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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萬竹園我不知遊過多少趟，只是內行人

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以外行的眼光走馬觀花，

我對這座古典庭院的珍貴之處不甚了了，因而有了

再遊的念想。

穀雨後，正是泉城春色最濃時，一個春光明

媚的早上，我興意盎然地進趵突泉，看了“三股

水”後，經無憂泉向西南方向慢慢溜達，穿過一片

竹林，便到了萬竹園的東門。

“二十四泉清流遍繞樓台亭榭，萬千個竹綠

意長存春夏秋冬”，兩側門柱上鐫刻的由濟南著名

文史專家徐北文先生撰書的楹聯，把萬竹園的佈局

風格、建築特色和人文風光凝練形象地勾畫了出

來。

跨過高高的木門檻，迎面是一座圓形花壇，

壇中央矗立着由太湖石砌成的假山，“透、瘦、

漏、皺”的奇石，在松柏和翠竹的掩映下，顯得玲

瓏剔透，幽靜典雅，彷彿是大宅院一道優美別致的

影壁牆。影壁能遮住人的視線，卻擋不住歷史的煙

雲，站在這座古樸典雅的庭院前，許多歷史傳說和

故事浮現在眼前。

萬竹園始建於元代，因園中多竹而得名。明

隆慶四年，歷城籍的大學士、當朝相國殷士儋辭官

歸隱於此，經重建易名為“通樂園”。園內樓台亭

謝之間，有望水泉、登州泉和白雲泉等潺潺清泉，

其中望水泉在《齊乘》所載金人《名泉碑》開列的

七十二名泉中，名列第二十四，故亦稱二十四泉，

泉邊築了“川上精舍”，邀集文人墨客論道吟詩，

其中詩壇“前七子”的歷城籍詩人邊貢、“後七

子”的歷城籍詩人李攀龍、以及歷城籍詩人許邦才

等都是常客。

殷士儋的學生、二十四歲就成為明朝萬曆皇

帝老師的“三代帝師”于慎行，曾用“泉水故自花

間出，山色依然座上來”的詩句，描寫萬竹園的風

光。

康熙三十一年，祖籍浙江杭州、幼年隨父遷

居濟南成為詩壇怪傑的王蘋，後來購得此園，重建

後命名為“二十四泉草堂”。他在《王氏南園記》

中記述了萬竹園的優雅環境和讀書吟詩的悠閒生

活，“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

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王蘋

把畢生苦吟的詩作輯為《二十四泉草堂集》，為萬

竹園的歷史留下了文人雅士的濃墨重彩。

清末民初，山東督軍張懷芝集江南江北的能

工巧匠，博採蘇州園林、京城王府和濟南四合院之

眾長，對萬竹園作了重建擴建，稱為“張家花

園”。內有三套院落，十三個庭院，一百八十六間

房子，還有五橋四亭一花園和多處名泉。前、東、

西三套院落各沿中軸線成“品”字形排開，樓台亭

閣，玲瓏雅致，院落與溪流、泉池、小橋、亭子自

然銜接，迴廊環繞，流水瀠迴，古樸清雅，園中空

間一環扣一環，庭院一層深一層，院院相通，形成

庭院深深深幾許的意境。元代著名書法家、畫家、

詩人趙孟頫曾讚詠萬竹園，“樓下寒泉雪浪驚，樓

前山色翠屏橫……簷外白雲來寄託，樑間紫燕總

關情。濟南勝概天下少，試倚闌干眼自明。”

