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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世界各地的區域組織。「對話
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
與國之間交流新道路，形成了世
界各國皆朋友的可喜局面。
今年恰逢中美「乒乓外交」50
周年，這是中美關係史上的一段
佳話。50 年前，兩國的年輕乒乓
球運動員以友誼和真誠播下了友
誼的種子。毛澤東主席、周恩來
總理和尼克松總統、基辛格國務
卿以及兩國老一輩領導人，以特
殊的戰略眼光安排了兩國乒乓球
隊之間的互訪。兩國領導人的
「跨太平洋握手」共同啟動了中
美關係正常化的歷史進程。
正如「我國民間外交女
傑」——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前
會長李小林（見圖）近日在「中美
關係，剪不斷，理還亂，終向
前」一文中（節錄）所述︰「回顧
50年中美交往的歷史，兩國關係
之所以『剪不斷』就是因為這 50
年歷史中的一個個年份、一個個事
件、一個個數字背後，都是成千
上 萬個中美人民有『情』、有
『利』的故事。因為中美關係的健
康穩定發展，他們有了更多的工作
機會，更物美價廉的商品，更豐富
多彩的生活，更值得期待的未來。
就是他們的小故事，蓋起了中美交
往與合作的高樓大廈。有些
人試圖否定這些基本事實，
挑動對立，製造衝突，但這
些做法雖可一時得逞，但終
將因違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
益而歸於失敗。」 （待續）

外來美食推廣有法

香港是美食之都，薈萃世界各地美食；不過本
地的飲食文化之中，依然是廣東菜佔主流位置。
除粵菜外，潮州客家，都有鐵粉，其他外省菜如
文公子
京川滬湘閩滇，以至不分省份都深受歡迎的火
鍋，都各有捧場客。
中菜以外，香港華洋雜處，普及的美國快餐、高級的法意葡
菜、港人外遊達「返家鄉」程度的熱點日本、韓國、台灣美
食，以至星馬越泰等東南亞餐廳，亦多如雨後春筍，還未計菜
牌可以包羅萬有的茶餐廳，以及雲吞麵、生滾粥、砵仔糕、車
仔麵、魚蛋、腸粉……等道地小食。
市場選擇繁多，未免競爭激烈。新菜種要突圍而出，真是談
何容易。以香港少數族裔為例，印巴籍的居民不少，香港人亦
嗜辣者漸眾，但印度菜卻始終未算主流菜種，就算是最熱門的
咖喱，也未能成行成市。
究其原因，相信是一般香港食客對正宗印度菜的認識未深，
不懂如何享用；部分人可能一嚐之後，覺得美味但卻忘了菜
名，更遑論會自己在家烹調。
要推廣印度美食，除了講究傳統的色香味外，環境舒適，服
務能本地化，令菜式更易為大眾接受，方易成功。其實，香港
人喜嚐新鮮，特別是需要為另一半不時創造驚喜的情侶顧客，
更是一個兵家必爭的主場。
最近，有朋友邀請文公子往尖沙咀寶勒巷一間設有 300 個座
位、號稱全港最大的印度地中海餐廳 CARAT 晚膳。餐廳設有
酒吧、開放式廚房、露天和室內餐廳，裝修陳設時尚舒適，適
合情侶同往，主打特色雞尾酒、地中海美食，以至傳統和新派
印度菜，餐廳更聘用了土生土長、能操流利粵語的服務員，消
除語言障礙，方便推介特色菜，似乎已找對了方向。
據悉，該餐廳之主廚，為曾服務於印度君悅酒店的名廚
Ratan Singh，善於利用自家秘製香料，製作高級印度菜，無
論是咖喱、燒烤、素菜，均為一時之選，在印度吸引不少達官
貴人光顧；餐廳更特別採用陶製的 Tandoor 窯爐，用來炮製多
款印度烤餅、烤雞及烤肉等，令口味更為正宗。
如想找一個理想的約會地點，又想交通方便，又想營造特別
的印象，可以考慮先在露天餐廳享受「歡樂時光」，飲完一杯
雞尾酒後，如果對方喜辣，就可以品嚐不同風格的咖喱或印度
風味菜；不能食辣者則有地中海菜可供選擇，也不失為一條令
目標對象留下美好印象的約會好橋。

