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界「賢達」集體失憶？

這個人這件事
剛剛過去的五
月，內地文壇有一

件事頗令小狸關注，甚至激賞。那就
是由賈樟柯發起並成功舉辦的「呂梁
文學季」。
其實，小狸關注賈樟柯這個人已經
很長時間了。算起來，1970年出生的
他，如今已屆「知天命」了。但其實，
他仍是內地「第六代」導演中最年輕的
一位。這個人的不凡之處，不僅在於
他更年輕的時候，即他36歲時，憑藉
《三峽好人》一片摘得當年威尼斯電
影節「金獅獎」——這也是「第六
代」中獲此殊榮的第一位；而且，賈
樟柯也是中國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獲得
康城電影節終身成就獎的導演。
就是這樣一個賈樟柯，繼其導演的
很多優秀電影如《小武》、《站
台》、《三峽好人》、《山河故人》
等廣為人曉之後，他「跨界」倡導並
成功實施的「呂梁文學季」又一次驚
艷了很多人的凡常目光。
小狸注意到，甚至連「官方喉舌」
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文藝報》最近
都欣喜有評：「呂梁文學季致力於將
文學與閱讀的氛圍帶入大眾鄉居生
活，讓文學大家為讀者提供閱讀指導
和服務，使普通百姓感受到文學之
美，搭建起文學家、讀者、批評家、
出版人之間溝通交流的橋樑。」
的確是這樣。在剛剛過去的5月9
日至16日，就在這短短的八天時間
裡，賈樟柯這個人做的這件事太有創
意了，太具「初心」了，也更具現實

感與文學性了，實在令人欣喜，令人
驚艷，甚至常令人為此津津樂道。
想想看，短短八天的時間，總共35

場文化藝術活動的大家講演、學術對
話、莫言研討會、校園日、工作坊、
朗讀會、放映會、藝術展覽、圖書市
集、榮譽典禮等密集呈現；莫言、蘇
童、余華、格非、西川、梁曉聲、李
敬澤等40餘位著名作家紛至沓來，這
是多麼了不起的一次文學盛會。
更了不起的是，首屆「呂梁文學

季」的活動主題是「從鄉村出發的
寫作」，其主場地賈家莊的選擇也
是頗具象徵意義的，這裡不但是喬
羽歌唱的《人說山西好風光》，而
且是馬烽所讚美過的《我們村裡的
年輕人》，歷史與現實就是這樣難
能可貴又順理成章地演繹在一起
了。那天，名家演講的舞台就設在
水泥廠的舊廠房和爐窯之間，格非
在這裡以「鄉村的消失意味着什
麼」為題講述了自己對鄉村的觀
察，蘇童則以「我的鄉村，我的街
道」為題遙憶了自己的文學創作與
鄉村生活的淵源……
這是剛剛過去的5月，在中國的大
地上響起的如此雋永的文學之聲。
就連梁曉聲當時都一再感嘆，「我
們經常在北京的大學裡組織文學活
動，也很難同時看到這麼多作家，
賈樟柯能把他們聚集在這裡，實在
太了不起了。」
但願賈樟柯和他的「呂梁文學季」
可以就這樣一季一季地辦下去。

專業翻譯許多時
要遵守「詞無定譯」
的大原則。筆者除英

語之外，未通任何一門外語，所以只
能拿中英雙語做介紹。不論漢語英
語，許多字詞經常可以有褒貶兩義，
理解和翻譯時必須按上文下理、也就
是所謂「語言環境」（語境）綜合評
斷。名詞翻譯尤須審慎，若有一字之
不善，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近年香港有許多「親反對派」的法
律界、政界的「賢達」和大學教師，
都不約而同指稱香港在英佔殖民時代
行「三權分立制」。初聆此說時實在大
吃一驚！筆者是「六零後」，小時候只
知「行政立法兩局」是港督的顧問，
立法局從來沒有制衡港督的職能。
近日常有盲撐香港反對派的小朋友
到筆者在社交媒體的賬號「踢館」，
有人留言批評筆者「只是中文好」、
「法律不應評論」、「政治學也不應
評論」……怪哉！自稱為香港人「爭
取民主」的朋友，怎麼會忽然忘記了
「說好要有的言論自由」呢！
其實筆者在回歸前還學過一點「不

