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平下平的無妄之災

萬物皆可播（下）
上次說到，進入
2020年，快速變身

的直播概念再一次以更快的速度發生了
變化，薇婭和李佳琦創造頂流神話的故
事已經不能算是最新鮮的直播潮流，如
今的新趨勢是全民直播。
疫情當然是個最大推手。雖被迫不
能出門，但生活總還要繼續，大勢之
下，放眼望去，「直播」幾乎是唯一的
最優解。
一個跨界的主力族群是明星。在橫
店蕭條的日子裏，不少小生小花們紛紛
開啟了第二職業——走進直播間，不僅
能賺點外快，更重要的是能增加曝光
率。5月，劉濤淘寶直播帶貨4小時銷
售額1.48億元人民幣，兩天之後，陳赫
抖音帶貨直播4小時觀看人次高達5,000
萬。而「6．18」淘寶大促，一個星期
時間裏，有多達300位明星輪班直播，
其中不乏吳亦凡、鹿晗、迪麗熱巴等當
紅藝人。有意思的是，就在去年夏天，
柳岩率先參加帶貨直播時還一度引來
「過氣」、「掉價」的嘲諷，而僅僅不
到一年後，電商直播已經是大型真香現
場，更幾乎升級為一個明星「紅不紅」
的評判標準。
另一個入局的群體是嗅覺靈敏的商界
大佬們。早在4月初，羅永浩就宣布投
身抖音直播間，抖音為此耗資6,000萬
元人民幣簽約費，推薦貨品從小龍蝦到
潔面乳，再到手機投影儀五花八門，首
秀3小時，交易額1.1億元人民幣，觀看
人數超過4,800萬，對得起老羅為了推
銷剃鬚刀而當場刮的鬍子。雖然老羅之
後的直播問題多多，但直播本身的熱門
性已毋庸置疑。而傳奇大姐頭格力女王
董明珠，更譜寫了具有濃厚董氏風格的
「直播故事」：4月14日，她在接受央
視採訪時還堅定地說要「堅持線下」；

10天後，她首次踏足直播間，在抖音完
成直播首秀，營業額僅23萬元人民幣；
5月10日，「不服輸」的董明珠換到快
手做了第二場電商直播，銷售額猛增至
3.1億元人民幣；5月15日，她又切換到
京東做了第三場，銷售額7億元人民
幣；6月1日，這位霸氣女王以自己的微
信小程序為主戰場，結合6個平台，線
上線下聯動，做了第四場直播，銷售額
65.4億元人民幣。當日，也是在接受央
視採訪後不到40天，她在直播間表示，
要把3萬餘家線下店變為體驗店，同時
格力將設立專門的「董明珠直播間」。
還必須要提一撥文化人，在商人、明
星忙着帶貨直播時，他們則忙着「帶知
識直播」。4月23日讀書日，羅振宇駐
紮抖音，許知遠駐紮快手，馮唐駐紮知
乎，梁文道駐紮天貓，史航駐紮淘
寶……一大票文化人快速找到各自的直
播間，把往年的線下活動無縫對接到了
線上。至於具體內容，既有商人內核的
在賣讀書卡，也有風花雪月的在薦書。
由此說到，這才是「全民直播」的
真意——誰都在直播，什麼都可播。
淘寶2月推出新政策，讓沒有網店的人
也可以先直播，於是淘寶2月新增直播
商家環比增長了719%，有100多種職
業轉戰到直播間，甚至有1萬多個田間
大棚直接變成了直播間。直播內容更是
五花八門，有商場直播、老字號直播、
農產品直播，還有房屋中介直播雲賣
房，博物館直播雲逛展，企業直播雲招
聘，老師直播雲授課……至於主播
們，除了前文說的各類，還有官
員——商務部透露，第一季度，電商
直播超過400萬場，有100多位縣長、
市長走進直播間為產品代言。
後疫情時代正奔着全民直播時代而