娛生樂與「「路路」」

別信相識滿天下有用

了大半學期時間去嘗試，經過多
番努力，終於取得了新的突破。
經驗告訴我，做任何研究都須大
膽嘗試，畫畫也一樣，要大膽嘗
試，才有機會成功。
做慣研究工作的人都很享受研
究探索過程，因為很多新的構
思，新的方法都是在這個過程中
產生的。
學畫國畫，要懂立意，會構
圖，識用筆，知水墨，有很多理
論需要細細研究探討。由看看畫
畫的理論，看看名家的作品，慢
慢品味李苦禪如何以書法入
畫；潘天壽如何以構圖立意；齊
白石如何化繁為簡；吳昌碩如何
以白計黑，邊研究邊實踐，慢慢
就會有感覺，這過程非常有趣。
我學花鳥畫，以古今名家為
師。但我始終牢記黃庭堅詩云：
「為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
逼真。」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李
可染大師說：「花最大的力氣打
進去，再花最大的力氣打出來！
進去時，有他無我，是繼承；出
來時，有我無他，是創新。到那
時，便有自家面孔，到那時，便
有最大樂趣！」

這幾天，薔薇花開了。我在乘車穿過
一個村莊時，路邊的花在眼前一亮，那
圓圓的朵兒，粉得可人。在北方，4 月
這個季節，是風雨無序的，氣候時而溫
暖，時而寒涼，白天陽光溫暖，到了夜
晚說不定來個寒流侵襲，間或還要狂風
大作。薔薇花的花期也不固定，有時稍
稍提前，有時就往後拖上幾日，但是沒有人去
追究，不管它開在什麼時候，只要開放就會有
人欣賞。薔薇也是如此，不管時令冷暖，只要
適合開花，就會怒放開來，從不計較是否如期
把那一牆或者一架的藤蔓開滿。
它開放如一個女子的 28 年紀，在暮春的晨
光裏熱情飽滿，搖曳生姿，充滿生機。想起
許多年前，我剛參加工作，宿舍西臨一道矮
牆，不時有香氣襲來，扶了牆往外看，遠遠
的，看到牆外的一戶人家，大門邊上一株薔
薇，沸沸揚揚地一蓬藤蔓，像極了一束孔雀
尾，而上面的蕾正密，花正紅。每當看書累
了，我就喜歡站在高處眺望，看着那一束束
薔薇，心裏溫馨，它那艷麗的色彩，和陽光
一起走進心底，讓我從此記住了它們。
後來，有好長一段時間，它再也沒有出現在
我的視野裏，滿城的花，比如公園裏的芍藥、
紫藤、月季，還有雲蒙湖畔的荷花，從春天開
到秋日，卻看不到薔薇的身姿。好像是突然的
一天，它在我的生活中銷聲匿跡了一般。直到
我調進小城一個單位上班，一天，從大樓裏出
來，去另一個單位取一份文件，竟然在路邊的
牆上看到了一叢叢薔薇，它們栽種在牆內，只
在牆頭探出花蕾，還沒有爬過牆來，但是我發
現，有些花已經開了。
我故意從那裏走，只要是有機會，就去那面
牆下站站，嗅一嗅花香。花為胭紅色，是古時
女子最鍾愛的那種，染衣、化妝，都離不開
它。它冷暖兼具，不挑膚色。只過了一年，次
年春天，那薔薇就已蔓過牆來，像瀑布一樣垂
掛着，在花開的日子裏，幾乎看不見葉色，而
在細看之後，又發現那些高高低低的枝上，纏
繞着青亮的綠葉，於兩米多高的牆頭上張揚蓬
勃，捲成浪花，把那面牆覆成一屏綠簾，而那

