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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白了華髮，落寞了思量，這也許是
人到中年的寫照。幾年前，有朋友來我處
小坐，剛坐下不久，發現我的空調開着，
遂趕緊讓我關了，說她受不了空調的冷
氣。其實那天，我開的溫度並不太低，也
就一絲涼意而已，她回去後就敏感地覺到
身體的不適，鬧到不得不艾灸、拔罐、汗
蒸的地步，嚇得我此後再也不敢當她的面
開空調吹冷氣了。
俗話說「冷暖自知」。原本以為，她的

不適緣於個人嬌氣。當五、六年後的今
天，特別是近半年來我開始逐漸不喜歡冷
氣，偶爾還伴有腰疼腿酸的症狀時，這才
知道，讓我們的身體突然「嬌貴」起來的
不是空調，也不是敏感的神經，而是人到
中年這個躲不過去的年齡，這個從年輕到
年老，任何人都無法繞開的生命過程。人
生溜走了歲月，卻在我們身上留下了種種
痕跡。它無法自己控制，不以人的意志為
轉移，你只有隨着愈來愈多的人加入到這
個中老年隊伍，慢慢去體會、排遣那時常
會讓你煩惱與疼痛種種不適。
記得許多年前，母親曾說過，這疼那

疼，不請自來，都是與年齡有關。大凡沒
有進行科學保養的中年人，都逃脫不了這
種疼痛的挑戰，它如同魔咒緊緊纏繞在中
老年人身上，你愈不想和它靠近，它愈找
個理由乘虛而入，侵入你的肌膚和骨骼，
摧毀你脆弱的神經。那時的母親，大概正
與更年期作着頑強的鬥爭，每日的拉鋸戰
讓她精疲力竭。與母親同時經受考驗的還
有一位退休不久的教師，即便已經退休，
卻也仍然遭受着漫長的更年期的困擾。
先是按摩，再是針灸，好歹挨過了幾

月，我的腰疼不但沒有減輕，反而感到愈
加深重，不光做重活累活疼痛，走路、起
居都感到受限，無奈之下聽醫生建議去做
一次磁共振，看是否腰椎的毛病。第一次
做磁共振，對其要求一無所知，所以不能
預先準備。當我乘坐電梯進入負一層辦公
區內，一股嗆人的味道直衝鼻端，讓人呼
吸起來很不舒暢。我把它歸於那一道道虛
掩的門中神秘機器所散發出的特殊氣味。
冷冷的，還伴有地下室的陰涼之氣。
儘管每兩年進行一次體檢，但是多年來

對於這種動用大型醫療器械的檢查還是比
較恐懼，能不做的不做，所以很少接觸。
諮詢醫生，被告知磁共振是一種磁場，每
年做一兩次是不會給身體造成危害的。在

這方面我隨我的母親，她老人家從上世紀
六十年代就抱病在身，整年尋偏方吃中藥
多方求治，卻對後來的這些醫療設備很有
排斥。她樂衷於中醫的「把脈」，寧願去
中藥店裡伸開手臂讓醫生把一把脈搏，也
不願去CT或磁共振室等候檢查，怕電磁波
傷害身體。隨着她老人家年齡的增加，這
種牴觸情緒也愈來愈烈，大凡頭疼腦熱都
是去普通醫院看病取藥，抽血化驗都不予
考慮，吃藥過後身體也好了起來，這或許
就是俗話說的「久病成醫」的緣故。

工作室的門口，一張桌上擺了一摞表
格，按照順序進行排號之後，醫生示意我
去填表。我拿起表格，看那上面有十幾個
選項，選或不選，都在括號之中，用
「剔」號、「×」號表示。我看到「是否
有金屬植入」一行，心中立刻緊張起來。
這幾個字在我眼前一下放大了幾倍。我告
訴醫生我有義齒，不等醫生答覆，一旁的
病友很有經驗地說必須填上，做磁共振時
身上不能帶任何金屬物。我忙在後面打一
個小剔，這個剔也讓我更加陷入疑惑之
中：我能做還是不能做？走廊牆上的警示
板上也如此提示，金屬攜有者不能進入磁
共振區域，否則會對身體造成某種危害。
除了義齒，幸好沒有其他附屬品在我體

