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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大都會。
中國的農曆新年、清明、端午、中
秋、重陽等節日均受市民重視而具備
多姿多彩的慶祝活動，而外國傳來的
復活節、聖誕節等慶祝活動也有其特
色和地位。因此，以全世界的標準而
言，香港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節日慶祝
的城市之冠。
由於香港的教育系統也是多元化
的，舉凡回教、道教、儒教的中小學
也不少，而基督教及天主教的中小學
也非常受香港群眾歡迎，教會學校的
學生數目也不少，再加上基督教會和
天主堂的活動也非常普及，聖誕節自
然也成為香港主要節日活動之一，很
多教會及教會主辦的學校均能善用聖
誕節作為推廣教會的活動，而聖誕節
也可能成為香港最大型兼最受歡迎的
節日之一。
聖誕節前一日，正是各種聖誕活
動的前奏曲，節目繁多，本來可能
比聖誕節當日更為熱鬧的。但今年
景象如何，至今仍是未知之數。今
年可能有所不同，因為過去的六個
月，香港飽受了超過半年的示威、
上街、堵路等破壞香港日常生活秩
序的活動，雖仍未至打家劫舍的極
端情況，但不少銀行、餐廳、商
舖、交通，甚至機場也慘受無辜的
攻擊，使過去數月來，不但香港的
遊客銳減，還幾乎少了百分之七十
或以上的生意；有關酒店員工也因
入住率低而須扣薪、強迫放無薪假

戴永夏

30 多年前一位青春秀麗 保鮮紙和膠袋，不過也是濕了再結冰，夜裡
的新法書院女學生，成為 要一層層的在暖爐旁撕下來……收工下山也
了香港電台香蕉姐姐，她 很回味，滿天星星，地面一點光也沒有，我
就是本年度受歡迎電視劇《牛下女高音》那 們拖着前一個後一個地步行下去……其實我
也不知道我拖着的是誰人。」
一位強勢太太龔慈恩。
就在那套劇集龔慈恩初認識了前夫，後來
「我要多謝當年老師的推薦，令我對演藝
有了一些經驗，在 1984 年 3,000 多人報考無 有機會去台灣拍劇才發展起來，他們育有一
綫3個月的特別訓練班，成為電視台簽約6位 對兒女，女兒林愷鈴更被譽為極有仙氣的
藝人其中一位。最開心第一個主演的劇集， 「最強星二代」，「其實她只是傻妹一名罷
就是和發哥（周潤發）合作他在無綫最後一 了，她是個很努力的孩子，現在在香港大學
套電視劇《大香港》。發哥使全組人都非常 修讀建築系；兒子愛運動，我會跟他們商
開心，無論劇本、道具、走位他都會給予意 量 ， 讓 子 女 去 選 擇 未 來 ， 好 壞 自 己 去 承
見，而且態度輕鬆容易接受，很高興我有這 擔……我只是一直強調，凡事適可而止，任
個好機會！」
性就是借了未來的快樂！」
其實龔慈恩的確是個幸運兒，她在 5 年約
孩子長大了，慈恩可有想過開展第二春？
滿後，考進了演藝學院，King Sir 給她由第 2 「讓上天安排罷，我不着急的，它並非必需
年開始……誰知她剛遇上了一個大型製作 品，家人朋友才是必需品，另外一半要看緣
《雪山飛狐》邀請她演出程靈素和冰雪兒兩 分，好多女性朋友都單身的。不同階段有不
個角色，慈恩第一時間答應了，就是希望到 同的追求，現在的心態希望將工作做好，在
內地學習和見識更多，King Sir 同意並給她 工作中找到成就感和滿足感，工作使我更貼
一封信，讓她來年回歸學院，「我錯過了， 近資訊，不躲懶，因我在不用工作的日子不
幾年後再見King Sir我向他Say Sorry。」
敷面膜，但有了工作我會守本分，好勤力地
果然，那半載的內地工作，她學到了很 去裝扮自己。我非常感恩天父永遠在我需要
多，「我們到過長白山、長春、西安，中國 的時候給我足夠的。」慈恩喜歡現時的生
地方好大，才發覺香港其實是個小角落…… 活，她欣賞《牛下女高音》片尾曲《那邊
那裡工作的節奏、形式、服裝、做手都是不 見》，「人長大了，顏色不會愈來愈灰，雖
同的，我堅持用那不鹹不
然他日總會天家見，一樣要
淡的普通話，真的難為了
擁有自己的光彩，好好經營
對手。最難忘那裡零下
自己的色彩和時間！」
30 多度的嚴寒天氣，山
我非常同意慈恩的說法，
上白雪紛飛的那一份寧
無論任何時刻我們都要保持
靜，直讓我這個城市女孩
正向思維，我們未必每天
眼睛發亮！每天大清早我
24 小時都快樂，但我們可
穿上戲服和布靴和大夥兒
以時刻堅持內心那份幸福的
徒步上山，我將腳部包上 ■龔慈恩與淑梅姐合照。作者提供 感覺！
車淑梅