列顛憲法學」（British Constitution
Law），因為當年事情多，上了課而
缺席考試。如果用「重學歷主義」思
維，也可以罵「潘國森不懂法律」，
不過我永遠記得來自英國布里斯托大
學（University of Bristol）的老師千
叮萬囑，強調英國的政制不是「三權
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而是
「Separation of Functions」！因為回
歸後有大法官、大律師、律師、法學
院教師一起大合唱，許多香港人根本
不知有「Separation of Functions」，
這個重要憲法學概念在香港自然沒有
什麼中譯可言，筆者按照事實，建議
譯為「三權分工」。
據聞回歸後在香港學法律的年輕
朋友不必修「不列顛憲法學」而改

修《基本法》，如果老師錯講「香
港向來行三權分立制」，實在非常
不幸！有時筆者會想，今天一面倒
的老法官、老律師、老教授，當年
是怎樣在「不列顛憲法學」這門課合
格過關？
整個港英時代，英國最高法院都

是國會上議院的樞密院（Privy Coun-
cil），「老香港」都聽說過的「上訴
到樞密院」的說法。獨立於國會的英
國最高法院在二零零九年才正式成
立，但是行政和立法兩個部門仍是一
體，就在國會下議院。英國首相向來
不是一人一票直選產生，「我的朋友
查良鏞」許多年前在社評這樣寫，惹
來大學生跑到報館門前示威燒報紙。
「大俠」人都走了，學生不學無術亂
罵人，至今仍未認錯道歉。
讀過「不列顛憲法學」的人都知

道，英國政制是「國會至上」（Par-
liamentary Supremacy），理論上內
閣領導的國會甚至有權變更國體，
包括廢除帝制而指令英皇退位，也
可以決定加入歐盟和脫離歐盟！歐
盟全名是歐洲聯盟，英國在一九七
三年加入歐盟的前身歐洲經濟共同
體。脫歐則在二零一六年，擾攘至
今，令英國政府幾年間一事無成。
介紹名詞中譯，有助於理解事實

真相。港英政制部分借鏡英國，當然
不是「三權分立」而是「行政主導」
（Executive Dominance）。老法官、
老律師、老教授是故意不依「不列
顛憲法學」原則嗎？大合唱「香港向
來行三權分立制」是「集體失憶」，
還是為「司法權侵害行政權」提供
「思想武裝」？
中英雙語翻譯這回事，可不是單

憑「中文好、英文也好」就夠，還
得要好好學習中國歷史文化和英國
歷史文化。要了解多少？潘子曰：
「多多益善！」

在許多孩子眼中，爸爸似乎事事都懂，有
什麼問題都可找爸爸解決，他是可支持及幫
助子女的一座山，甚至是可撐起一片天的英

雄！但知不知道，其實做爸爸的甚艱難，他們有時也想找個肩
膀靠一靠，他們內心也有脆弱、渴望得到助力的一刻，而孩子
往往能給予爸爸溫情的力量！
記得我小時有一次跟着奶奶返內地的鄉下，奶奶把爸爸小時

候的東西拿到屋頂曬，我拾到一本爸爸看過的小人書，和爸爸
的寫字簿，看到紙上那些褪了色的鉛筆字，我思緒都飄遠，想
像爸爸的童年是怎樣的呢？後來我在《曠野銀球》一書中，以
虛實交錯式寫了一個男孩回到父親的少年歲月，體驗少年爸爸
的辛勞。
最近我主持家庭讀書會，便特意和小朋友分享有關父親的兒

童文學繪本，我選讀著名作家白冰的《爸爸，別怕》（圖）及
台灣作家陳致元《熊爸爸去另一個城市工作》，兩位作家的圖
畫書都以熊作主角，作品備受國際童書界關注，已被翻譯及輸
出了版權。前者的顛覆題目已引起兒童好奇，後者寫爸爸面對
離家工作的辛苦孤寂，只有從孩子的思念中獲愛的力量。
我與親子一起閱讀白冰的故事《爸爸，別怕》，建議大家來
一次角色扮演，小孩子試扮演之後，都感到好奇：咦？爸爸是
英雄嘛，爸爸平常會為孩子擋退他害怕的事物才對；為什麼故
事中的爸爸這樣膽小？爸爸怕什麼？誰來給爸爸安慰和勇氣
呢？兒童文學大作家白冰曾說，文學圖畫書一定要有好的創
意，即絕妙的點子。他巧妙地以動物童話反映現代父子間的關
係和相互扶持的需要，他別有心思地安排情節，把爸爸和兒子
的角色性格顛倒過來——故事中的一對熊父子出發去森林覓食
和探險，小熊卡卡一向依賴的熊爸爸，為何突然變成膽小的小
兔子？熊爸爸好害怕森林深處的鱷魚和猛獸，那小熊卡卡應該
怎麼辦？他怎樣鼓起勇氣，學習獨立並伴着爸爸闖難關？
此繪本精美工筆圖畫很悅目，製造