內，若在三年前，應該還有一樣金屬物
質，牢牢嵌在我的身體，儘管我很少注意
到它的存在，但是每當勞累過度，它都用
隱隱的不適提醒，直到前年我才把它取了
出來。心想這隱隱的疼痛大概可以好了，
誰知這隱痛仍然與我如影相隨，直到再也
沒有耐性和它作「智鬥」的遊戲，我選擇
了治療看醫，第一次就是體檢做磁共振。
醫生說義齒沒有問題，可我還是非常擔

心，不知戴了義齒的頭顱會產生什麼樣的
威脅。在門外等待的時候，我聽到裡面傳
來陣陣「卡卡」聲，每一個病號進入，這
聲音都會響起很久。這聲音也不僅限於
「卡卡」，它還有「嘟嘟」的尾音，很響
很乾脆，像是鐵杵在一片針氈上打擊。我
被帶到一間屋內排號等候，按照醫生的提
示戴上耳塞。它有些軟，塞在耳中不一會
兒就膨脹出來，我就繼續塞，反覆幾次才
把耳塞塞好。我輕輕拍了下手心，很輕，
但卻聽到了拍手的聲音，一顆心便又提起
來——這小小的耳塞，能隔斷外界的嘈
雜，阻斷那個龐大機器產生的聲音嗎？

我聽見自己心跳的聲音。想起R先生在我

耳邊說的，有一次也是做磁共振，他剛進
入機器，耳塞就掉了一個，噪音聒得他在
裡面直搖手晃腿。旁邊還有一位老人在前
方座椅上等候，大概是看我緊張，他給我
講了幾個注意事項。難道他老人家一眼就
能看出我是一個「新手」？ 他那麼大的年
紀，耳朵又被耳塞塞住，卻仍在和我小聲
交談，我愈加不信耳塞能隔絕一切的聲音
了，索性橫下心來數數，一二三四五……

大概二十分鐘左右，室內走出一位白衣
天使，招手叫老人家進去，然後門裡抬出
一位羸弱婦人，她仰面朝上，輕輕呻吟
着，被人抬離磁共振區域。坐在那裡等候
的我，目送婦人如釋重負般離開，耳內有
種嗡嗡的聲音，是血液循環泵送的聲響。

又是十幾分鐘的等待，等到工作室內再
度安靜下來，醫生招呼我說可以進了。打
開門，裡面是一個靜止的多邊形球體，它
讓我想起發光的鑽石和動畫片裡的飛船。
三蹬台階，一條細長的輸送架，我需要跨
上台階，躺在輸送架上，被輸送到那個深
入「宇宙」的球體。而踏上台階，我突然
變得無所畏懼起來，似乎已有十分準備。
聽那「卡卡」之聲響徹於耳，我裝作入睡一
般，安靜閉上眼睛，腦海卻像電影膠片般
播放——我的義齒的形成，曾經的往事。

想起可能有着母親的遺傳基因，我逐漸
放鬆下來。母親，在這一刻又給了我勇
氣！聽母親說，我初生時她沒有母乳，是
她將鍋餅嚼細了餵我，才熬過了嗷嗷待哺
的歲月。生長在物質匱乏時期的童年，八
歲開始生長智齒，疼痛時難以忍受，母親
仍是撕碎鍋餅泡軟了餵我，不僅是牙齒，
還有各種疾病帶給身體的疼痛，每一次都
是在母親的呵護下痊癒，這也是導致母親
皺紋早生、牙齒早落的最大因素。「卡
卡」的聲音，讓我遙想了許多，每一個回
憶都有愛的溫暖和支撐。

多麼希望身體無恙，用健康的身體，給
母親更好的照顧。經過磁共振成像技術，
醫生告訴我排除疾病，可能是輕微的腰肌
勞損。一顆心終於放下，接下來的日子，
我應該給自己放飛。身體、精神、社會、
情感，人生就是這幾個方面的修行，無論
怎樣奔波忙碌，都是為了生命，為了某種
願望的抵達。我相信，有人生的沉沉浮浮，也
就會有生命理想的海闊天空，只是需要改
變一些方式。人到中年，將生命健康放在
首位，更有利於完成你的鬥志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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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車男女
上周，一則新聞吸
引了小狸的注意，講

