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安跟內地、暴動學香江

那個讓人羨慕的TA
網上有一種人，每

日精心秀晒炫，秀自
己的美貌、身材和貼上來的帥哥美女，
晒豪宅名錶全球遊和頭等艙，炫自己的
人脈、業績以及名人合影。這些人中，
有的方式簡單粗暴，卻很對愛窺富的普
羅大眾的胃口；有的秀技高級不露痕
跡，卻頗能以「品味」和「成功者」外
衣迷惑清高一族。總之，對每天遊走在
微信、微博、抖音和小紅書/INS中的現
代人來說，總有一款炫富網紅適合你。
但是，當你不由自主偷偷羨慕TA（編者
按：TA指微信裡稱他/她的意思。）的
時候，有沒有想過這一切的真假？
「假富貴」在中外的社交媒體上都不
鮮見，谷歌百度一搜就一大把。比如在
INS上坐擁1,300萬粉絲的51歲男網紅
Gianluca Vacchi，憑借一年1/3的時間
在私人飛機上度過的系列照片和惹眼的
紋身肌肉，迷倒萬千少女，但媒體之後
爆料他銀行欠債1,000萬歐元，甚至還
拖欠飛機租賃公司約6,000萬元租金；
曾被內地網友封為「抖音第一軟妹」的
蔡蘿莉，坐擁400萬粉絲，平日全身名
牌，聲稱買得起45億元的莊園別墅，但
之後被網友踢爆名牌都是山寨品，出鏡
的「別墅」其實只是度假飯店；此外還
有英國超火的旅行博主Amelia Liana，
此前被揭其泰姬陵旅行的照片是P的，
她有51萬粉絲……
總結可知，助攻假富貴網紅們成功炫
富的核心技能其實無外乎就三個：租
賃、PS和假貨。
租賃適用於豪宅、豪車、VIP服務
等，比如俄羅斯就有個專門給網紅租飛
機的公司，只需花費幾百美元就可以享
用Gulfstream G650 豪華飛機數個小

時，租賃公司甚至還提供專業的攝影師
和化妝師團隊。內地出租別墅、轟趴場
地和豪車的機構同樣不少，有車行直接
鎖定微商客群，聲稱租瑪莎拉蒂拍照一
次只需200元。租賃技能還有個延伸項
叫「免費退貨」，拜國外寬泛的退貨政
策所賜，很多炫富網紅、時尚博主都會
大量購買奢侈品、衣服等拍完照再退
貨。
PS大法適合於旅遊情景以及連租賃費

也不想出或出不起的更窮網紅，只要修
圖技術過硬，一切都是浮雲。素人P成
天仙，紐約在你床下，滿手LV戰利
品，私人飛機So easy……前不久，英國
一名19歲的富二代小哥Byron Denton
高調現身INS，全身又潮又貴的名牌，
有奔馳大G，有私人飛機，一個星期不
到就收穫10萬粉絲。一周後，小哥發佈
了一個15分鐘視頻，親自揭穿自己之前
所有的照片都是通過Facetune、Picsart
和Lightroom軟件合成的。他這麼做就
是想告訴大家，在網上裝一個有錢人是
多麼容易的一件事。
至於假貨不用解釋，山寨、超A、原

廠、原單等等都是很多炫富網紅的續命
良藥，多應用於服裝鞋帽箱包等。
最後說一個進階版殺手級技能：外

包。英國《每日郵報》之前就曾報道，
在淘寶上，只要花費6塊錢就能訂製一段
包含有客戶自己聲音的炫富視頻，視頻
裡可以呈現超級豪車、豪華旅遊、高級
酒店以及成堆的鈔票。而且別看只有6塊
錢特效，卻高質得難以置信，賣家甚至
還能考慮到「風格日常化」這種細節以
增加可信度，以使視頻適合發朋友圈。
那個讓你羨慕的TA到底如何？不妨

