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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風景

伍呆呆

需要壯大香港的愛國力量

香港的確是本難懂的
書，在過去六個月，香港
小臻
人上了幾十次充滿暴力行
為、充斥仇恨情緒、歪理當真理、邪惡價
值觀的課，仍舊有人認為沒問題、無憂患
地生活着，仍舊有人對暴徒破壞包庇縱
容、對民眾罹難視而不見的，對警察執法
吹毛求疵，黑心政棍、失德青年仍有選民
支持他們做區議員，令他們趾高氣揚，真諷
刺！搞不明白那些香港人的頭腦怎想？
還有政府的一些局長、各部門的管理層好
像生活在世外，對香港社會的暴力、動亂局
面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暴徒、激進憤青
「攬炒」影響經濟，社會失業潮將至，政府
部門的「黃絲」職員仍舊沒有法子拿出來，
與政府對抗依舊安穩出糧。香港電台依舊做
煽風點火為這場暴亂火上加油，連警方要求
澄清事件也不做，繼續放縱，任由香港衰退
和淪落。政商界的人心確難懂呀！
更難懂的是有班青年開口「光復」，閉
口「革命」，排隊到美國大使館請願和聯
合國人權小組作證，又請求美國總統與國
會議員幫忙向中國施壓。他們不知道英國
怎樣看不起亞洲人？美國怎樣用真槍對待
不守法的暴徒？扮盲為了找靠山。
然而「修例風波」揭露出令人痛心的真
相：「一國兩制」下愛國情沒有在香港生
根，香港社會缺乏愛國愛港的凝聚力。慶幸
也敲醒了許多盲目崇洋的港人，明白歐美國
家民主的劣質處，睇清楚歐美政府的霸道、
媒體的虛偽；也敲醒了許多中國人，明白自
強不息的重要，明白中國年輕一代正受劣質
民主污染，不盡快防範後悔莫及。民主被視

作普世價值，作為文明社會無人敢說民主的
不是，但應該將優質民主和劣質民主分開，
事實上劣質的民主在台灣完全表現出來。自
從行了民主選舉制度後台灣人只顧搞選舉，
心思都花在選舉上，無時間搞經濟，處處
舊房屋，「四小龍」倒退得可怕。香港過去
十幾年也有班垃圾議員在搞劣質民主，令香
港停滯不前，已開始落後於澳門和深圳了。
民主選舉制度看似公平，但為了保留住選
票，討好選民，民粹主義坐大，令政府管治
效率更低。「多數服從少數」的「尚方寶
劍」用得不好就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
現象。如果社會不是由精英管治，那是沒有
前途的，精英才有遠見和智慧解決問題。像
香港剛選出來的區議員質素，你以為他有智
慧帶領你向前發展？所以英國才建立功能組
別及委任制保障精英可以入閣。
美國可以明目張膽在中國的土地上扶植
他們的力量，養他們的打手，中國也可以
在自己的國土上加強建立愛國力量，而且
必須用合法手段在香港實行壯大愛國力量
的舉措，例如支援一切愛國愛港力量，好
讓他們不受欺負，讓他們感受到愛國愛港
是有前途，有希望！
特區政府的管治系統需要有不同意見的存
在，但不需要對抗者。需要客觀中立的知識
分子及愛國愛港工商界主導。部分負責民生
事務的政府官員職位可以公開招考，等外面
人同公務員共同競爭局長、副局長之位，有
能者居之，提供機會給有志者。
有評論員講得好：時代巨輪不停轉，幸
運跨得上去便有機會跳到另一個高地，愚
蠢者無可避免地成堆肉泥！