的是一群年輕人在北京搞了場「購物
車相親」，其口號「用購物車尋緣，
遠離塑料姻緣」，目的是想通過淘寶
購物車裡的「真實人生」尋找志同道
合的另一半。有點意思。
相親活動設在北京的某條胡同裡，
有200多人報名，活動方還在線上徵
集了2,000多個購物車裡的寶貝。活
動當日，這些形形色色的購物車被一
一打印出來，掛在樹上，來參觀的人
若有看對眼的就可以申請和「車主」
進一步接觸。據活動發起人老何表
示，觸動他的是去公園看傳統的相親
角，發現每一個有血有肉的青年都被
符號成了一張A4紙——戶口、工作、
學歷、家世、籍貫、身高、體重以及
最重要的：車房錢的情況。老何覺得，
「當下年輕人需要更有真實性和趣味
性的東西來代表他們，而購物車是真
實的需要、私密的角落、慾望清單」。
老何的想法不無道理。對很多人來
說，「購物車」和「朋友圈」其實是
一對隱性的反義詞。朋友圈裡的人
設，各個完美，每一張看似漫不經心
的抓拍背後，都是幾百張類似照片的
層層篩選；每一張完美無瑕的「素
顏」照背後，都是成小時的磨皮瘦臉
心機裸妝拉長腿。同時還必須時不時
配上一張露着機場機票名牌包名牌鞋
一角的疊加各種ins濾鏡的生活照。以
至於，朋友圈裡那個堪比明星的自
己，連自己都信了。而當回到購物車
時，這些朋友圈明星們就猶如灰姑娘
脫下了水晶鞋，鬆一口氣開始面對真

實的自己。想起很久以前看過一篇漫
畫圖文，悠悠地講着「購物車裡的秘
密」，包括：某外企男公關在周圍圈
子裡時髦的健身風壓力下，先是在購
物車裡丟入了「健身視頻教程」，不
久後又丟入被動式的「懶人減肚子
機」，直到最後丟入「仿真假胸肌假
腹肌秒變型男」。還有各式各樣的
「原單」、「剪標」、「復刻」、
「致敬」的包、衣、鞋、帽，靜靜地
安躺在眾多或型潮或文藝或高雅或高
端的朋友圈明星們的購物車裡。有句
話說得好：朋友圈可以偽裝，購物車
不會撒謊。
然而話雖這樣說，但具體到購物車

相親卻有些問題，道理很簡單：購物
車的真實在於「只有自己看」。只有
自己看自己買的時候，購物車才是這
個人最真實的品味和慾望。而一旦購
物車變成了相親指標，變成了要給別
人看甚至要登上新聞給全國人民看，
那不就又成了另一個朋友圈嗎？
事實也差不多，據新聞報道，活動

現場上，「有的人購物車放了一輛價
值500萬的豪華遊艇」，「另一位男
士購物車裡有一隻價值1,000元的醃
製豬腳」；還有「在購物車裡加好了
未來女朋友的口紅包包」，更有多位
男士在購物車的留言區寫着「如果合
適的話，你的購物車我包了」……說
好的看品味看愛好看志同道合呢？又
默默地變成了另一場或高端或低調的
炫富比拼，以及三觀錯位的錢買愛情。
初衷挺好，噱頭挺讚，活動也挺有

意思，但若真想看「真人」，看購物
車沒用，應該看「購買歷史記錄」。

近日有一位曾經掌
管香港教育事務的前

任女性高官，為現行中學通識教育科
這個人為兼且無中生有的科目保駕護
航。她指出現時學生每天都會遇上不
同來源的社會資訊，中學教育有需要
讓學生掌握良好的分析能力，以辨別
日常接觸到各種錯綜複雜資訊的真
偽。
筆者相信這些高官的內心深處，確
實存在着良好的意願。可是，讀者諸
君假如粗略讀過本欄的文字，當可知
道相關的官員和教師（包括教育當局
和考評局延聘的大學教師、中學教
師），難免要面對志大才疏之譏。
筆者在二零一五年整理先前寫過的
評論文字，放在一本拙作的附錄，也
佔了五十多頁的篇幅。如果更深入和
詳細的分析，隨隨便便可以寫上許多
萬字的評論。不過，即使筆者願意花
時間來寫，恐怕公眾和掌握「港式通
識」執行實權的賢達都不會有興趣去
細看。
現在的實況卻是許多「港式通識」
科的考生，不單止沒有學會分析社會
上流傳、涉及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
自然科學等資訊的能力，我們觀察到
的現象，反而是教育當局和各大學、
中學的管理層都沒有把好教學質素的
關，聽任從屬於香港政圈反對派的教
員，肆無忌憚地向大學生、中學生灌
輸盲目反政府、踐踏法治，以及惡意
針對社會上特定群體的洗腦信息。我
們香港高質素的警隊，正正是過去起
碼五、六年來反對派謠言抹黑的主要
目標。二零一三年發生小學教員林慧
思公開粗言侮辱執法警官一事，就掀
起了全面惡意中傷的序幕，事後林慧