如今的年輕人，打電
子遊戲已成為業餘生活
的重要內容，有的甚至
沉湎其中，難以自拔，
影響了學習或工作。但
他們很少知道，在沒有電腦、沒有手機甚
至連電都沒有的往昔，民間還流行着許多
就地取材的原生態遊戲。這些遊戲不但有
趣有味，而且更有利於身心健康。例如冬
天的冰雪遊戲，就很有特色，也深受人們
歡迎。
冰雪遊戲多種多樣，常見的有以下幾種︰
堆雪人︰過去一到大雪紛飛、滿地皆白
的時候，孩子們便會興高采烈地跑到街上，
堆雪人玩。他們用鐵掀（或木掀）把積雪培
成人的形狀，用炭塊或雞蛋殼做眼睛，插根
長長的胡蘿蔔做鼻子，再用紅紅綠綠的染色
塗一塗。有的還給雪人戴上草帽，插上破蒲
扇，披上衣服……塑成大肚彌勒佛、新年
老人等各種滑稽可笑的雪人。他們圍着自己
的「傑作」蹦跳着，打鬧着，好不快活！
堆雪人是一種歷史悠久的娛樂活動，早
在宋代就有記載。當時不但在民間，在富豪
之家甚至宮廷中也很盛行。那裡除堆雪人
外，還堆雪獅、雪象等動物，並進行豪華裝
飾，又借此美景大會親朋，開筵宴飲。誠如
宋人吳自牧在《夢粱錄．十二月》中所言：
「而豪貴之家，如天降瑞雪，則開筵飲宴，
塑雪獅，裝雪山，以會親朋。」清代以後，
這種遊戲在宮廷中更加盛行。清吳振械在
《養吉齋叢錄》中就記載說：「冬日得雪，
每於養心殿庭中堆成獅、象，誌喜兆豐，常
邀宸詠。」意思是說，冬日下雪的時候，養
心殿前常堆出雪獅、雪象等景物，引得皇帝
也前來觀賞，還邀請翰林學士一起，以此為
題吟詩作賦，雅興盎然。
打雪仗︰除堆雪人外，打雪仗也是孩子
們常玩的遊戲。打雪仗常在兩個或幾個孩
子間進行：將地上的白雪捧起來團成團，
像扔手榴彈一樣相互扔向對方，一邊扔，
一邊嘻嘻哈哈地追逐奔跑，邊跑邊唱：
「張小二，李小強（指自己和對方的名
字），一起來玩打雪仗。你來攻，我來

從零創夢

時召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
為三絕。」朱景玄在《唐朝名畫錄》中
記載：開元中，大畫家吳道子同唐玄宗
到洛陽城，巧遇書家張旭和裴旻將軍。
裴旻想請吳道子為已故的雙親作幅畫，
吳道子不肯，曰：「我聞裴將軍之名久
矣，如能為我舞劍一曲，定能抵當所
贈，觀基壯氣，並可以助我揮毫。」張
旭當即贊成，還同意助興為裴旻書一壁
字。於是裴旻舞劍，吳道子作畫，張旭
書法，轟動了當時的整個洛陽城，人們
興奮地說：「一日之中獲三絕。」顏真
卿的老師張旭把這種字外功夫潛移默
化地傳給了這個優秀的學生，而這個
「倍加工學」的學生則把這種「絕活」
淋漓盡致地表現在《裴將軍詩帖》中。
歐陽修、蘇東坡和黃庭堅這三大家
對顏真卿都高度肯定。歐陽修曰：
「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愈可愛
也。」說明歐陽修對《裴將軍詩帖》
也是反覆把玩反覆欣賞；蘇東坡稱：
「顏公變化出新意。」北宋後顏真卿
在書壇上一直穩坐寶座，經久不衰，
直到今天，人們也對顏體鍾愛備至。
難怪清代王澍看了《裴將軍詩帖》後
說：「蓋右軍來未開此境，其心目中
有復欲存右軍一筆。」清代大書法家
何紹基感歎：「余覓之十數年無可
得，今忽睹之，不禁拍案叫絕！」北
京大學教授、引碑入草的李志敏評
價：「顏真卿的《裴將軍詩帖》以漢
分為魂，融合諸體，牢籠百態，裴旻
劍舞活現於魯公筆端。欲醫草之輕
浮，可於此帖中求之。」

