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8 采 風 ■責任編輯：葉衛青

2018年12月7日（星期五）

20182018年年1212月月77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18年12月7日（星期五）

百
家
廊

山
林

閒來無事，瀏覽網頁，無意間看到了騰訊
視頻發佈的美食紀錄片《風味人間》。接連
追了三集，迷上了其中的一道複合風味菜：
蟹釀橙。這是一道南宋名菜，經過現代廚師
們認真研究，反覆試驗，終於重現了當年風
采，引來無數粉絲吹捧。「蟹釀橙」是烹飪
技術中色、香、味的極致發揮，也是吃螃蟹
的一種優雅方式。
廚師把橙子從合適的部位剖開，為了美觀

大方，剖開部位要鏤刻出波浪形來。挖出橙
子肉製成汁液，橙子殼備用。把提前備好的
蟹黃、蟹肉放入炒鍋，加橙汁和蛋液等調料
炒熟。把炒鍋裡的半成品塞進橙子殼，蓋上
橙蓋，上鍋蒸半小時左右。
這道菜，在蟹子美味基礎上，增添了新元

素。橙子的加盟使得螃蟹的滋味不同於往
常，同時，橙子也搶了螃蟹的風頭。「蟹釀
橙」端上桌的時候，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個完
整的橙子，這是一道名副其實的水果菜。雖
然是水果菜，蟹釀橙的主料卻是大閘蟹。大
閘蟹的美味世所共知，加上酸甜可口的橙汁
調味，「蟹釀橙」無疑是人間絕品。
說起大閘蟹，想起一件趣事來。我剛上初

中的那年，父親的朋友送給我家六隻大閘
蟹。看到螃蟹們五花大綁，動彈不得，我發
了善心，逐個給牠們解除桎梏。我把大瓷盆
放進清水，螃蟹們個個張牙舞爪，伸腰展
臂。第二天，準備蒸螃蟹的時候，父親卻發
現瓷盆裡，惟有一隻生命力不頑強的死螃
蟹。其它螃蟹「集體越獄」了！父母顧不得
訓斥我，分頭去找。結果，在床底下找到兩
隻，灶灰裡找到一隻，棉鞋裡找到一隻，還
有一隻無論如何找不到了。那隻越獄成功的
大閘蟹，最後還是被鄰居王奶奶俘虜了。王
奶奶吃完大閘蟹，抹抹嘴，逢人就炫耀：
「你說我老人家運氣好不，今兒早上一出
門，胡同口撿到一隻大螃蟹咧，真是香啊！」

大閘蟹的確香，我吃過一次，就上了癮。

我在心底暗暗發誓：等將來成了家，一定買
很多很多大閘蟹，一次吃個夠！剛結婚的時
候，手底下錢不多，捨不得買。有了孩子
後，買來的螃蟹捨不得吃，看着孩子吃。現
在吧，手底下不缺錢花，想吃螃蟹真能一次
吃個夠了。前不久，老公買回來十來隻陽澄
湖大閘蟹。孩子在外地求學，螃蟹非我莫
屬。我將大閘蟹全部煮熟了，準備大快朵
頤。可是，剛吃了一隻，皮膚開始瘙癢，這
是過敏了。你說氣人不？
小時候，我經常吃小螃蟹，從來沒有過敏

這回事。我家住在渤海邊上的一個小村莊
裡。每年的九月份，正是蟹子異常肥美的季
節。離村子不遠處有一大片沙灘，那裡的黃
鬚菜蓬勃生長，密密匝匝，菜根下面有大小
穴洞無數個，螃蟹們就蝸居在裡面。夜幕降
臨，孩子們跟隨大人們的腳步，來到黃鬚菜
叢中。孩子們負責背着簍子，大人們拿着手
電筒照來照去。說來奇怪，螃蟹們專門朝着
有光亮的地方徐徐爬行，主動「送貨上門」
來。我們逮到的螃蟹個頭都不大，村裡人習
慣稱作「小嘟嚕子」。
爆炒小嘟嚕子，大人孩子都喜歡吃。我不

