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介石求籤

王之渙的冤情
王之渙是初唐成就
最高的詩人之一，唐

朝的詩，一定配曲，以歌曲的方式進
行演唱，稱為樂府，樂府為舊體詩詩
體的一種，從秦代就有樂府。
由於樂府是合樂的聲詩，以後凡是
可傳唱的詩，廣義上都可稱為樂府。
因此樂府不僅是齊言的詩，連長短句
的詞、曲也被士人俗稱為樂府。
王之渙今僅存六首詩，但是他有兩
首詩極負盛名。同期的李白很欣賞王
之渙的詩，並且模仿他的風格進行創
作。後世給予王之渙高度評價的一首
是《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
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
樓。」 此詩意境雄渾壯闊，氣勢昂
揚。其中「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
樓。」說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王之
渙之所以藝術水平高，是因為他的作
品，含有三大元素，寫景、抒情、哲
理，能夠使讀者回味無窮，啟發讀者
產生昂揚的精神世界，他的作品反映
出唐朝初年整個社會磅礡向上的氣勢
和風貌。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更是
一千多年來，人人皆知的名言警句。
這首《登鸛雀樓》在中國就連三歲
的孩子都能背誦。全詩四句二十個
字，無一字生僻，無一句難懂，但給
讀者展現出一幅一瀉千里、氣勢磅礡
的畫面，這不能不說是才子佳作。王
之渙一首《登鸛雀樓》，也成就了千
古名樓鸛雀樓。他的另一首《涼州
詞》︰「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
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
玉門關。」此詩短短28個字，詩景恢
弘廣闊，壯觀蒼涼，詩風慷慨激昂，
沉雄渾厚。
《登鸛雀樓》一詩在唐朝即被配樂
傳唱，流傳甚廣，但這卻引出了大冤
案。
唐初的時期，是以詩取士的年代，
如果寫詩有成就，就可被皇帝任命為
官員，官運亨通。所以唐朝的宰相和
大官，人人都是寫詩的高手。女皇帝
武則天聽到了《登鸛雀樓》的歌曲，
認為是高水平之作品，喜不自禁，於
是問親信大臣李嶠，究竟是哪一位才

子寫下了如此出色的詩篇？朕要好好
地給他升官。李嶠為了拉幫結派，擴
大自己的勢力，起了邪念，說自己的
黨羽朱佐日所作。武則天立即打賞朱
佐日一百匹錦緞，並且封為御史，以
表示武則天愛好文學和重視人才，吸
引當時的大才子歸服。
正因為如此，王之渙失去了當大官

的機會，更加被李嶠一系全力打壓，
生怕欺騙皇帝的事曝光，犯了死罪。
如此一來，王之渙一生官運低沉，生
活非常潦倒。
為什麼說《登鸛雀樓》是王之渙的

作品？鸛雀樓就在山西省永濟市蒲州
古城西面的黃河東岸，共六層，前對
中條山，下臨黃河，是唐代河中府著
名的風景勝地。它與武昌的黃鶴樓、
洞庭湖畔的岳陽樓、南昌的滕王閣齊
名，被譽為我國古代四大名樓。王之
渙是山西人，就生活在這一帶，而且
沿着黃河采風，寫下了許多描寫邊塞
風光的詩作，並且和老友高適、王昌
齡等相唱和。
《登鸛雀樓》和王之渙的另一首名

作《涼州詞》，寫作風格一樣，氣勢
磅礡一樣，可見出於同一人的大手
筆。只有王之渙這樣的大才子，才能
寫出景色的壯麗，豪邁的感情，深刻
的哲理，三者並存，融為一體。《登
鸛雀樓》載於《全唐詩》卷二百五十
六，標明是王之渙的作品。《全唐
詩》曾訂正材料之真偽。
而此詩的真正作者王之渙，卻因為

無人器重，窮困潦倒到了極點。後人
為他抱打不平；於是，又演繹出了王
之渙、高適、王昌齡在酒樓伶人中打
賭賽詩，記載了「旗亭畫壁」的故
事，描繪了王昌齡、高適、王之渙三
位詩人名聲都很大，又都落魄不遇，
一起共詣旗亭（酒樓）聽取關於他們
所作的詩歌的歌曲情景，最後王之渙
拔了頭籌。這就是有名的「旗亭畫
壁」的故事，在元代還被編成了雜劇
上演。
如果朱佐日有奇才，就會留下另一
首哲理深刻，功力相當的唐詩，證明
他也有佳作。可惜，他什麼也沒有留
下來。