出許多翻頁的驚喜，令小朋友在閱讀
的過程中，感到津津有味，而且自學
會站在爸爸的角度，體會爸爸。是
的，身為大男人的爸爸，其實內心也
有柔軟的一面呢；小朋友的愛可化成
力量，大家要給爸爸加油啊！

一年一度傳統節日
端午節已過去了。賽
龍舟、游龍舟水、包

糭子、吃糭子，都是端午節最熱鬧的
慶祝活動。端午節傳統故事相當多，
其中不乏笑話。小朋友互相嬉戲「邊
個夠我傻」，糭子的「糭」字與傻子
的「傻」字很相似，小孩常以此作笑
話。股市場中人多信邪，見到家人包
糭子，從不沾手。因為股市行衰運時
被套牢，就如一隻糭子一樣，似乎不
太吉利。（一笑）
在市場中有「秋官效應」的傳說。

有人早早在秋官新劇播出前把股票套
現了，而今仔細一算，秋官電視劇也
將完結，市場中人暗暗心動，伺低再
入市。其實，股市是否已到低點了？
誰也說不準，看不明。
其實，全球無論是政經人士還是街
市阿嬸，也都無法看清現時不確定的
市場。事關中美貿易摩擦短期難解
決，地緣政治甚至炮聲隆隆，政經都
是如此難測，謹防有風險，謹防會有
金融風暴來臨。很多人都在心內嘀咕
着，「打到嚟啦！」
日前，國務院新聞辦公開發表《關
於中美貿易磋商之中方立場》。國新
辦發白皮書，其實目的是闡明中方立
場：中美貿易磋商受挫，責任全在美
方。白皮書發佈後，受到全球各方的
輿論關注，必要且也是重要。而我們
也認為，在如此極限施壓下，中方不
可能就範，不可能會達成協議的。有
理性的愛國人士，對於美方在真相面
前推卸責任，非常憤怒。要知道中國
人是一個勤勞、努力、奮鬥的優秀民

族，在各方優秀人士努力下，創新科
技得到輝煌成就，例如5G技術，堪
稱在全球前列，又怎能說中方向美方
偷來的呢？加徵關稅實在是損人不利
己，又怎能令美方「再次偉大」呢？
再者，如果美方在磋商談判中強施壓
中方，又如何公平公正令中方接受
呢？我們認為中國絕不可能屈服讓步
的。
成立70周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砥

礪前行，努力奮鬥，而今已成為全球
第二大經濟實體了。而且在外交上、
軍事上都令全球矚目，而中國人民正
處在幸福穩定的生活中，熱愛自己的
國家。決不讓任何一方所打壓，決不
讓任何一方無理取鬧，強行指責的。
全國人民一起全力支持、擁護自己的
國家，反制對方。中國是有理有節
的，更重要的是中國有強大的綜合國
力和優秀的民族，白皮書發表闡述了
中方立場，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經此摩擦，全球製造業出現疲弱現

象，從金融市場方面，看到華爾街已
響起警鐘了。在此風雲變色的時刻，
再加上美國總統競選將到來，此時最
焦慮的是誰呢？
如果沒有奇跡出現，環球經濟衰退已

來臨了。上周，聯儲局眾多財政官員都
在放風將減息了。事實上，上周澳洲央
行已率先減息，顯然全球各國也敲起了
警鐘。其實美國是最擔心的一個國家。
6月底，G20峰會召開在即。全球

