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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又到了一個上午，這是我發現牠的第
五天了。有兩個女孩，是大院裡的學生。當
我裝作散步，裝作無意走向那個角落，這兩
個女孩正在給狗狗餵火腿腸和饅頭，我的眼
睛濕潤了，深深鬆了口氣。還好，終於有人
也心生憐憫，在照顧牠了。我向兩位女孩走
去和她們聊天，向她們講善待動物的道理。
我分明不是在和兩個女孩聊天，因為我表情
刻板，情緒激動，我的語氣裡近乎乞求。
女孩告訴我，這條小狗的腿是被兩輛轎車

撞傷的，第一輛撞過之後，緊跟着第二輛又
撞了過來。可惡的是那兩個司機，竟然沒有
一個人下車，更談不上給牠醫治。這是一個
居住人口密集的小區，又是離小區入口處不
遠，車輛行駛不可能太快，可這麼慢的車
速，竟然有人能將一條黑色的小狗撞傷，可
見他們不是躲避不及，而是根本不屑於躲
避，他們用漠視的態度，表現出他們對於一
條弱小動物的無視。
也是從那天早晨開始，我打開手機，連接

網上，替狗狗在網絡上尋求救助。首先，我
在微博裡找尋救助狗狗的信息，無論是外地
的還是當地的，我都留下了求助信息。可
是，沒一個微博給我回覆。最後，搜到當地
一家流浪貓狗救助站的微博，並在上面留下
發現幼小狗狗，而且傷殘需要救助的文字，
懷着無望和沮喪的心情，不抱希望地等待。
不久，這個微博的管理就給了我回覆，問

我居住在哪裡，一條什麼樣的狗狗，牠現在
在哪個小區。我看到後欣喜過望，終於有人
關注我的留言了！趕緊提供了詳細情況、發
現地點。為了方便聯繫，我加了微博上公開
的QQ群，又把發在救助站微博上的信息在
群裡重複了幾次。有群員說，今天晚上群主
不在，她去給小窩打掃衛生了。她每周都要
抽下班的時間去小窩打掃衛生，不管天氣多
熱，糞便多髒。我聽了心裡熱熱的，很是感
動。他們說的這個小窩，就是流浪貓狗救助
站租來圈養弱小傷殘貓狗的地方。
這個晚上，我睡得很晚，等我早上起來，

打開手機，看到群裡有人@我，問我現在哪
個位置，可以用什麼方法救助，有沒有臨時
的籠子，先把狗狗圈住。我說籠子有的，但
我離救助站很遠，救助站在市區，而我在離
市區一百多里的縣區。她就是群主嗎？她就

是救助站的管理員嗎？看起來，她比我睡得
更晚。我告訴她這條狗狗傷得很重，牠的後
腿好像是斷了，身子好像也殘了。只有三條
腿能走路，一跳一跳的，瘸着走，很是可憐
的。說着說着，我甚至激動地流下淚來。

點點——我後來知道的她的名字，說，我
現在上班，下班後再給您聯繫。下午，大約
三點多鐘，我又到那個角落，看見小黑——
我已不自覺地叫牠小黑了。牠在離床墊不遠
的地方爬着，有汽車來，牠會驚恐萬分地逃
開。和人類一樣，牠也是「一日遭蛇咬，十
年怕井繩」的。狗狗的記憶力特別強，與人
相比，牠更容易接受此前的教訓。
下午五點，我接到點點在群裡發出的信

息，我們馬上去你那裡，你先把狗狗控制
住，不要讓牠走丟了。我看到信息就往樓下
跑，去角落裡找狗狗。我沒有用籠子圈牠，
牠那麼警惕，對任何人都懷着戒心，我實在
不忍心驚動牠。就這麼跟着牠，牠走到哪
裡，我就走到哪裡。好在牠走得不遠。其
實，牠哪裡需要人去控制？牠那麼小，身上
還有致命傷，就連走路都走不穩當。牠拚命
挪動着自己的身體，無非是想找一些食物，
水，一片躲避盛夏的陰涼。