最近在寫一部電
影，搜集素材中發現

不少有趣歷史片斷。其中有一段關於
蔣介石求籤。導演問我，是否肯定蔣
介石確有求籤的事？此時他已與宋美
齡成婚轉信基督教，還會到寺廟裡去
求神拜佛嗎？我回答確實有。
據知，一旦從佛教轉信基督，就要
放棄之前的信仰，以及與前信仰一切
關聯的習慣、做法、風俗。蔣介石表
面上都按照要求做了，其實他內心並
沒有完全摒棄佛教。當時是1949年3
月，宋美齡不在蔣身邊，在美國。第
三次下野的蔣介石在兒子蔣經國的陪
侍下回到老家奉化溪口。
蔣家故居佔據溪口最好的風水地
勢。比如妙高台，相傳宋代高僧知和
禪師，在妙高台結茅廬而居20年，與
台下伏虎洞兩虎為鄰。知和年復一年
誦經於晏坐石，日久竟將兩虎感化，
躍上台來聽經。後知和圓寂，兩隻老
虎竟長守不離。
武嶺門外行約百步，右手邊有一廟
宇，名武山廟。它是溪口鎮任、宋、
單、張、蔣五姓宗族共祀之廟。自蔣
姓繁衍為鎮上大姓後，蔣姓便做了社
首，蔣家重大慶典多在此舉行。蔣家
與武山廟有特殊的因緣。清朝末年，
蔣介石的父親曾被推選為廟首，執掌

廟產的日常管理。他曾召集五姓族
長，對武山廟進行大規模擴建，由此
奠定武山廟至今的規模。蔣介石也曾
出資修廟，並多次入廟許願、求籤，
把武山廟菩薩當作自己精神的依託。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回溪口療傷
息養，下車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
武山廟菩薩面前燒香叩拜。那時宋美
齡也在，只是睜隻眼閉隻眼。
1949年1月，蔣介石第三次下野。這

次還鄉，與以往歷次相比大有不同，解
放軍百萬大軍就要渡過長江，蔣家王朝
坍塌在即。蔣介石心事重重來到武山
廟，他素衣淨手拜了菩薩，搖動籤筒，
抽到一支「下下籤」。蔣介石臉色蒼
白，有記載，他一下子跌坐在地。隨行
在側的侍衛長忙安慰說：「先生不必難
過，籤文未必可信。」面對頹敗的現
實，蔣介石有了幾許豁然，坦言道：
「不要亂講，武山廟菩薩是靈的！」
那麼，這支籤寫的是什麼呢？「劉

先主遺詔託孤，降孫皓三分歸一」，
說的是三國時期劉備死前白帝城託
孤，東吳孫權的孫子孫皓最後也被降
服，由司馬氏統一中國。天下歸一統
的這個道理，似乎連深居溪口鎮武山
廟的菩薩也「洞若觀火」了，這支籤
翻出蔣介石心中的最後一張牌，他心
中的城壘也從此便崩塌了。

其實我覺得，活到
今天，只要想做的事

情不是太奢侈的話，能夠做到，已經
很感恩。就好像早前自己一個人去
到日本東京旅遊，雖然已是第二次
個人遊，但仍然覺得非常刺激及寫
意。刺激在於，始終是一個人的關
係，任何事情也要加倍小心及留
意，因為我是一個比較「論盡」的
人，很多時候買了的東西可能忘記
取走，或者把自己的私人物件遺留在
車上，所以如果這些事情在自己一個
人旅遊的時候發生，就糟糕了。
就好像幾年前，跟幾個朋友到日