去，學會直播可能將是一個必要技能。

現代基礎教育設立
的常規科目，除了語文
之外，一般粗略分為文

理兩大部。這樣當然失之於籠統，卻可
以舉綱張目。再細分的話，大概是文科
再分出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理科再分
出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再進階的專科
經常要有跨學科的基礎知識，比如說醫
科吧，學治病要通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
學治人則要靠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
文科較理科易於自修，不過這個傳
統將要陸續改變，因為許多國際知名的
大學，已經將本科課程放上互聯網向全
球免費發放。自修入門級理科如數、
理、化已經不再算難事。
文科的分支如文學、哲學、歷史、
地理都有大量著作流通，誰都可以購買
書肆內如汗牛充棟的入門書籍。
上回說到「潘老頭」在網上的奇遇，
被人罵了個狗血噴頭，對方指我分不清
「上平」與「下平」。「我老人家」的
正式語言學學歷在於中英雙語翻譯，不
過漢語語言學的入門基礎還是略懂一
下。一看而知，對方是把「陰平陽平」
和「上平下平」混淆了！
原來有些場合「陰平」即是「上

平」，「陽平」即是「下平」；另一些
情況就沒有這樣的同義關係。
大家都知道漢語本有四聲，古代是
平、上、去、入。這個上，是「上天落
地」的上，不是「上司下屬」的上。至
於現代漢語，則是以北方方言為藍本制
定的普通話，四聲以數字標記為一、
二、三、四聲，分別為陰平聲、陽平
聲、上聲和去聲。普通話沒有入聲，原
來的入聲字都轉讀平、上、去三聲，稱
為「入派三聲」。
入聲保留在漢語系入面的個別方

言，粵方言是其中一支。我們廣府話的
平上去入都分陰陽，陰入和陽入之間，
再加一個中入聲，共是九聲；即是陰
平、陰上、陰去；陽平、陽上、陽去；
陰入、中入、陽入。粵音九聲是最簡單
的入門級說法，還有的就按下不表。
此下再介紹「平水韻」，這是今天中

國讀書人寫詩時，用韻的依據。此韻分
為「上平聲部」、「下平聲部」、「上
聲部」、「去聲部」和「入聲部」。上
平部依次是：一東、二冬、三江……十
五刪。下平部是一先、二蕭、三肴……
十五咸。合共三十韻。
一東、二冬是兩個韻部，皆因中古時
代以前，漢語東南西北的「東」和春夏
秋冬的「冬」的韻母不同。後來逐漸變
成沒有分別，不過今天寫詩還是要分，
只有特定的條件下「一東」和「二冬」
可以通用。填詞就簡單得多了，「一
東」和「二冬」完全自由混用。常用字
同、中、空、公、紅屬「一東」；農、
松、容、凶、彤卻屬「二冬」。
因為漢語語音隨時代而改變，有些
字在中古以前同韻，到了今天卻不同；
有些則相反，以前不同韻，今天就同
了。如果用今音寫詩，有可能不合「平
水韻」。前輩詩人大都要記熟全部「平
水韻」，潘某人卻躲懶，要寫詩時才去
翻查，反正也不常寫詩。
平水韻的上平下平，與陰平陽平之

別無關。只因收錄平聲字較多，於是分
為兩部，好使五部的篇幅平均些。有點
似「上卷」和「下卷」而已。
有些朋友自己看書，少了可以請教
的師長指點，就有可能因名詞術語相
同而誤解。於是潘老頭就無辜給人教
訓，被指分不清上平和下平。真是無妄
之災呀！

一個新手媽媽想找些有趣的、好玩和吸引的童書，
但她說，在新冠肺炎的疫境下，應對生活日常已疲憊
不堪，還可以抽時間或有心情親子閱讀嗎？我說，在

此關鍵時刻更一定要堅持，無論生活上遇到多少困苦，仍要以關愛和歡
笑行動來陪伴孩子。事實上，即使因疫情被困在家，想像力可以帶給兒
童更廣闊的天地。
我的一位任兒童劇編導的朋友，曾以家中物件，如一雙拖鞋，添加想

像令人字拖鞋變蝴蝶，給孩子來演物件劇場。
作家潘金英把鞋櫃裏的涼鞋、運動鞋、雨靴、漆皮馬靴、高跟鞋都擬

人化，寫了有趣的童詩《最好的鞋》，多年來於香港校際朗誦節，被無
數童聲熱情朗誦。
是的，想像無界限，是可以飄到很遠的，即使宅家禁足，但靈魂思緒

是困不住的！即使孩子被困在家，鞋子被約束在櫃裏，我們一旦有了想
像，思想便可飛出去，便隨時可感到創意的快樂。其實很多創作者都是
這樣，從生活引發靈感而寫的。
下雨了，著名作家林煥彰發揮靈感創意，寫