多想想那個19歲英國小哥的話。

筆者將今年六月開
始在香港發生的動亂
命名為「小孩暴動、

蟑螂革命」，倒也十分貼切。
踏入十月，警方在面對暴徒可致命
的武力攻擊，一天之內在不同地點共
開了六槍，當中一人中彈受傷。反對
派異口同聲誣衊香港警察向「學生」
開槍！實情是那個暴徒蒙了面，按我
們廣府話的戲謔語，暴徒「額頭沒有
鑿了學生兩個字」，警察怎知暴徒是
學生？只有到了暴徒被生擒送到醫院
救治，公眾才知道他是個才十八歲的
中學生。「香港警察向中學生開槍」
的說法是偷換概念，實情是「蒙面暴
徒襲警中槍被捕，然後發現他是個十
八歲的中學生」。十八歲的男人，法
理上是成年人，只因為剛好是個中學
生，才會有人認為他是個「小孩」。
為什麼這是一場「蟑螂革命」？蟑
螂在動物界中算是低等生物，沒有脊
樑，暴徒和他們背後的支持者不都是
沒有脊樑、沒有承擔的壞人嗎？
在暴動初期與一些朋友討論當時局
勢。有人說香港是中國最重要的金融
中心，香港人有條件向北京政府索求
更多「利益」！他們的信念是上海在
短時間內不能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
位，理由是縱然上海的「硬件」已趕
過香港，「軟件」卻遠遠未追得上。
筆者對他們的樂觀情緒感到很奇怪，
雖然對上海的情況並不熟悉，但是仍
然感受到內地的「軟件」也早遠遠拋
離香港！這裡講的「硬件」是實物的
基礎建設，「軟件」則是制度、管理
和人的質素。
身在四個月的動盪之中，香港人應
該看清我們這個家不論「硬件」和

「軟件」都不過是內地二三線城市的
水平！內地的高鐵和新機場都比香港
的先進，現在連安保和管理都高下立
判！我們忽然發覺香港的鐵路系統和
機場竟然如此脆弱，給暴徒輕易攻
破！有理由相信「港鐵」（香港地鐵
和九廣鐵路合併後的公營機構）和機
場的管理層有「內奸」，有人涉嫌與
暴徒暗通消息，協助他們佔領機場大
堂、破壞鐵路系統，一而再、再而三
地影響香港對外對內最重要的交通系
統。
類似的暴亂有可能在內地發生嗎？

筆者相信絕不可能！因為內地鐵路系
統（不論高鐵還是城市地鐵）和機場
的保安和管理都比香港優越百倍！
香港暴徒的劣行已經漸進至恐怖分

子的級別，港鐵和機場管理局對於近
日的強力破壞顯得束手無策。除了個
別疑似「內奸」不與警方合作之外，
軟硬件的有機組合都存在重大保安漏
洞。要亡羊補牢，筆者認為「保安跟
中國內地」就可以。內地的地鐵和機
場入口都有X光機，沒有人可以攜帶
武器進場破壞！
筆者最擔心的反而是香港年輕一代

的平均品格水平，這該是一個地方
「軟件」之中最吃緊的一部分。我們
有這麼多大學生、中學生「愚而自
用」，輕率去參加暴動，老是幹出損
人不利己的蠢事。他們不單止嚴重挫
傷了香港的印象，蒙面暴徒瘋狂破壞
自己家園的風氣，甚至蔓延到英國美
國。這會不會是「現眼報」？英美政
客埋沒良心煽動香港小孩，終於火燒
到自家去。
所以說：「保安跟內地，暴動學香

江。」

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每到重陽節，我
都會想起唐代詩人王維寫的詩《九月九日憶
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

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重陽節又名秋祭，是中國人憑弔先人、敬老尊賢的傳統節

日。農曆九月初九，二九相重，稱為「重九」。漢中葉以後的
儒家陰陽觀，有六陰九陽說。九是陽數，故重九亦叫「重
陽」。民間在該日有登高的風俗，所以重陽節又稱登高節。
據說，登高這個習俗源自漢代桓景，他隨當時一位相士費長

房遊學，相士要桓景在農曆九月初九，攜帶家眷到鄉郊的高處
暫避，並讓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才
可免於災禍。桓景照辦了，結果整條鄉村經歷浩劫，而他倖免
於難。自此，人們效法桓景登高，成為習俗；故事生動地反映
出重陽時人們的避邪除災心理。
如今在重陽節日，有些香港人會舉家帶着香燭、果品和糕

點，登高掃墓；當然也有人趁秋高氣爽而行山攀登，順道也賞
菊、飲酒。九月初九正值仲秋時節，天氣爽涼，登高遠望，嘯
詠騁懷，活動筋骨，還可觀賞山間紅葉野花，和飲酒、野宴享
樂結合起來，最是合適不過了。南宋韓元吉《水調歌頭．九
日》：「今日我重九，莫負菊花開。試尋高處，攜手攝展上崔
嵬。放目蒼崖萬仞，雲護曉霜成陣，知我與君來。古寺倚修
竹，飛檻絕塵埃。」此詞描寫了重陽賞菊及登高觀景的韻致。
農曆九月俗稱菊月，民間歷來就有賞菊花、飲酒的風俗活

