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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全球來學《群書治要》

橋咀珊瑚和垃圾
暑假跟朋友和孩子
在西貢出海划艇和浮
潛，早上去時人不

多，水也很清，看到很多珊瑚礁和
熱帶魚，見到一些常客，談起珊瑚
死了很多，因為疫情之後，多了本
地客來，又不是浮潛專家，所以會
常常踩到珊瑚，真可惜！
我們一家四口由沙下划獨木舟去

橋咀沙洲，早晨時分出發的話，人
不太多。但其後很多人會坐船前往
橋咀，西貢碼頭的船一開始出發
後，便會有很多遊人。
我們玩到中午，果真來了一團團

遊客，老人家小孩什麼人也有，一
船船送到，還有導遊，用大聲公介
紹風景，聽到便頭痛。香港閉關自
守，大家都沒事幹，山踩到禿了，
連「珊」也踩破，真令人心酸。
我潛了一會兒，本來也很享受，

但沒過一分鐘，便不斷飄來垃圾，
阻着我的視線，膠袋、膠碗，什麼

也有，看得沒心機了。結果沒有心
情再欣賞，開始在水底撿垃圾，
「捉」了半小時筋疲力盡，便游回
岸邊，見到更多野餐遺下的垃圾，
正排隊預備潛進海裏去，都是人遺
下的。
除了垃圾，當然就是浮潛技術的

問題，因為這堆珊瑚礁都靠近岸
邊，水不深，所以浮潛可以看到很
多魚，但也因為淺，所以人的腳都
能觸到，不慣浮潛的，會常常直立
地企着，當珊瑚是石頭，踩呀踩，
若沒穿救生衣的話，更要常常借
力，後果當然不堪設想。
剛看南懷瑾的書，他談到地球給

我們空氣、水和食物，我們人類卻
給地球什麼？破壞、垃圾、糟蹋。
去一趟郊區，感受至深。要求其他
人總是很難，唯有要求自己每次也
拾垃圾，也要求孩子負責。如果那
些旅遊團，全是來收集垃圾，而非
丟棄垃圾的，會多美好！

對於青少年的教
育，中國古人已有一
套行之有效的做法。
淨空法師舉《三字

經》為例，說道：「《三字經》前
頭八句話講得好！『人之初，性本
善』，人性本善，人是很好教的。
什麼人來教？要真正能做到本善的
人去教，就很容易。自己不善，教
人家善，這個是失敗的，不會成功
的。所以自己先要把本善找回來，
把佛性找回來，然後去教人，那就
是大公無私，大愛往外面散發。所
以這是愛的教育。『性相近，習相
遠』。從自性來講，從本善來講，
大家是一樣的，沒有絲毫差別，所
以佛說的，大家都是佛、都是聖
人、都是賢人，沒有絲毫差別，但
是習相遠，習是近朱則赤，近墨則
黑，你接近哪些人，你漸漸就變成
那個樣子。所以這教育就重要，教
育就從這來了。底下一句，『苟不
教，性乃遷』，所有問題全在教
育。懂得教育的，中國人真的是第
一，中國老祖宗有教育的智慧、有
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有教
育的經驗、有教育的成效。中國幾
千年來立國不衰，靠什麼？靠教
育，他真懂這些東西。『教之道，
貴以專』。這是大學問，是不是要
廣學多聞？廣學多聞是可以，但是
它不是根本，根本是一門深入，長
時薰修。」
淨空法師指出，如果全球都來學

《群書治要》，可以帶來世界和
平。「《群書治要》是了不起的東
西，我們今天在國外介紹給外國

人，我不說是中國傳統文化，我說
是人類祖先傳統的文化。而保存得
最好的，保存得最完整的在中國的
《四庫全書》。所以我勸外國人要
學文言文，文言文學會了之後，你
可以直接去讀《四庫》。《四庫》
是祖宗留下來的瑰寶，全世界的
人，人人有份。這不是哪個國家、
哪個民族的，人人有份。希望全世
界的人都學。我希望30年之後，文
言文是世界上通用的語文。《群書
治要》，我們還在聯合國辦一個活
動。我準備了1,000套，送給與會
的這些國家大使。現在參加教科文
組織的，有195個國家地區代表，
送給他們。希望全世界人都學，我
們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愛心，把
這個世界上所有一切衝突化解掉，
走向全世界安定和平，我們來做這
個工作。所以我是很希望，我們國
家主席帶頭來領導。」
淨空法師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