在我們長長的一生之中，
每當獲得成功時，強烈的興
奮和喜悅，常常讓我們不由
自主為自己喝彩。但是，人生不會永遠是得意
順暢，在面對失敗之時，我們又能否坦然以待
呢？我們懂得歡慶自己的勝利，又是否能為別
人的成功喝彩呢？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思考
這個問題，因為漫長的人生裡充滿了成和敗，
很多時候我們應該懂得為別人喝彩。
為別人喝彩，是一種氣度，更是一種智慧。
像微軟公司這樣強大的企業，也常常會面對着
激烈的競爭，但是他們總能正確對待競爭。當
微軟的對手持續得勢而對微軟造成威脅時，比
爾．蓋茨卻在媒體面前讚揚對手，「他們取得
的成績讓我很驚訝，我會祝賀他們。」有人對
此不解，為什麼要給對手打氣加油呢？比爾．
蓋茨說了一番話，讓所有人都不由得對他肅然
起敬：「我為我的競爭對手而喝彩，是因為他

王嘉裕

人生的色彩和時間

舊時冬天的冰雪遊戲

家家廊廊

愉韻度曲

顏公變法形勢出 裴將軍詩放異彩

在顏老公眾多書法
作品中，有一件堪稱
神品，此帖流傳不廣，罕為人見，但凡
是見到此帖的人都覺其怪誕，但細細品
味，卻令人為之傾心、愛不釋手。
此帖以楷、行、草三體融合書之，
以屋漏痕等書法為點綴，字態大小參
差，輕重以共，巧拙相依，剛柔兼備，
打破了自王羲之以來的秀潤嚴謹書風，
開創出豪邁的書法風格。
先看看詩帖釋文：「裴將軍大君制六
合，猛將清九垓。戰馬若龍虎，騰陵何
壯哉。將軍臨北荒，烜赫耀英材。劍舞
躍游電，隨風縈且迴。登高望天山，白
雲正崔嵬。入陣破驕虜，威聲雄震雷。
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匈奴不敢
敵，相呼歸去來。功成報天子，可以畫
麟臺。」
詩帖開場白的「裴將軍」三字，
「裴」字為正楷，雄渾高古；「將」字
是草書，腕力萬鈞；「軍」字是行書，
挺然奇偉。「大君制六合」五字，行草
楷相間，「猛將清九垓」五字忽楷忽
草。後面寫下去，倏肥忽瘦，倏巧忽
拙。一會兒寫「烜、赫」二字用隸筆，
一會兒寫「隨、風」二字用篆法，一會
兒寫「劍舞」二字又變用今草，鬼神莫
測。我覺得就連後世傅山所云「四寧四
毋」，幾乎全納入其內了。
顏老公何以寫出這樣的奇葩書法，聯
繫其所書天下第二行書「祭侄稿」便知
與此詩所書裴將軍有關。詩中裴將軍叫
裴旻，是唐代的舞劍高手，也是一員猛
將。《新唐書．李白傳》中說：「文宗

梁君度

絕對不同；所以我身邊的人說感謝朋
友已經告知擔心未來下半生的前途，
老實說在四年前我離開一個大型的電
台媒體時也非常之茫然！
有人講，為專業的行業跳進一個
自己一無是處的世界當中很難找到
工作做，尤其是在這一年，根本沒
有一份工作會需要我們這類專業才
幹，所以我才開展自己的品牌及學習
拍攝剪片做電腦程式，因為不想一個
因緣際會使自己一無是處之人，因人
到中年之前的技術已經不被正常社會
所認同，所以我便的起心肝去做職業
學生，學習多方面的才能，現在仍是
一位學生，但是我相信，為了適應
社會的改變必須更加提升自己的能
力，才能夠在市面上與年輕人一起
爭取機會！
所以這次見到身邊的朋友一一被公司
裁走，雖然也替他們擔心，但我在此
也想鼓勵他們勇敢面對失業尋找另一
個機會，重新建立自己的可行性。若
果有能力的最好去讀一些短期課程，
改變自己生活模式，增加自己生活能
力，真的相信人到中年突然失業是需
要給個機會自己去尋找一個新的自
己，再尋找社會當中發展的一席位；希
望我們同業能夠一起度過這個寒冬。

