後匆匆吃飯，太苦了，不用
說很快便放棄。還是到冷氣的健身室
去的人較聰明。
香港的健身中
心愈開愈多，不少
私人屋邨也自設健
身室。常聽青年人
說入會和去做運
動，室內有室內的
設備，不是戶外運
動可以滿足的。他
們在空調間做運動
後還可以洗過澡才

回來，舒舒服服的，所以甚為吸引。
最近，晚飯後我會到家居附近的公

園和毗鄰的海旁緩跑徑散步。情況之
熱鬧是預料不到的，到來跑步的人實
在不少，這個時間以年輕人居多，年紀
稍長的會玩公園的健身設施。戶外緩跑
是最健康的運動之一，不費分毫，無須
找伴，大部分時間都可以進行。晚上天
氣涼爽，空氣清新，邊走邊欣賞全球最
漂亮的夜景——東方之珠，讓人更鍾
愛香港。行着行着，一個又一個汗流浹
背的人越過自己，充滿勁力。
就算在鬧市，也偶爾遇到在大街上

作緩步跑的人。香港人多地少，不是每
個人居所附近都有公
園，為求方便，也以強
身健體為目標，有些人
會在市區的小巷大街上
跑，那灑出的一身汗，
帶着毅力二字。
無論你什麼年紀，找

自己喜歡的運動，或只
是散散步，堅持下來，
必定身心健康！

晚上運動

重慶觀音橋商圈有幾幢
大樓叫紅鼎國際，外觀普

通，像高檔一點的居民樓。內裏是門洞大堂，
大堂裏有大理石砌的入門前台。然後一拐角，
有三部電梯，一部低層用，兩部去高層。
不過這幾幢大樓並不是民宅，它被建在重慶

最熱鬧的商圈內，是要商住兩用的。商住兩
用表面上雖說有個商字，但在偏僻一點的地
方，實際上並沒有商舖，基本上都成了住宅。
那裏租住着一些城市務工人員，或者一些初
入社會幾年的白領青年。他們工資稍有起色，
開始對生活有所追求，但卻買不起住宅或沒有
本地戶口。開發商以商住兩用的名義把這塊地
買下來，而後建成一個個面積不大的單位。為
了好賣，現在很多這樣的大樓都會把層高加高
到4米多，弄個樓梯，美其名曰Loft。
從審美上看，Loft雖小，但可也算得上錯落

有致。價格更好，只有同一位置住宅的一半。
不過它區別於住宅的根本性，在於它們通常只
有40年至50年的產權，且所用水電都是商
用。因為不是住宅，小孩子就近上學的便宜就
沒有了。魚龍混雜的商舖人流更難控制。於

是，這裏和住宅小區當中的慢節奏完全不同。
之前在柏林街頭看過這樣一個街頭裝置藝

術，藝術家在馬路正中央立了一塊牌子，上書
大大的印着一段廣告：「XX品牌往左走。」
走近看時，這大牌子前面是個客廳，整個裝置
藝術瞬間給人生活受到打擾的感覺。商住兩用
的房子就有這個問題。幸好，現在很多商住兩
用都成了純住宅。大公司固然不會在這裏辦
公，小企業也只會去選地理位置好的幾個地
方。其餘的商住兩用就徹底像個住宅樓了。愈
是大城市愈是如此。
紅鼎國際屬於這類大樓，但紅鼎國際很少住

戶。在每一層，都是各種創業小公司。從教育機
構、髮廊、私房菜到酒吧，這裏完完全全是一種
商業生態。在紅鼎國際C座的27樓，有一家木
結他清吧，走過長長的、昏暗的樓道，盡頭就
是它的門。進去以後，是一個有點簡易的舞台
和桌椅，有3個很賣力的歌手。整晚會唱很長
時間，但酒卻很便宜，讓你覺得這個地方聽歌
是附贈的優惠，賣酒就像一個低廉的小商店。
至於別的樓層，或另兩幢樓，也都大同小
異。住宅的格局，商業的經營。A座稍有不