從「戒定慧」裏流出來的，這是佛
家的東西，「佛家做學問，完全用
這個方法，這個方法傳到中國後，
儒家接受了，道家也接受了。所以
中國傳統學說的智慧從哪裏來的？
是從『定』來的，你不定就沒有智
慧。『定』從哪裏來的？『定』從
戒律來的。『戒』就是方法，就是
你要遵守方法，遵守方法的時候，
你能夠得清淨心，得平等心。心清
淨平等就生智慧，中國傳統文化從
這來，所以不會有錯誤，而且這個
智慧是真的，超越時間、空間，永
遠不會改變。」

（《淨空說法》之五，完）

內地電視綜藝節目《乘風破浪的姐姐
3》頗受觀眾歡迎，其中一位姐姐是前韓國
女團「少女時代」成員鄭秀妍（Jessica），
湊巧的是這個時候「少女時代」其餘的8

位成員宣告要舉辦出道15周年演唱會，自然要多番宣傳
造勢，其間有節目主持人提到鄭秀妍，竟然有人及粉絲
表示鄭秀妍已退團多年，提她嘛，大可不必喎！而「少女
時代」有成員則說︰「現在的少女時代是8位成員。」
「儘管有人要將鄭秀妍排除在外，但曾經的曾經她是

『少女時代』成員之一，這可是事實吖！你可以接受現在
只有8人的『少女時代』，要抹煞過去的事實，抹得掉
嗎？」韓娛中人激動地續說︰「當年退團的真相只有她們
自己知道，包括鄭秀妍本人，是製作公司的問題也好，是
姐妹間曾經的恩怨情仇也好，都已是過去的事，倘若連事
實或人家的名字也不能『提』，那就太過了。」
鄭秀妍出道於女團是「唱跳女王」，這形象在很多人

心中存在着，她參加《乘風破浪的姐姐3》也曾坦言復
出舞台需要很大的勇氣，因要面對太多的「未知」；不
過鄭秀妍卻一直感受到姐姐們對她的「愛護有加」，盡
量教她中文及以英文跟她溝通聊天，讓她在陌生的環境
下多點「自在」和溫暖情懷，然而韓籍的幕後人員倒有
他們的看法︰「鄭秀妍在整個節目裏，都有着她『驕
傲』的形態，無可置疑她在唱跳方面經驗豐富，似無人
匹敵，但她的演出往往是韓風味太重，以《Okay》這
首歌曲為例，由她領唱領跳是必然的，不過整體的觀賞
下來，其他隊員的表現亦十分『出彩』，隊員有中國古
典舞女神，很多人也由衷地讚賞舞蹈大神真是什麼舞都
能跳，而且唱跳不輸其他人，非浪得虛名，足見很多事
情也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啊！姐姐們都展現出她們
『突破才藝』的一面，被觀眾視為『寶藏姐姐』，鄭秀
妍最『突破』是很用心學習中文唱中文歌，可惜全程被
自己的傲氣『寵』壞了！」

曾經的曾經……
中秋快到了，「海上升明

月，天涯共此時」，中秋節
是全球華人最重要的傳統佳
節之一，吃月餅也是這個節

日最重要的習俗。其實，每個傳統佳節，
都有代表性的食物，人們通過品嘗節日的
味道，也傳承了中華五千年的文明。
月餅古來有之，宋代文豪蘇東坡就有

「小餅如嚼月，中有酥和飴」的詩句。隨着
地域不同，月餅也變化出不同的特色。大家
最熟悉的是粵式蛋黃蓮蓉月餅，而我小時
候在上海最喜歡吃的是酥皮鮮肉月餅。記
得淮海路上，已經超過60多年歷史的光明村
大酒家，每年中秋前後售賣鮮肉月餅，顧客
有時要排上幾個小時，還得按人頭限買，
才能買到幾盒。他們家的鮮肉月餅兩面煎
香，餅皮香酥軟糯，咬上一口，豬肉內
餡，飽含汁水，鹹鮮得宜，按照上海長輩的
說法，是「打耳光都不肯放」的美味。我雖
然移居香港多年，但鮮肉月餅在我的腦海中
就是中秋的味道，也是家鄉的味道。
有科學家研究發現，人類的常見知覺

