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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禮謝罪

中國的夜經濟很有潛力
美國加緊了對中
國的經濟圍堵，還

在香港支持動亂。因此，中國要做好
最壞準備：中美的貿易談判可能沒有
結果。中國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加強經濟堅韌的能力。14億人口的大
市場，應該充分開發。此外，5G涉及
幾十萬億美元的產業鏈，中國佔有優
勢，可以開拓全世界的市場，造成經
濟的活力，支撐中國出口保持增長的
勢頭。美國不採用中國的5G技術，
注定美國的經濟會孤立於世界經濟體
系，國際貿易做不成，並且走上了技
術衰退的道路。目前，特朗普的民意
支持度已經落後於民主黨的所有候選
人。各種數據都顯示，2020年美國的
經濟會出現衰退。因此，只需要沉着
地應對，中國的經濟大有希望。
夜經濟很有潛力是中國的一張皇
牌。中國過去幾十年都大力提倡早睡
早起，根本就沒有夜經濟，內部消費
不足。今後，擴大中國的內需市場，
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中國老百姓富有了，現在都出外面旅
遊，覺得外國一切都新鮮，原來外國的
夜生活非常豐富，結果，消費都花在外
國去了。在日本的大阪和東京，街頭都
是中國的遊客，半夜12點，街上行人
熙來攘往，所有的食店都在營業，食物
豐富極了。除此之外還有很多表演節
目。東北省份、山東和江蘇浙江，距離
日本很近，一個小時的飛機就到了，大
阪的機場碰到面的都是中國遊客，已經
中國化了。
現在，北京第一個推動了夜經濟，
讓下了班的市民可以享受一下夜生
活。夜經濟需要很多配套設施，例如
是有上蓋的行人街、食店街、購物
街，即使是寒冷天氣、下雨天氣，一
樣可以營業。另外是夜間的交通安
排，地下鐵路和公共汽車服務不斷。
這就需要很多經濟部門都作出制度的
改革。中國的地下鐵和高鐵保持一個
傳統，就是晚間要進行維修，規定晚
上12點到早上的6點，不會提供服
務。事在人為，有關的改革相信可以
得到改善。特別是使用自動化的電子
檢查機電儀器，完全可以取代人工的
維修檢查。上海是第二個跟進夜生活
的城市。看來第三個城市將會是深

圳。內地的房地產物業，區分得死死
的，商業區就是商業區，住宅區就不
可以有地舖，這就不可能發展成為行
人街、食店街、購物街。法例的修改
是必須的。
此外最重要的就是要設立「七到十
一」的便利店，星羅棋布。中國周邊
的國家日本和韓國都做得很好。其中
服務比例中，日常食品佔36.2%、加
工食品26.9%、非食品30.4%、提供
各項服務6.5%。中國的缺陷是食品安
全監督做得很差，有關部門雖然設
立，但不會上街執法。日本和韓國則
非常重視食品的抽查，有力地派人檢
查了「七到十一」的商店，保證食品
的安全和品質。有了「七到十一」的
商店，市民生活很方便，而且還可隨
時吃夜宵。「七到十一」還可以提供
部分的速遞服務，包括速遞夜宵。
韓國平均每1,034人就擁有一家便利
店。特別是近10年來，韓國便利店的
數量增長了4倍。韓國也因此超越日
本，成為新一代「便利店王國」。據統
計，韓國境內門店數量最多的韓國便
利店品牌為CU，共13,243家；其後依
次為GS25、7-ELEVEN、易買得24、
MINI STOP。這5大連鎖品牌便利店
的門店數總就超過4.2萬家。多家便利
店還與韓國外賣軟體合作，向廣大顧
客提供便當、甜點、飲料等外賣服
務。此外，一些便利店還提供乾洗店
衣物輸送等服務。
為了吸引廣大消費者，韓國便利店