同，樓是環形的，中間有個天井。在很多地
方，我都見過商住兩用的房子，甚至最開始來
杭州時，還住過一段時間。但沒有哪個有紅鼎
國際這樣成功。它的人聲鼎沸，是十二分的欣
欣向榮。而低廉的租金，正適合鼓勵那些個人
創業者。這是商住兩用最初被設計出來時的理
念，類似於Soho的理念。
小時候看王家衛的《重慶森林》，覺得一幢

大樓怎麼會有小旅館，還有小商店，像是個底
層社會的萬花筒。現在看到紅鼎國際，才明白
這是都市資源緊張，從橫向空間向立體空間發
展的必然結果。在這裏，社會一般性的生活百
態都無須導演，人群會自動自然地來到一個多
功能的大樓，而後，在凌晨3點鐘，這個大樓
重歸平靜。次日一早，它又開張了。巴赫金曾
經提出過兩個概念，一個是複調敘事，一個是
群體狂歡。指的是數條主線並行不悖的互不干
擾。而後，群體狂歡就會出現。儘管兩個概念
分屬兩個時期，但它們都出自巴赫金並不足為
奇。在邏輯上，它們是可推論的。因為複調帶
來了多樣，群體在多樣當中獲得了互動的可
能。紅鼎國際這樣的大樓，便是如此。

紅鼎國際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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梔子花開
梔子花是美麗的。梔

子花開之時，幾乎是所
有女人和女孩子們的節
日。世上沒有女人和女
孩子們不喜愛梔子花枝

的，她們總把梔子花枝剪下來，插在自家
的小院裏或放在花瓶中。插在院子裏的梔子
慢慢扎下根，抽芽，然後長出新枝幹。每年
春夏之交，梔子樹上會開出奇香瑩白的花
朵。滿樹的碧綠間，像飛來了一隻隻白色
的蝴蝶，到處都能嗅到令人心醉的花香。
梔子花不嬌貴、不矜持，是那種生命本真

的美。無論多貧瘠的土壤，也消減不了它的
半點香氣。梔子葉肥而厚，葉面上彷彿能
滲出油來一樣，花開前後都極翠極綠。高
高低低的花樹之上，青綠的花骨朵兒打着
旋兒，緊緊地擁抱着。難怪安妮寶貝說，
梔子花開之時，花骨朵兒躲在濃綠的葉片
後面，帶着莫名的緊張感。初夏的雨恣意狂
灑了一夜，梔子花苞突然鼓脹起來，再也裹
不住身姿，純白的花瓣撲啦啦綻開了。
一片，兩片，三片……這裏一朵，那裏

一朵，粉嘟嘟的白，在綠意中顯得那麼光
彩奪目。這就是梔子花。花的幽香一點點
瀰散開去，尤其在雨後，那花香裏透着水
一般的涼意。花盛時，暗香隨風鋪滿了整
個院落。剪上幾枝置於室內，一時間整個
屋子裏也滿是花香。
不少女孩子，特別喜愛從枝頭剪下來的

梔子花，把那些怒放的梔子放進盛滿水的
瓶子裏，湊近那純白的花朵深深地嗅，好
幸福的感覺充溢在身心裏。想起小時候踮
着腳，仰着頭，從葉間窺探梔子花的丰
姿，一朵朵白白亮亮的花高傲地開着，好
好羨慕。等到花兒滿樹嵌玉生香，我常沉
醉花間，整日圍着梔子樹轉。夕陽西下，
嗅着馥郁的花香，別有一番情趣。記憶中
曾有多少次啊，我在梔子花香裏做着甜甜
的夢。

記得有一位小學女同學，非常喜愛梔子
花，每年梔子盛放時，總愛在書桌前的玻
璃瓶中剪插上一束。枝頭綴滿一朵朵白色
的花兒，圓潤潔白的花瓣向外舒展，像雪
一樣白。有時，她突然興起，上學時在束
馬尾辮的髮圈上繫一朵潔白的梔子花，像
一位驕傲的公主。我問她，你家梔子花怎
麼年年開得這麼旺、這麼好看。她笑着答
道，每逢過年時母親烹煮鹹肉，總會將冷
卻下來的一鍋肉湯澆在梔子樹下，可能是
這個原因，花樹得到了較好的滋養。
梔子花盛開之時，如同提起裙裾旋轉的