中，視覺記憶留存的時間最短，味覺記憶
則是最長的。因此食物的味道，往往帶着
融合的不僅是食物的本身，同時也蘊藏了
人生的故事和內心的情感。2016年日本
NHK電視台把作家柏井壽的小說《鴨川食
堂》拍攝成了8集電視劇，劇中講述了位於
京都鴨川的一間小食堂，由父女倆經營，他
們不僅為顧客提供美味的料理，同時也協助
客人尋找和重溫記憶中特別的料理，撫慰
他們的內心。第一集中的一位創業有成的

年輕企業家，委託鴨川食堂尋找過世的親生
母親擅長的土豆燉肉。最終食堂老闆還原
出了這道料理，也發現了企業家親生母親
生前委託繼母收藏的料理手記，希望能把
對孩子的愛通過食物不斷傳遞下去。
確實，家庭食物的味道，往往承載着親

情的溫暖、無言的關愛。節日的味道，更
是通過食物把親情和關愛最好傳遞的時
刻。唐代殷文圭有詩句「萬里無雲鏡九
州，最團圓夜是中秋」，中秋節最重要的
就是和家人團圓、良宵歡聚。我記得小時
候，外婆中秋總是煮上一大桌菜，全家都
圍坐在一起，共享美食和天倫之樂。大家
最喜歡的就是一道上海湯「全家福」，湯
裏有蛋餃、肉丸、魚丸、肉皮、鹹雞、筍
片等十多種。「全家福」的名字意頭特別
好，這也正是中秋最重要的味道。
在我看來，家庭的溫暖，對於一個人的

成長極其重要。感受家庭的溫暖，懂得愛
的感覺，才會在長大之後，學會如何去關
愛他人，貢獻社會。我從小就生長在溫暖
的家庭，那些年的中秋、那些年的節日、
美味的食物、溫暖的記憶如今都成為我人
生的財富，現在我也努力把那種溫暖傳遞
給我的女兒。
節日的味道既是每個尋常百姓家的，又

是國家民族的集體記憶。這也正體現了家
國的關係，家是小國，國是大家，孟子說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如果我們每個家庭都能有溫暖和關
愛，孩子們就能茁壯成長，國家的未來就
能天下太平了。

節日的味道

疫情未了，令很多
人一蹶不振，沒有工
作沒有收入，生活是

艱難至極！但亦有人積極地過活。
其中一位曾在演藝圈工作的歌手，
她叫舒雅頌（頌姐），因為喜歡她
的名字，以往她唱歌的年代沒機會
認識她，但近日常出現圈子朋友的
聚會，才開始真正的認識。大家都
親切地稱呼她頌姐，我也跟大夥這
麼叫，藉此拉近距離。這之後她偶
爾也會叫我參與她的活動，她很活
躍，她喜歡朋友，她在新界有幢3
層高的房子，經常招呼大家去她家
聚會，常常高朋滿座，只是疫情反
覆，她才把聚會減少。
這位友善、很為人着想的頌姐，最

近與朋友搞了間會所式的食肆，她告
訴我是朋友搞的，她加入投資少少一
齊玩。她坦言朋友都喜歡聚，所以便
一起搞一間玩吓，自己又有地方聚
腳，不用在外面找地方。
其實頌姐不唱歌之後，便加入

保險行業，已經做了好幾十年，
做得非常出色，兒子也跟
她入行多年。她手上有很
多客，大家都喜歡她的服
務，所以客人愈做愈多。
見她投資會所，還以為

她會有什麼新的想法，她
卻很認真地解釋，對於保
險這一行，她是不離不棄
的，主要是她對手上的客
人負責任。她說如果自己
不做，客人的保險單便變
成「孤兒單」，她不能跟
進的話，是沒有人接手
的，客人有事怎辦。所以
她也支持兒子入行，她坦

白地說如果自己有一天不在了，還
有兒子替她跟進，客人便不至成
為「孤兒」。這個想法真是很有
責任心！
提起保險，相信不少人都有買或

者曾經買過，我個人由剛入行便
買，身邊朋友不少人入行，我那時
候都是好易氹，誰找我買我都答應
買，卻不問詳細什麼都答應。好了
朋友不做，保單沒人跟進，我又忘
記供款，於是保單斷了，又或者成
了「孤兒單」。之後雖然手上也有
保險單，卻已經沒人理會，猶幸有
一位好朋友，她也是在我買保險的
公司做，她也不計較接手我的保
單，免致我流落「荒野」！對於保
險業這個制度，我是非常之討厭和
覺得不公平的，但這制度永遠不
改，從來沒有人重視。
聽到頌姐這麼說，這樣為客人着