在商品開發上可謂是挖空心思。比
如，GS25和韓國著名卡通形象品牌
Kakao Friends聯合推出了限量版飲
料，其可愛的包裝設計受到了消費者
青睞。CU則與韓國著名廚師合作推
出了一系列便當，牢牢抓住消費者的
味蕾。此外，韓國便利店還會「審時
度勢」，推出一些當季熱銷商品。由
於中國麻辣燙近來在韓國大受歡迎，
CU便火速推出了麻辣燙泡麵等麻辣
口味的商品。
未來的趨勢，百貨商店和大型超市
等其他流通管道銷售量增長放緩，加
上家庭人口的數目愈來愈少，很多家
庭往往沒有前往大型超市大量採購的
需求。所以，便利店仍然保持着一枝
獨秀的趨勢。

看到一條微信，
朋友傳來的。此君
知道香港機場癱

瘓，決定轉道深圳乘機或者坐高鐵回
內地，路上看到新聞，機場張貼出法
庭臨時禁止令，制止在機場示威抗議
或公眾活動。連日來香港機場內發生
的一幕幕暴力場面，讓人膽戰心寒，
被上萬示威者佔據的機場，不能正常
運作，取消了一千架航班，不能想像
這情景會是在香港。然而僅僅一夜，
上一日延遲的飛機已經飛走幾百班，
機場正在逐步恢復秩序。這會不會是
真的？此君轉念一想，倒要去機場見
識見識。他沒有叫的士，冒險坐上二
十五分鐘一班的機鐵快線。自從香港
站上了車，就感覺與往日不同，車廂
裡，有人操着英文、普通話、粵語，
送上慰問卡、朱古力，低聲說着，抱
歉香港的事給你帶來不便……此君有
點想哭，感嘆這才是香港！
看到不由得感動，馬上傳給一直關
心我們平安的親戚家人，收到不少個
「大拇指」。
中國古有「以死謝罪」之說，意思就
是用死來道歉，請求原諒。自認有過請

人諒解。藺相如門前謝罪來自《史記．
廉頗藺相如列傳》，講述廉頗身背荊
條，到藺相如門前道歉請求原諒。
晉文公的大將軍先軫有智有謀，算
得上算無遺策，和晉襄公一起活捉了
秦朝三個有名的將軍孟明、西乞和白
乙。晉襄公一時糊塗，竟放走了三個
秦將。先軫聽說消息後，氣得吐出口
中的飯食，急奔質問襄公，說得激
動，竟朝襄公臉上吐唾沫，怒斥君王
糊塗無用。好在晉襄公是位英明君
主，知錯能改，趕快派人去追拿秦
將。事情過後，先軫不能原諒自己對
晉襄公的無理，日夜不寧。在攻打翟
國時，他闖入敵營，自脫盔甲，萬箭
穿身而死，其死法就是自殺。
而今已不興古時動不動就以死明志
之風，但是做了妨礙公眾，有損香港
名聲的錯事，不是說一句道歉就可以
了然無事的。發信息的某君沒有說，
機鐵快線上主動道歉的是什麼人，機
場職員？示威者？市民或者是……不
論什麼人，在此向這些道歉者致謝致
敬，雖然動作不大，但你們挽回了香
港的尊嚴，表達了香港人的善意，讓
人們知道希望在香港。

今天就算足不出戶，也可以買得到自己喜歡的食物，
基本上你想要的也可以買得到。這就是城市的進步，我

們也跟隨着這個步伐一起走。雖然我暫時還未嘗試到這個方法，但很
多的地方已經開始透過手機應用程式，選購心儀的食物外賣到家中。
就好像香港這個地方，任何時間走到街上，總找到一些店舖仍在營

業，隨便可以買些食物醫肚餓。近期曾經想過，如果有一天回到加拿
大生活，可能自己便很掛念香港，特別是可以隨便買到東西吃；但在
外國就比較難了，因很多店舖營業到晚上九時便關閉，甚至更早，所
以很多香港人初初到外國生活也很不習慣。特別在星期天，很多百貨
公司及商場會在下午五時或六時便會關閉，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希
望無時無刻也可以到處逛逛買買東西，但這麼早關門就覺得很不方便
了，無法啦，因為是星期天，所以就算一些公司開門營業，也希望員
工可以早一點放工休息或者可以跟家人共聚天倫之樂。
雖然我們習慣了用手機程式落訂單購買食物，再由外賣速遞員送到府
上。但原來在美國有一個統計發現，有些速遞員會偷吃食物。這個統計
是由一間公司，透過在美國四間經常最多人選用的手機程式購買外賣作
問卷調查，原來發現，四個速遞員之中，便有一個曾經偷吃外賣食物。
而這段新聞出街之後，訪問了很多街上市民對於這個偷吃食物的看法，
大家都覺得很噁心，不想自己將要放進口的食物給其他人用手沾染過。
雖然我也覺得這樣不好，但很難控制在運送途中，有沒有人順手牽羊，
或用作充飢。不過，當外賣速遞員聞到一些剛做好薯條的香味，的確很
難抵擋。有時候我回公司工作之前，也會到快餐店購買套餐，其香味也
令我迫不及待在駕駛途中，一邊吃薯條一邊駕駛。
因為有這個情況出現，美國某些餐廳想了一個好方法，當食物準備