動，所以自古以來，重陽又稱為菊花節；菊月會舉辦菊花大
會，傾城的人潮皆赴會賞菊。從三國魏晉以來，菊月聚會飲
酒、賞菊賦詩，已成時尚；重陽金秋送爽，登山「辭青」，情
趣盎然。漢族古俗以菊花象徵長壽。清代賞菊，如《燕京歲時
記》：「九花者，菊花也。每屆重陽，富貴之家，以九花數百
盆，架度廣廈中前軒後輊。」軒：本意為車子前高（翹起）後
低，輊：為前低後高；這裡引申作高低優劣。《浮生六記》書
中也有賞菊之記載，望菊堆積之多成山那般的，稱「九花山
子」，四面堆積而成的叫「九花塔」。
至今，重陽節期間，各地大公園仍見組織大型菊展，並將各

類不同的菊花，縛紮成各類動植物、人物等造型，美觀宜人，
賞心悅目很吸引。

重九雅會登山賞菊
二零一九年十月

一日是我中華兒女
最驕傲、最歡樂、

最自豪的日子。這天是新中國成立
七十周年的生日，在北京天安門，
整天都在舉行大型活動。早上大閱
兵、群眾大遊行，晚上放煙花以及
有數萬人參與的文藝晚會。這一天
無論在天安門廣場觀禮的朋友、海
內外中國人，以及世界各國眾朋
友，在電視機前觀賞的人們，都感
到中國的偉大，看到中國人民的團
結力量、新中國的輝煌成就以及威
武現代化的軍事力量。觀眾由衷點
讚，中華兒女從心裡展現對祖國母
親的熱愛和尊崇。
在中國七十周年紀念系列活動

上，聽到我們尊敬的國家主席習近
平的重要發言，國人領略到祖國更
新、更美的時代篇章，從而啟發到
國人未來的路向，如何攜手團結在
習近平主席領導下，無私奮力地向
前行。
打從心裡由衷地讚賞偉大的領導人

習近平主席。高瞻遠矚的世界觀，以
民為本、愛護人民利益，為人民服務
的思想和精神。看到全國人民的狂歡
歌舞，慶祝祖國的生日，歌頌祖國偉
大輝煌成就，再看看自己，過着幸福
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更美好。眾多中
華兒女看到現代化威武的軍備，例如
東風-41號導彈，據說射程蓋全球。
最大規模的閱兵，堪稱威武雄壯，誰
還敢謔稱中國是病夫、是弱國？在閱
兵中展示多款海陸空新武器，還有火

箭軍，不少還稱得上是在世界領先地
位哩。
中國大閱兵令人震撼，然而習近

平主席屢次強調中國主張世界和平
發展，倡議世界命運共同體。習近
平主席更強烈地表示，沒有任何力
量可以撼動中國地位。天安門上，
兩位原國家領導人包括江澤民、胡
錦濤站在習近平主席兩旁。在群眾
遊行中，歷任領導人的畫像及其政
績在群眾簇擁下出現在巡行隊伍
中，展示了七十年風雨兼程的中
國，歷任領導人的團結精神。習近
平主席屢次在重要講話中提到和平統
一中國，對「一國兩制」的方針，對
維持香港及澳門繼續繁榮安定的國家
政策不動搖。而對在新中國成立以
來，所作貢獻的英雄，習主席頒發勳
章，以資表彰，其中有「一國兩制」
實踐者、香港特區政府首任行政長官
董建華。或許是太興奮、太操勞了，
董建華先生身體不適，據說並無現身
閱兵儀式。不過愛國心和責任心重大
的董建華先生，返回香港後，十月二
日晚親自主持香港各界同胞慶祝新中
國成立七十周年的文藝晚會，並在會
上發表重要講話，令人對他的偉大愛
國精神深感佩服。
相比之下再看看那些「反送中」的

暴徒，在國慶節日出現暴力行為，
令人髮指。不少愛國商會、團體、機
構紛紛指責，並希望特首林鄭應速立
《反蒙面法》，速立《宵禁令》。紛
紛支持警察，多謝警察維護香港治
安，保市民安全，維護社會秩序。