從零創夢

去年開始，新冠
疫情在世界各地蔓
延，弄得家家閉
戶，人人隔離。我宅在家中，觀
碑臨帖之餘，也自學起國畫，一
時間全情投入，滿紙雲煙。
自學國畫樂趣多。比起學書
法，畫畫較無拘無束，自己喜歡
怎麼畫就怎麼畫。初學時即便畫
的全然不是傳統的國畫也不要緊，
大可自由發揮，以手寫心。慢慢
地，便會表現出自己的審美能力，
建立起無師自通的自信心。
既然是自學，就靠自己去探
索，這可能需更多時間，做更多
嘗試，意味着會有更多失敗。但
失敗乃成功之母，只要善於總結
經驗教訓，汗水絕不會白流。
回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讀
碩士，學計算數學，讀到第二
年，畢業論文經已完成，剛好這
時有個著名數學物理學家來我校
講學，聽完課後，我打算在已完
成的畢業論文基礎上再做一點工
作。我問那位數學物理學家，他講
的數理方法能否用在我所研究的課
題上，他只回覆我：「不知道，你
不妨去試試吧！」就這樣，我花

若荷

愉韻度曲

自學國畫樂趣多

長跑好手「金毛」戰士一路好走

香港某小學三年班體育 畢賽事）完成世界六大馬拉松的夢想，成
科工作紙主題︰六大馬拉 為香港第二位「Sub-3」跑手！他變成了
松選手楊錦鴻，其中一條 本港跑步界的明星，故事更鼓勵大家︰只
車淑梅
問題︰面對癌症他選擇以 要有目標、凡事可成真！
2019 年 當 他 準 備 參 加 大 阪 馬 拉 松 之
什麼態度去應對？他有什麼值得你欣賞的
地方？沒錯，楊錦鴻（金毛）是一位充滿 際，發覺體重突降，10 月確診肺癌第三
生命力的長跑好手，他的感染力滲透到不 期……他以樂觀態度面對，並決志信奉
同年齡的朋友，可是，這一個堅強的跑手 主，經過四次化療之後，癌細胞縮小，身
體逐漸康復。去年初，他舉辦了「金毛
終於被天父接走了……
4月23日在簡潔優雅的靈堂上，是金毛 50 生日會暨極地同行金毛跑步會及癌症
乖女兒 YoYo 送給父親的四個大字︰奔向 藥物治療資助基金發布會」，為需要的癌
永恒。紀念冊中是太太 Mandy 為丈夫撰 症病人提供上限 3 萬元的藥物資助，他指
出助人比跑步成績更重要！
寫的述史，部分轉載如下︰
可惜去年 9 月金毛健康轉差，癌症復發
楊錦鴻 1970 年出生，家中七兄弟姐妹
排行第三，小時候父母親出外工作，使他 了，並於 11 月受洗，表示了堅定不移信
自 6 歲起入廚肩負照顧弟妹的責任。中學 主的心。
今年 3 月 24 日金毛因呼吸困難再度入
就讀聖公會林裘謀中學，1987 年中學畢
業升讀理工學院，1996 年加入沙田威爾 院，26 日在臉書透露主診醫生告知病情
斯親王醫院腫瘤科任職電器技術員，其後 已經到了不可逆轉的狀態，生命隨時完
結，但內心充滿平安沒有恐懼，希望大家
陞遷為高級機電技術員。
他秉承家族優良傳統，與父親一樣十 不要太難過。29 日他在臉書上貼上與腫
分愛好打扮，但由於婚後少做運動體重不 瘤科主診醫生莫樹錦的合照，他面露笑容
斷增加，直到女兒 2003 年出生，體重接 並豎起拇指，留言多謝莫教授帶領他到終
近 200 磅，身體出現毛病，開始積極減 點前，無言感激，永不放棄！3 月 30 日下
肥，並於 2006 年以醫院管理局員工身份 午金毛病逝，享年 51 歲……他自覺人生
長短並不重要，最重要是活得精彩，最
與同事組隊參加「毅行
後希望大家遇到困難都要笑着面對。
者」，後來更加入了飛
經常強調不用跑得快，最重要有型，
達田徑會跟隨葉啟德教
從熱愛跑步到熱愛生命的金毛，不斷鼓
練練跑，慢慢愛上長
勵家人好友︰真正的死亡是沒有人記起
跑，經過 18 個月的訓
自己……相信，正如金毛大家姐 Wen練，體重由 190 磅減至
dy 所言︰你永遠都會在我們心中，我
130磅。
們一家人永遠都在一起，多謝你陪着我
他是一位充滿熱誠、
們行過了半世紀，我們忘不了你的笑容
不怕困難的跑手，由
2009 年至 2017 年前後 ●馬拉松跑手楊錦 和豁達！一切在心中，今天你跑得快過
用 了 8 年 完 成 自 己 以 鴻不敵癌魔離世。 我們，始終我們在終點再見！
金毛戰士一路好走、帥氣長存！
「Sub-3」（3小時內跑
作者供圖