「惹」出來的情趣與糾葛

「惹」字，以「心」字
為底，以撩撥為韁，以
情思為馬，意為「令人動
心、動意」。古往今來，
有多少詩人雅士用
「惹」，出其不意表情達意，着一字而境界全
出，盡得風流；也有人在有意無意中「惹」動
一池平靜，甚至掀起軒然大波，令人扼腕。
唐代一個名叫薛濤的女子，寫了一組
《柳絮詠》，其中流傳最廣的一首是：二
月楊花輕復微，春風搖蕩惹人衣。他家本
是無情物，一任南飛又北飛。
詩中處處搖蕩着多情常被無情惱的況
味。似二月楊花，蕩漾人衣，卻去蹤難
料，飄忽惱人，而惹心中生成歡、愁得漣
漪無數。一個「惹」字，如楊花鼓蕩而起
的文戲不斷，引萬般情縷纏繞心頭。真是
動念於心旌，飄忽如眼簾。真的好妙！
而岑參在《唐詩三百首》中的《寄左省
杜拾遺》中也有一句：曉隨天仗入，暮惹
御香歸。其解釋為，早晨跟着天子的儀仗
入朝，晚上帶着御香回家。應該說，這句
詩文非常幽默，因一天奉朝下來無須進
諫，我只捧着御香輕輕而歸。本詩寓貶於
褒，笑意中含有淡淡心酸。最奇一個
「惹」字，我本為諫官，在朝上不置異
議，「惹」得聖上歡心；於是「我」把這
種感受帶到自己身上，可卻不能飄飄然。
哈哈，岑參把「惹」字寫絕！
「惹」在這裡，推演着情緒波瀾意趣的
滲透與矛盾變化，嫵媚中有難以與人言的苦
悶。「惹」的生動之處在於，活力畢現，有
小情思在裡邊，搞、搞、搞。於是，「惹」
字寫出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乃至人與宇宙
間的一種試探與歡喜，又在歡喜中呈現種種
無奈。「惹」寫過程，也寫姿態，最妙是
參差交錯的「進與退」的嬉鬧。比如李賀
在《昌谷北園新筍四首》有句「古竹老梢
惹碧雲」，「老梢」對「碧雲」，本不協
調，卻能鬧出一朝春意，一個「惹」字拓
了疆域，真存有無所不可的神通！
下面這首宋詞《望江南》，有人認為是

琴台客聚

的行為「正義」，並有「入獄」準
備，那是個人選擇，也該從容面對。
但事實上顯然不是。
過去半年，我多次途遇年輕黑衣人
及其同道中人，並跟他們即場交談，
兩次在隧道的「連儂牆」旁，第一次
是兩位忙着張貼標語的女大學生，另
一次則是區選後一位當選素人及其支
持者正在清理「連儂牆」──我眼前
一亮，當選之後，果然不同？
還有兩次在破壞現場，一次在商場
看着幾位蒙面黑衣人正在打「藍店」
玻璃門窗；另一次則是兩位男大學生
打 算 用 噴 漆 弄 污 電 影 《 葉 問 4》 海
報，我的出現算是及時且暫時「制
止」了其行為，我們也閒聊起來。
我覺得奇怪，那明明是「香港動作
電影」，從監製、編導到主演，乃至
題材皆為港人。但年輕人說，有「紅
色資本」，而他們要抗議「強權」。
有這類想法的學生不少，我感覺
到，他們對很多事實和概念一知半解，
只是從社交媒體得到一些表面信息，或
受遊行中的政治標語影響。當我問到
打爛了人家的店舖，對社會有何益處、
是哪門子的民主和自由時？其臉上呈現
出尷尬的表情，眼睛更流露出迷惘。
社會輿論把年輕人推上風口浪尖，
卻沒人為迷惘的他們指出方向。

七嘴八舌

■禮物，只是逗人眼前開心之
物。
作者提供

迷惘的目光

我在這裡寫過幾
篇有關年輕人的文
章，批評社會過分「消費」年輕人，
包括縱容年輕人的破壞行為，甚至倡
議什麼「年輕人優先」等，不但有違
公平競爭原則，更涉及「年齡歧
視」。有好心朋友提醒，小心公司的
黃絲（假設以年輕人居多）對付你。
我並沒感受到年輕人的敵意，某程
度上的「代溝」難免，但相處尚可。
這已足夠。人與人之間，君子之交淡
如水或君子和而不同，不但適用於朋
友之間，也適用於兩代和兩性之間。
保持一定的距離或異同，更可達至經
驗、特長互補和觀點碰撞之效，也可
各留反思空間。
以修例風波為例，就是「消費年輕
人」的後果。無論從媒體的現場報
道，還是官方統計的相關數字，在各
場暴力衝突中，走在最前面的主要是
年輕人。警方日前公佈的五千八百五
十六名被拘捕人士中，三十歲以下的
年輕人高達八成一，而未成年的十七
歲以下也逾一成五，其中最小的才十
一歲，令人痛心。
雖然被捕者不一定都會入罪或入
獄，但其間涉及的司法程序花去不少
時間和金錢，更甚的是有相當部分人
會留下案底。如果他們真的相信自己