本旅遊，我們從成田機場乘坐火車
到新宿，當我上到火車之後，除了
把大型行李處理好後，背包便放上
座位上的行李架，但因為到達新宿
之後，自己心急着去拿取大型行
李，結果忘記了把背包取走，直至
去到車站大堂，才發現自己為什麼
這麼輕鬆，原來才發現背包遺留在
火車上，當時那一刻，全新立刻發
抖，害怕到不得了，因為我的護
照、錢包等等的東西也放在裡面。
那時便立刻奔跑回月台，看看火車
會不會還停留着，但結果火車已經
開走了，我便嘗試去票務中心詢問
有關遺留物件的情況，結果他們叫
我去到一個車站的地方，原來這個
地方就是乘客遺留東西認領處。好
在，我的背包裡面的東西原封不動
地給他們保存起來。身邊的同行朋
友也說：「好在這是日本，不然其
他地方或國家，可能已經給別人拿

走了。」那一次的經驗，令我警醒
日後如果去旅行的時候，也切勿遺
留東西。所以我這一次自己到東京
旅遊，也同樣需要乘坐火車入市
區，但我的背包沒有放上行李架，
而放在自己的腳下，就是害怕之前
的恐怖經驗再次發生。
像這輕鬆的一人遊，除了要提醒

自己樣樣事情小心之外，有一種事
情是比較不滿足，就是每逢到餐廳
吃東西的時候，因為一個人的關
係，沒有太多的選擇，但這次我也
沒有理會太多，繼續走進一些自己
喜歡的餐廳，叫了一枱喜歡吃的東
西，把他們吃進肚子裡，但神奇的
是，我竟然可以吃很多東西，可能
因為放假，心情比較放鬆的關係，
所以食慾也大增，結果我多了兩公
斤體重回香港。
其實這次旅行之前，自己也懷疑

過，當一個人進餐的時候，會不會
有種寂寞的感覺？但這次的經驗告
訴我，原來不經不覺，自己已經習
慣了。因為就算在香港生活，很多
時候也不一定會有很多人陪伴着自
己吃東西，而且也不太喜歡經常麻
煩朋友或家人陪伴自己，所以很多
時候也是一個人到處吃吃喝喝，覺
得輕鬆自在，這種習慣，原來慢慢
已經變成不寂寞。而且一個人旅遊
的輕鬆寫意，很難用言語去解釋，
就是想去的地方便去吧！想吃的東
西便吃吧！想睡多一點也沒有關係
吧！希望讀者們也懂得享受這種無
拘無束的生活。

輕鬆寫意個人遊

飛，是蟲鳥拍動翅
膀的空中活動，人類

沒有翅膀，所以不能像蟲鳥般在空中
活動。但人類一直都有想飛到空中的
慾望，因而有了飛機的發明，更有了
滑翔翼讓個人可以在空中滑翔。
滑翔翼只能讓一兩個人在翼下飛
翔，可以俯瞰其下的美景，但要經過
學習才能達至，而且還需要興趣和膽
識。可以乘着滑翔翼飛翔的人只是少
數，多數人都未能做到。多數人能夠
做到，只有搭乘飛機到空中，看到的
景色是截然不同的。不過，滑翔翼到
不了遙遠的地方，飛機卻幾乎無遠弗
屆。
想飛的夢想和目的，因人而異。有
的人想飛，是飛到更遠的地方去看看
該處的景物，體會該處的文化，享用
該處的美食。有的人想飛，卻懷着能
夠拯救他人的生命。
最近看到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隨時
候命——政府飛行服務隊展翅執

勤》，裡面由政府飛行服務隊退休人
員協會撰寫的重重任務，以及點滴在
心頭的事跡，就是心懷不同飛行夢想
的人的故事。最近的事跡，就是2017
年8月，「天鴿」颱風襲港的時候，
飛行服務隊乘搭直升機，前往香港西
南面的萬山羣島水域，救起了快將沉
沒、擱淺或失聯的18艘船隻上的51
個人。再往前的，比如南丫島海難的
救援行動，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通宵
行動。更遠的時間，就是1996年2月
的八仙嶺山火，出動了多架直升機投
擲水彈和救援。飛的意義，相信以這
種救援行動最大吧？
古代的信鴿稱為飛奴，是用作傳達

家書之用，現代的家書，早已被智能
電話取代，無須飛行，即時可達。但
現代人想事業一飛沖天的夢想，光靠
智能電話還是做不到的，必須先經過
真正的飛行，在遠方見到和事業有關
的人員，才能再以手機通訊進行。
飛，還是重要的，對嗎？