好之後，會放進一個紙箱，在紙箱貼上不輕易拆除的封條，這樣外賣
速遞員便很難從中先吃這食物。所以今天有很多科技讓人覺得方便很
多，但又會出現一些需要我們想辦法去解決的問題。不知道你看完我
這篇文章之後，有沒有想着自己的外賣食物曾經也被人偷吃過？以後
會不會繼續透過這個方式購買食物呢？不過我也相信，只要眼看不見
就已經覺得乾淨，曾經有些人說：「千祈不要進入餐廳的廚房，因為
當你看見他們如何弄製食物的時候，可能你已經不想吃了。」不是因
為他們不衛生，只是覺得有些食物在製作過程當中，的確需要人手親
自烹調，否則就會覺得有些奇怪。不過我覺得沒有問題，任何事情總
有解決的方法。

偷吃外賣

只要停車位不足，
世界各地必然出現的

現象，就是違規停泊。
曾經看過一個笑話說，假如有一個
停車場可以停泊100輛汽車，那麼有
沒有可能停的車輛多於100？答案說
如果停車場在日本便有可能，因為日
本人都很守規矩，必然把車停放在指
定位置，有些較小型的汽車便會空出
些許位置，積少成多，便可以停放多
出一輛以上。
但多數都不會停足100輛，因為總
會有人隨意停放，佔去了比一輛車更
多的空間。那麼停得最少的時候，會
停幾輛？答案是兩輛。因為一輛停在
出口處，方便立即離去。另一輛看見
出口處有車停了之後，便停在入口
處，方便倒車離去。
這當然是從前的笑話，諷刺那些不
守規則亂停車的駕駛人士。現今的停
車場設計，該停多少便停多少，還會
有數字顯示已停車的數目。
最近看到一則報道，說日本市區的

街道為何那麼乾淨整潔，路邊停放的
車輛更是少得很。為何不像港、台的
街道般，停滿了車輛？有網友表示，
那是因為日本的大眾運輸太方便，駕
車上街的人便少了。又有網友表示，
因為在日本買車必須要有停車證明。
但是，有停車證明，只能證明車主擁
有一個停車位，那停車位必然位在車
主住所附近，和市區的街道沒有關係
吧？
我住家的周圍，有多間食肆和甜品
店，每到夜間，本來不准停車的地方，
都違規停滿車子，尤其是周末，時常看
到不少車子在兜圈子找違規的停車地
方。所以，汽車行駛都非常緩慢。如果
一下子看到交通忽然暢順的話，那就表
示交通警察在附近開單子了。
像日本街道沒有違規停車的情況，
未來會不會在香港出現？相信很難，
不是由於香港的地方細小，而是看看
這兩個月來的年輕人表現，愛怎麼違
法違規就怎樣違法違規，當他們開車
時，這小小的按規停車會去遵守嗎？

違規停車

雖然深圳與香港相距甚近，
往返的交通亦非常方便，但我

到該地的機會卻不算太多。很多時候，都只是
在親戚接送下到某餐館吃頓飯，然後便返港，
沒有太多時間在當地逛逛走走。最近，我和家
人到深圳的Coco Park走了一圈。物品沒有購
買得成，倒有一個不錯的發現。
當我走到其百老匯影院時，看到一塊塊的宣傳