吃饅頭，空口就能吃一大碗。小螃蟹肉不
多，吃的時候，連皮一塊嚼，嘎嘣嘎嘣脆，
鮮香又可口。有時候，也能逮到大一點的螃
蟹，叫梭子蟹。梭子蟹肉多，比小螃蟹味道
更好，但是，數量極少。我們從來沒逮到大
閘蟹，也許是水域不適合牠們生存吧！我們
常吃的「小嘟嚕子」，據說，就是古人所說的
「蟛刖」。「艾子行於海上，初見蝤蛑，繼
見螃蟹及蟛刖，形皆相似而體愈小，因歎
曰：何一蟹不如一蟹也？」
這段話出自《艾子雜說》，也是成語「一

蟹不如一蟹」的由來。艾子一連三次看到多
足動物，當地的居民都說是螃蟹的種類。蝤
蛑最大，螃蟹次之，蟛刖再次之。根據我的
觀察對比，得出這樣的結論：艾子見到的蝤

蛑，類似大閘蟹、螃蟹，類似梭子蟹、蟛
刖，就是小螃蟹。

螃蟹雖然美味，但牠的外形實在不敢恭
維。在古代，螃蟹曾被人們深惡痛絕。古人
視螃蟹為怪物，見了都躲得遠遠的。所以，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格外受人敬仰。魯迅先
生認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勇士。翻查野
史，就會發現，螃蟹的命名也和這個勇士有
關。古時候，海裡有一種夾人蟲，善用雙螯
傷人。大禹治水，派壯士巴解督工。面對夾
人蟲的攻擊，工程無法進展。巴解掘了一條
圍溝，圍溝立刻湧進不計其數的惡蟲。巴解
招呼附近的居民，家家戶戶燒熱水，準備用
沸水燙死牠們。夾人蟲在沸水裡撲騰了幾
下，就死翹翹了。巴解把遍體通紅的惡蟲提
了一個上來，俯首一聞，有濃郁的香味。他
掰開甲殼咬了一口，味道真是棒極了。聽說
能吃，居民們很快把夾人蟲瘋搶一空。人們
把這種夾人蟲命名為「蟹」，解在上，蟲在
下，意思是「巴解征服了夾人蟲」。勇敢的
巴解，成了天下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有人開了頭，自此，天下吃貨聞風而動。
吃過之後，又留下心得體會流傳後世。《紅
樓夢》第三十八回，才子佳人吃完螃蟹，開
始詠螃蟹。「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
塊香」，可以看出林姑娘本性天真無邪，具
有浪漫主義情懷。「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
春秋空黑黃」，寶姑娘本就不是善茬，妥妥
的心機女一枚。這詩句也不討喜，就連大家
都認為「諷刺世人毒了些」；晚明才子張岱
認為，螃蟹是「食品不加鹽醋而五味全
者」；當代大畫家徐悲鴻說：「魚是我的
命，螃蟹是我的冤家，見了冤家我當然不要
命。」清朝文學家李漁，稱秋天為「蟹
秋」，他誇讚秋天的螃蟹「鮮而肥，甘而
膩，白似玉而黃似金」、「更無一物可以上
之」……時下，已經進入冬天了。愛吃螃蟹
的人們開始盼望明年的「蟹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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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梅有效解決皮膚瘙癢症
烏 梅 主 產 在 四
川、浙江、福建、湖

南、貴州等地。梅樹春天開花，一
片桃紅色，蔚為奇觀。烏梅也叫梅
子，因為不能生吃，烏梅在日本是
鹽漬了才食用。吃烏梅會刺激一種
叫腮腺荷爾蒙的分泌，是一種抗老
化的荷爾蒙。
一般來說，小孩子不宜經常吃烏
梅，因為他們的胃黏膜結構薄弱，
時間久了，容易引發胃和十二指腸
潰瘍。烏梅中的酸性物質容易腐蝕
牙齒，特別是長有齲齒的兒童，更
要忌食。婦女月經期間最好不要吃
烏梅，烏梅是酸性水果，酸性具有
收斂的作用，可能會引起經血量
少。懷孕婦人產前、產後的時期，
也應忌食。感冒發熱、咳嗽、多
痰、氣實喘促、胸膈痞悶的人最好
不要食用烏梅，會加重病情。
但是，糖尿病人、肥胖的人、肺
虛久咳，乾咳無痰、久瀉久痢，蛔
厥嘔吐腹痛的病人，使用烏梅煎
湯，會有很好的效果。
近年，不少港人工作壓力很大，
在外面進膳，油膩的食物太多，出
現了皮膚敏感症狀，肝功能退化，
免疫力降低，經常會出現風疹，往
醫院皮膚科、內科診治，服過抗過
敏西藥，例如類固醇，沒有效果，
痛苦不堪，也有人無明顯誘因出現
全身皮膚瘙癢劇烈，陣發性加重，
尤以晚間為甚，難以遏止，每次搔
至皮破血流發生疼痛時方才住手，
因而產生自殺的念頭。中醫辨證為
厥陰寒熱錯雜，虛實挾雜，肝風內
動，予烏梅丸加味：烏梅15g、細辛
3g、桂枝6g、川黃連6g、川椒10g、
黃柏10g、製附片6g、黨參15g、乾
薑6g、當歸10g、白癬皮15g。5劑