又見薔薇花盛開

家家廊廊

普通入娛圈被迷惑了的小明星一
般見識，成為了一個自以為是的
明星。聽了這一個故事令到我感
到傷心，因為我認為這位藝人，
他本身是一個有能力的人，但原
來也敵不過名成利就之後的惡
習。
另外我有一位商人朋友說我在
娛圈整整工作 25 年，認識那麼多
有能力的人，為什麼仍然不能夠
成為一個真正的藝人，其實我也
覺得自己有點傻。在娛圈工作就
是這樣的，當你認識他們不代表
他們跟你認識，當你只是一位微
不足道的藝人、當你認識一些大
明星他們當然有禮貌地跟你打招
呼，但他們不是一定在你失業時
出現幫助你，尤其是我這些不懂
得交際手段的傳媒人，只活在自
己的空間，安分守己地做好自己
的工作，更加不懂得擦鞋埋堆，
所以你認識的名人、你認識的明
星、你認識的藝人，不一定要幫
你，不是每一個人也欠你的。
還有，以前我曾任幕前演出工
作，但最終兩年後被一位資深藝
人前輩出賣，令到我電視台合約
沒有了，這個出賣不是我做錯什
麼事，只是我經常說的我們知名
度不高的人，很容易給一些知名
度高的藝人擺上台，被利用，所
以不要期望娛圈一定有朋友，我
相信有一半都是互相利用的，而
這些利用更是麻目不仁。

百百

很多人認為在娛
樂圈工作認識人好
路芙
過認識知識，其實
在我離開電台 5 年間已學懂了知
識的重要性，認識人當然是一個
很好的宣傳方法，但是沒有知識
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用的！
尤其在娛圈工作，多年的經驗
也沒用，當初以為自己能夠在娛
圈有一個立足之地，人面廣，但
其實這只是自欺欺人，在娛圈工
作最主要是群體小圈子，沒有一
個人能單槍匹馬闖進這個世界成
為一個成功人士，例如︰作為一
個藝人能夠找到一位可幫自己推
廣的經理人，這也是人脈圈子的
作用；作為一個歌手沒有一間唱
片公司宣傳支持，就沒有可能在
任何一個傳統傳媒平台立足。
這幾天分別有一些娛樂圈及非
娛樂圈的人士跟我分享了一些獨
特性的睇法。一位娛圈資深朋友
告訴我，原來某一個天王巨星，
一向對傳媒宣傳都是靠自己獨當
一面成為天王，但是原來背後根
本是憑着自己娛圈的親戚支持一
把才能有機會，並且順利進了這
個娛圈大本營後，便將這個親戚
推開，簡單講是用完之後便不要
了。再者對方覺得自己已到達天
王的級數，什麼人說一些不好聽
的說話他也不需要聽，當然身邊
也有很多牛鬼蛇神講一些恭維的
說話，這樣發展下去根本同一個

淑梅足跡

新中國成立初
期，面對西方的孤
立和封鎖，毛澤東
陳復生
主席和周恩來總理
的第一代中央領導層制定了核心
外交政策︰「另起爐灶」、「打
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一邊
倒」三大方針，一洗百年來我國
半殖民屈辱的外交歷史。
1949年11月，周恩來總理在外
交部成立大會上明確表示，新中
國的外交必須具有獨立的精神，
沒有畏懼，並有信心。新中國堅
定地奉行以和平為宗旨的獨立外
交政策。
1953 年底，周恩來總理會見印
度政府代表團時，他首先提出了
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
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
的五項原則——「和平共處」。
翌年，周恩來總理應邀訪問了印
度和緬甸。中國和印度、中國和
緬甸雙方總理在聯合聲明中，正
式主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
國際關係準則。「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經歷了嚴峻考驗，解決了
世界上許多爭端和矛盾，是為實
現世界和平的基本準則。
在過去的七十多年中，與我國
建交的國家數量從新中國成立之
初 的 18 個 增 加
到 179 個（截至
2019 年 9 月），
與 110 個國家和
地區建立了各種
形式的夥伴關係