掠過歷史的煙雲，我跨進了假山北面東側的

第一個院落。整座萬竹園最賞心悅目的是房舍樑

柱、額枋、石欄、石墩、門裙、牆面等處的木雕、

石雕和磚雕，用圓雕、浮雕和透雕藝術雕刻成的各

種圖案，精美絕倫，寓意豐富。

先仔細觀看飛簷翹角的牌坊式大門：自下而

上，瓦當、滴水、額枋、掛落、雀替、出頭枋、墀

頭，門樓的每一個建築構件都精雕細刻、涵義美

好：掛落用鏤空的雕花板做成；出頭枋是透雕彩

繪，圖案是祥雲壽桃；大門的兩個雀替構件，一個

是纏枝牡丹，一個是兩隻蝙蝠，牡丹是百花之王，

象徵富貴吉祥，蝠是福的諧音，寓意福祿雙全；大

門出頭枋的圖案是祥雲壽桃，象徵長壽吉祥；大門

的墀頭，磚雕下方的圖案是獅子繡球，東牆上方是

妙筆生花，蘊含又陞官又有才的美好寓意；門框上

方金黃色的淺浮雕，圖案是鳥語花香，寓意是生機

勃勃；大門底部是石墩和柱礎，東邊石墩的上部是

圓雕石獅，下部是浮雕花卉、麒麟望月，都寓意深

長，非常精美。

穿過大門樓，眼前是一孔小石橋，橋欄由幾

何圖形構成，橋頭南柱雕着八仙過海，橋北緊連着

第二個四合院的大門，二門東西兩側各有一座獅子

石雕，門板上有金黃色的菊花木雕，雀替上是木雕

纏枝牡丹，出頭枋上是木雕荷花翠鳥。翠鳥在大明

湖至今仍能看到，從荷花翠鳥的木雕可以窺見這座

古典園林的文化背景和地域特色。

進二門便到了石榴園。垂花門的四扇屏門

上，自西向東各透雕梅花、菊花、荷花和牡丹；門

墩東邊雕的是壽桃、葡萄，西邊雕的是柿子、石

榴，寓意長壽如意，多子多福；東廂房出頭枋上雕

刻着石榴壽桃，其中石榴去了一塊皮，鮮紅的石榴

籽暴露在外，非常逼真；石榴園正房上出頭枋的木

雕，形如龍頭，蘊含昂揚向上的寓意。

向北走兩步，就到了玉蘭院。玉蘭院的正房

叫恒明樓，這是萬竹園唯一的一座兩層樓房。三十

一年前，濟南市把東軸線上的這兩個院開闢為祖籍

山東高唐的全國著名大寫意畫家李苦禪紀念館，展

示李苦禪先生的畫作。恒明樓的匾額是趙樸初先

生題寫的，門柱上的楹聯“至聖無域澤天下，盛德

有範垂人間”，是李苦禪先生的絕筆。

出李苦禪紀念館，我又回到太湖石假山，依

次遊覽西軸線上的杏花院、海棠院和木瓜院。最南

端院子的大門是向東開的，進門便是杏花院，院北

面是四面亭，望水泉就在亭子北邊，泉池南北中軸

線上有一座石板橋，橋南端東西兩側坐落一對石

獅；石橋兩個橋墩的東西兩側四個立面上，是栩栩

如生的八仙過海的石刻。

走到橋的北端，進入海棠院，一幅幅圓雕、

浮雕和透雕，細緻精巧，寓意豐富。如磚雕鹿鶴同

春，鹿的諧音是六，鶴的諧音是合，寓意上、下、

東、西、南、北六個方位六合同春，天下太平；垂

花門西側看面牆上中心花雕刻的是百鳥朝鳳，四個

岔角分別是龍鳳蝙蝠和喜鵲，寓意龍飛鳳舞，福至

喜來；西廂房墀頭的木雕是雲海天馬，寓意天馬行

空；正房出頭枋上雕有佛手、仙桃，象徵多福多

壽。

院北有一泓清泉，名為溪亭泉，泉池上有座

小石橋，橋上有個愛荷亭，橋和亭上的石雕、木

雕、磚雕有祥雲騰飛、西施浣紗、王羲之愛鵝等；

愛荷亭南橋的北橋頭，雕有漁、樵、耕、讀4幅石

刻，隱含有餘、多薪、豐糧、出仕的美意；愛荷亭

北橋南的橋頭石雕是虎、豹、獅、象，寓意是虎虎

生威，世世吉祥。穿過溪亭泉，北面就是木瓜院，

院內的石雕、木雕和磚雕同樣精美絕倫，麒麟望

月、麒麟祥雲、松鶴延年、喜上眉梢、平安富貴，

一個個寓意吉祥的雕刻，令人歎為觀止。

出木瓜院進入西花園，清風竹影，草綠花

紅，清幽靜雅，呈現出唐代詩人張謂描繪的“竹裡

登樓人不見，花間覓如鳥先知”的景象。

萬竹園這座收入《中國傳統民居建築集》的

精品宅院，如同一個傳統文化的寶庫，步步是景，

處處是寶，魅力無窮，看千遍也不會厭倦，院裡的

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是讀不完的詩篇、賞不夠