後，患者述瘙癢明顯減輕，再以上
方出入，10劑後症狀消失，半年未
發。
糖尿病人，如果皮膚瘙癢最適合

烏梅、川黃連六錢，煲水，頭五分
鐘大火，後二十分鐘慢火，八碗水
煎為兩碗水，放在雪櫃內，午餐和
晚飯飯後飲用。喜歡打邊爐的人，
也應該用烏梅、山楂、甘草、陳
皮、冰糖，煲酸梅湯，防止上火和
消滯。小孩子不肯吃飯，可以用烏
梅、山楂、薏米煲水，十日才服用
一碗，服後立即擦牙，免酸性物腐
蝕牙齒。
細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的的病

人不適宜吃飯，可食薑茶烏梅粥，
材料：生薑、烏梅、綠茶、粳米、
紅糖，將前三味煎煮，取汁去渣，
然後加粳米煮粥，粥將熟時調入紅
糖即可。
減肥的人，可用冰鎮銀耳酸梅

湯，材料是烏梅、銀耳、山楂片、
陳皮，銀耳的數量要多一些，煮三
十分鐘，加少許冰糖，不要太甜，
放在冰箱裡面，飯後食用。但要節
制食物數量，減少四分之一，飯後
急急腳步行道三十分鐘。一個月
後，起碼可以減上七、八磅。

今 年 不 知 怎 麼
了，尤其近年尾，

寫了一篇又一篇哀悼和追念的文
章。兩天前竟又看到一個驚愕的哀
訊，許曉暉因病去世，享年44歲。
我一連看了幾遍，幾乎不能相信。
那一年，香港文化藝術界去山東文
化交流，團長中有時任民政局副局長
的許曉暉，我一向少接觸政界和官
員，這位許局長在電視上見過，第一
次見到她真人，俐落的短髮，一臉真
誠的笑容，沒有官的樣子，讓人感覺
親近，但我還是不會主動上前和團長
們搭話，最多笑笑。
這一次的主題是《感悟齊風魯
韻》，其中文化研討一項，還是我
作為香港代表發言，因為是山東，
研討會的議題是《孔子在今天》。
我講的題目是《從「君子」談修
養》，因為孔子在《論語》中提到
君子最多，有一百多次。君子，是
孔子提出的做人標準，君子之道是
中國的人格模式，孔子的時代是一
個禮崩樂壞的年代，社會秩序處於
非常混亂的狀態，面對嚴重的社會
危機，各家各派都在尋求醫治社會
的良方。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認
為，要維護社會秩序，要首先恢復
周王朝建立的一整套禮儀規範，先
從做君子開始。
發言中我引用了一個例子：中國
曾經是一個世界的文明古國、禮儀
之邦，有一位比馬可波羅更早來到
中國的傳教士，他記錄了那個時候

的中國。他大意是這樣說的，禮
貌、文雅、恭敬、忠厚隨處可見，
車子和財產不用鎖，牲畜如果走失
了大家會幫助找，糧食雖然少，但
對於救濟貧民人人都十分慷慨，而
那時的歐洲整天都在打鬥、流血、
酗酒。
交流會之後，我就盡情去感受和

享用齊魯風情了。過了一天，許曉
暉主動走到我跟前，說我講得很
好，她想知道我提到的那一段傳教
士的記錄，是在哪裡看到的？她是
認真地聽了。我感謝她的讚賞，說
是從一本書上看到的，她問可不可
以告訴她什麼書？我說要回去找一
下書名。記得那次她有公務，提早
一天離開。
回到香港想起我的應諾，找出她