團結力量 維持香港繁榮

中國在四十多年前
仍處於貧窮得有人沒

褲子穿的年頭，在短短的時間內為幾億
人民脫貧，致力發展經濟和科技。目前
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科技更稱霸
世界。這引來美國霸權的壓迫和欺凌，
在商業機構上最受委屈的要算華為，歷
史上從未發生過，一國傾舉國之力圍剿
別國的科技企業，華為在面對這困境
時，卻讓世人看到了創辦人任正非超凡
的中華智慧！
多年以來，美國已用同類方式打擊
了法國、英國和日本，令他們原本氣勢
如虹的企業一沉不起。現在美國又針對
華為的5G技術，誣衊為政府做間諜等
莫須有的罪名。最近任正非出了一個絕
招，他接受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訪問
時表示，有意向西方公司出售華為的
5G技術，目的是製造一個能在技術上
與華為競爭的對手！令人聽來傻了眼。
據說買家只需支付一次性的費用，就能
永久使用華為現有的5G專利，包括許
可證、代碼、技術藍圖和生產技術訣

竅。買方還可以修改源代碼，由新公司
生產5G設備。
這個提議是科技企業界前所未有

的，有分析任正非這一步是為了對抗美
國對華為網絡安全問題的抹黑，以消除
其他西方國家的疑慮，又可避免壟斷的
批評。任正非認為有競爭對手，就能令
自己的同事和企業更有活力，持續保持
成長！出售技術組合可以賺一大筆錢，
有助進一步提升研發能力，發展更新的
科技。而且華為擁有二千五百七十項
5G專利，要買下全套技術費用可能高
達數百億美元。
任正非不怕賣技術，是明白華為最

重要是擁有技術研發體系的優勢，這優
勢需要十多二十年才能建立，對手買了
技術也建立不了。另一重點是華為背後
的中國市場，也是買家所買不了的；華
為的研發成本之低也是西方國家所不能
比較的。
自從任正非公佈了可以出售5G技

術，特朗普便對華為收聲了！這一招簡
直太絕了！

任正非這一絕招震驚國際

每到一個國家旅行，我
第一天一定要去坐那個雙

層的、專門在各景點間穿梭的觀光巴士。通
常我都坐在敞篷的二樓，聽着講解器給我介
紹這個陌生城市曾經的過往，然後感受着只
屬於這個陌生城市的味道從樓宇間傳出來。
因為不用花什麼心思，坐上觀光巴士就好

像被催了眠，每個毛孔都敏感着。視野所到
之處，都是此地的地標，人的腦中會迅速成
形一幅地圖。這圖至少比旅館接待處派發的
那種旅遊地圖強，充滿了目光收納來的各種
細節。景點的位置幽靜還是喧鬧，周圍的建
築是不是對地標眾星捧月，都是直觀的。
我這個略帶庸俗的快餐式旅行癖好，數次

受到了來自朋友們的責難。說我浪費金錢，
又降低了自助遊能帶來的快樂。在他們看起
來，自助旅行是要像探險一樣，事先半年開
始計劃的。然後，每天晚上再利用點時間於
燈下苦苦細查此地的一切，最後再把食肆都
固定下來，列一份詳細的攻略。等到去了，
就可以行雲流水一般地一一驗證那些在別人
的文字圖片裡出現的地方，並獲得想像和實

物對應所帶來的快感。這種快感因為在準備
時激起了無盡的好奇心，因此總能在完成旅
行之後令旅行者對此地十二分的印象深刻。
甚至於回來半年之後，這種快感還不消退。
所以，從計劃前往到追憶此行，這趟旅行簡
直大大地提高了我們的幸福指數。
我的做法一下子就跳過了整個準備階段，

簡直像在應卯。就好像明明眼前有一部十分
細膩而精彩的小說，我卻偏偏不去看，而選
擇先去看這個小說的故事梗概。結果整個內容
的鋪陳都顯得白費，白白辜負了作者的巧
思。一想到值得旅行的城市比好小說還要
少，他們就更覺得我在暴殄天物。於是，索
性勸我乾脆跟着旅行團，理由是既可以走馬觀
花，也可以有人分擔房費。再不濟，至少吃飯
的時候不至於因為沒有人陪伴而太過寂寞。
其實他們的苦口婆心我十分理解。做足準