梁君度

文公子手記

點滴

和平共處

都市的生活雖然很忙，但有時候
也需花時間去做一些不起眼的事
王嘉裕
情。比如，養一隻小烏龜，種一棵
植物。可能大家會覺得這樣的事情只是無聊打發
時間，在我看來卻不是這樣。因為它們都是在精
神世界裏，以一種力量影響着我們。
前段時間，我在網上購買了好幾個盆栽，也買
了些青草的種子。我把種子撒到泥土裏，輕輕鋪
上營養土，並給它輕輕地澆水。自從種下了青草
種子，我每天就會關注它的變化。然後我就靜靜
地等待。幾天之後，一棵棵嫩芽探頭探腦地鑽了
出來，那芽尖上頂着晶瑩的水珠，看上去十分惹
人憐愛。看到它們在生長，我的心情是新奇而期
待的，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東西，但也寄託着希
望，平凡的生活也變得美好起來。其實，在等待
的過程中，我也曾經有焦急的心情，而且它每天
的生長都是一點點非常緩慢的。我也懷疑過，那

些花則似雙瞳剪水，朝着人笑盈盈的。
曾穿了草綠色的毛衣與它合影，畫面上，紅
綠映襯，格外矚目。從那面牆裏邊，經常看到
一位30多歲的女子，自大門口出來，不熟悉，
也不說話，卻時常同在一個會場開會，貌似我
們在同樣的工作崗位。真正熟悉她，卻是在十
幾年後，這時的話題已不再是薔薇花，而是文
學采風、詩歌和散文創作。2018年春天，也是
在這個時節，我們去一個農莊趕赴花期，去朋
友的花圃裏去看雪樣的流蘇花、五彩月季、白
色花瓣的文冠果花，然後在那裏留影拍照。
不久後，小城一條景觀大道兩側的櫻花開
了，幾個朋友相約去看。那天晚上落雨，夜晚
有些着涼，晨起沒及赴約，只看到她們拍完之
後在微信群裏發的與櫻花的合照。那是和她最
後的一次相見，此後便聽到她病重的消息，不
足 6 個月，她便去世了。那是一個非常愛美的
女子。在殯儀館，我去送她最後一程，她的面
容始終掩遮着，不曾看見。我想，大概她早就
囑咐過家人，不讓人看見她那憔悴的模樣。
我始終懷念那面牆，還有那些最後終於被人
砍伐的薔薇，那裏已經從一座辦公機關大院變
成了一處住宅小區。薔薇早已經不再，嶄新的
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好在我從學校搬出來後，
在新家的後面有一座公寓，公寓南面的那道長
廊上，碧綠的藤蔓把整個長廊爬滿了，粉色的
薔薇花成了小區裏的一道風景。你看，真的是
「枝間新綠一重重， 小蕾深藏數點紅」呢，那
將開未開的花朵，就像掛在春天裏的花環，鑲
嵌在大地上的花的王冠，在時雨時風的大地上
蓬勃向上，格外靚麗。
每年，當地都要出現幾次沙塵天氣，天地之
間被風吹得昏天黑地，繼而是一場場雨後寒
流，對農作物影響極大。有一年朋友家種的土
豆，眼看新芽冒出，新葉長成，這時突然寒流
來襲，把那些早期的嫩芽凍的像燒焦了一般，
一夜之間被凍成鐵銹色，卻無能為力。而在這
個季節裏的植物卻不同，經過了寒冬的歷練和
自然生長，竟然也能挺受淒風苦雨。
大自然的冷暖只能推遲它們的花期，卻不能
傷害它們的一葉一枝。就如昨天，白天還是晴