呂書練

孩似乎興趣不大呢，反而其他小孩眼
甘甘看着羨慕又眼酸，有個三歲男孩
忽然嘩聲哭叫起來，原來他大禮盒封
紙拆開來，裡頭大發泡膠盒子中，只
盛着一粒拖肥糖，在場大人小孩這一
陣子笑歪了，小男孩卻受不住給人作
弄，人家愈笑他愈哭到收不了聲，他
媽媽怎樣勸慰都沒用，場面驟然變得
沉寂，大家一時不知所措而感到尷
尬。
包裝蠱惑禮物那個家長，大概在成
人圈子裡惡作劇慣了，忽略兒童心理
而對喜劇效果估計錯誤吧，這時他已
像最後晚餐中出賣耶穌那個猶大了；
交換禮物這玩意，原來也有學問，對
成年人來說，就算價值相等，甲之所
愛也未必是乙之所好，何況是小孩
子！

付秀宏

某年聖誕節，善
於烹飪而又喜歡孩
子的朋友，假日廚藝技癢，為討孩子
開心，特別訂備了一隻三十磅重大火
雞，提議其他幾個家有三五七歲小朋
友的父母，攜同家中寶貝聚餐聯歡，
事前還設計了不少遊戲節目，當中包
括一項交換神秘禮物，家長們各自買
備一份禮物到會，以便散會後小朋友
可以歡天喜地帶走禮物回家，聽到這
個建議，大家一致拍手歡呼，家長們
想像到那一天的熱鬧氣氛，自然也跟
孩子們一起同聲叫好。
氣氛熱鬧都在預料中，吃大火雞和
七彩沙律時，孩子們嘻嘻哈哈笑聲不
絕，幾個遊戲節目，孩子們都玩得興
高采烈，到了尾聲，神秘禮物都已編
好號數，主人家特別宣佈，禮物當中
有她特別買來的大熊貓、小人兒像等
金多寶派彩老馬迷般盯着放置禮物貼
上號碼的花花大木箱，巴不得自己是
大熊貓的幸運兒。
抽了號碼，孩子們便急不及待拆禮
物：拼圖積木/玩具車/毛公仔/遊戲
機都出現了，合心意的不多，不合心
意的木無表情，都在好奇偷看着其他
小朋友未拆的禮物，自然最在意是誰
抽中了大熊貓，終於大熊貓給抽出來
了，落在一個七歲小女孩手裡，小女

冬至聖誕剛過，緊接新年，一
個月後便是春節，幾個節日連在一
起，本來是很高興的冬季，偏偏今
年節不逢時，平安夜不平安，暴徒商場搗亂，街道
汽油彈橫飛，烈焰又再點起，市民過節日何來興
致，不興也罷。
香港人無憂無慮了幾十年，「節日快樂」習以為
常。當快樂被奪走，生活規律全被擾亂了，一時真
的沒有了方向，只能過節愛回家。節前的超市人山
人海，氣氛還是濃熱的。反正就是樂不起來，何必
強裝歡顏，和家人靜心過節日，反而得到內心的踏
實。宋朝詩人梅堯臣《冬至感懷》，有這麼一句，
「人實嗣其世，一衰復一榮」，意思是人這一輩子，
起起伏伏是常態，有衰敗就有復榮，冬天來了，春天
就不會遠。詩人洞悉世情，心靜如水。
古代讀書人十年寒窗求功名，做官是終極目標。
梅堯臣是北宋著名現實主義詩人，名聲很大，但官
運不通，詩人倒不在意自己的官運，只醉心他的詩
文。詩人看人生，榮辱盛衰，往復循環，不會被一
時失意和落魄而打倒。正因為專心其詩研，他是宋
詩的「開山祖師」之一，得到歐陽修的推崇。
但凡在專業研究出色的人，都是個性率真，在政
治上有其天生弱智的一面；而政治卻講究妥協、利
益、折中。因此有人說，文人治國，才子從政，不
是幼稚可笑，就是狂妄自大，幼稚在於不講科學，
狂妄起來沒有理性，往往把國家引向災難。
香港今天的混局，有不少所謂「精英」、「才
子」舉旗，政治先行，狂妄自大，好像搞其「黃色
經濟圈」，自絕於主流經濟體，消費分顏色，條數
點計也說不清楚？不是極其幼稚嗎？
這些「精英」、「才子」，在他們的專業可能是
出色的，但一搞政治就弱智露底了。別忘了，人生
的榮辱，一衰復一榮，也會一榮復一衰的。