的藝術。

前段時間，丹麥駐華大使館官方

微博發文宣稱該國海域被一種稱為太

平洋生蠔的物種入侵，對其海岸生態環境造成極大的

破壞。文章裡說，丹麥科學家和漁民已經向丹麥自然

保護局投訴多次，但依然沒有辦法解決，丹麥政府也

公開鼓勵國民去採集生蠔帶回家烹飪，但丹麥國民響

應者寥寥無幾。

據稱，丹麥貝類研究中心的教授還向自然保護

局、環境保護局發信，丹麥有關部門還找到了當地漁

民希望解決，但各級政府機構都在相互推諉，對此事

束手無策，只能任由生蠔肆掠其國大好海岸。結果，

這條微博在中國互聯網瞬間火了起來，中國網友戲稱

丹麥應該開闢吃生蠔簽證，十年內無限次往返，估計

用不了五年就能消滅全部生蠔……中國的吃貨網友對

丹麥政府唯一的問題是：這些生蠔，是要吃成珍稀還

是瀕危？

據後來的媒體報道，還真有住在丹麥的中國人帶

着家人在丹麥海岸，一天就挖了三四百斤生蠔，除了

在海邊當場吃掉，還帶了不少回家，以中國的烹飪方

式吸引了不少丹麥當地人圍觀並加入吃貨團隊，看來

中國吃貨為丹麥政府排除這次的生蠔憂慮是指日可待

啊！

我是個吃貨，從小便很“為食”。作為廣府人，在

我“轉型”吃素以前，我也如同北方人傳說中的“天

上飛的除了飛機不吃，地上跑的除了汽車不吃，水裡游的

除了潛艇不吃”之外，一直本着吃貨本色，盡情享受着

人生中各色美食的各種美味。

我身邊的吃貨朋友們大抵都是如此。小的時候我

隨父親工作調動在韶關山區住了一段日子，吃了很多

的野味，除去那時候感覺肉鮮味美的各種毒蛇不算，

野豬、黃麂、穿山甲等在那時是家裡餐桌上常見的菜

式。後來南下深圳定居，直到“非典”發生，知道

“非典”是因為吃野味引發的病毒，我的“為食”才隨

之收斂了一些，再也不敢為所欲為地胡吃海喝。

當然生蠔被中國人吃成珍稀或者瀕危的可能性不

大，如今有了人工的介入，生蠔的繁殖並不困難。其

實人類為了滿足自己的口慾，早已經研究出多種動物

的人工繁殖方法了。儘管如此，被人類吃成珍稀和瀕

危的動物還真是數得出來，譬如大猩猩、三文魚、金

槍魚、北美馴鹿、日本小鬚鯨、大象、海龜、印度野

牛、恒河鯊魚等等。我在選擇素食之前酷愛吃魚，但

凡進餐，幾乎是無魚不歡，尤其喜歡吃三文魚。

曾經有客戶請我吃飯，為了討我歡心，吃的是全

魚宴，一桌上來竟然有十幾個種類的魚。就這樣，

“為食”的我一直吃到自己由於體重過高開始辟榖減

重。或許是機緣巧合，辟榖之後我的身體再也無法進

食肉類，勉強吃過肉食幾次嘔吐和腹瀉後，我選擇了

食素。

素食之後我再不曾在餐桌上碰過肉類，單是聞見

肉味兒便覺得腥臊，只想避而遠之。如此日久，心也

變得柔軟起來，日常見到貓貓狗狗之類的寵物便愈發

地感覺親近，對待別的動物也寬容了許多，對於身邊

的親戚朋友，性子也柔順了幾分。一面柔軟了，一面

也剛硬了：身體的一些頑疾慢慢地減退和消失，生病

的機率也降低了，對外界，則是無慾則剛——因為對

俗世間一些事物的需求減弱了，自然腰板變得挺直，

做回了自由的自己。

只吃素食的吃貨仍舊是吃貨，這樣的吃貨雖然無

法替生蠔泛濫的丹麥政府排憂解難，但是卻能安心地

守着一方清淨地，盡力讓這個世界的生態保留一點平

衡。人類自以為是生物鏈的頂端，什麼都敢吃，可是

我們忽視其他動物的生命，總有一天，我們的生命同

樣岌岌可危。

胃能拯救還是毀滅世界？

庭院深深萬竹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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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媽媽都消失了
母親節剛過，一