飛

由傑夫．索貝爾（Geoff So-
belle）來港導演的舞台演出

《家》（Home）為香港觀眾帶來新的觀劇經
驗。演出開始時，觀眾看到的只是一個空空的
舞台。工作人員拿着一個三摺的木框出來，將
紙布逐一釘在木框上，成了一個屏風。跟着，
一張床出現了，一間睡房也佈置好了。四名演
員迅即出場入場，營造了中年男屋主看到了少
年的自己，當年年輕的妻子今天已老去的場
景……短短數個富電影感的鏡頭，揭開了一個
個不同年代、不同時空的家的故事的序幕。
慢慢地，一座二層高的洋房的室內環境在舞

台上出現了。「房子」本來是空空如也，隨着
不同人物的出現和離開，他們不斷為這座房子
添上各式各樣的裝置。這些人物有的是一個家
庭的成員，也有的是來自不同家庭的住客。他
們來來往往，出出入入，各自為房子留下佈
置、物品，還有印記。
導演以快速的手法展現不同的場面，如有人

被趕走，有人乞求對方不要走；有人做運動，
有人愛下廚；有人為新居忙於佈置，有人睡房

的書架塌下了……這些都是一個家，或一間房
子中常常會發生的事情。七名演員扮演着無數
角色，展現出現代社會形形色色的眾生相。
最熱鬧的當然是有賓客參與的喜慶活動。在

客廳內，有人舉行生日會，也有畢業慶祝，亦
有婚禮、嬰兒誕生宴會。演員只有七人，自然
不足以呈現賓客滿堂的場面。於是，部分台下
觀眾便被演員邀請，拿着紅酒走上舞台，當群
眾演員。台上奏起狂歡的樂曲，他們與演員們
一起載歌載舞，嬉戲玩耍，場面喧鬧，各自享
受。
有生必有死。這班「臨時演員」也與演員們
一起「演出」喪禮的一場戲。死者就躺在飯廳
的餐桌上，接受眾人的弔唁。喪禮完成後，
「賓客」也一一步返觀眾席。
我本來是有機會上台當臨時演員的。當很多

演員都跑到台下邀請觀眾到台上時，我正在全
神貫注地看着台上的熱鬧的情景。沒想到一名
演員忽然站在我身旁，遞了一張小紙張給我。
我接過一看，是以英文寫着︰「致︰你，由︰
我。」我不明所以，抬頭望着她。她以為我不

懂英語，問我︰「你看得懂嗎？」我說：「我
懂。」我當然明白紙上所寫是什麼意思，但這
又代表什麼呢？我困惑地望着她，希望她能給
我指示。可是，她卻可能誤會了，以為我不想
理會她，霍的一聲轉身便走。待她走後，我才
發現原來那張小紙張是可以打開的，裡面寫
着︰「請你站起來，給我一個飛吻。現在就
做。」可惜那名演員沒有告訴我紙中秘密便離
開。我身旁的觀眾看到我手上拿着的紙，鼓勵
我上台去玩。我搖頭，因為一來，我不太喜歡
無端由在台下看演出的觀眾變成在台上被觀眾
觀看的對象；二來，沒有演員陪同，自己走到
台上，是一件令我覺得尷尬的事情，所以，我
還是繼續坐在台下當觀眾好了。
當台上一切歸於平靜後，房子亦開始逐漸返
回原形——住客逐一搬走。他們各自拿走自己
的東西，房子再次變得空洞。工作人員出來，
將房子逐部分一一拆卸。房子沒有了，台上又
再重現一個大空間。
下一場演出，他們又再建起另一座房子，再

講無數有關家的故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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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院接受手術治療，留醫共九天，每晚被量度
血壓、檢驗鹽水點滴、尿袋放尿等等動作弄得翻

來覆去，習慣半夜被弄醒；出院回家休養，「被弄醒」竟然成為
習慣，凌晨四至五點之間必有一醒，醒後頗難立即再睡，只好起
床做這做那，或看YouTube或寫稿或躺床上無聊，一小時左
右，重新再睡至天明。
自己睡房本來設在天台旁的套房，書房工作室在二樓。好些年