板豎放在戲院門前，原來是第三屆國際戲劇影像
展的宣傳品。此影展的參展城市包括北京、上
海、杭州、重慶和深圳，讓多個城市對戲劇有興
趣的觀眾可以看到高質素的舞台創作。
所謂戲劇影像，其實是指兩類影片。第一
類，是將一些著名的舞台劇改編成電影，即本
身是電影作品的影片。第二類，是將本身是舞
台劇的演出現場錄影，然後剪輯成影片播出。
這些影片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劇院，包括英
國四間劇院、美國百老匯、法國喜劇院、俄羅
斯劇院，一共播映十四齣赫赫有名的舞台劇的
電影。主辦機構表示︰「影展最早是由英國國
家劇院的NTLIVE發起，自首屆起就得到了英
國文化教育協會、英國大使館文化教育處的支
持，從而得以把英國乃至世界創意產業的最新
實踐帶到中國。」因此，他們舉辦影展的目的

是︰「希望以同一個經典文本的不同藝術形式
演繹，延伸出更加多元豐富的藝術表現內
涵。」換句話說，是使大家不但可以欣賞到相
同的劇本落在不同的導演手中會產生怎樣不同
的舞台版本，更加能夠藉此機會觀看到以不同
媒介（如影片）收錄或拍攝的舞台製作或舞台
劇本會產生的不同效果。
今年參展的影片可說是猛片如雲。首先，有由

奧斯卡金像獎影后海倫米蘭（Helen Mirren）飾
演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的《女王》/《女王召
見》。米蘭在二零零六至零七年憑此片橫掃西方
多個電影獎項的最佳女主角獎，若當年錯過了
入場觀看的觀眾，這次不要再錯過了。
李爾王是每名男演員都夢寐以求演出的角

色，是次參展的《李爾王》男主角是香港觀眾
熟悉的臉孔。還記得《魔戒》和《哈比人》的
甘道夫嗎？飾演甘道夫的男演員是譽滿英國和
世界劇壇的英國著名演員伊恩麥基倫（Ian
McKellen）。這位今年已經八十歲、獲獎無數
的資深演員擅演莎士比亞戲劇，由他來演李爾
王是一個不會令觀眾失望的選擇。
《魔戒》和《哈比人》另有一位演員的作品

也在是次影展之列——飾演「精靈王子」勒苟
拉斯（Legolas） 的奧蘭多布魯（Orlando

Bloom）。他的參展作品也是一齣莎劇——
《羅密歐與茱麗葉》，相信我不用多介紹這個
馳名中外的劇本了。
另一齣參展的莎劇是《哈姆雷特》，此版本的

丹麥王子由班奈狄克康柏拜區（Benedict Cum-
berbatch）飾演。康柏拜區的來頭可真不小，他
便是在英國BBC電視台製作的電視電影《霍金》
的霍金和電視劇《新福爾摩斯》的福爾摩斯。還
有一齣莎劇《麥克白》，由德裔演員米高法斯賓
達（Michael Fassbender）飾演麥克白。
如果您認為這些影片略舊，以下影片又如何？

據說都是今年新發行的新片（抱歉筆者並沒有作
fact check），包括馬克加蒂斯（Mark Gatiss）
主演的《瘋王喬治三世》、法蘭西喜劇院的莫
里哀名作《恨世者》復排版、西區現場錄製的
百老匯黃金搭檔李察羅渣士（Richard Rogers）
和奧斯卡漢默斯坦二世（Oscar Hammerstein）
的經典音樂劇《國王與我》和《悲慘世界25周
年紀念演唱會》、俄羅斯輕歌劇院的音樂劇
《安娜．卡列尼娜》。其他參展的作品包括
《熔爐》/《薩勒姆的女巫》、《紅》等。
深圳的影展在本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於百老