名片上的Email，把那一段引用的準
確出處告訴她。她很快親自給我回
覆，表示感謝。後來再有一次，也
是最後一次，2016年一個文化活動
上見到她，還是滿面笑容，關心地
問起我的創作。時間過去不長，怎
麼就已是天人兩隔？她還那麼年
輕？！驚悉哀訊的第二天，微信朋
友圈裡貼出許多哀悼她的短文和照
片，可見她的人緣、民心，對香港
文化藝術的關注。
讀書要讀仰望的書，交友要交仰

視的人。雖然和許曉暉女士交往不
多，沒有和她拍的照片，不知道她
有什麼政績，但可以說，她是一位
讓人仰視的君子，值得尊重。

從小到大，自己都很喜歡聖誕節，所以每逢到了
這個節日，也會想方法怎樣去慶祝，而最重要就是

如何把家居加上一些聖誕裝飾，佈置一番。
還記得上小學的日子，因為很希望家中有一棵聖誕樹，於是我的祖

母便給了我一些錢去購買一棵五呎高的聖誕樹，對於我們的家庭來
說，已是很特別的一個裝飾，而且從來沒有過。
甚至我們在平安夜當日，更會一起弄一點小吃，如炸雞翼、沙拉、

薯片、雜果賓治等等，一家人舉行一個聖誕聚餐。對於一般中國人的
家庭來說，可能未必會這樣做，但不知道為什麼，小時候我的家人已
經習慣以這個方式去慶祝聖誕節。
當年到加拿大生活的時候，家中也在火爐旁邊擺放了一棵很大的聖

誕樹，而且因為通常香港居住的是大廈，但在外國居住的是房子，所
以有好多空間可以給自己去想想，如何把家居裝上很多聖誕裝飾，可
能這是我最喜歡在聖誕節期間裝飾家居的一個原因，通常這個責任就
由我來負責。而且外國人也很重視這個節日，每逢到了聖誕節前，他
們都會購買很多燈飾，裝置在整間屋外，大家爭妍鬥麗，就好像在比
賽一樣，誰的最美，我以前也是這樣做。我也會久不久駕車到別的地
方看看他們的燈飾。久而久之，到自己一個人生活的日子，也很希望
可以在家中添置一棵很大的聖誕樹。
其實回到香港生活後，也曾經在居住某一個地方的時候，買了一棵

七呎高的聖誕樹，因為當時居住的環境比較大，可以容納這麼大的聖
誕樹。但之後的居所沒有這麼大，從此便打消了這個念頭。早在半年
前搬家，算是有大一點的空間，所以決定今年也買一棵比較大的聖誕
樹來裝飾家居。我發現，不是因為我長期居住外國而被感染到喜歡聖
誕節這個節日，反而原來是我從小開始便喜歡這個節日。
今年我的家中，除了一棵大大的聖誕樹之外，還掛上了很多聖誕裝

飾，亦都可能是希望可以重現在加拿大生活的時光，就好像家中的裝
飾一樣，重拾這種聖誕氣氛。
有些朋友會問我，你自己一個人居住，為什麼要弄這麼多聖誕裝

飾？不止是自己看看而已，我反而覺得，就是因為一個人生活，每逢
到了一些特別的節日，也希望可以營造一點氣氛，令到自己就算孤獨
生活，也可以感受到這些節日的來臨。所以無論是萬聖節、聖誕節或
農曆新年，我也一定會把家居營造出這些節日的氣氛。甚至我有一些
朋友很喜歡在農曆新年期間到我家拜年，因為他們知道我家一定會很
有農曆新年氣氛，大家吃吃喝喝便更加開心。而今個聖誕，決定邀請
家人及朋友到我家中慶祝。

我的聖誕節

居所附近這幾年不
斷有新的食肆開張，

賣的食物和鄰近的食店有所不同，
但多數都是開了一至兩年後就關
店，由另一家食店來接手經營，賣
的就不是原來的食物。有的甚至開
了幾個月就關門大吉的，為什麼？
開了幾個月就關門，可想而知賣