前工作或看影碟至夜深，踩兩層樓回睡房的力氣省下，索性沙發
椅上躺睡。未幾將睡床、經常應用的書籍都搬過來，一睡多年，
就在書與影音光碟倉庫中。
一直計劃來一次大清洗，將用不着的書籍、光碟、衣物分類送

去慈善機構益己益人，惜有心卻無閒，始終未付諸實行。
凌晨四時又再醒來，就記起要整理送人的書籍，坐言起行，話

做就做，隨手一掃，三十本書已放到地下，不想太累影響稍後的
「回魂睡」，只好收手；行出第一步，往後比較輕鬆好做。
近年大家都說斷、捨、離，要從放棄擁有過多物質開始，將生

活素質提升。
第一步，放棄多買；買得少，用得精，是我從來對環保的詮

譯。
習性使然，遇上一些在各方面都合適的衣物，總會多買幾套；

這幾套、那幾套，就這樣變成庫存，現代布料不容易損壞，除非
主動扔棄，不然一世陪伴不走。
第二步，利用新科技；今時今日要人家捧起書本或雜誌閱讀，

已不常見，大家都上網。過去以為自己傳統不會放棄閱讀方式，
近期已發覺連自
己也已改變，日
常閱讀或看片，
根本全部透過手
機與電腦；自此
少買，空間便騰
出來了。
當然要學習不

上癮，切莫變作
手機奴隸，時刻
手與眼不離。

斷、捨、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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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燕子呢喃
着從南方飛回來了。每
當這個時候，小朋友就
自覺唱起：「小燕子，
穿花衣，年年春天來這

裡。我問燕子你為啥來？燕子說，這裡的
春天最美麗！」秋去春歸，是燕子們雷打
不動的行為習慣。北方是燕子的故鄉，燕
子豈有不戀鄉之理？況且，旖旎春光中，
燕子的好夥伴黃鶯兒已經在翹首以待，等
着和燕子說體己話呢！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
泥」，春暖花開時節，正好鶯歌燕舞。如
果說「鶯鶯燕燕」是指眾多美麗的女子，那
麼黃鶯兒和燕子就是最好的閨蜜了。牠們之
間的關係，可不是塑料花姐妹情，而是青山
不改，綠水長流。古人常用「乳燕歸巢，新
鶯出谷」來形容歌聲的優美，讓黃鶯兒和燕
子平分秋色，旗鼓相當。倘若說起燕子的另
一個名號，黃鶯兒也只能自歎不如。
《詩經．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

商」中的「玄鳥」，就是指黑色的燕子。遠
古帝王帝嚳的妃子女戎氏生了兩個女兒。有
一天，兩個女兒在河邊戲水。這時，遠處飛
來兩隻燕子，也落到河面上嬉戲。兩個女兒
一起想辦法逮住了燕子。大女兒簡狄不忍心
看燕子受到桎梏，偷偷放走了燕子。燕子臨
走之前，在筐裡產下一顆小小的燕子卵。兩
姐妹覺得好玩，你爭我搶，無意中，簡狄吞
下了燕子卵。很快，簡狄感覺自己身體發生
了變化，竟然分娩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孩。這
個男孩就是「契」，是商代人的祖先。因為
燕子卵與契的內在關係，玄鳥也被認作商代
人的精神圖騰。
自商代始，人們對燕子的崇拜傳承至

今。一件天然的燕尾服，內搭一件潔白的
襯衣，這身穿着乾淨漂亮，彰顯尊貴。燕
子外表美，心靈更美，牠一直是人類的好
朋友。據統計，燕子每年捕捉害蟲百多萬
隻。人們愛燕子，自覺保護燕子，不想讓

燕子受到任何傷害。然而，個別不法分子
卻偷偷捕捉燕子，賣到飯店裡謀取私利。
家鄉有一處大水庫，水庫旁邊有一片小

樹林。此處電線杆子林立，燕子們常常聚
集在電線上談天說地。記憶中，有個外鄉
人曾在水庫岸邊佈下大網，捕捉無辜的燕
子。大網分兩面，一面固定在地面上，拴
着幾隻楚楚可憐的幼燕。正在附近玩耍的
老燕子瞥見小燕子在掙扎，就會情不自禁
飛到牠們身旁，努力解救牠們。可是，面
對人類的殘忍，牠們無能為力。當聚集的
燕子愈來愈多，達到一定數目，外鄉人就
拉起大網，把誘騙來的燕子扣在「天羅地
網」中。我上小學的時候，見過捕燕子的
兩次，後來再也沒見過。但願那人良心發
現，對自己荼毒生靈的不道德行為作出深
切懺悔。
在瑞士，政府為了保護燕子，啟動了專