都在關注中美兩國元首的動態，然而
經常變臉的特朗普，如果不再作反
省，以理性態度調整心態，相信中美
貿易磋商不會有奇跡出現。

風雲變色的時刻

和一班已退休的朋
友聚會，談起玩樂，

其中一人拒絕參加其他群體活動，解
釋說：「活到我這年紀，不想去應酬
不相熟的人。」另一人和應：「我也
不喜歡結識陌生人，和熟識的朋友來
往足夠了。」
有一位大報總編輯，當年日理萬機壓
力頗大，為求見報，巴結他的名人不計
其數。他退休後過着平淡閒靜的生活，
他說：「目前最愉快的是無須再應酬一
班自己不喜歡的人，脫離舊圈子過新生
活，我目前交往的朋友都不是文化界而
是運動圈子的。」兩者何其極端，或許
因大家的性格不同吧。
我是那種年紀愈大愈喜歡結交新朋
友的人！年輕時要在友儕中找認同，
尋求相熟的安全感。稍長，發覺一起
長大的群體，真正的知心友愈來愈
少，因大家的工作背景相異，成長軌
跡朝不同方向，要保持惺惺相惜談何
容易。
加入不同的群體，結交新朋友是

一種樂趣，新朋友的背景、工作經
驗、人生經歷、處世態度和性格，
常令我有意外驚喜。不同的新朋友
在自己面前，就像面對一個新世界
景象，有無窮的新鮮事物讓你探
索。我這些年加入了不同的唱歌、
跳舞、繪畫、藝術、氣功太極等等
組織 ，認識和自己背景與工作範疇
截然不同的朋友，卻有共同興趣，
和他們交談的話題於我來說就新鮮
不過，眼界大開。我常細心聆聽大
家的分享，像海綿般去吸收非我生
活圈可接觸到的事物。新朋友愈
多，愈發覺自己渺小。
隨便舉一例，最近在一個人體寫生

活動，來了一位新畫友，是移居巴西
的華裔，閒談中說到巴西人愛吃肉，
出生的大都是女孩，男女比例是一比
八，男士遇到艷遇盡是平常……跳舞
班的一位師兄最愛扭着水泡腰，講他
年輕時做飛仔學跳扭腰舞的樂事。
來自各行各業、不同背景的新朋

友，人人都有着不少精彩故事！

喜交新朋友看精彩人生

朱塞佩．托納多雷那部著
名的《天堂電影院》當中有

一群小孩兒，每當電影上映，他們就會以最快
的速度穿過青磚紅牆的街道，跳鬧着等待魔法
的降臨。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比這塊看起來
平淡無奇的白布忽然跑出一些外鄉人更讓人驚
奇的事了。
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大抵都有些關於電

影院的記憶。在田間地頭幹活的時候，遠遠看
到放映員騎着自行車悠哉悠哉地從田脊邊過
去，自行車後面架着片子，年輕人就會高聲問
他今晚戲台在哪兒，放什麼電影，問完手裡的
鋤頭就變輕了。晚上去打麥場，幕布早已架起
來，麥垛上都坐着人。這時如果天氣不好，大
家就開始擔心下雨，怕放映隊中間收攤走人。
好在雨終於下了一點停住了，正收攤的放映員
又重新開始轉動機器。對於觀眾，沒有比這更
欣喜的事。一場電影看下來，心情於是圓缺了
好幾回。
有時，電影院的記憶會與錄像廳的記憶混在

一起。通常一到半夜，錄像廳老闆偷偷換上一
些少兒不宜的內容，小夥伴馬上血脈賁張，這
一夜就心滿意足。假如某日去了一家錄像廳，
老闆沒有照規矩播放這些不可名狀的片子，心

急的年輕人就會嚷嚷起來：「老闆，還不換
片。」過不多久，觀眾就會如願以償。
這些記憶很真切快樂，但卻像是上輩子的陳年

往事，和現在的生活格格不入。對於現在的年輕
人，電影院只是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選項。在
他們的眼中，獲得全世界也只是動動手指的事。
但電影院的存在不同於指尖下的世界。我初

到杭州是七年前的夏天，正好是梅雨季節，天
氣潮濕悶熱。我住在學校的宿舍，整個人情緒
都不高。那時的下沙區還沒建設好，到處都是
荒地，有人煙的地方就是幾所學校的教學樓，
出門遇到的多半是學生。不知道為什麼，一個
人刷着手機更覺孤單。心情慢慢變差，人會不
由自主地感懷獨在異鄉的苦楚。忽然有一天，
聽說遠一點的商圈東東城建起了一家叫做新遠
的電影院。電影院很小，激光廳的屏幕也不
大，但我很激動地跑去，從此有了一個固定的
去處。
作為有別於工作、住所兩點一線的第三地，