匯影城和百老匯電影中心舉行，所有展映影片
均有中文字幕。

國際戲劇影像展

好多事都一樣，有着專業和業餘之分。專業是工
作，業餘是愛好，工作時間久了，專業的會覺無趣；

愛好只要堅持下來，業餘的也會很有意思。
關於修行，總感覺是件高大上的事情。那些專業的僧侶們，微瞇着
眼，或敲着木魚，或轉着佛珠，誦經禮佛是他們唯一的事情。而廣佈
人間的信徒們，雖然不是時時刻刻在誦經，但他們心中有佛，即使偶
爾拜一拜，虔誠的態勢也會感動神佛。
我所理解的修行，就是人在不斷地修正自己的行為，也許這只是字
面上最膚淺的理解，即便如此，想要真正做到也並不容易。修行從普
遍意義上講，應該貫穿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表現在我們的一言一行。
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都是修行的一部分，但修行也無須太刻
意，刻意就虛假，讓人對結果產生懷疑。修行中反省很重要，但也不
是時時反省，只要常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即可。
修行是件低調的事情，低調才可以堅持長久，也更容易提升自己。
修行和修煉不同，雖然都是在修，修行隨意，而修煉的目的性很強，
也不避諱自己急功近利的心理。在我印象中，修行的人都無慾無求，
像隱士，也有很多修行人並不為外人所知。廣義上講，我們每個人都
在修行，都在不知不覺中修正自己的行為。說到隱士，有句話叫：
「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這對修行的人來說，倒是個行動指
南，平常生活中完全可以做個大隱，不必躲起來修行，倒是方便得
多。也許很多人認為，修行不能受人打擾，應該躲起來偷偷進行。我
以前也這樣理解，經常夢想有一天，丟掉手頭所有事情，拋掉所有雜
念，躲起來一個人偷偷修行。如果修行真這樣講究形式，那麼修行的
人會很少很少，尤其在擁擠繁雜的都市，根本沒有適合修行的所在，
而都市裡的人，卻最需要修行。
都市是物質極度繁華所在，物慾方面也表現得愈加貪婪，在這樣的

情境中，如果不注重修行，人會被物質劫持，丟失掉善良、真誠。而
在都市中修行，如何免受外界的打擾和誘惑尤其重要。也許我們每個
人都應該在心裡騰出一個位置，這是留給我們修行的地方，不管內心
如何擁擠，這個空間永遠不被佔用，否則，人就會失去修行的本能，
成為物慾的俘虜。我們一般喜歡簡單地把人分為好人和壞人。有人認為
壞人應該修行，在修行中改正自己，重新回到好人的行列；有人認為好
人更應該修行，讓心靈達到至真至善的境界。但我相信，我們在都市裡修
行，並不奢望成神成佛，只想成為一個頗具智慧且和善樸實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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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幾乎人人都喜愛
鮮花。因為她不但美麗
多姿，可供觀賞；而且
品質精良，可做美食。

因此，自古迄今，無論朝野，人們都把食
花視為美事，對其津津樂道。
食花之俗歷史悠久，遠古的先民在尋食
植物時，便吃過各種鮮花。如果從有文字
記載算起，少說也有兩三千年歷史。《呂
氏春秋》上說，早在商代，精通烹調術的
大臣伊尹就善於用「壽木之華」（樹花）
製作美味。屈原在《離騷》中也說：「朝
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身
為「三閭大夫」的屈原尚且吃菊花，百姓
食花者必定更眾。以後歷朝歷代，食花之
風久盛不衰，而且吃的範圍更廣，形式更
加多樣，並留下不少軼事佳話。
食花的方法，比較簡單的是將花直接吃
下或用以釀酒、佐酒。據《西京雜記》記
載：「菊華（花）舒時，並采莖葉，雜黍
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
故謂之菊華（花）酒。」這說明遠在漢
代，人們就已懂得用菊花釀酒。晉代以
後，此風更盛，梁簡文帝的《採菊篇》詩
就生動地記述了當時採菊釀酒的盛況。至
於食菊成癖，陶淵明最堪稱道。這位超凡
脫俗的大詩人不但在家中自釀菊花酒，飲
酒時還將菊花瓣灑入酒中，謂之「其中香
醇，自得其味」。他還常用菊花做酒餚。
據檀道鸞的《續晉陽秋》記載：「陶潛九
月九日無酒，於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
把，坐其側。未幾，望見一白衣人至，乃
刺史王宏送酒也。即便就酌而後歸。」他
把大把菊花當酒餚吞食，實在豪放得可
以。這種高雅的飲酒方式，遂被後世傳為
美談。「白衣送酒」的典故，就出於此。
唐宋以後，人們食花的方式更進了一