想，我認為那些身為保險公司的領
導人，是否應該真的可以正視下
「孤兒單」，讓買保險的所有人都
得到負責任的服務呢！

頌姐的責任心

近日新增染疫人數接連過萬，
疫情顯見再度嚴峻，市面上的反
應看起來很平淡。大部分人在從

早到晚的口罩裏，慣常地忙碌着各自的生活。
科士街的小酒館倒閉了，新的咖啡館又開張
了。旁邊的糖水店一到晚上，人頭湧湧，在門
外排了半天，也不見有位子空出來。透過落地
玻璃窗望進去，冷白色的燈影裏，倦容掛在耳
邊垂髮上的老闆娘，竭力維持着面孔上幾度險
些滑下去的笑容。燈火通明的超市裏，冷氣襲
人。有主婦在貨架前拿起一個西瓜，看看價碼
又放下，推着購物車躊躇了一陣，走過來又拿
起，仔仔細細摩挲了一番，還是放了回去，轉
頭到蔬菜區拿了兩朵西蘭花。
搭巴士回公司，不知何故，年輕的巴士司機，

和一名中年乘客起了口角。一個坐在車尾不依不
饒，一個抓着方向盤錙銖必較，乾脆停下車子
一句頂一句，吵得停不下來。一車趕着返工的
人，急得撓頭。有人試圖調停，有人報了警，
更多不斷低頭看時間的人，索性下車轉尋他路。
在路邊等下一輛巴士時，手機彈出即時資

訊，九龍城警區刑事調查隊多日埋伏，成功捕

獲一名28歲嫌犯。上月22日凌晨3時，年邁的
徐婆婆正在九龍城廣場附近整理撿拾的紙皮，
兩名年輕男子突然衝出來攬住她，將她繫在身上
的腰包搶去。包裏除了一部電話，還有兒子給她
的生活費。徐婆婆婆媳失和，已孤身露宿公園多
時，靠生果金拾紙皮勉強度日。聽記者說疑犯已
落網，正彎身推着兩車仔紙皮的她頗為開心，不
過仍忍不住抱怨，「唔執紙皮就冇飯食」。
成年人的崩潰，轉瞬即逝，旁人尚未察覺，

早已自行療癒恢復如常。真正的壓力面前，連
掉眼淚的時間都擠不出來。經濟好壞落在統計
報表裏，是一組一組令人沮喪的數字，砸在奔波
勞累的肩上，拳拳到肉，甚至會痛到不能自持。
手停口停的倉促急切，很容易就驅散了愁雲慘淡
的文藝氣息，咬緊牙關也得盡力支撐下去。
朋友的母親80多歲了，身體一向還算硬朗，

最近明明有不適症狀，卻竭力隱忍，結果一家老
小全部中招。幸虧上半年一家人都已打完疫苗，
闔家閉關一個禮拜多，陸陸續續康復轉陰。朋友
忍不住吐槽，理解老人家刻意隱瞞是怕人嫌怕遭
人厭，可一家子骨肉大可不必如此介懷。
話是這樣說，捫心自問，又有幾個兒女可曾專

門花時間去思量過，老人家心裏裝着的是怎樣一
段敏感和卑怯！一年中最熱的時候總算過去了，
一連幾天，日落後，香港的天空都會出現大幅大
幅的玫瑰色。路人忍不住駐足拍攝，不一會兒工
夫，打開手機，朋友圈便被暈染得迷離炫目。低
頭走路，還是不要忘了時不時抬頭看看天。不期
而遇間的莞爾一笑，消融不了胸中的龐然冰山，
也能讓額頭上縱橫交錯的山川，得以略略平緩。
中秋臨近，香港各處的節日氛圍，並未因疫情