電影院就像是一成不變生活中的變量，給我循
環往復的生活中帶來一些意外。每一次去電影
院，都像是去會見一個人，他會給初相識的我
滔滔不絕地講他的故事，或者是一部陰沉的文
藝片，在聊哲學與人生。或者是《復仇者聯盟

4》或《哥斯拉II》這樣的科幻片，給我一個異
想世界，讓我遠離了自己的正常生活。
於是從電影院出來，整個街區都不一樣了。看

完災難片，夜晚的街區像是一個被摧毀的廢墟。
看完科幻片，路上的汽車都像是來自未來的機
械，在下午的藍天下泛着後現代時期才有的光。
因為電影院，周圍的世界不再是以往冰冷的混凝
土，成了我所喜愛的奇異空間。從此，我與此地
合為一體。對於一個異鄉人來說，沒有比這種感
覺更大的安慰。我因此常會把電影院看成是一個
密友，聽它談天說地。就這一點來說，它的百變
和想像力從來沒讓我失望過。
尤其是，與電影院的聯繫還帶有一種半強迫

的性質。進入電影院的那一刻，就好像與它簽
訂了一紙合同，在這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裡，
要被迫接受一套完整的邏輯。對於已經習慣於
在無序信息中拼湊邏輯的人來說，這無異於一
種休息，不必再擔心信息的瞬息萬變，電影的
故事是穩定的故事，整個人也隨之放鬆下來。
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家周圍日漸繁華之後
陸續又開了兩家電影院，進出的人總是絡繹不
絕。或許在互聯網的世界，我們都是異鄉人，
所以都需要一個這樣的朋友。它實現了我們對
朋友的所有期待，既完整，又嶄新，又永恒。

電影院與異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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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的香氣，深入肺腑。
有一次，吃老鄉送來山裡長
的蘋果，「咔嚓」一聲咬下
去，頓感氣味馥郁，滿口飄

漾着甘冽的香氣，絲絲縷縷，一直沁入心
脾。我想，蘋果的香氣如果會動作，一定特
別喜歡擁抱，她的情緒被激發出來，哈哈，
便不顧一切地抱住了我。
山裡的蘋果原汁原味，香氣落了一地。先

是大口大口咬着，然後慢慢咀嚼，又把蘋果
放在鼻端上嗅——那甘純的濃香，是蘋果在
山裡長久修煉得到的香氣。蘋果若未被咬
開，香氣自己不會出來，當你去咀嚼、品嚐
它，這種香氣會很快散出來。
在蘋果園裡行走，鼻端飄過一陣陣香氣，

香氣如絲帶般纏繞着我。三月，記得我去郊
區的蘋果園采風。遠遠望去，銀白的世界令
人驚艷，簡直是潔白無瑕的花海！一朵又一
朵的蘋果花，密密匝匝挺立在樹間。有的已
盛開，有的「猶抱琵琶半遮面」，有的還是
花骨朵……
六月的蘋果園，有風輕輕走過，步子很

慢。園子裡捂到透熱，時空成了太陽和雨水
相互滲透着的醞釀。青果笑盈盈懸在枝葉
上，像一盞盞飽滿的青燈；根在用力，看不
見的養分輸送到蘋果燈盞上，向陽的一面已
漸漸染色。八月來臨，有些蘋果被季節點亮
了，一個個挑着燈的枝條像腰一樣被壓彎。
九月，秋風蕩金，蘋果香氣繚繞，鼻息平添
馥郁。十月，蘋果燈一旦被摘走，秋天負重
的身體一下子輕鬆了。記得蘋果成熟時，香
氣那般濃烈。成熟後的蘋果，在房間裡放置
久了，氣味會漸漸平息。然而，蘋果的香氣
是它基因裡的東西，存放在果肉中，只需咬
破便可喚醒。
夏天的夜晚，我時常站在果園裡，抬頭看