的食物一點也不吸引食客。開店一
至兩年便關閉的食店，剛開始營業
時都是門庭若市的，想進去店裡吃
東西，都要排隊輪候。像這些要排
隊輪候的食店，我也曾因為想嚐鮮
而加入排隊的行列，吃了之後也覺
得不錯，一兩個星期又到該店去做
回頭客。但吃了兩三次之後，忽然
感覺味道沒有剛開業時那麼好了。
於是就逐漸和食店疏遠了，等有機
會剛好經過時，發現門前變冷清
了，然後就是結束營業。
這樣的情況總是會在食肆輪流出
現，想來是剛開張時都在用心烹
調，真材實料，但客人多了之後，
準備賣的都賣清了，又想多做點生

意，便開始在已準備好的湯裡添加
點水，或在已準備好的食材裡減少
每碟的分量。這些老闆絕對沒有想
到的是，食客不是笨蛋，添了水的
湯難道會喝不出已失鮮味？菜的分
量減少難道都不會察覺？於是回頭
客都不回頭了，只好早早打烊再早
早關門。
上月舉行的台灣選舉，由於競選

高雄市長的韓國瑜造成一股「韓
流」，把民進黨打得大敗，而且還
未上任，高雄的消費就熱絡起來
了。韓國瑜特別提醒高雄的食肆，
不要被一時的消費旺盛衝昏了頭，
更不要被一時的好景寵壞，當客人
到高雄觀光購物時，一定要注意品
質，保持品質。如果為了多賺一點
而降低品質，就不會再有回頭客
了。
品質保證，就是吸引食客再回頭

光顧的不二法門。在湯裡添點水或
是減少菜餚一點點分量，就是替自
己的招牌關閘，最後是店門永久拉
上閘門。

回頭客

原來我上次到曼谷只是六年
前而已，我還以為最少有八

年。令我覺得這個城市改變不小的原因除了她
真的有很大變化之外，最大分別是以前零售業
的客戶服務非常好，這次卻多次看到晚娘的嘴
臉，令我向來對泰國人熱情好客的印象大打折
扣。
雖然我曾多次到曼谷，但好像從來沒有看過

大型演出。這次旅伴建議觀看由泰國皇室劇團
出品的大型室內場景表演曼谷暹羅天使劇場
（Siam Niramit），它號稱為全世界最佳演出
之一，並且被列入世界健力士大全的「最大室
內表演」，因為可以容納二千名觀眾。我也想
大開眼界，自然答應。
劇院距離市區有點遠，加上碰上下班時間，

我們從四面佛附近差不多乘了四十分鐘私家車
才到達。演出套票是戲票連一頓自助晚餐，所
以我們先吃飯後看劇。雖然食物的味道不算上
佳，但也可入口。七時正，一班穿上泰國傳統
服裝的員工大鑼大鼓地在餐廳內繞場一周，原
來是通知大家到劇院外欣賞在正式演出前的戶

外表演。不過，我們仍未吃飽肚子，所以沒有
去看。當我們到劇院外的空地時，只看到兩頭
象。一頭讓遊客坐在其上，一頭則讓人拍照，
相信都是機構賺錢的玩意。
劇院的面積全世界排行第四，亦是泰國最大

的劇院，舞台亦比一般的為大，據說有七十公
尺。節目開始前，報幕員強調觀眾必須在完場
時才可以離開座位，否則會有危險。我心中已
知道為何會有這樣的提示，所以決定即使節目
不好看，也會乖乖地坐着，直至完場。
演出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帶領觀眾回

到泰國不同年代和民族的歷史，包括北部的蘭
納王國、南部的海外商務情形、東北部的石城
堡傳奇和中部的阿瑜陀耶王朝故事。演員和舞
蹈員都穿上不同時代和民族的服裝，演出一幕
一幕泰國古代人的生活片段。那場在碼頭經商
的演出最令我記得，因為就像廣州十三行當年
營商的繁華景象。
第二部分是呈現三界。泰國是佛教國家，相

信因果報應。這一幕，呈現天、地、人間三
界。若你問我地獄那場戲如何，對不起，我回

答不上，因為我是不能看恐怖片的，所以我在
這一幕一直都閉上眼睛。可是，那些因受盡酷
刑而發出的淒厲叫喊聲卻依然叫得令我心驚膽
戰。天界那幕有很多神仙在飛來飛去，當然是
「威吔」的功勞。
第三部分展現泰國的傳統風俗，如鬼面具節及