下美麗的詩《妹妹的紅雨鞋》︰
妹妹喜歡穿着紅雨鞋和雨滴玩遊戲。
紅雨鞋在雨裏走來走去，
就像紅金魚在魚缸裏游來游去一樣。
另一台灣詩人林武憲這樣寫《鞋》︰
我回家，把鞋脫下/姐姐回家，把鞋脫下/
哥哥、爸爸回家/也都把鞋脫下
大大小小的鞋 是一家人/依偎在一起/說着一天的見聞
大大小小的鞋/就像大大小小的船/回到安靜的港灣
享受家的溫暖
詩歌寫出一家人關係親密，詩人捕捉了孩童心理，連爸爸媽媽也回家

了，小孩多麼幸福啊！
閱讀這些關於鞋的詩，就令我想起同樣借鞋發揮的兒童文學，長跑作

家何達寫過一篇科幻童話《原子鞋》；去年我在斯洛伐克童書展上，也
看到獲獎橋樑書《紅色運動鞋》（見圖），主角渴望擁有紅色運動鞋，
書中出現多樣擬人化造型的各種鞋子，形象鮮明，圖畫本身似會說故
事。書展上，有個穿粉紅衣的女孩，和我一樣選了《紅色運動鞋》這書
來看，她用手指示意喜歡書中擬人化造型的紅舞鞋，那造型表情風趣，
的確吸引，我不懂斯洛伐克文字，幼小女孩認識的字也不多，但我們藉
與圖畫互動，亦看得津津有味呢。後來我見那女孩在留言簿上畫了有眼
晴的鞋子；孩子投入了想像，享受想像遊戲的快樂，從中啟發創意！

借鞋發揮 想像無限
2020 年 7月

1日，對於香
港來說是很不

平凡的一天，在這一天，港人熱
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3周年
紀念，在前一天全國人大常委
會通過「香港國安法」，並由
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予以
公布，「香港國安法」正式實
施，香港得到「守護神」捍衛，
7月1日欣逢中國共產黨成立99
周年誌慶的大日子，喜事重重，
令人興奮不已！
綜觀「香港國安法」由6章

66條組成，而我們最關注的是
箇中四類罪行的定義及處罰：
首要是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
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和勾結外
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等罰則處3年以上、10年以下
有期徒刑，罪行最大的，處無
期徒刑等。有關涉案人士，並
非純指香港永久性居民，而是
涉及境外機構、組織、人員，
按共同犯罪定罪處刑。「香港
國安法」滴水不漏，填補了法
例漏洞，唯盼望當局執法及司
法從嚴，以儆效尤。遺憾的
是，當日竟然有不法者以身試
法，再搞亂局，實在不智。其
中甚至有議員違法被捕，倘罪
成，犯案者或終身失去參選資
格。
人生苦短，生命無常，梅州

市僑務局局長朱瑛大姐不幸於
日前意外逝世，年僅58歲。致
令愛護她的生前親友悲痛難過

不已。朱瑛大姐是梅縣雁洋橋
溪村人，系出名門，是一位優
秀的統戰高手。不幸英年意外
早逝，實屬僑鄉的損失。我們
深切地永久懷念她。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慈善

大家，全國政協常委、大紫荊
勳賢、大蓮花榮譽勳章何鴻燊
博士於5月26日在港逝世，積
閏享壽一百有一歲。一身傳奇
的何鴻燊博士，被尊稱為世界
賭王、大企業家。崢嶸歲月，
何鴻燊博士亦曾久經風雨。敦
厚仗義，對眾多妻子兒女一視
同仁，十分珍惜和愛錫，被妻
子稱為好丈夫，被兒女稱為好
爸爸。何博士終生愛國愛家，
是人們尊敬的好領袖榜樣！
何博士生前曾是香港地產建