思還得到整個反對派陣營，包括其所
屬宗教的高級傳教士的撐腰！
在二零一四年非法「佔中」之前，香

港最大的教師工會，即是人盡所知從屬
於老牌反對派政黨的工會，就公然向中
學生發佈非法「佔中」發起人編的洗腦
「通識教育」教材，卻沒有按照通識教
育科的設計原意，同時提供不同的觀點
和意見。於是乎，在非法「佔中」前的
醞釀期，到兩個多月擺明車馬的「違法
達義」，再到非法「佔中」潰敗之
後、二零一六年的旺角暴動，這許多
被洗腦的年輕人，當中包括大量修讀
過「港式通識」的中學畢業生（許多
已升讀大學），滿腦子就是「法不責
眾」的妄念！那些負責洗腦的名嘴、
學者異口同聲的算計，認為香港只有
數萬名警察，假如要四名警員才可以
抬走一個「賴死」不合作佔路的「和
平示威者」，只要有一萬人參加非法
「佔中」，就可以完全癱瘓香港的社
會秩序和公共安寧。他們明示暗示，
到時只要有不法分子乘機偷雞摸狗，導
致香港治安全面失控，特區政府，以至
北京中央政府只能就範，任由非法「佔
中」的暴民去決定香港未來發展和當下
管治的所有細節！
我們以香港為家的守法良民，過去

幾年非常耐心地等候涉嫌人犯得到公
正審訊。現在旺角暴動破壞香港公眾
安寧的兇徒陸續被繩之以法，筆者期
望非法「佔中」的組織者、指揮者和
參與者都要受到應得的法律制裁。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一直被反對

派上下其手的「港式通識」最宜取
消，否則亦要公開給社會大眾嚴肅監
察。潘某人有何妙法？請看下回分
解。 《通識教育教壞人！》之六

普通，從生活、樣貌到處境，總是特別想
擺脫，要出眾。很努力很忙很累很煩心，只

是要超越庸常平淡和平凡，以為眼前的總不好，不滿意。像
故事中掰玉米的小猴子，丟來丟去，什麼都沒有了。
而時光迅疾的速度如佛家講，一彈指六十剎那。也說，一

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一轉
身，就蒼老了。那些糾結，妄想，執念，到兩手空空時才曉
得，不如放下。
而三毛說，真正的快樂，不是狂喜，而是細水長流、碧海

無波，在芸芸眾生裡做一個普通的人，享受生命一剎那的喜
悅。萬水千山都走遍的三毛所看重的也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的
幸福，波平浪靜、淡定安然地享受生活的細水長流，用心擁
抱生命賜予的每一剎那喜和樂。
她曾在演講中說自己的一段經歷：坐在山崗上，托着下

巴，看天空淡淡的晚霞，由那種紅褐的顏色，轉成鴿灰，在
轉變的時候，那個山崗下的燈火，東一盞、西一盞地點燃了
起來。她常常坐在那裡看啊看。山崗下是一個小城，她看啊
看的是黃昏時候的屬於普通人世的萬家燈火。她說人間燈火
勝於巨星。
偶然在圖書館裡借得清少納言的《枕草子》，看得一步一喜

悅。沒有什麼宏大的敘事，都是平常的清淡生活內容。如：
洗頭，化妝，穿上浸滿香氣的衣裳，即使在沒人看見的地
方，心中也十分快活。再如：江橋，鵲橋，相逢橋，小野的
浮橋。山菅橋，聽了名字覺得很有意思的，還有假寐橋……
《枕草子》以淡雅有趣的文字所記錄的都是平淡生活中的小
事情，是家常小日子，是庸淡光陰的「細微的紋理」，是紋
理上淡淡的喜悅之花，用時光穿針引線，連起細水流長的溫
雅和趣味。「家常的東西都是好的。」只有那些不經意，甚至
容易被忽視的家常才會帶來平淡的喜悅和富足。