備再去旅行就像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旅行每
次都成了知識之旅、且細緻自由。尤其當有
一日興之所至，跟別人說起自己的旅行，便
可以侃侃而談。所述的內容既符合沒去之人
僅有的、對此地的印象，又增加了許多吃穿

住用行的細節，延展了對方的想像。聽者不
會因為自己毫無所知而自慚形穢，談者又可
以在對方的應和中獲得談話的動力，雙方都
各得其樂。不過一想到要為此列一個事無巨細
的攻略出來，對我來說就好像領了一份任務，
還沒去就渾身不自在。不像是我要去旅行，而
是旅行綁架了我。所以我乾脆犧牲了新鮮感帶
來的快樂，坐着觀光巴士逛一圈，有點印象以
後再選別日擇優前往。
但在我的這個旅行的邏輯裡有一個前提，

就是我的新鮮感要由別處補來。或者是流連
於一個隨性而至的城堡一整天，或者是誤打
誤撞到了某個居民的社區，看看那裡的風土人
情。沒有詳細的攻略，這些都有了可能。甚至
有時候，我會暗暗期待每次旅行中途遇到些小
意外。比如，到維羅納，我曾在大街的長椅上
睡一個晚上。或者，我曾打着哆嗦在暴雨如注
的洱海邊推着沒有電的電動車。這些奇遇在計
劃之外，但卻更符合旅行的氣質。於是，觀
光巴士為我節省出來的那些時間正好與我的
期待相合，使緊致中有了某種鬆散的可能性。
對我來說，這點鬆散實在恰逢其時。

觀光巴士與旅行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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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爾說，只有流過血
的手指，才能彈出世間的
絕唱。琴聲悠悠，就是在
音樂中發生的人的性情與

生活間的共鳴和默契，無論是在音樂廳，
還是在廣場或唱片的另一頭。愛是琴聲，
琴聲是歲月的樂章，樂章是真切生命體驗
和真摯藝術情感的步步融合。
「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一個歷

經生活磨難和洗禮的中年人，面對秋風秋
雨，依然癡心不改，而一旦當其內心進入玄
妙之境，風雨自成曲，那一刻便是物我合
鳴，天籟在心。琴聲的風雅之美，源自那
流暢旋律中奔瀉、湧淌着的泉水，泉水觸
碰到內心一些柔軟的東西，會使人熱淚盈
眶。尤其是在靜謐的河畔或山谷，面對夜
雨綿綿漲秋池，琴聲即心曲。倘是面對羈
旅小店窗外的秋雨點點，再加暗光冷影的
琴聲悠悠，那便是流淌着內心的聲音了。
唯有到這個時候，才足以映襯出一個彈琴

人的果敢與無畏。天地就是舞台，任憑淒清
之時，雲波詭異，我心自飛揚。伏爾泰曾
說：「耳朵是通向心靈的路。」我常驚歎於
彈琴人的執着，琴聲帶給人以無盡的感悟。
有誰沒有聽過琴聲呢？白天的，夜裡的，雨
中的，就那麼悠悠地奏響着，有人讀出歡
喜，有人讀出憂愁，有人讀出深情。琴聲落
在水上，隱遁無形；琴聲落在心裡，透徹空
靈。悠揚的琴聲，猶如傾洩的月光奔湧如
潮，紓緩的清風掠過面頰，更似石板街上的
雨如珍珠清響可鑒，蹦蹦彈彈灑了一地。
秋雨中的呢，山裡寺廟殿宇上的呢？
琴聲在秋雨和寺廟殿宇之上，像歸舟飄

遊於南方尋友的杜甫身影。人說晚年不出
門，但杜甫一路顛簸，把生命交予心靈的
琴聲。琴聲真的是一葉舟，走下去只為尋
找知音，但知音不常有，只好就如此繼續
找下去了。心中灰白一片，眼前淚水朦