設商會會長，據該會成員芬姐
回憶，她的夫婿吳多泰博士亦
為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成員，與
何博士相識於微時，吳先生曾
有助於何先生而結緣為友。吳
夫人芬姐滿懷感慨，回憶十多
年前當吳多泰博士逝世在香港
殯儀館設靈時，何鴻燊博士第
一個前來向老友記致告別禮，
並向吳夫人說道：「因為我要
趕着往澳門為太太梁安琪競選
立法會議員而提早前來，請多
泰兄好好上路。」可見何博士
不忘故人的情懷！
何鴻燊博士的喪禮定於本月

9日假香港殯儀館設靈並舉行
公祭儀式。我們永遠懷念何鴻
燊博士！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朋友傳來訊息，提
醒8件要學懂的事︰

不懂珍惜，守着金山不快樂；
不懂寬容，朋友多也終離去；
不懂感恩，再優秀也欠良心；
不懂行動，再聰明也難圓夢；
不懂合作，再打拚也難成器；
不懂儲蓄，再掙錢也難大富；
不懂滿足，再富貴也難幸福；
不懂養生，再治療也難健康。
珍惜所擁有，對朋友寬容，感恩能
享有，為理想行動，願與人融洽，以積
蓄致富，知足不貪婪，養生保健
康……這些道理，看來都是我們從小
至大接受到的教導，眾
多書籍、朋友資訊、媒
體等經常接觸，頻密程
度已達老生常談。奇怪
的是，許多人又像從來
不懂得這些看似顯淺的
道理，視而不見，聽而
不聞，就像儲蓄這習

慣，大家都知道是好的、應該的，但又
真的有些人從來不去認真做。
有時想，大家都知道許多能成功的
道理，如勤力、知足、行動等等，努力
不懈去做的人，成就了大事業。有些人
沒堅持去做，慵懶而自我放縱，最後一
事無成，只自嘆潦倒，命不如人。這
其實和命運有關嗎？在於自己是否知
而不行？要怪命運的話，除非天要亡
你，讓你閉了心智，應懂而不懂。事
實上，我們不難發覺一些人真的渾渾噩
噩地做人，腦袋終日混沌一片，對別
人的提點，從不聽入耳，像必須要自
墮懸崖才醒悟。

有些人性格執着，你要我做
的偏不依從，不去深想別人的
要求和教誨是為他着想，走到
晚年才猛然想到自己的執着誤
了一生，這也是命？
冷眼旁觀，你會見到身邊許

多這樣的人，是他們自己的
業，改變不了。

八件要學懂的事

燭光晚餐與沒有電的時
代是兩碼事。儘管那個時

候有最擅長運用燭光的倫勃朗。在他的畫
裏，人的一側臉總會在鼻子的陰影下形成一
個具有標誌性的三角形。而另一側臉則被光
罩住，陽澄澄的。一下子，此人就成了整幅
畫的中心。器皿或是旁的一些人，則隱身到
光照不到的背景裏。這種光線的運用讓倫勃
朗的畫有種錯落有致的美感。
但沒有人真的願意回到倫勃朗的時代。新

的燭光氛圍，只是讓人藉着這個形式，體驗
與當前不同的某種現實。它的樂趣當中最重
要的部分，是燭光與燈光形成的強烈反差。
在這裏，昏暗不是以視覺阻力的形式而存在，
它是對視覺的修飾，將隱身在黑暗當中的兩個
人剪成兩個影子。這影子在談話，話語也是
輕柔的。即便當中偶爾有一點鋒芒，在彈到
對方臉上之前，也已經被燭光擋住了。而對
方臉上那一點點的潮紅更是怎麼也不至於被察
覺的。所以在《慾望號街車》裏，杜布瓦夫人
最喜歡將情人約在黃昏之後見面，以防被對
方看到自己開始發皺的皮膚。

音樂也是，有了音樂，每一個談話之間的空
隙都會被填得滿滿的。句子與句子之間有可能
出現的斷開或生硬的接口，都被音樂潤色得
很好。這個時候，我們就好像在用一台舊式
膠片相機在拍照。即便分辨率低得要命，在
洗出來的照片上，人物的面目卻出奇的好。尤
其當把它們和數碼照片放在一起，對比就更明
顯了。在新的鏡頭下，皮膚是經不起推敲的。
鏡頭會直接把一切的瑕疵都展示出來，包括
臉上的每一道皺紋、暗斑、黑眼圈，這些東西
都在高分辨率之下，一覽無餘。
因此，燭光晚餐的暗色是關鍵，它是一種遮