如市場預期，多少多

少種母親節禮物，如何如何為母親慶

祝，等等，成為一年一度的媒體指定

動作，也是商人促銷的好時機，卻也

提醒天下子女藉此機會向媽媽表達一

下心意。

在很多人的成長過程中，母親的

形象遠較父親突出，天下歌頌母愛的

文章也很多，母親成為愛和“犧牲”

的代名詞。

因為在傳統式男主外、女主內的

社會中，母親有較多時間跟孩子相

處，噓寒問暖，煮飯更衣講故事，陪

伴着孩子長大；而孩子的確是在母親

身體內孕育的，有臍帶相連，這是父

親的“先天缺憾”。所以，母親對孩

子的付出也較心甘情願，很多人也受

到母親的教誨影響。

然而，社會在變，人的觀念也在

變，當“文明社會”狠批“養兒防

老”是“舊觀念”時，母親的形象在

年輕一代的心目中也在悄悄改變。

無線近年的電視劇有一個“如有

雷同，純屬巧合”的現象，就是有特

別多被雙親拋棄的孤兒，尤其是被母

親拋棄的。多年後，在血緣召喚下，

母子/女重逢了，讓人看到母親自私的

一面。

前年，韓瑪利就曾在一部電視劇

中飾演拋夫棄子的女法官；而趙雅芝

多年後回巢拍的《風雲天地》，所飾

演的大律師莫雅文也是一位拋棄兒子

（黃德斌飾演的集團董事曹志宏）的

女人。這兩位擁有法律學位的女人自

然是以成功之姿重現，她們為事業和

地位“犧牲”了親情。

到了上月播完的《心理追兇》

中，我們又見到另一位拋夫棄子的女

人︰米雪飾演由楊明、蔡思貝飾演的

童日和童月兄妹的生母廖詠嫦。

她的棄兒理由更簡單︰兒子童日

患有輕度自閉症（亞斯伯格症候），

小時候調皮，令她感到照顧一對兒女

負擔太大，就藉機扔下子女而嫁給富

商。由於對方不喜歡小孩，就隱瞞自

己有子女，他們也沒有生育。多年後

母子重逢，思念母親的純情兒子輕易

地原諒了母親當年的狠心，妹妹雖有

不甘，最後也接受了。

我不知道編劇這個無關痛癢的安

排，想帶出什麼信息。

但是，媽媽突然消失了，卻給我

這位不是電視迷的女兒/母親留下深刻

的印象：現代母親為了追求幸福，如

此輕易地犧牲兒女，甩掉責任！

“孟夏之日，萬

物並秀。”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用這句話為“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論壇開幕式揭開了序幕，形