六點多，點點到了，她給我電話，我迎到
小區門口，是一輛麵包車，點點和兩位中年
人下來，年長的女士向我介紹說，那位是點
點。從外表看來，她是一位沉靜，卻又顯剛
毅的女孩，年齡有二十三四歲。這時，我卻
找不到小黑了，我們一起找了幾個巷子都沒
有找到，返回小黑「躲藏」的那個角落，眼
尖的司機一下子看到了牠，牠正躲在一輛黑
色汽車的底盤下，不知是躲人還是乘涼哩。
我正在愁着怎麼上前去逮牠，點點看到小

黑，慢慢走近了，沒等我反應過來，就輕輕
把牠攏在懷裡，抱起來了。與此同時，手裡
已不知何時拿出一根火腿腸，剝開包裝，掐
成小塊兒拈在手裡，給小黑餵食。那位女士
說，你看，點點總有辦法接近狗狗，狗狗也
總是很聽點點的話，這就是緣分吧。只見那
狗狗，一邊吃點點手裡的火腿腸，一邊向她
看看，用鼻頭作出親吻的樣子，搖着小小的
尾巴討好她。小黑就這樣被送進了百里之外
的流浪貓狗救助站，這個救助點是點點發起
的，和她一樣擁有愛心的人士有數百個。救

助站沒有任何專門的款項，沒有資金來源，
所有的花費都是他們自己的積蓄和好心人的
捐助。點點的工資不足兩千，每月小窩的租
金就用去大半。群裡不時有陌生人加進來，
向救助站求助。那些弱小的、傷殘的、出生
不久即被人遺棄的貓狗，凡是在群裡求助過
的，幾乎都得到他們的救助，等這些動物恢
復健康之後，再由有愛心的人士領養，並簽
訂領養合同才行。

小黑被點點接走後，第二天便送進了當地
的寵物醫院，這家醫院是他們定點治療受傷
貓狗的指定醫院，院裡的醫生人心地好，醫
術也很好，對一切動物非常愛惜。經檢查，
小黑的右後股骨斷裂，嚴重錯位，且已經長
住了。我向點點求助時，告訴她小黑的腿傷
了約四五天，這個時間是不對的。經過醫生
對傷口拍片後檢查分析，小黑的腿傷起碼已
有十幾天了。當我第一次見到小黑，看牠蜷
在綠色的床墊上時，其實小黑就已經受傷
了，牠正在忍受着撞傷的撕裂般的痛苦，所
以任我家的小美怎樣對牠吠叫，牠都蜷在那
裡一動不動，是處在昏迷狀態嗎？幸好我遇
到了點點。幸好，我們遇到一位有愛心的醫
生，他免費為小黑做了恢復手術——把小黑
身上的傷口拉開，重新接上。

小黑得救了，得救的不僅是牠的生命，而
且還有牠的健康。小黑的治療期和恢復期，
都是在那家寵物醫院度過的，醫院裡有專人
照護。我看過牠手術後的照片，牠的頭上戴
了一個喇叭形狀的東西，像是一個頭罩，點
點說，那是為了避免牠去抓咬身上的傷口而
專門為牠戴上的，是一種輔助醫療的設施。

後來，小黑能夠在籠子裡活動了，四條腿
着地。一個月後，小黑能夠在屋子裡跑跳
了，點點用手機錄了視頻，並上傳在群裡，
給我說，姨，你看，這是小黑！一個月來，
小黑有所長大，毛色油黑，四肢端莊，步態
輕盈，原來，牠是一條這麼漂亮的狗狗啊！

小黑的傷還沒完全好，就已有人看中，簽
訂領養合同了。又是一年的夏天。如今，小
黑被現在的主人領養到哪裡去了呢？聽說，
那個主人很溺愛牠。他們家有一位八十多歲
的老人，小黑每天的任務就是在花園裡陪着
老人賞花。一天，我打開小黑在治療期間的
照片，推算了一下，牠大概已經三歲了。

金庸．順治．五台山

病毒入侵的應對
流感高峰起伏不
定，回落兩星期，

現在又回升。上星期在親子論壇，
看到一個媽媽分享，說孩子一個月
前吃了特敏福「康復」後，一個月
後全身乏力且頭暈，鼻水測試後證
實又中甲型流感。
最近不斷收到朋友和網友問，真
的不想吃特敏福或其他西藥，但孩
子又不肯吃中藥，怎麼辦？其實發
燒真的要看中醫或自然療法醫師，
排清病毒。但若在半夜發生，又有
什麼可以做？若沒有持續嘔吐、痙
攣、神志不清、呼吸困難（這些要
入急症或看醫師），小孩子表現還
可以，只是累透，家人還有很多東
西可以做。
我們通常要多看表現，少看溫
度，以下是一些支援身體打仗的做
法：
一、煲薑水，要買有泥薑，沒有