擋。而當暗色被強調之後，就總帶着點情韻
的感覺。這種情韻不是色情，性被擋在我們
身着的盛裝之外。況且，桌上還擺着紅酒、
肉和鮮花，這裏的每樣東西都一本正經的，形
成了一道防線，阻礙着親近的可能。但最妙的
是，暗色讓這一切都不確定了。在暗色之下，
一切的正式都像一種偽裝，當中的每一樣東西
都帶有寓意，暗示着一種欲拒還迎。而克制，
使這晚餐更生動。就好像這一刻的遙不可
及，成了下一秒動情時刻最好的鋪墊。

不過晚宴以後我們或許要分開的。如果感覺
良好，在各自回家的路上，我們會開始一段
《Lalaland》裏才會有的散步。那是在最後一
抹晚霞之下的海濱，踱步到一段延伸到海當中
的橋樑。雙手插兜，哼着小歌，吹着風。然
後，再回憶一下剛才。這種場景，讓我們體驗
到了屬於三毛的快樂。她常在自己的文章當中
描述着很多種情志，極富浪漫氣質的那一種。
或者，吃完之後乾脆就不分開了。一切剛才

的克制都瞬間成了接下來衝動的理由。所以，
燭光晚餐經常選用蕭邦的室內樂看起來再合
適不過。作為喬治桑長達10年的座上賓，蕭
邦的多數作品都是為這個沙龍而作。沙龍多半
是在晚上，那麼，蕭邦室內樂當然也與夜聯繫
在一起。但是，一個社交性的聚會，它作為正
式交往的延伸，也影響了蕭邦，讓他的室內樂
染上了一點點匠氣。儘管抒情，可抒情得太濃
郁了。燭光晚餐的音樂應當是自然的，比如德
彪西或是最暗示慵懶的南美爵士。只有這種搭
配，才使音樂最具引導力，可以讓陰影所帶來
的自由按照自然的本能向前發展，這必然開啟
一個即將到來的、更加私密的夜。

燭光晚餐的暗色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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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善孝為先
最近，我的一位學生

孫同學看到「百善孝為
先，孝是德之本」的書
法對聯，內心感慨良
多。她心情激動地給我

講了去年寒假的一個故事：那是一個寒冷的
早晨，我正在疾步地向家走去。因天氣寒
冷，雙手不由自主地縮入衣服中。當我走到
小區門口時，看到一個拿着塑料袋穿着綠色
羽絨服的大姐姐，正目不轉睛地盯着一個
穿舊軍大衣、在垃圾箱旁尋找東西的老
人。在我看來，這已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被大姐姐如此一看，我心中充滿了疑惑。
大姐姐似乎注意到了我，她看出了我的

疑惑，揮手示意讓我過去。大姐姐小聲地
對我說：「那個是我爺爺，幾天前媽媽把
他接到這兒來，想讓他來享享福，可爺爺
卻總以為讓我們受累了，不肯在家中待
着，每天都在小區裏撿瓶子。」
說着話，大姐姐把手中袋子遞給我，

說：「這是我從賣廢品那兒買來的，你能
把這個交到我爺爺手裏嗎？」我連連點
頭，於是拿着手中的袋子向那位穿墨綠
色舊軍大衣的老爺爺走去，害羞地將袋子
遞給老爺爺，爺爺用慈祥的言語對我說︰
「小孩子喝這麼多飲料，可不怎麼好
啊！」我聽後，連忙走開了。在我剛要走
入小區門口不久，聽到後面那位熟悉的大姐
姐的聲音：「爺爺，您看您都撿這麼多了，
天又這麼冷，咱們回家吧！」爺爺迎合着
說：「好，好，好！」我轉頭看去，綠色的
羽絨服、墨綠色舊軍大衣走在一起，轉向了
另一方，表面看起來那麼的不協調，但在
他們之間卻透出一種親情的溫暖。
孝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在那位大姐姐