舞女，眼神靜定，面容姣好，舒展如夢。
人們佇立在清芬浮動的梔子旁邊，感到自己
內心安穩愜意，恍若在亭台水榭之間小
坐，好一個清茶淺酌，花好月圓。真香
啊！梔子花朵大，香氣濃。每年這個時節，
不少母親都會為女兒摘許多半開的梔子，泡
在盛了清水杯中，看它們慢慢綻開花瓣，
潔白端麗，清香四溢。置身房間，空氣裏滿
是梔子花香，微風徐來，風也是甜甜的。
梔子花擁有美麗的面容，其花香沁人心

脾，令人憐愛不已。把梔子花放入嘴裏吸
吮，真能吸出一股津甜的味道。原來那是花
蜜啊，因梔子花的花管很長，蜜蜂採不到裏
面的蜜，於是這蜜便藏在花管裏，這樣便就
甜了採花的人。所以，平時從梔子花傳來的
香味裏帶着絲絲的甜。另外，梔子花還可
當菜來吃，把花摘下來，抽去裏面的芯，用
開水泡花，加上調料就可當小菜享用。也可
用梔子花去煎蛋，先用開水把花泡軟，撈起
後放在蛋裏再煎，放進調料，就可以了。
花農說，若是盛開的梔子花不摘下來，

過幾天便會黃枯，然後落掉，是非常可惜
的。摘梔子花時只要把花朵捋下來，最好
不連着下面的花萼一起摘，不然會影響梔
子樹的自然生態。有關梔子，有一個淒美
的傳說。以前，有戶農家生了個如花似玉
的女兒，名叫梔子。梔子長到十七八歲

時，丰姿綽
約，她喜歡上
村子裏的小蘇
哥。小蘇哥家
裏窮，梔子為
讓小蘇哥考取
功名，把自己
和小蘇哥的農活都包攬下來。幾年後，小
蘇哥考中了狀元，準備進京城做官。臨別
時，梔子含情脈脈，把小蘇哥送走後，還
在河柳下站了好久好久。
村子裏有個叫栓子的男孩子也喜歡梔子，

遭到梔子嚴拒後，就謠傳梔子和自己私通，
並且懷了他的孩子。小蘇哥在京城輕信了
謠言，竟與梔子斷絕了來往。癡情的梔子
怎麼也沒想到——小蘇哥是這樣無情的
人，很快含恨自盡了。一年後，埋葬梔子的
地方長出了一株葉子綠油油的小樹，綻放出
一朵朵白色的花，香氣襲人。老人們都說：
「這是梔子向村人表白她是純潔的。」
後來，小蘇哥知道了事情真相，便來到樹

下嚎啕大哭，不停地喊着梔子的名字。回來
後，小蘇哥高燒不退、喉嚨疼痛，遂囑隨
行小童從樹上摘下梔子果，熬湯服下3天
後，竟奇跡般地痊癒了。梔子果味苦性寒，
和梔子姑娘的身世一樣令人懷想。小蘇哥
用梔子果熬湯服藥，其實最清楚自己是急
火攻心，畢竟他與梔子姑娘曾兩情相悅過，
冥冥之中知道梔子姑娘一定會幫自己渡過難
關：自己可以負她，但她決不會害他。
梔子苦寒清降，能清瀉三焦火邪、除心

火而除煩，是治療熱病心煩、躁擾不寧的
主要藥物。梔子加茵陳、大黃，治療血淋
澀痛或熱淋證；梔子加木通、車前子、滑
石，治療火毒瘡瘍、紅腫熱痛證；梔子加
金銀花、連翹、蒲公英，治療三焦火盛、
吐血和衄血，梔子加黃芩、黃連、黃柏，
對金黃色葡萄球菌、腦膜炎雙球菌、卡他
球菌、新冠病毒等有抑制作用。

■晚上沿海邊行行，做做運動，分
外舒暢。 作者供圖

■梔子花，純潔的化身。
（韓鳳平攝）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