漂過的。煲濃一些，之後可以稀
釋，那便不用煲很多次。主要用途
為加黑糖口服，或者用作浸浴、浸
腳。孩子太累的話，可以用毛巾濕
薑水，再包着四肢關節及腳底，毛
巾變冷前要換水，盡量不讓毛巾比
體溫低。經驗是若全身浸薑浴，浸
後即時可降0.5至1度。上水時小心
着涼。

二、沒胃口別吃，但肚餓又願意
的話可吃點粥。避免高蛋白食物。
若只是口渴可喝黑糖薑茶、洋葱
水、蒸蒜水，若喉嚨乾可以加蜜
糖。
三、用椰子油按摩，包括捏脊、

推天河水、左手的清肺清肝小兒按
摩（網上有片段教操作，可以觀
摩）。年紀大一點可以輕輕刮沙。
四、若有浸腳，之後可做腳底按

摩。孩子不想吃薑葱蒜的話，可以
把一片薑/洋葱/檸檬用膠布固定在
腳掌中心。
五、孩子有時通常高溫但會說怕
冷，不懂說的要留意四肢是否溫
暖。若說是熱及不斷流汗，記得勤
換衣服，或墊汗巾，不要讓汗濕了
身。想涼快一點也不要全脫，每次
只讓一隻手或腳脫光，慎防着涼。
六、家裡有暖水袋或紅/黃豆袋
的，加熱後可以視乎孩子願意接受
程度，敷風池、肺背、肚臍、腳
底，任何一處。
七、若兩天也沒有大便，發燒很
難退，若能透過大便排毒，多會開
始降溫，有必要時可吃益生菌，或
用暖薑油按肚。
八、有時退後會翻燒，尤其晚
上，退燒藥亦多會拖長病情，藥效
一過，燒得更厲害。

去五台山一趟，
前一趟是中華聯誼

會安排，有點匆匆。
最近一次，是今年五月杪，由山

西商會安排，季玉年女士帶隊，時
間較充裕，很想就清順治帝在五台
山出家事探聽個究竟。
關於順治皇帝出家，過去多有文
字記載，其中清初吳梅村於順治十
八年所著《清涼山贊佛詩》四首，
被後人稱為影射順治帝出家。
順治在位便皈依佛門。他有一首
著名的出家詩，頗有佛偈味。詩篇
盡訴心中鬱結和出家的決心，茲擇
錄如下──

榮華猶如三更夢，富貴還同九月霜；
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君餐；
黃金白玉非為貴，惟有袈裟披最難；
朕本大地山河主，憂國憂民事轉煩；
百年三萬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閒；
來時糊塗去時迷，空在人間走這回；
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之時我是誰；
長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朧又是誰；
不如不來又不去，來時歡喜去時悲；
悲歡離合多勞慮，何日清閒誰得知；
若能了達僧家事，從此回頭不算遲；
世間難比出家人，無憂無慮得安宜；
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衲衣；
五湖四海為上客，皆因夙世種菩提；
個個都是真羅漢，披搭如來三等衣；
金烏玉兔東復西，為人切莫用心機；
百年世事三更夢，萬里乾坤一局棋；
禹開九州湯放桀，秦吞六國漢登基；
古來多少英雄漢，南北山頭臥土泥；
黃袍換得紫袈裟，只為當年一念差；
我本西方一衲子，為何生在帝王家；

十八年來不自由，南征北討幾時休；
朕今撒手西方去，管你萬代與千秋；
打破虛空笑滿腮，玲瓏寶藏豁然開；
直饒空劫生前事，六字洪名畢竟該。
金庸在《鹿鼎記》中，花了不少
篇幅描寫清順治皇帝在五台山出
家，繪聲繪影，予人深刻的印像。
《鹿鼎記》寫康熙對乃父順治帝
出家，忐忑不安，先是派韋小寶前
往探路，後寫其親自駕臨五台山，
與法號行癡的順治帝相會，過程頗
感人肺腑。
且說當年康熙見父皇心急，甫抵