今晚就是平安夜，明天就
是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在聖
誕前夕，聽到有小朋友問
起，負責把聖誕老人拉往世界各地派禮物的雪
橇前的鹿，是什麼鹿？
鹿，其實種類還蠻多的。屬於偶蹄目的鹿科
動物，最為中國人熟悉的，自然是梅花鹿；其
他用到鹿的名稱的，便有馴鹿、麋鹿、駝鹿、
馬鹿、水鹿、毛冠鹿和坡鹿；名字中看得出有
鹿這個字在裡面的，是麝和麂；名字中沒有鹿
字的卻屬於鹿科的動物，便有狍子、黃猄、獐
子和犴鼻。
拉雪橇的鹿大部分是生長在北極附近國家的
馴鹿，不過咱們中國的大興安嶺一帶也有生
長，而且被鄂克溫族人飼養了好幾百年。從前
的黑龍江稱馴鹿為「四不像」，但實際的「四
不像」，卻是出自《黑龍江外紀》的麋鹿，因為
麋鹿的頭像馬卻非馬，身似驢卻非驢，蹄似牛卻
非牛，角似鹿卻非鹿，所以俗稱為「四不像」。
在香港，喜歡美食的長者，最熟悉的鹿科動
物，應該是黃猄，因為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
每到冬天，著名的野味之一，便是黃猄。而那
時還流行過的鞋，是猄皮鞋。
麝的雄性，有犬齒形的獠牙，在肚臍與生殖
孔之間有麝香腺，獵捕者通常就是割取其麝香
來賣錢，很少吃其肉。現在，麝已經被國家列
為一級保護動物了。
犴鼻是黑龍江的特產，在《黑龍江外紀》一
書中說：「土人食其鼻而美之，號猩唇。」明
代陶宗儀著的《輟耕錄》卻稱為鹿唇。 鹿唇
與熊掌及鹿尾，從前合稱為大興安嶺三大珍
品。犴鼻之所以稱為犴鼻，是因為牠在鹿科動
物中，鼻部最為寬大肥厚。而且鼻子下端垂覆
到口上，所以美食者都取其鼻部連同上唇用作
烹飪材料。

興國

百百

娛生樂與與「「路路」」

嚴寒的冬季 嚴寒的生活

相信大家也認同
2019 年後半年實在是
令到很多行業遇上經濟艱辛的日子，
也令到傳統的傳媒行業失去很多生
意，可憐的是在聖誕節前夕也收到一
間大型的電視台媒體公司進行大量裁
減人手，當中有認識的業內的同袍遇
上這個經濟難關。
在娛樂圈中找生計已經不容易，還
有很多在內地工作的藝人，不論幕前
幕後近月來機會都少了，工作量也因
為娛樂圈文化改變而減少；最慘的是
若果生活經濟有困難，每個人只為賺
錢生活，哪有多餘錢去娛樂呢？那麼
娛樂事業生意一定走下坡，所以看到
這樣的情況實在心酸。
同時看到很多同業朋友開始被公司
裁員，而且年紀已到中年，好聽的說
是專業人士，不好聽的年過半百沒有
其他技能在生活上面可以發展，要找
其他行業實在很難，例如︰我有很多
朋友是某電視台的監製，他們最能幹
的是製作一個大型的節目，但若果離
開大型的電視台在外間絕對沒有另外
一個大平台可以畀他們有機會發揮，
市面上其他的公司根本不需要有監製
這個職位，當然可以的話，廣告公司
也需要監製，但跟電視台的監製工作
路芙