而有所沖淡。卑路乍灣海旁，各色燈籠早早就密
集亮起，夜色愈濃郁，海風裏氤氳出的節日氣
氛，就愈發勾得人鄉愁泛起。中環街區、添馬公
園、灣仔碼頭的中秋月圓裝置，也各具心思。日
子再灰暗，生活再不易，這些散發着人情味道的
傳統節慶風俗，總是不可多得的片刻撫慰。
疫情持續，恢復通關仍未如願。三度中秋月

圓，人不
能團圓。

三度中秋，月圓人仍未圓

原野廣袤，松杉雲集。柏樹、玉蘭
樹、核桃、香楓等，傾聽着鳥兒和水
流發出的柔聲。矮橡樹和夾竹桃葳蕤
茁壯，在樹隙間像日子一樣瘋長。湖
泊和泉水，是森林的眼睛與淚腺。月
亮下的眼睛，點綴在人寰，有一種難

以描述的情調。月亮下，男女相聚，父子癡
迷，是最獨具一格的風致。豐子愷雖有《人
散後，一鈎新月天如水》，卻找不到與癡情
人在月下眼眸流盼的相似語境。天上，皓光
清波；月亮下，最妙是有一雙雙迷人的眼睛。
在月亮底下，嘉萱與禹晟正說着情話；天

上的月亮開始隨風搖動，很快鑽到雲裏去
了。愈來愈多的風掠過樹梢，月亮一下站不
穩，從扯扶着的雲裏跌落到湖中。嘉萱與
禹晟的話多起來，彷彿他和她的話多起
來，便能將湖裏的月撈起似的。湖裏的月也
不撲騰，像李白駕着船去會睡夢中的魚。
嘉萱與禹晟心中的月——漸漸亮起來，最後
掬一捧湖水，把月亮捧在手上。不知沒有月
亮值班的日子，他們該咋辦？
嘉萱興致蠻高地說，希望月亮的每一根頭

髮，都生出眼睛。月亮曾提着月燈，去看漁
夫的夢。輕輕敲着木船，震落自己髮上的明
眸亮睛。明眸亮睛，又一下倏地飛上了夜
空，變成滿天的繁星。禹晟被嘉萱的想像驚
艷了，他說自己彷彿看見西邊的天穹，漁夫
站在月亮之上。禹晟與嘉萱手牽手，站在月
亮之下，一起凝望銀河；月亮爬上蘆葦蕩那
邊的雁翎濱，漁夫坐在青雲上手搭涼棚……
弦月、小半圓月、圓月、殘月，無論哪一種

月亮，都是嘉萱與禹晟的盛宴。有嘉萱，就有
禹晟，他們月下的眼睛，成了迷人的剪影。釣
魚的老王，也喜歡在湖邊月下，不過不是談
情，而是邊釣邊喝酒。老王把陽光下不能說
的話，一點點倒進酒杯。自斟自飲，慢慢品，
直到喝到微醉。這酒喝到最後，老王發覺月亮
裏有一雙俏眼睛。老王收了魚竿，拖着月亮的
清影，一路歪斜着回家。原來，月亮和自己媳
婦一樣親，就像醉時媳婦給老王端上解酒茶。
嘉萱看着老王遠去的背影說：「這老哥在月

下喝酒，就像梵高在夜間發現盛開着『向日

葵』。禹晟，你不要以為他可笑。」禹晟覺得
嘉萱的話裏有話：「你說說理由。」「1888
年，35歲的梵高搭火車來到法國小城阿爾
勒。他覺得阿爾勒的夜比白天更有朝氣，就
每晚發神經似的跑到戶外畫雲、畫星星。阿
爾勒的夜空是梵高最喜歡的色彩，他在帽沿
上固定好一圈燭光，然後支畫架，描星空。有
時，他走過黑黝黝的屋影和房舍，從門縫裏
瀉出一道黃色光暈照亮了他。於是，明晃晃
的向日葵黃，在梵高心裏生了根。」「是不是
可以這樣理解，初升的黃月亮泛着光暈，月亮
一伸手，也可以摸到梵高的心……」
嘉萱黑黑的睫毛上翹着，表示讚許。月亮歪

到西天很多很多了，禹晟和嘉萱也在柔柔的清
輝中回家了。月亮下，他們的眼眸映在月的眼
眸裏，彷彿兩彎清澈的泉注入了心湖。身後
是天，抬頭是月。嘉萱和禹晟走在月亮之下，
享受着氤氳在他們之間的清輝和晚風。當回到
他們各家的庭院時，月光滿滿當當的，像水一
樣鋪滿了窗台，漲潮之勢達到了最高值。
第二天晚上，禹晟又約嘉萱去湖邊看月。