方芳

家家廊廊

翠袖乾坤

連盈慧

這玩意不好玩

一衰復一榮

百百

「巴西」這個國 時真不知道自己身在巴西何處？每天
李漢源
家，是任何一個足 一早起床化妝後，到機場飛去下一個
球迷嚮往的地方， 城市作拍攝訪問，有時之後馬上又出
我從小已經是巴西隊的球迷，但沒有 機場飛去下一個城市，但她亦表示雖
想過能夠去到巴西，到長大後，投身 然既辛苦且忙，但的確是一種十分好
傳媒相關工作，夢想依然，希望能去 的經驗，一生難忘！
到現場觀看到巴西足球賽事，才不枉
每位從事電視傳媒工作者，都希望
作為巴西球迷；我很幸運，因巴西主 有機會能參與大型電視節目製作工
辦世界盃及奧運，令我可以藉工作的 作，而世界盃是最大型的電視節目製
關係在2012-2016年間，先後8次到訪 作項目，如果錯過參與就要等 4 年才
這個國家。當年很多同事都很希望能 再有機會，而 4 年後也不知道是什麼
有機會參與這個盛會。
世界，自己是否有幸仍能參與呢？曾
在開始籌備世界盃製作事宜時，我 經聽鍾志光嘆道，作為一個足球評述
必須約見一些藝員同事及一些足球評 員，非常渴望能參與現場直播評述世
述員，他們每一位都很雀躍，覺得能 界盃，這一種感覺及興奮，很難用筆
夠參與到這盛事是一種光榮。2014 年 墨去形容；正如一位基督徒，渴望有
派往巴西採訪的隊伍共分4組，各組基 一天能踏足以色列伯利恒，而一個天
本上負責幾個城市的球場去採訪 64 場 主教徒就渴望能踏足羅馬梵蒂岡一
賽事及花絮。先揀選 4 個女藝員當主 樣。而 2014 年的世界盃更在世界足球
持，分別是陳貝兒、苟芸慧、張秀文、 王國巴西舉行，對於我們這班球迷而
鄧佩儀，而男主持就揀選一班對足球有 言，更是有着信仰一般的意義。
相當認識的同事，包括：高鈞賢、鍾志
足球是全世界最多觀眾觀看的體育項
光、馬啟仁、潘文迪、李偉文、何振 目，很容易令人瘋狂，雖然過往足球的
然、何輝及陳恩能等，這班全是足球發 形象一直以男性為主，但事實上亦吸引
燒友，希望藉着他們對
很多女性參與觀賞，因此
足球的知識，帶給觀眾
在挑選男女主持上也需安
更多的足球訊息及有趣
排得當。當我在籌備巴西
的花絮。
世界盃時，曾安排一次觀眾
有些人覺得他們可以
調查（Focus Group），其
去到巴西拍攝，當然開
中一個問題是觀 眾 希 望
心，也可當是去旅行，
TVB派哪些女主持到巴西
寓工作於娛樂；但我也
做現場報道？結果85%希
曾多次提及，其實到海
望再派上一屆南非世界盃
外作拍攝的工作壓力是
女主持高海寧，4 年過去
很大且辛苦的，他們要
了，球迷觀眾還是記着
在很短的時間，穿梭幾
她，可想而知，從事世界
個城市，好像遊牧民族
盃主持，觀眾對她們的印
一樣，每一個城市可能
像是特別深刻，也難怪一
只住一兩晚便要搬家； ■與苟芸慧攝於巴西世 些藝員、同事也很喜歡爭
鄧佩儀當時曾嘆言：有 界盃！
作者提供 取在世界盃節目出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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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不亂