期；其中苦況是手停口停，真是有
苦自己知。不知有苦向何處伸冤
呢？相信有些示威青少年的家庭也
不會是例外的。
可憐一群群的高等教育「精英」們，
接連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所謂示威行
動！其實是示什麼威呢？事實上只是騷
擾香港人的正常生活。過去六個月以來
的「暴動」，美其名是示威，但不少市
民真的不知道也不清楚他們究竟是
「示」什麼「威」！香港數十年來艱苦
經營、流血流汗爭取得來的「東方之
珠」已頓然失色！
港人生活不安，學生被迫「放
假」留在家中，有些學校，包括了
為數不少的大學校園也成為了暴徒
的「兵工廠」，成為「汽油彈」的
製作工場，不少大專學院和大學也
要被迫關門或取消即將來臨的學期
尾考試；外地來港的大學生及交流
研究生等，也可能要改短留港日期
而提早離開。香港本來是內地及世
界各地其他大學來學習的最優先的
目的地，今後可能聞香港之名而只
能搖頭歎息！香港更慘！從此墮下
深淵，不知何日才能恢復元氣！更
不敢想像何日才能挽回昔日的光
輝！幸而明天便是聖誕節，相信聖
誕歌聲一定可以將多月來緊張的氣
氛改變過來。而善良的人可重新發
揚人間有愛！仇恨之根從此淡化！
但願聖誕佳音，滿蓋香港！令香港
馬上恢復過去港人勤勞向上和諧，
以及激發港人愛護香港的精神，使
香港回復一顆在廣闊天空中的明
星，永顯光輝！

鹿的閒話

淑梅足跡

昂膛山人

我們香港人是很
幸福的！因為香港
可以稱為中外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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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想國

尋夢園

又是聖誕前夕了！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防，堆個雪人守城牆。雪人雪人真勇敢，
受傷也不下戰場。好朋友，要表揚，獎你
一捧『棉花糖』。」這樣你來我往，常常
身上沾滿雪，頭上冒大汗，心裡樂無邊。
打雪仗還可分成人數相等的「敵我」兩
隊，每隊幾人或十幾人。開戰時，雙方都
用「雪彈」（即雪團）作武器，相互投
擲，誰被「雪彈」打中，誰就算「傷亡」
了。最後以「傷亡」人數的多少決定各隊
的勝負。打雪仗既有益於鍛煉身體，又益
於鬥智鬥勇，尤為男孩子所喜愛。
溜冰︰在我國北方許多地方，冬天滴水
成冰，江河湖灣都被堅冰覆蓋，成了天然
的溜冰場。這時冬閒的人們，最愛頂風冒
雪地跑出來，在就近的冰面上溜冰。
溜冰有多種形式。一種最普通的形式叫
「打哧溜滑」。這種遊戲在馬路邊或小河溝
裡就能進行。因為雪後的馬路邊以及小河溝
裡常形成長長的冰道。溜冰時，先在不太滑
的地方奔跑幾步，然後雙腳橫向並排在冰道
上一停，靠慣性的作用便可滑出老遠。再一
種叫「打冰撻」：找一個結了冰的較陡的小
崖坡，從坡頂飛速滑下，以不倒為勝。這種
遊戲在清代就很盛行。清人陳康祺在《郎潛
紀聞》中就寫道：「……冬月打冰撻，高
三四丈，瑩滑無比。使勇健者帶毛豬皮履，
其滑更甚，從頂上一直挺立而下，以到地不
仆者為勝。」
也有的腳穿帶鐵條或鐵齒的冰鞋，在冰
上滑行。清人潘榮陛在《帝京歲時紀勝》
中記載說：「冰上滑擦者，所着之履皆有
鐵齒，流行冰上，如星馳電掣，爭先奪標
取勝，名曰溜冰。」《北京竹枝詞》則這
樣描寫人們滑冰時的快樂心情：「往來冰
上走如風，鞋底鋼條製造工。跌倒人前成
一笑，頭南腳北手西東。」
而在山東各地，人們穿的冰鞋比較簡
單，只是兩隻普通的木屐，每隻木屐底部嵌
有兩根豎向的粗鐵絲。除木屐外，兩手各拄
一根底端帶釘子的竹棍。溜冰時，兩根竹棍
着地，兩手用力一撐，兩腳便迅速向前滑了
出去。等速度放慢時再撐，這樣就可不停地
在冰面上飛奔。技藝高超者不但能在冰上高