滿天繁星。突然，一顆流星劃過天空，落到
遠處。記得小的時候，我曾對流星許願，希
望它不要落到村裡的果樹上。如果真的落到
果樹上，果樹的孩子——蘋果就和它們的媽
媽一同被燒掉了。我很擔心，曾悄悄地溜出
門，向村裡的蘋果園跑去。
月光下，蘋果樹的影子給園外的土路鋪上

了地氈。一切那麼安謐，好像什麼也沒發生
過。我抬頭看村裡果園最大的蘋果樹，它靜
靜地站在那裡，守着潤着夜露的青蘋果一聲
不吭。肖復興說，蘋果無論青還是紅，它的
香氣類似山上的溫泉汩汩流淌。它雖來自野
外，但還能常與人親密交談。我小時候的經
歷，就證明了與樹上青蘋果的交集。
相比而言，佛手比蘋果的香氣，則多了一

種佛教梵音，佛手香如同音樂的展開，會漸
次形成高潮與華彩，屬於天堂的香味。佛手
屬於芸香科，芸香科的其它果實，柚子、蜜
橘、甜橙、蘆柑、金橘，雖個頭不一，可哪
個不是長得渾圓光潤？唯獨這佛手，果實不
僅如拳般開裂，甚至如指般舒展，莫非真的
沾染了聖佛之氣，才會此般卓爾不群？
蘋果向下，佛手向上。
牛頓看到從樹上墜落下來的蘋果突發靈

感，發現了萬有引力，蘋果不斷向樹下鋪散
着的香氣——讓科學家思維的駿馬馳騁，那
種芬芳的氣息可謂功不可沒。而佛手的味道
很香，有點兒像金橘的味道，在屋裡擺上一
盆，滿屋子都瀰漫着清香，讓人一聞到就心
曠神怡，則十分適合打坐。
佛手有令人浮想聯翩的奇特長相，類似人

參的情狀，但人參是長在地裡的肉質根，生
在北地吉林和遼瀋。從佛手原產地印度看，
的確與佛國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後來，佛
手被人從印度不斷移植，如今我國長江以南
的廣東、廣西、四川、雲南、浙江、江蘇、

福建、安徽和江西等地，都有佛手。產於浙
江蘭溪的被稱為「蘭佛手」，產於福建的為
「閩佛手」，產於兩廣地區的稱「廣佛
手」，產於四川和雲南分稱「川佛手」和
「雲佛手」。其中，最具知名度的無疑是浙
江金華的「金佛手」。
佛手在金華已有近千年的栽培歷史。相

傳，有一年金秋時節，在杭州為官的北宋詩
人蘇東坡，因仰慕金華佛手的獨特芳香，特
地跑到金華北山腳下觀賞佛手，揮毫寫下名
聯：「沁人詩脾，清流環抱；香分佛果，曲
徑通幽。」佛手的香氣，剛開始聞時並不十
分強烈，在屋子裡放久了，它的香氣會愈來
愈重。佛手是講究傳的，類似於傳教；那種
香直達人心，真疑心它是上天賦予人的。這
種水果的形狀很多，有伸指形的，就是果實
像手指一樣伸開來；有握成拳形的，就是果
實像手指握拳的形狀；還有攏手形的，就是
果實像手指攏合的形狀，真是千姿百態。
蘋果為人喜歡，它是入世的，很接地氣，
這是蘋果的性情使然。蘋果的心向下，它把
自己做成溫順的形狀，圓圓的，依附在我們
身邊，香氣清新怡人。它擁有的香氣由250多
種物質精妙混合，從極甜的紅焦或金冠蘋果
到極酸格拉文施泰因蘋果、史密斯外婆蘋
果，林林總總，可謂是萬香陣容。如此多層
次的「甜」和「酸」，無論你怎樣挑剔，都
會相中一兩種自己心儀的蘋果，當然用它
做烘焙或點心輔料也最是應景。
佛手的性情是神性的，貌似古怪，形狀如

千手觀音的手指，香氣卻是聖潔非常。佛手
的香氣蕩漾在空氣中，繚繞在我們面前，裊
裊婷婷，雖看不見，卻是佛手形諸於人前的
翩翩舞姿。從這個意義上說，佛手是行善果、
送香果；它在佛香的導引下，讓人們屏息寧
神，一點點向上、向上領略着佛國的梵音。

蘋果向下佛手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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