朧，但只要琴還在，前路便是風景，或許
有淒清的大雁飛過，似只有晴天晌午和風
高月白之時才會有。坐在船頭凝望，秋雨
使人愁，何以解憂？在這樣的天氣裡，一
個人坐在船艙旁，彈琴入境，把心靈交付
時空，把音符交付秋雨，弦動心覺，便再
合適不過了。也許河畔或湖邊有人聽到
了，回望琴處，卻不能在遊走的舟楫中逢
會，只可送一縷心念，便再無語。岸上小
亭的燈火若隱若現，那麼細瘦，那麼遙
密，但不妨礙水與陸心靈間通過琴聲相
通。船外，雨聲簌簌；船內，琴聲覆蓋了
彈琴人的整個神思。琴聲悠悠秋雨中，兩
岸風景轉瞬新。一切都像從來沒有經歷
過，一切又都像早已經歷過；陌生的是周
遭環境，熟悉的是風致內心。
「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倘若這隨

性的詩句配上古琴的醇正音色吟唱出來，
會是一種怎樣的意境？遠處的田野和暮雲
正在交談，是琴聲如訴還是如幻如夢……
卻見雨煙留白處頓覺開闊，好一派暢心抒
懷的樣子。於是，田野和暮雲不再爭執，
靜默中少許暮雲的顏色由微黑轉白亮，一朵
朵淡定從容起來，也許它懂了活在琴聲
中——只須用心聽就足夠了，這樣便可浸染
身心，並不要多話。過了很長一陣兒，收割
後的田野面對秋雨不厭其煩的光顧，也不
多言，只默默領受其不停歇的恩賜。
莫說冷冷的秋雨打在敗荷上不好，殘葉

比盛開的蓮花更有味道。敗荷是向時間的
示弱，枯零的姿態在某種角度裡，是一種
美的訴說，猶似琴聲在耳。這就像我們的
心靈，回歸純粹之後，便更踏實了……
在蕭瑟的秋雨滴打殘荷的聲音中，閒數

殘荷幾朵花，別有一種美的情趣。八大山
人喜歡以殘荷表達孤冷落寞的心境，而
《紅樓夢》第四十回黛玉有話「我喜歡李
義山的那句『留得殘荷聽雨聲』。」「留

得殘荷聽雨聲」，是深秋對盛夏的回憶，
卻非為聲聲哀嘆，如此心緒悠長，是走過
浮華光影之後——了然自身清醒的認知。
問敗荷上的雨像什麼，我說像瞎子阿炳

的琴聲，其中熔鑄了他對惠山二泉的讚
歎、對恩師的懷念，還有對命運抗爭的內
心旋律，特別是阿炳對音樂、家鄉、自然
的熱愛情愫，荷聲、雨聲、琴聲、心聲，
可謂心心相印，聲聲相合。那芭蕉上的琴
聲和秋雨呢？我說，聽起來好亮，卻是這
般果敢放任，甚至可作大膽泣淚。雨打芭
蕉，那琴聲可悅耳嘍，可把新愁舊怨點點
滴滴傾倒一遍。種下芭蕉招雨聲，清朝才子
蔣坦和妻子秋芙有一段軼事：秋芙遵照丈夫
之意種了大片芭蕉，葉大成蔭，秋來風雨滴
瀝。蔣坦聽那雨打芭蕉，便在芭蕉葉上題
詩：「是誰多事種芭蕉，早也瀟瀟，晚也
瀟瀟？」秋芙見後，續題詩曰：「是君心
緒太無聊，種了芭蕉，又怨芭蕉。」
在生命的原野上，芭蕉花開過，風雨終會

來。雨打芭蕉，琴聲剛勁，可陪孤獨者飲盡
歲月的苦酒，淌下熱淚。時而低眉絮語，時
而烈目狂瀾。何其有幸，一聲又一聲都敲在
心靈的木魚上，箇中滋味，自己最清楚。是
甘霖也好，是苦雨也罷，如是因如是果，明
白了，還有什麼可憂愁的呢？琴鍵如手，琴
譜如舌，面對秋風吹落葉，秋雨飲菊黃，讓
坐在琴聲故事裡的你，生出蒼茫渺遠之嘆。
琴聲在秋雨裡響起，歲月把愛的信物一一
撿拾起來，你或漫散或急速地把手指落在琴
弦上，生命的長長流線像樹木年輪一樣款款
流淌、汩汩奔瀉，我理解為一尾又一尾綠
色的蜻蜓正在耳際盤旋低語。悠悠的琴
聲，多麼懾人心魄，此時秋雨像知己——
一直守候在我的身旁，楓葉正紅，幽靜熱
烈。指端流淌着奔騰的駿馬，心口的玫瑰
像尋夢的音符，情感豐富的詠歎調為沉沉
的秋空抖出了道場……

琴聲悠悠秋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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