源於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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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北宋文宗歐陽修的作品。「江南柳，葉小
未成蔭。人為絲輕那忍折，鶯嫌枝嫩不勝
吟。留着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
階上簸錢階下走，恁時相見早留心。何況
到如今。」從詞面，詩人以「江南嫩柳」
喻十四五歲的少女，語氣輕佻，相傳是歐
陽修寫給外甥女阿張的一首詞。野史載，
歐陽修看阿張漸長大，楚楚動人，於是
「惹」動情思，寫下了《望江南》。
也有不少人說，《望江南》並非歐陽修
作品，乃誣陷之舉。當時阿張長大，歐陽
修給她張羅了一門親事，嫁與族兄之子歐
陽晟為妻。誰承想，後來阿張與僕人陳諫
私通，被歐陽晟發覺，遂將阿張與陳諫告
到開封府右軍巡院。審訊時，阿張突發口
供——以前跟歐陽修也有不正當之事。阿
張供出這段「隱情」，是她受開封知府事
楊日嚴教唆，而把歐陽修扯進來。因楊日
嚴任益州太守時，歐陽修曾彈劾他「貪
恣」。現在，楊故設局報復，彈劾歐陽
修。主審軍巡判官孫揆，認定此告不足採
信，但也予以歐陽修沉重打擊。
著名歌詞作者方文山，與周杰倫珠聯璧
合，可謂「惹」動一方樂壇。其實，方文山就
是用「惹」字的大家。你看，他用「門環惹銅
綠」，而不用「門環鎖銅綠」，是因「鎖」有
自閉性。而「我路過那江南小鎮『惹了』
你」，其實只不過是「遇見」你而已，但
「惹」字一到，「歉」的情緒就塗了一抹，
「鍾情」深意也描了一筆，「流轉」的夢——
好像也因此成了心上城郭，真的不一樣。
方文山在「南拳媽媽」的《花戀蝶》中，
更是把「惹」字用絕：「幽幽歲月，浮生來
回，屏風惹夕陽斜……」這裡，他令靜物
「屏風」動起來，好像「屏風」生了腳，跑
來跑去，和夕陽賭氣，和夕陽較勁，最後
「惹」動夕陽斜下來、斜下來，再照、再
照，竟入了昏暗、進到昏睡。若把「惹」字
寫成「遮」字，不知其味要遜色多少倍呢。
2017 年，隨着中央電視台《中國詩詞大
會》綜藝節目風靡海內外，中國古詩詞熱潮
愈演愈烈，甚或在日本網絡上激惹起一股寫

漢詩的熱潮。「惹詩潮」起因是茨城縣商界
領袖幡谷祐一，他曾捐贈給築波大學一尊雕
像，雕像上銘刻着他的《忘食》詩：「白面
書生學築波，發憤忘食紙筆耕。桃李滿門邦
家豐，紫峰名聲四海奔。」某客見之，批此
詩文法不通、不合平仄，不該出現在大雅之
堂。雖築波大學以理工為長，可畢竟出過榮
獲芥川獎的作家，實不相宜。
築波大學之外，茨城機場通航紀念碑上
的漢詩更粗陋。這首《先見》詩，這樣寫
道：「強韌意志反對耐，卓越先見空港開。
永年鄉土為繁榮，萬人歡呼自衛隊。」在日
本，漢詩如父，和歌似母，表達細膩感情
時，人們傾向於用和歌抒情；記錄某一實物
落成喜用豪情壯語，多以漢詩明志。
中國詩詞對仗工整、詞句優美，蘊含着博
大精深的文化，但若以粗俗、表象的筆鋒任
怎樣也「激惹」不出獨特風韻，神筆妙句更
不會得來。沒有深入鑽研，而強硬為之，只
能在亦步亦趨中，得一些皮毛爾。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
物，何處惹塵埃。」如果把「惹」換成「沾」
或「染」，因趣味不足，情感不入，風情不
駐，讓人難以產生深篤。「沾」與「染」，只
有意無意的接觸，但「惹」卻不請自來，招
呼搖擺，像有舞在動，有人放縱，上上下下，
撲躲跑挪，竊笑猶耳，極富戲劇性。
且看氣象景觀，蔚藍天空多麼令人心曠
神怡。要知，這原是「日光惹塵埃」的功
績。沒有塵埃，天空將是一片無色的空曠
和寥寂。正是塵埃，攔截了日光中波長較
短的藍色光並使其散射，我們才「看到」
了那一片湛藍，心情不再憂鬱。再如美麗
的晚霞景觀，則是聚集的塵埃在盛情演
出，似張藝謀的大紅、大黃藝術潑墨，狂
放而寧靜，寧靜而震懾眼球。在這種情緒
牽引下，受日光「惹動」的塵埃，竟與日
光「互動」共舞起來，將橙、紅兩色散射
在西北天幕，忽隱忽現，如火如荼，給黃
昏平添不盡的詩情畫意。這一切的造化，
都源於一個萬有引力中的「惹」字，即便
小小塵埃，又何曾遺漏呢！