列。國外的燕子也是遷徙鳥，牠們每年都
從南方飛回北方。有一年，牠們北歸，在
瑞士境內遇到大風雪，燕子所到之處，食
物都被覆蓋了。牠們一路辛苦，長途跋
涉，早已疲憊不堪。再加上凍餓交加，牠
們的生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瑞士是個愛
鳥的國度，尤其愛燕子。政府部門採取了
一個重大措施：用火車把這些燕子送到目
的地。在政府帶動下，人們四處尋找凍僵
的燕子，並把牠們送到火車站。最終，這
批燕子得救了。當我讀到這篇《燕子專
列》的時候，內心滿滿地感動。
小區門口的商業街上新開了一家蛋糕連

鎖店。這幾天開業大酬賓，蛋糕打折銷
售。昨天去店裡看了看，被一個圓圓的生
日蛋糕吸引住了。圖案上，兩隻燕子相對
而飛，凌駕於一枝紅杏之上。多麼優美的
「杏花春燕」圖啊！店員說，這個杏花春
燕，寓意金榜題名，深受孩子們喜愛。
我家有一幅《春燕剪柳》圖，是朋友贈

送給我的。朋友不是名家，這幅畫我卻奉
為至寶。春燕剪柳，大有深意。柳，諧音

「留」，雙燕，是為「燕侶」。燕燕于
飛，相依相偎，留住春光，夫唱婦隨。
「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這是大詩
人杜甫寫春景的名句。燕子不單飛，鴛鴦
不獨宿。燕子和鴛鴦，代表的都是伉儷情
深。大畫家齊白石畫了一幅《紫藤燕
子》，拍賣會上480萬被人敲定。真品無
緣得見，只能從網上欣賞一番。畫面上兩
隻燕子，一隻立在藤枝上，一隻舞在空
中，彷彿在談情說愛。動靜相宜，歡樂祥
和，真是一對恩愛的「夫妻燕」啊！
古人還把燕子形象製作成麵塑工藝品。

春秋戰國時期的介子推是忠臣，死得很是
悲壯。他去世後，人們用麵粉、棗泥捏成
燕子，用楊柳條串起來插在門框。這種
「麵燕」也叫「子推燕」。老百姓如此費
心製作，一般來說有兩個目的：一是撫慰
亡者靈魂，二是祈求美好生活。
宋朝詩人晏殊在《破陣子．春景》中寫

道：「燕子來時新社，梨花落後清明」，
燕子社日來臨，鳥語花香，春意漸濃。百
姓們都希望燕子去自己家裡築巢。我家的
老房子是土屋，當年，正屋的房樑上住着
一窩燕子。每年開春，奶奶都會念叨：燕
子快回來了吧？那時候的土屋木樑適合燕
子搭窩，村裡有好多人家住了燕子。燕寶
寶出生後，探出腦袋來的樣子萌萌的，既
可親又可愛。趁着老燕子不在家，調皮的
孩童踩着梯子從燕窩裡掏出燕寶寶，拿在
手裡把玩。孩子們沒輕沒重的，致使很多
燕寶寶死於非命。
奶奶知道，燕子來巢，大吉大利，呈祥
納福。所以，她不讓我們兄妹幾個掏燕子
窩，怕得罪了老燕子，再也不來家裡住
了。和燕子友好相處了若干年後，我家搬
進了新房子。新房子吊頂用的是天花板，
房樑不露出來，舊時樑間燕子，無可奈何
去了別處築巢。不管在哪兒，燕子都是吉
祥鳥兒，牠是春天的象徵，展現着和諧與
自由。

吉祥燕子

■凌晨時分，不用十分鐘，隨手掃去超過
三十本書籍。目標起碼三百本！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