清淡生活中的小喜悅
耿艷菊

大地大地
遊走遊走

本港近百歲慈善
家、企業家田家炳博

士大紫荊勳賢不幸逝世，離開了我
們。傳來噩耗，熟悉他的親友及受過
他恩惠的人都感到非常悲痛難過。
談到田家炳先生為人和他奮鬥的故

事，令人感動不已。若論他的家產，
雖然不能與本港首富「超人」相提並
論，但是田博士對教育慈善的貢獻精
神，不遑多讓。認識田家炳先生有數
十年之久，他是客籍同鄉，我們都以
他的拚搏、知慳識儉、上善若水的高
尚品德為榜樣。數十年前曾到田博士
的工廠探訪他，為人謙厚的田老闆，
談到他的事業，只是淡淡而過，唯獨
是講到教育慈善的奉獻，卻是說得津
津有味，雀躍非常。
華人對投資及買房地產最為重視，

然而田博士為了他所創辦的「田家炳
基金」達成為教育以作的捐獻計劃，
他把自己的九龍塘豪華住宅賣出套現
撥入基金，然後繼續向有需要的學校
捐贈善款。據我所知，在全國包括他
的家鄉梅州大埔縣以及香港，捐助
大、中、小學校有逾百間。這位塑膠
大王、慈善教育家的高尚美德，受到
中央政府以及特區政府等官員的推崇。
除了多個省、市政府頒授獎章予他

之外，在2010年田博士獲香港特區政

府頒授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實至名
歸，是客家人的驕傲。南京紫金山天
文台更在1993年，將2886號小行星以田
博士名字命名為「田家炳星」以表揚他的
善德善舉。愛國、愛港、愛鄉的田家
炳博士大紫荊勳賢，如今辭世了，我
們深切哀悼，永遠懷念田家炳鄉賢！
又是一年一度考生放榜期。最受矚

目的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及狀元錄。
今年考生成績看來不錯，有42.2%考
獲「3322」成績要求，其中六男三女
考得七科5**，還有今年的18顆星星
超級狀元黃子衡，成為了全港各大媒
體的焦點人物。他個人獨得18顆星
星，在學業成就堪稱厲害，料不到黃
同學更加是鋼琴及小提琴高手。他在
接受媒體訪問時，在鏡頭前從容、淡
定、謙厚地講述自己的故事。聽到的
人都大讚，這像是香港新一代成功的
傳奇故事。黃同學志願讀醫，將來做
醫生幫助別人，回饋社會。還有13歲
的孩子，來港才3年便考入了大學，
被人稱之為「神奇小子」。難怪眾多
家長日夜奔波，為孩子尋找名校，今
年九位狀元全都出自香港傳統名校。
特首林鄭月娥非常關心教育，今次
放榜，她循循善誘呼籲考生，要以平
常心面對，切勿沮喪，鼓勵考生按自
己成績及興趣，作好前景的選擇。

香港超級狀元

現代人生活忙碌，
或因工作、生活作息

的情況，都容易患上不同的脊骨問
題。除了坐姿不正確、運動不足外，
多坐也是罪魁禍首之一。最近坊間流
行許多設備，就是迫使脊柱有問題者
多站少坐，當中包括高身的電腦座，
把電腦放高後使用者就只能站着辦
公，讓盆骨壓力減少，改善毛病。同
事中便有人天天站着工作。妹妹也因
頸椎痛不宜長期垂頭而必須站着辦
公。
有一辦公椅像沒背的搖椅，坐者必
須要腰板挺直，不然容易倒下，有助
減輕因坐姿不正確而產生的問題。
我的盆骨常痛楚，罪因是疏於運動
和長時間坐着。因上班來回車程長達
三小時，在公司內也坐着工作，回到
家裡疲累了，便賴在沙發上，盆骨長
期受壓，血液循環不暢便帶來痛楚。
有一次回家的巴士滿座，我被迫站了
個多小時的車程，下車時盆骨之痛竟
然不藥而癒，可能是地心吸力和盆骨
沒受壓令血液暢順了，我才發現原來