五台山，便直奔禪門。
順治皇帝原不肯相見，後來韋小
寶耍無賴，擾嚷要撞門自斃，心存
寬厚的順治帝信以為真，只好讓心
腹開門見客。
金庸筆下寫道：
「康熙悲喜交集，直衝進房，抱

住 行 癡 雙 腳 ， 放 聲 大 哭 。 」
「行癡輕輕撫摸他的頭，說道：

『癡兒，癡兒』。眼淚也滾滾而
下。」
康熙央求父親跟他回家，以便侍
奉左右。順治堅拒：「今日你我一
會，已是非分，誤我修為不小。此
後可不能再來了。」
最後順治寄語康熙：「你這就去
吧，好好保重身子，愛惜百姓，便
是向我盡孝！」
順治要康熙愛惜百姓，永不加賦
稅。此後康熙謹記順治教誨，是諸
位清帝中，對老百姓最愛護有加的
皇帝。以上是小說家之言。

（說「順治與五台山」之一）

吳京自導自演的電影《戰狼II》為這個炎炎夏日又
加了把火。該片講述了正經歷人生最低谷的冷鋒，原

想在海上漂泊了此一生，卻意外捲入了一場和非洲國家一起抗戰的故
事。該國暴亂中，冷鋒本可以安全撤離，卻因無法忘記曾經作為軍人
的使命，孤身犯險衝回淪陷區，帶領身陷屠殺中的同胞和難民，展開
生死逃亡。影片場面震撼人心，敘事扣人心弦。上映以來，票房目前
已突破五十億大關，相信這個數字還會不斷攀升。不得不說，這是最
近幾年為數不多的既叫好又叫座的電影。美國時報稱，這是中國唯一
一部接近荷里活的電影。
有一個值得一寫的細節。電影播放結束，觀眾們紛紛起身離場，我

也準備收拾東西離開，但是本來緩緩往外流淌的人群漸漸停住了，大
家駐足翹望，雙眼緊盯着熒幕，原來還有「彩蛋」。視頻中吳京和眾
多演員在拍戲過程中受傷的情景，讓人不忍直視。其中有一個片段，
記錄的是吳京在拍一場爆炸戲時被鋼絲勒傷了胳膊，痛得齜牙咧嘴，
臉如雨淋。
回來後，我和朋友談論起這個話題，朋友告訴我，集導演與主演於

一身的吳京為了追求真實的效果，在拍攝過程中要求所有演員在打鬥
戲中皆要「拳拳到肉」，因為在他看來，那種真實的痛感，更能刺激
觀眾的情緒。這種近乎「求虐」的要求，是對電影事業最誠摯的追求。
影片拍攝出來，只要不是惡意攻擊，可以任人評說，好與不好，觀

眾心裡自然也都有一桿秤。《戰狼II》為什麼好評如潮？是吳京等所
有的演職人員憑借對事業的用心、專注、真誠以及昂揚向上的力量造
就的，這種精神，也值得各行各業的人好好學習。

「戰狼」精神

李克勤將於下月在
紅館開演唱會，有朋

友託我作內部認購，得到的答案是
經已售罄，即使加場依然是一票難
求！
誰想到此時卻發生了一件趣事，
事緣李克勤上月趁在開騷前，一家
四口去享受陽光海灘，李克勤愛妻
盧淑儀向來低調，衣着保守，竟失
守被偷拍了泳衣照，當時她正舉高
腳，由於姿勢不太好看，盧淑儀為
此非常憤怒。
事件峰迴路轉，相隔幾天，盧淑

儀在社交網上載與克勤在沙灘的合
照作反擊，但見她身形保持得甚
好，肚皮沒鬆弛，一點不像已生了
兩個孩子，素顏的她肌膚雪白，非
常有光澤，猶如凍齡，不愧是香港
小姐三料冠軍（1992年）。
44歲的盧淑儀能保持狀態大勇，

可謂是美魔女太太兼媽媽，
全因她和李克勤有共同興
趣，就是熱愛運動，同是足
球迷，都是英超曼聯粉絲。
自她嫁李克勤結婚產子後，
沒再工作，做全職主婦，但
盧淑儀半點沒躲懶，一直增
值和充實自己，她做大量運
動，是典型運動迷，跑步、
健身、打高球、打羽毛球，
樣樣皆能，她還考取了高爾
夫球教練牌。
運動是盧淑儀和李克勤聯
繫感情的橋樑，李克勤形容