步，多用鮮花製作美食。唐代把桂花、菊

花製作的桂花糕、菊花糕等視為宴席珍
品，皇室食之成風。據《隋唐佳話錄》記
載：武則天每到花朝日（農曆的二月十五
日）都要去遊園賞花，同時令宮女採集百
花，和米搗碎，蒸成「百花糕」賞賜給文
武百官。她本人則十分喜歡用松花製作的
「小精糕」。宋代用鮮花製作的美食品類
更多，僅《山家清供》中就記載了十五
種，其中包括梅花湯餅、菊花粥、梅粥、
密漬梅花、不寒齋（梅花）等。這些美食
都很講究。如一道叫「雪霞羹」的菜，是
將芙蓉花掐心去蒂後，加寬湯和豆腐一起
燉煮而成。此菜紅白兩色相映，如霽雪初
霞，艷麗動人，味美可口，很受時人歡
迎。大詩人蘇東坡也深諳此道。《酒小
史》上說，蘇東坡守定州時，在曲陽得松
花釀酒法。他將松花、槐花、杏花入飯共
蒸，密封數日後成酒。他還在《松醪賦》
中寫道：「一斤松花不可少，八両蒲黃切
莫炒，槐花杏花各五錢，兩斤白蜜一齊
搗。吃也好，浴也好，紅白容顏直到
老。」這詩通俗地介紹了「松醪」的製法
及其養生、美顏功能。相比陶淵明的豪
放，蘇東坡更為務實一些。
還有些文人雅士，食花的方式更為高雅。

他們既靠種花維持生計，又從花中吸收精神
營養，寫出傳世佳作。如北宋著名的隱逸詩
人林和靖，性情淡泊，愛梅如命。他在居室
前後種了三百六十多株梅花，每當梅子成熟
時，便採下賣掉，將每一株的梅子賣得的錢
包成一包，投入瓦罐，每天取一包做生活
費。待瓦罐空了，剛好過完一年，新梅子又
好賣錢了。不僅如此，他日日與梅花相近相
親，梅花的冰清玉潔、傲岸孤高、堅貞不屈
等高貴品質深深地打動了他，影響着他，激
發了他的創作靈感，使他寫出了千古名詩
《山園小梅》：
眾芳搖落獨暄妍，佔盡風情向小園。

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
像林和靖這樣以花為生的，還有一位明

代著名畫家唐伯虎。這位風流才子特別喜
歡桃花，三十六歲時選中了蘇州城北的桃
花塢，建了一處幽雅清閒的家園「桃花
庵」。庵中種滿桃樹，他就住在桃花叢
中，自號「桃花庵主」。他在《桃花庵
歌》中很自得地寫道：
桃花塢裡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摘桃花換酒錢。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來花下眠。
半醉半醒日復日，花落花開年復年。
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
車塵馬足富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
詩中說他靠賣桃花換來酒錢，酒醒時終

日徜徉於花叢，酒醉時就在花下酣眠。桃
花是他的生活依靠，桃林是他的精神樂
園。在這「桃花園」中，他逍遙自在，無
拘無束，生活得如同神仙一般……
當然，鮮花並不嫌貧愛富，它似乎對窮

人更加垂顧。過去在我們家鄉，每到春末
夏初、青黃不接時，人們常採食花葉充
飢。花中最受歡迎的是洋槐花。它不但分
佈廣泛，花色美麗，味道香甜，而且開得
正當其時。人們將串串潔白如玉的洋槐花
採回家中，用水洗淨後，再摻上一點豆
麵，做成菜團，放到鍋裡蒸熟後即可食。
我們孩子很喜歡這種菜團，常常捧在手
裡，跑到街上，邊吃邊唱：
洋槐花啊，白燦燦，採來槐花做菜團。
菜團香，菜團甜，吃進肚裡抗飢寒。
菜團甜，菜團香，吃了菜團度飢荒……
幾句通俗的童謠，唱出了貧窮中的樂

觀，也唱出了人們對洋槐花的鍾愛。對多
災多難的窮人來說，吃着洋槐花度過荒
年，不也是美事一樁？

食花趣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