身上，彷彿寫着一個大大的「孝」字，這
種行為所傳遞的溫暖讓孫同學感動，也深

深溫暖了我的心頭……血緣親情是中國人
割捨不掉的一種情懷。但進入當代社會
後，隨着大家庭的解體，愈來愈多的中國
人不願與父輩生活在一起。說起對老人精
神上高層次的撫慰，更是無從談起。
但是，這位大姐姐的舉動與仁厚的內心

相互交融，對爺爺懷着一份真誠的敬意和
感恩。孫女能順應爺爺的興趣愛好，偷偷
幫爺爺完成每天的使命，做到這一點真的
不容易。我想，這位老爺爺，一定打從心
眼裏高興，其中滋味可謂無限情長。
記得小時候，一位老師在某次講座中提

問：「我們怎樣才算對長輩孝呢？」一位
女同學站起來說：「就是有好吃的要給長
輩。」老師說：「這是最基本的，也是第一
層次的。」然後老師又提問：「有沒有誰能
說出第二層次的孝？」有位男同學說：「要
理解長輩，尊重長輩，讓他們心情愉快。」
這個回答贏得了同學們的掌聲。
在我的記憶中，我的爸爸經常不在家，

但他常常教育我：「勤讀書，多讀書；尊
重媽媽、老師和同學；好好學習。」媽媽為
人正直，性情善良。在艱難的歲月中，節衣
縮食，孝敬雙親，撫養子女，積極支持爸爸
幹好工作。所以，我家的家風——「孝」字
當先。小時候媽媽給我講過：黃香9歲便知
「孝」字，親自為父親夏天扇風冬天溫席；
孔融也是9歲便以讓梨之舉詮釋「孝」
字……在「三世同堂」的我家，姥姥是我們
全家共同孝敬的重心，姥姥年過古稀，我們
全家盡量讓姥姥「從心所欲」。
因姥爺過世得早，媽媽還未及盡孝，姥

爺便不在了。每當媽媽說起便充滿遺憾，
所以對姥姥百依百順，「子欲養而親不待」，
媽媽每天不論多忙也要堅持陪姥姥嘮家
常，藉此機會還給老人家進行一系列的按
摩。在此氛圍熏陶下，當時上初中的我也爭

着為姥姥洗腳，讓姥姥每天活得健康快樂。
安徽省肥東縣80歲的退休數學老教師徐

民強，孝順岳母49年。他有感而發寫下與
時俱進的《新二十四孝》，配圖出版發行逾
萬冊。1996年，徐民強的岳父、舅兄相繼去
世，他毅然把岳母接到身邊生活。2010年
冬，岳母不慎腰部跌傷臥床不起。細心的
徐民強總是備着3個熱水壺，手、胸、腳各一
個，一天換3次熱水，使老太太從未生過褥
瘡。次年春節，徐民強的妻子不幸胳膊摔
斷，他便親自幫岳母處理大小便，說：「70
多歲女婿伺候90歲老岳母，百無禁忌。」
孝道是一種良好家風，來自言傳身教。徐

民強的大兒子，逢年過節都會給父母一筆
零花錢，雖千兒八百的不多，但徐民強
說：「孩子感恩孝敬的錢，不論多少，都
是一片沉甸甸的心！」徐民強的二兒子在
北京經營一家建築公司，工地上一名工人
因一起小糾紛，竟動手粗暴地搧了母親兩
個耳光，結果徐民強的二兒子開除了那名
工人，卻容許那名工人的父母繼續留在公
司做輕活。踐行孝道，是一個循序漸進、
不斷為之的過程。孝道的家風，一代做給
一代看，一代講給一代聽。孝道在一點一
滴的細節之中，平時為父母交上電話費，
與父母一起旅遊，和父母一起鍛煉身體，
記住父母的生日等等，這些生活瑣事，每
一件都能讓父母感受到子女濃濃愛意，絕
不可「不以善小而不為」。
中華好家風，是社會風尚的風向標，如

同綿綿不盡的黃河水執拗卻悠長；每個家
庭應根據自家特點構建起良好的「孝行家
風」。作為家庭成員，都應責無旁貸地擔
起孝道這一重任；形成家庭凝聚力，推動
孝文化深入人心。千萬個家庭共畫孝親
圖，它便會像歷久彌新的書法碑文，看去
模糊卻真實雋永。

■是性格還是命運影響
人生？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