飛到外地看足球賽事，是他與盧淑
儀的浪漫。在孩子未出世前，夫婦
倆另一主要拍拖節目是打高球，最
瘋狂試過一個星期打十四場高球，
但在生下小兒子後，因要帶孩子，
盧淑儀才放棄打高球。誕下兩兒子
後，運動成了他們的「偷情」活
動。他們會趁孩子睡了後，去與好
友打羽毛球，通常打至深夜。遇上
李克勤忙工作，盧淑儀也會獨自去
健身或跑步。
兩兒子也受他們感染，熱愛踢足
球，運動細胞比爸媽強，李克勤經
常會跟兒子踢球，視為最佳親子活
動。兩子又很喜歡打高球和乒乓
波，盧淑儀和李克勤認為運動有益
身心，十分支持兩子，更替他們找
好的教練。

李克勤太太：美魔女運動迷

地震台剛發佈九寨溝7級地
震的消息，我的第一反應，是

給家裡打了電話。跟9年前汶川地震時一模一
樣，父母早已相攜避震，到了空曠的街上。視
頻電話那頭，雖已深夜，仍是人聲鼎沸。鄰居
們也都如此。川陝接壤，一處震處處有震感。
父母一輩都是建國後生人，歷經的大地震，也
有好幾次了。互報平安之後，從容篤定。
不過，於我而言，已經過去9年之久的汶川
地震，卻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嶺。此前的人生，
恣意任性，早上倘若沒工作安排，懶覺、賴床
可以一直到日上三竿。那一次地震後，在災區
度過的一段工作時光，卻毫無徵兆地改變了我
的作息。即使假日閒暇在家，早上七點左右醒
且立即起床，已成為雷打不動的習慣。甚至為
此專門去諮詢過心理醫生，醫生模棱兩可的診
斷結果，更讓我相信，這種地震後遺症是一種
宿命。去年秋天起，晨昏顛倒的工作方式滿一
年了，早上7點起床的習慣仍舊雷打不動。
我尚且如此，孫大姐的地震後遺症，想必這
一生都不太可能改變了。認識孫大姐是在汶川
地震剛剛之後。我去成都華西醫院採訪，那裡
住滿了從各個災區送來的傷員。因為通訊中
斷，救出來的人被不同的部隊送往不同的醫
院，很多人和親人失散了。醫院中心的小花園
裡設立了一面尋親牆，很多人把自己的聯絡方
式和需要尋找的人的名字年齡等寫上去。在那
面牆上，我看到了孫大姐的名字，她要找的是
她11歲的兒子，映秀小學四年級學生蔣偉。

我撥打了那個電話，孫大姐接的。她第一句
話就讓我鼻子發酸：你們是不是有蔣偉的消息
了，他在哪裡，他傷着了嗎，他，還活着吧？
我稍稍收拾了一下情緒，故作輕鬆地說，我是
香港文匯報的記者，您現在在哪裡呢？電話那
頭，孫大姐遲疑了一下，然後告訴我，她和一
群找不到孩子的映秀村民，暫住在成都郊區一
個災民安置點。我當天就趕了過去。
一個剛建成的小區，尚未裝修，樓上樓下的
屋子裡，一大群從震中映秀被救出來的女人
們，席地而坐，個個捧着手機，默默落淚。因
為慌亂之際，大部分人只隨身帶着手機，就跑
了出來。所有跟孩子跟家人有關的影像，都只
有保存在手機裡的片段。披散着頭髮的孫大
姐，眼神乾涸，一臉倦容，呆坐在一個角落。
地震前，孫大姐一家四口的生活，幸福溫
馨。四歲的女兒上幼兒園，11歲的兒子就讀映
秀小學，丈夫開車跑運輸，家裡新蓋的一棟兩
層小樓，就在公路邊上。2008年5月12日8級
地震來襲，正在映秀電廠附近運輸貨物的丈
夫，也不幸遇難，映秀幼兒園和小學都被地震
震塌了。當孫大姐一路跌跌撞撞趕到幼兒園，
活潑可愛的小女兒，靜靜地躺在廢墟裡，再也
不會叫媽媽了。她含淚為女兒重新梳了一次頭
髮，轉身又趕往映秀小學。一個幸運逃出來的
學生對她說，看到蔣偉跑了出來，腿上受了
傷，後來就不知道了。正是這句話，讓她已經
塌陷的人生，又看到了一絲光亮。
孫大姐跟隨救援的隊伍輾轉到了成都，她找