朗的天氣，晚上竟然颳起風來，一夜狂風大
作，呼呼作響，門窗抖動，幸而是在晚上，若
在白天，真的不知怎麼出行。就是夜晚，這狂
風也讓人擔心，真怕那些薔薇被這麼大的風給
颳下架來，那些花被狂風摧殘。然而早上，我
去長廊探望，卻發現那團團緊簇的薔薇並無大
事，絲毫沒有影響它們擠挨在長廊花架上的樣
子，也沒有影響花兒的盛開。「朵朵精神葉葉
柔，雨晴香拂醉人頭。石家錦幛依然在，閒倚
狂風夜不收。」唐代詩人杜牧的《薔薇花》寫活
了這個季節的天氣，也寫活了4月裏的薔薇花，
讓它們穿越千年，於今天復又得到美麗的佐證。
今年的春天，心情像天氣一樣陰鬱，合着風
雨的節奏，總覺傷悲，好像也錯過了許多的花
期。幸好我離那架薔薇不遠，它能給我一點美
麗的慰藉。隔着窗，我能看見綠葉婆娑，粉紅
招展，打開窗，就能聽見鳥兒「啾，啾，啾
啊」的歌聲，夜晚長長的夢裏，是牠們的歌聲
驅散黑暗，將黎明喚醒。當晨間的聲音開始嘈
雜，那些鳥叫的聲音這才聽不見了，那花架上
也不見了鳥兒的蹤影，大概是飛到別處草叢裏
覓食去了。偶爾也會聽不到鳥叫，也許是醒來
就看手機的緣故，精神的集中把鳥叫聲給屏蔽
了。但是只要夜晚下雨，黎明時分的鳥叫是不
請自來的，夜晚狂風大作，鳥兒照在同樣的時
刻鳴叫起來，「啾啾」的聲音清亮如水。我打
開窗戶，尋找牠們的身影，在離薔薇花架不遠
的一棵石榴樹上，我找到了一隻歌唱着的小
鳥，牠的羽翼正隨着喙間的音頻不斷抖動，這
是比鬧鐘還要準時的「音樂」啊。那些晨起的
鳥兒，是夜宿在薔薇花的花叢裏嗎？
或許是吧，不然，牠們的聲音不會讓我聽
得這麼分明，聲聲入耳。
經常做這樣的夢：也是這樣的季節，我第一
次在一面牆上看見它，先是很少的一蓬，每年
都會長出許多，後來就把那面牆爬滿了。有時
我從那面牆下走過，能聞到牆上薔薇的花香，
聽到蜜蜂嚶嚶嗡嗡的聲音，仔細看，那是牠們
在花朵上匆忙採蜜的身影。只是花下的人，有
的已經找不到了。流年之旅，繁花爭艷，有着
無窮魅力春天，卻是一個讓人懷念的開始。

在生長中看見希望
種子是不是壞的，幼小的苗是不是長不高的……
是的。我感到焦慮，並且沒有耐心，還有過放
棄的念頭。可後來當我看到它茁壯生長時，我忽
然明白了我這種心態，辜負了那棵平凡的植物。
由此聯想到，在生活中我們常常都有這種心
態——焦慮、敷衍、懷疑。那我們又辜負了誰
呢？我們辜負了自己。難道不是這樣嗎？焦慮，
在我們當今的人群中已經常態化了。我們總是覺
得壓力很大，會設想各種各樣的後果，但是我們
卻沒有留意到，我們是否又傾注過耐心去等待。
在生長中看見希望，這是一棵小小的植物告訴
我的。想一想我們自己，是否也處於生長中呢？
像那株小草那樣，當它還是一棵種子時，哪怕是
每天勤快給它澆水，給它鬆土，它的生長也是緩
慢的，因為它必須要經過那樣的過程，吸取力
量，往上生長，並沒有捷徑可走。可它依然能夠
在泥土之中，安靜地努力，那一點點的緩慢生

長，也許別人看不到，卻在它自己心中，哪怕它
所處的環境還是黑暗的，它卻能夠看到希望。而
我們呢，我們很多時候的處境，不正是同這棵小
草一樣嗎？但是我們經常有的是焦慮，卻很少有
耐心等待。
像一株小草學習，學會從生長中看見希望，讓
我獲益匪淺。從某種程度來說，我們經常處於壓
力中，其實就是在成長中。也許我們現狀過得不
如人意，也許我們的生活出現很多煩惱，也許我
們都在努力掙扎，但是，我們應該明白，這就是
成長呀。把焦慮和浮躁拋棄，去看見希望吧！慢
慢來，不着急，永遠保持沉靜的心。無論這個世
界如何變，無論我們所處的環境是怎樣，只要我
們有着一棵平靜而有力量的心靈，我們就一定能
夠看見光明。
只要我們敢於堅守，努力發現生活的希望和樂
趣，生活一定饋贈我們更大的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