容這是好時節。他熱情洋溢地歡迎來

自一百多個國家的各界嘉賓齊聚北

京，共商“一帶一路”建設合作大

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獻計獻

策，為這一世紀工程造福各國人民。

2017年5月14、15兩日，在北京舉行

這一世紀外交盛典。我們的習近平主

席在開幕式上宣講，並在高峰論壇圓

桌會議發表主旨演講，鏗鏘有力的講

話，內容精闢，獲得與會者及各國關

注，好評如潮。

高峰論壇無論在組織、選址、內

容、議程安排都獲得點讚，彰顯了中

國的外交及綜合國力的實力和軟實

力，而更為突出的是習近平主席所顯

示的世界領袖風範，更令人矚目。

習主席利用這次盛會，向世界發

出了重要的訊息。他強調“一帶一

路”不輸出社會制度，不干涉他國內

政，實現戰略對接，優勢互補，創共

贏新模式。

在“一帶一路”峰會圓滿結束

後，論壇發表聯合公報，習主席在記

者會上宣佈論壇形成了270多項成果清

單。

習主席強調“一帶一路”建設是

長期工程，前方的路還很長，把藍圖轉

化為行動，不斷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果。

中國有句老話：“路通則財

通”，財通了也就萬事皆通。在會議

上，習主席宣佈了向絲路基金增資千

億元（人民幣，下同），並開展各新

項目，共輸入約一萬億元，實在是令

人振奮的舉措。據一媒體記者有心思

地細算過，“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是

中國今年最重要的主場外交，也凸顯

習近平大國領袖的地位。

習主席在開幕式會場演講時，現

場掌聲雷動，多達27次，最熱烈的掌

聲是習主席談及要將“一帶一路”建

設為和平之路時，掌聲最為哄動。

習近平在論壇期間與多國領導人

會談會見，其中有多位是女性。例如

智利總統、瑞士聯邦主席、波蘭總理

等。

出席論壇的多國領導人、國際機

構的領導人都異口同聲讚揚中國所倡

議的“一帶一路”是非常成功的，使

各國合作不斷深化，團結及凝聚全球

化，體現經濟邏輯，引領世界新潮

流。期待能擺脫集體行動困境，凝聚

各國領導的智慧，中國率先做出了榜

樣，也作出了擔當，期待將高峰論壇

常規化。

很高興的是，習近平主席宣佈

2019年將再次召開“一帶一路”國際

合作高峰論壇。中國出了一個習近平

主席，實在是中國人的驕傲、世界的

幸運。

鄧麗君，這位躋身國際歌壇

的巨星，離世二十多年了。一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風靡着萬千

歌迷，有說音樂無界限，鄧麗君的歌曲不單止是無

界限，簡直是跨世代、永垂不朽！

筆者我心中只有一位偶像，就是鄧麗君這位巨

星中的巨星。有幸的是，在那些年筆者生日，一班

好朋友包房（某著名食肆）為筆者慶祝生日，大家

正聊天歡笑得熱烈時，包房門口突然被人推開，一

位戴着墨鏡、長手套、絲巾中遮掩着半邊面，手拿

香檳及一束大鮮花的女士出現，筆者和朋友們望着

這位女士，心想︰“她是誰？”當這位女士脫下墨

鏡、絲巾那一剎那，大家都驚訝尖叫起來︰“鄧麗

君！”

原來朋友中有人跟鄧麗君是好閨蜜，知道筆者

心中偶像是鄧麗君，於是邀請她出席，給予筆者驚

喜！這驚喜真的真的很大、很大……當時那一幕，

筆者這一輩子也忘不了，忘不了！

那天的一切一切是忘不了，偶像坐在筆者旁

邊，除了祝筆者生日快樂、幸福開心外，還改了原

來的菜單，由四千多元（港幣，下同）變為八千多

元的菜式（當時四千多元的菜式已是中上價格

了），但宴請筆者的朋友們都沒有異議，她們說︰

“偶像到來，是我們的大榮幸啊！”嚇！生日主角

是筆者我呀！

飯後令筆者更驚喜的是，鄧麗君提議帶我們到

一間只有四十個座位的卡拉 OK（日本人開的

店），繼續慶生的下半場。當鄧麗君推門步入時，

店主（日本人）向她作四十五度鞠躬以示歡迎，店

內當時約有十多位客人吧！他們見到巨星的到來感

到驚訝又雀躍（拍手掌）！一間小型卡拉OK頓時

熱鬧起來，店主更是笑得合不攏嘴了。

突然卡拉OK的音樂台響起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旋律，鄧麗君拿起麥克風，面對着筆者唱《月亮代

表我的心》，全場掌聲雷動！

筆者我更是激動、感動得眼淚也流下來，發夢

也不曾想過有這麼“震撼”的一幕呀！之後鄧麗君

還要求大家跟她大合唱另一首歌曲《漫步人生

路》，卡拉OK的熱烈氣氛，簡直是到了頂點。鄧

麗君附在筆者的耳邊說︰“我送了你四十萬啦！”