遍了能找到的所有醫院，問遍了所能問到的每
一個人，兒子蔣偉依然音信全無。有好心的志
願者，替她在華西醫院的尋親牆上，寫了一張
尋兒的紙條。坐在孫大姐的對面，我看着她用
雙手捂着臉，陷入毫無聲息的悲傷之中。我不
知道一個人究竟傷心到何種程度，眼淚才會像
泉水一樣，從指縫裡一股一股地冒出來。那次
採訪之餘，我到處打聽蔣偉的消息，很可惜，
一直沒有任何有價值的線索。
過了整整一年後，我去災區做回訪，在映秀

的板房屋裡，再次見到了孫大姐。彼時的她，
不僅燙了一個漂亮的長鬈髮，還化了淡妝，身
上的行政套裝很得體。不過眼睛不太好了，可
能是哭得太多，看人的時候總要瞇起來。
劫後重逢，我們都格外激動。她告訴我她在

當地一個教育培訓機構工作，主要負責帶3歲以
下的孩子。身邊的親戚和朋友都勸她重新組織
一個家庭，她說還沒想好。「再說蔣偉還沒有
找到，我還要繼續找。」孫大姐笑了笑，「我
們家蔣偉肯定還活着，可能被地震嚇壞了，現
在還沒有想起自己的家在哪裡。」跟我在災區
遇到的所有失去孩子的母親一樣，沒有見到孩
子最後一面，都不肯相信孩子真的已經不在
了。見我若有所思面色憂慮，孫大姐又補了一
句，「你別擔心我，我不會做傻事，我們家就剩下我
一個了，我要替我們一家子好好活着。」
過去9年了，孫大姐這句話總是在我耳邊繞

着，怎麼也忘不掉。孫大姐的電話我也還存
着，再也沒有撥打過。

地震後遺症

小 黑（下）

為人算命時，若
算得對方在某一段

時期之內運氣相對低落，我往往會
建議他到有利的方位旅行放鬆，或
者要保持沉着冷靜，安穩度過這段
運勢相對較弱的周期。
有時候人會疑惑：為何明明運勢
較弱，還不去主動「做」些什麼，去努
力爭取好轉呢？一個人低落時還保
持靜觀其變，意志豈不更為消沉？
這主要是因為當一個人運勢相對較
弱時，他容易在決策、判斷方面失
準，作出錯誤的決定。尤其是一些
風險性高、牽連甚大的決策，更是
容易做多錯多，一失足成千古恨。
對他而言，與其冒着這樣大的風
險，令問題更加惡化，倒不如老老
實實保持沉着，在這段時間做好本
分，把眼前的暴風雨機率降到最
低，等待運勢好轉時再主動出擊。
而人性的弔詭之處就在於，我們
即使知道對自己最有利的做法，也
未必會乖乖遵循，反而更容易被於

己不利的計劃誘惑，想孤注一擲、
以小博大，導致自己作出最壞的選
擇。正如我前文舉例，不少人的想
法是，在運弱時更應抱着「背水一
戰」的心態，想方設法為自己創造
出路。「靜下心來」這四個字，似
乎等同於「坐以待斃」。
其實不然。「坐以待斃」指的是
眼前已有大風大浪，仍不想方法逃
亡。這當然不是天命推崇的哲學。
若身陷危機，千鈞一髮之際，不管
「運勢」如何，我們首先要做的當
然是拚命逃生，保全自己。但所謂
的「靜」，是指眼前若暫時風平浪
靜，就不要因為內心的貪念、慾
望，為自己想方設法創造更多「新
機遇」。皆因在運弱的周期，這些
所謂的「機遇」，可能恰恰是你的
新一輪風浪。
在步伐急速的現代社會，有多少
人能做到安心體會「靜」的哲學呢？
天命希望，閣下是成為在繁忙都市
之中，那位能靜下心來的禪者。

「靜」的境界
彥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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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早前與愛妻盧淑儀享受陽光海
灘，好幸福。 網上圖片

翟傑

大地大地
遊走遊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