站着也有益。
有的時候我下班刻意不乘坐點對點

的巴士改乘港鐵，上上落落，行好長
一段又一段路，轉車三、四次，又擠
在人潮中，再步行十多分鐘回家，為
的是迫使自己多行多站。站久了見有
空座位，有時下意識想坐下，立即心
內警告自己：「妳不應坐，讓有需要
的人坐吧。」是的，我們很多時是沒
有坐的需要，而是習慣地見到椅子便
坐下來，我想那些勇猛地爭得座位的
人，生理上大都沒有坐的需要，只是
心理上要霸佔個座位，像屁股有承托
心才安定下來。
生活繁忙，大家都依賴汽車代步，

腿動得少，為補救運動不足，於是到
健身室步行機上跑步，現代人真是充
滿矛盾。
家裡兩個老人是典型宅男宅女，成

天墮在沙發上看電視，每天都打兩腳
麻將，可以足不出戶。媽常投訴便秘
啦，腿沒力啦，腳痛啦，腰酸啦，還
不是坐得太多惹來的禍害！多坐，罪
大惡極！

多坐有罪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認識劉俊的時候，他還是青
年才俊，應該是在2004年在

南京舉行的第八屆世界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
上，當時他參與會議的工作，後來才漸漸相
熟，他以研究白先勇成名，著有《悲憫情
懷——白先勇評傳》。身為南京大學博士生導
師，他主攻研究世界華文文學，現為中國世界
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有多種研究世界華文文
學的學術著作出版。
開始交往密切，是在廣州暨南大學開會之
後，有一次去參觀，從聊天開始，但也就是言
不及義，瞎談而已。那時他已開始忙碌，有一
次，他去美國開會，經香港轉機，但他並沒有
找我。後來提起，他說不好打擾。後來他和袁
勇麟應浸會大學的邀請，來港開張愛玲的研討
會，我曾去機場接他們。有一回，他應邀來
港，參加香港文學節的研討會，有一晚，我帶
他去參加香港作家聯會的晚會。去年，他應香

港珠海學院的邀請，做客座教授，專門講授香
港文學，老友秦嶺雪請他在九龍太湖海鮮酒樓
晚飯，相聚甚歡。值得補記的，還有劉俊臨別
前，秦嶺雪再次於靠近珠海學院的屯門三聖邨
一家海鮮舫餞別，秦嶺雪不吃螃蟹，但他特意
點了兩隻大螃蟹，給我和劉俊享用。豈料樂極
生悲，大約是啃得不得法，或者是牙齒不經折
騰，一咬，突然覺得不得勁，過一會，才發覺
門牙咬崩了一截。當下我也不作聲，免得壞了
氣氛。後來，他們得知了，笑說，這一隻螃
蟹，真的可貴了！我自嘲，誰叫我自己貪吃！
他老說沒有機會請我到南京，並以此為憾。

但朋友當然並不以此為準則，朋友相交，只要
有心就好。後來我經南京去鹽城開會，他駕着
他剛考到車牌的私家車，載我們到處玩，到秦
淮河畔去吃南京小吃，穿過左右兩排法國梧桐
飛馳，轉搭小車上中山陵，那種快活難於形
容。再去南京，已是前年的事情了；承他熱

心，邀我赴會，雖然因他是主辦方，會務纏
身，未能相陪，但我還是體味得到他的心意。
雖然他是初次駕車，但穩當，看得出他駕駛的
熟練，以及他待朋友的熱誠。
前幾年，南京鳳凰文藝出版社老總擬出一套

散文叢書，請他出面介紹。他介紹了十位作
家，結果出了四位，包括我的《風中下午
茶》，他還給我這本散文集寫了一篇讀後記，
其實就是序言，對我鼓勵有加。
其實，作為南京大學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

究中心主任的劉俊，寫過好幾本評論海外華文
文學作品的論著。他的觸覺伸到華文文學的各
個方面，美國和加拿大是重點，但不僅於此，
台灣也有涉獵，還有馬來西亞，他曾數度赴馬
來西亞檳城教學。他曾說過，他專心研究學問，對
於其他方面興趣不大。如今已在他學術研究的範疇
內，顯示成就；以他的志向，以及年紀，只要
持之以恒，將來必然有更加驕人的成績。

劉 俊

經歷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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