原來鄧麗君某年為亞洲電視的春節節目獻唱了

兩首歌曲，歌酬是四十萬嘛！那年這一份生日禮

物，筆者至今回憶起來，依然感到震撼！

忘不了的鄧麗君

有些新聞主角不

幸的遭遇，讀來令人同

情之餘，也不免令人震驚和慨歎，像

蜜月期間的新婚夫婦，開開心心拍照

時，女的後退幾步不慎墮海溺斃，或

是結婚前夕情侶駕車同遊失事男女陰

陽相隔之類慘劇，當事人謹慎一點就

不可能發生了。

可是類似意外，這半年內已不知

發生過多少宗︰有男的在高危工作中

遇難，也有因捨身救人而殉職，更多

是在車禍中身亡，而那些不幸事件的

男女主角，偏偏正多是碰上新婚不

久，或是結婚前夕的那些準新娘就是

準新郎，悲劇性便更加濃得唏噓。

車禍中的情侶會否不幸在樂極生

悲，諸如開車高速遊樂，轉彎抹角顧

不得交通燈和前後左右車輛，或者卿

卿我我兩情濃到如膠似漆時，風馳電

掣中失控而出事；其中還有坐在dead

seat的準新娘拋出車外身亡，而緊握方

向盤的男方人急智生，千鈞一髮中逃

過大難。

大概結婚這樣的終身大事，任何

人事前事後總有過不多不少心理鬥

爭，情緒受過一定影響是必然的了，

因興奮樂極而忘形者有之，因籌備婚

禮問題困擾而煩躁不安者亦有之，就

算不同情緒，同樣都令沐浴愛河中的

愛情男女主角神思昏亂。

尤其是高危工作中的準新郎或新

婚丈夫，一旦心不在焉急於下班便大

有可能出事了︰此外新聞中也曾有過

初獲麟兒的好爸爸，急於回家為兒子

慶生，有可能在工作期間懸念家人而

發生悲劇，諸如此類事件，今日比其

他年代多見，由此便可知現代人生活

比過去緊張情況嚴重得多，是不是與

工作超時和生活指數日高帶來的壓力

有關，應該請關心社會問題的專家們

好好研究一下了；同時也得要提醒喜

事將臨的未來主角，記得作好心理準

備。

無論開心或煩惱，遊樂或工作時

都要頭腦絕對保持清醒冷靜，別讓情

緒失去平衡，一時不慎而鑄成大錯。

可避免的悲劇

社會上稱俊男美女為“男神”、

“女神”；對嫩一點的又形容為有“仙

氣”。以前難得見“神仙”，得見即精神為之一振；今

天俊男美女特別多，“神”、“仙”滿街走，可謂目不暇

給。如果你兒子高大威猛，可能無端被封了“男神”，孫

女變“小仙女”，自己未上天堂，已被擺上了神枱哩。

最近有飲食集團為宣傳旗下食品，包裝了一個“超

神”的故事，請了一位意大利“男神”赴港宣傳意大利

咖啡文化，這位號稱全球最靚仔數學教授，將意大利咖

啡豆帶到香港，成功製造了話題，颳起了意大利咖啡的

旋風，連賣快餐的阿姐，開口埋口都講意大利咖啡。

這名意大利“男神”，擁有高顏值，也有高學歷，可

算是“超神”水平。這小子從意大利到英國讀書，因為

有樣有身材，被英國星探發掘，訓練成了名模，擔任國

際名牌的模特兒。然而此子讀書成績又甚佳，大學一級

榮譽畢業後，在倫敦大學學院任職機械工程學系數學教

授，據說他的課堂上課率極高，曾經達到百分之一百的

出席率。因為擁有高顏值和高學術背景，因而在網絡上

爆紅，被封為“世界最性感教師”。

美男赴港賣咖啡，竟然上了電視台的港聞時段，電

視新聞煞有介事報道了“男神”來港的旋風。朋友問，

從消費角度，這只不過是一個消費話題，如果從美男角

度，頂多是娛樂新聞，與港聞有何關係？

看來今時今日的新聞觀念似乎變了，過去嚴格區分

新聞屬性的傳統已被衝破。今天的新聞完全從話題出

發，網絡紅人被熱捧，說你靚，說你醜，有話題就不難

上新聞版。“格鬥狂人秒擊太極大師”，你說是屬於哪

種新聞？都說不清楚了。

“超神”

連盈慧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呂書練

獨家獨家
風景風景

思 旋

思思旋旋
天天地地

方 芳

方寸方寸
不亂不亂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痕留痕

■已故的鄧
麗君人靚聲
音美，深受
歌迷喜愛。

■米雪（右二）在剛播完的劇集《心
理追兇》中飾演楊明、蔡思貝的生母
廖詠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