人性與動物性的較量
喜歡文學的人平日裡大抵
都會去聽各式各樣的文學講

座，包括我自己。
前些日子在「山川上的中國」講座活動中，
我與朋友們有幸聽到了北大文學博士尹昌龍先
生演講的《呼蘭河的女兒蕭紅》。關於古今中
外的名家與名著的講座我聽過不少，聽蕭紅卻
是第一次。尹博士帶着真正的文人特有的悲憫
之心細緻入微地解讀了蕭紅和蕭紅的作品，令
喜歡蕭紅的讀者們都唏噓不已。
其實喜歡文學的人都有一個隱秘又公開的
特性—「八卦」。作家蕭紅在近百年前就說
過：「也許，每個人都是隱姓埋名的人，他
們的真面目都不知道。我想，我寫的那些東
西，以後還會不會有人看，但是我知道，我
的緋聞，將會永遠流傳。」果真如此，到了
今天，讀者們對於蕭紅，討論得最多、最熱
烈的，並不是她的作品，而是她與幾個男人
坎坷的情感經歷。
對大多數讀者或非讀者來說，顯然女作家的
「八卦」比男作家的更具吸引力，愈是坎坷複

雜便愈能有更多的內容讓人津津樂道。民國時
期的女作家很多，但是到了如今還被「八卦」
得比較多的，除了蕭紅就是張愛玲。我想，如
若她們兩人仍舊在世，大抵是不會在意這些
「八卦」的吧？
我常常與朋友探討「人性」和「動物性」。
我以為其區別在於，動物性多是遵循自身的本
能做出一切利己的選擇，而人性雖然有着它的
不自知和複雜性，但歸根結底，人是有靈魂
的，人的靈魂應當是超越動物性的。譬如蕭
紅，她完全可以依照當時的女性模式生存下
去，可她靈魂深處對自由的追求，對真愛的渴
望促使她做出了對家庭的反叛行為，這導致了
她後來的情路坎坷、生活悲苦。
但蕭紅又是勇敢的，智慧的，她說自己「不
能決定怎麼生怎麼死，但能決定怎麼愛怎麼
活」，她的選擇是令人敬佩的，令人尊重的。
我想，若是換做今天，蕭紅仍舊會做出蕭紅的
選擇，這與她所處的時代無關，她只是沒有遵
循一種動物自身的本能活着罷了。
從前看《動物世界》，見大多數種類的動物

都會不餘其力地捍衛自己的生存領地，甚至付
出生命的代價。後來讀文壇八卦，看到胡適先
生的趣事，說胡適先生本也和那個時代的部分
文人一樣，與父母包辦娶回的妻子江冬秀毫無
感情，欲與其離婚另娶他人，江冬秀便拿了菜
刀威脅胡適，若要離婚，她便先砍死兩個孩
子，再在胡適面前自殺。胡適愛名，愛面子，
需要保持他作為國人導師的聖人形象，從此收
心，終身被江冬秀「嚴防死守」，以恩愛夫妻
的形象相伴到老。
且不說胡適先生與江冬秀是否真的因為一把
菜刀的威脅就從此成了靈魂伴侶，開始琴瑟和
鳴了，但江冬秀這種動物性的彪悍捍衛，到後
來倒真成就了胡江一段「愛情佳話」。
幾十年過去，時代已不是那個時代，我們身
邊卻依舊有不少這樣的夫妻，如同張愛玲所寫
的，披着一襲長滿虱子的婚姻之袍，寫着外表
華麗的「愛情佳話」。這些「佳話」最後走到
盡頭，終究只剩下一場「假話」。
蕭紅其實是幸運的，因為她可以像動物一樣
生，像人一樣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