水燈節。前者由演出者跑到觀眾席上敲擊鑼鼓，
後者則將舞台前方變成一條河流，演員在水上放
燈，亦邀請數名觀眾走上舞台一起放燈。為何觀
眾不可以在完場前離開座位呢？因為在水燈節演
出之前，兩頭大象已經從觀眾席的一邊步行到另
一邊了。我猜對了，劇院就是害怕觀眾會在大象
登場時在席間走動，所以才多次叮囑大家不要離
開座位。大象不止當過客，也走到舞台上在最後
一幕出現。除了大象之外，還有數頭山羊在舞台
上奔跑，很是可愛。
整體來說，我覺得若果舞台小一些，效果會
好得多。因為即使我們的是貴價座位，但由於
舞台太大，台上的人全都很細小，與宏大的佈
景不相配。這可能是令我覺得演員們好像沒有
足夠的能量似的原因，實是可惜。

世界最大室內表演

風味螃蟹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興國

隨想隨想
國國

「你若不再珍惜，我何必苦苦維繫？」在社交平台上
讀到這兩句生活感受，沒看內容，決定寫一段想法。

「珍惜」與「維繫」並不一定相輔相成，珍惜方未必覺得努力維繫方
所維繫之事、之物、之情是他所需，或者根本無緣分，毫無感覺，他如
何去珍惜？
所以開頭的兩句，純粹是「維繫」方的個人意欲，一己的偏見，與被

要求的「珍惜」方可能無甚關聯。一廂情願是叫人沮喪的其中一道無可
奈何；能力有限，再努力不過落得事倍功半，事業上始終難有作為。莫
以為事業是死物，因由人力達至，着實有生命，你如何用功去維繫，團
隊不領情或者根本力不從心，如何善終達至成功？
「珍惜」與「維繫」的對立關係放到感情上面，更普遍了；自古「神

女有心，襄王無夢」不論東西文化屢見不鮮。
丈夫受夠了，從來好勝的A維繫十多年的婚姻終告失敗；六神無主徬

徨間，一條心將滿腔情緒寄託在普通不過、她認為社會地位比前夫高的
朋友B身上。B並非懵然不知，只是認定什麼都沒做過，也未曾流露任
何男女情愫的好感，純粹朋友適當問好。A懶理三七二十一，為填補空
虛與至重要的「面子」；人到、禮物到，幾乎天天攻略，B被嚇得困擾
多時，屢勸無效，只得報警處理。
轉個彎，A將B「負情」的消息傳遍朋友圈，訴苦自己苦苦維繫，對

方毫不珍惜云云……B懶得解釋，本着清者自清將事情掃到角落，這份
瀟灑換來不少人背後說盡多少風涼話；大家怪他沒有配合，弄一台大龍
鳳，讓大眾喝采、叫好、熱鬧！
D對C從第一眼便植下一往情深，絕對Love at First Sight。C本着朋

友交往，也不好拒人千里，一直優柔寡斷未下逐客令，讓D大條道理按
自己一人玩的遊戲方式對號入座。才認識未幾，C出差，D也宣佈自己
出差到同一城市……如是者，一而再再而三，瞎子都看得清楚，路人皆
知，此刻C才領教到事態嚴重；出口阻止已顯遲，D像世上一切患情緒
病或發花癲癡男怨女，根本任何解釋、規勸全當耳邊風，直至E出現。
事態變化莫測，D一哭二鬧三上吊，出盡法寶勸E知難而退。E本來

興趣不大，卻見D苦苦相逼，才開始發掘起C的好處；事情愈演愈烈，
最終導致C與E踏上婚盟。D當然不會隨便放手，這類事業有成，以為
自己識飛的港女，蠻橫無理當人家婚姻不存在，直至好好先生C出口嚴
厲譴責，才告一段落，可有下文？
相信不會隨便放手！D盡告朋友自己如何苦苦維繫，C如何不好好珍

惜，當然將「賤人」E鞭撻個體無完膚。「維繫」與「珍惜」未必一定
對稱，不少時候，只是一種自我幻覺與人無尤的一廂情願。

鄧達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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