他們對昨晚領略的月宮般的情致意猶未盡，
他們想一起對着空寂的湖唱一首有關月的
歌，聽憑男女疊音把歌魅之惑——迷住湖中
月的耳鼓。他們相信，湖中月有耳鼓，就像相
信自己的愛情。這個月夜，老王沒來釣魚喝
酒，周遭如夢如幻，天空就像梵高眼中那般
深邃，皎潔的月下，他和她敞開心扉唱呀
唱……累了，禹晟和嘉萱坐在湖畔的長椅上，
喝水、休息。禹晟說：「早就想有這麼一個情
境，優雅和純潔的月亮，與美妙的歌聲相輝
映。這心兒，就在遐想中被彼此追問。」嘉萱
說：「今天，我們已把這個情境種在彼此的
心裏，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禹晟臉上無限柔
情，似又是喃喃自語：「月下真美，牽你之
手，似有乘月光飛上雲端的感覺。」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

月，對影成三人。』李白歷經宦海，月下悟禪
機，抱明月而成詩仙。今晚，我與你在『更深
黃月落，夜久靨星稀』的歌聲中，離喧囂，品
詩趣，傾聽彼此的心音。輕輕的/是溫柔的夜
風/裊裊的/是月光下的歌聲/軟軟的/是細膩的

湖泥 /慢慢的/我靠近你的心/給月兒尋一片芬
芳/讓眼眸採一縷桂香/用一生來珍藏。」「太
棒了！你在月下吟出的詩，從心而出，脫口如
此雅致，令我感動；今夜，月光的翅翼到處撲
飛，水中之月不是最涼的花瓣，月下這湖，這
草葉上的凝露，就是你明亮的眸子。」
嘉萱嫵媚地一笑：「今晚我不是飲了月亮的

酒，而是把月空、湖氣一點點凝結成你所說
的露，不過點點心露而已。滿目的月華，晃
得這麼耀眼，湖上之清風與心間之皓月，鼻息
得之，而為嗅覺之悅；臂彎遇之，而成觸覺之
涼；舌口品之，而作味覺之遠。別笑我啊，我
是從東坡居士那兒，一點點擴展來的。小時
候，我就喜歡凝望那彎彎的銀鈎掛在樹梢
上；我常想，月牙是不是被誰的心事壓彎了
腰……癡癡地看杏黃的月兒，孩子氣般地在天
邊爬行。高出房頂後，月亮長大了。有哪一天
晚上，它來了情緒，就把光輝嘩嘩倒進了屋
子，自己則笑成黃燦燦的樣子，像烙的烤餅
一般模樣。」「你描繪得太唯美了，一定寫下
過很多關於月亮的筆記吧。我是男孩子，沒有
你這麼多的詩情畫意。小時候寫日記，寫中秋
月，從地平線冒出來了，紅紅黃黃的，像蘋果
一樣飽滿；寫元宵月，在雲層裏躲躲閃閃，跟
人捉迷藏，一會兒就不見了。元宵花燈替代了
圓月，突然不知怎麼就下雪了，不知誰喊了
句：月亮下蛋了！」
「月亮下蛋了？真出人意料啊！月亮懸於

中天，或掛在沾滿露珠的樹上，我看，倒像
誰家孩子的氣球蛋哦，只是有一點點的嬌
氣。晚間，屋外瓦間裏的蜘蛛網，被一聲聲
狗叫叫醒，也叫亮了月下的一雙眼睛啊！有
時，我會半夜坐定看月亮，再從月亮上回到
心裏，彷彿一陣晚風襲來，吹醒了一朵欲睡
的花，那時總想流淚。說不盡的月啊，文人
吹滅讀書燈，一身都是月。」
「深沉、寥廓、寧靜的月下，我願與你駕

一葉扁舟。與素月分輝、湖水共影，眉宇心
間齊齊澄澈。」禹晟也進入了情境。
「悠然心會，妙處可與君說，這已足夠美

好。若明月真有靈犀，願與君一心一眸一
境，更兼一境一眸一心。」

月亮下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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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兒子都非常支持頌姐！作者供圖

◆中環的日
落 時 分 。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