速滑行，還能做出金雞獨立、哪吒鬧海、
雙飛燕等各種高難度動作，一展風采。正
如清人寶竹坡在《冰戲》詩中描繪的那
樣：「朔風捲地河水凝，新冰一片如砥
平。何人冒寒作冰戲，煉鐵貫韋作膝行。
鐵若劍脊冰若鏡，以履踏劍磨鏡行。其直
如矢矢遜疾，劍脊鏡面刮有聲。」
打陀螺︰打陀螺又叫「打懶老婆」、
「打猴兒」等，是一種比較普及的兒童冰上
遊戲。陀螺的種類多樣。簡單些的，用一塊
長5~6厘米的圓木，底端旋成圓錐形，錐尖
砸上鋼珠，便做成了。複雜些的，則在圓柱
體側挖空，外面留一長條孔，使內部形成一
個空腔，旋轉時可發出「嗡嗡」的聲響，故
叫「鳴聲陀螺」。在冰上玩時，先將陀螺纏
進鞭繩，然後錐尖朝下，猛地將鞭繩一抽，
陀螺便在冰面上急速旋轉起來。過一會旋轉
速度變慢時，再用鞭子抽一抽，使其不停地
旋轉。有的還在陀螺頂端貼一塊畫紙，使其
旋轉出美麗的圖案。
打陀螺的歷史也比較久遠，早在宋代就十分
流行。宋人周密在《武林舊事》中記載：「若
夫兒戲之物，名件甚多，尤不可悉數，如相銀
杏、猜糖、吹叫兒、打嬌惜、千千車、輪
盤……」這裡所說的「千千車」，就是陀
螺。到明代晚期，陀螺的形制已與今天的無
異。明人劉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中
說：「陀螺者，木製如小空鐘，中實而無
柄，繞以鞭之繩而無竹尺。卓於地，急掣其
鞭，一掣，陀螺則轉，無聲也，視其緩而鞭
之，轉轉無復往，轉之疾，正如卓立地上，
頂光旋轉，影不動也。」打陀螺簡單易行，
玩起來比較輕鬆。可以兩人比賽——看誰的陀
螺旋轉不倒的時間久；也可以自得其樂，邊
打邊唱：「地溜圓，地溜轉，鞭地溜，打着
玩。你也玩，我也玩，一玩玩到金鑾殿。金
鑾殿，坐朝廷，咱跟朝廷稱弟兄……」
隨着電子化的到來，以上遊戲多已式
微，但它不應該被拋棄或遺忘。因為作為傳
統文化，它曾是冬天裡的一道亮麗風景，也
曾給人們的健身娛樂譜寫過壯美的篇章。即
使在電子遊戲充斥的當今，它依舊有保護、
開發和利用的價值，也依舊可造福於人。

學會為別人喝彩
們身上的優點和背後付出的努力值得我們鼓
掌，也為他們喝彩的同時，我也看到了自身的
不足。既能讚揚別人，也能激勵自己，何樂而
不為呢？」
為別人喝彩，也是一種激勵，一種藉以邁向
成功的階梯。在生活中，無論你承認與否，你
一定將某些人視為競爭對手，也許是工作上，
也許是學習上。良性競爭是好的，而勝敗一定
是常態。如果對手超越了你，獲得了勝利，你
不必敵視和怨恨對手，而應該冷靜想一想，他
能夠在競爭中獲得成功，能夠讓別人心服口
服，一定是有他的過人之處。能看到別人的閃
光點，能承認別人的長處，能虛心去向別人學
習，甚至是為別人喝彩，其實也是自己正在進
步的表現。
為別人喝彩，是放下了當前的勝與敗，而看
到更深遠更有意義的將來。勝和敗，其實在生
命之中是常態，但是真正有意義的東西值得人

們永遠讚揚，而為別人喝彩，我們不但能看到
更好的風景，更能為自己的進步積累力量。為
別人喝彩，就是為高層次的生命境界喝彩。不
拘泥於一時的成與敗，而放眼於長遠的人生旅
程，是我們需要修煉的胸懷和氣度。
值得一提的是，為別人喝彩並不是虛情假意
的形式主義，而應該是要真心誠意去讚賞別
人。為別人喝彩，首先需要學會坦然接受自己
的不足，再去客觀地看到別人長處，能夠放寬
心去欣賞別人，讚美別人。或者是，為別人喝
彩，並不是為了某個人，而是為了某一種優秀
的品質。所以，為別人喝彩不是討好，更不是
嘲諷，而且發自內心的讚賞。
朋友們，當你處於低谷期時，請試試為別人
喝彩，別人身上一定有着你所沒有的優點，不
妨放低姿態，讚賞、喝彩別人的成功。善於為
別人喝彩的人，一定是智慧的人，要知道，有
時候退一步是為了更好地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