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幫主與我

你被職場PUA了嗎？
最近微博上有個
熱點：某年輕人氣

女星自爆被老闆在員工大會上反覆辱罵
「醜」和「穿衣品味差」，一怒之下公
布了會上錄音，引起一片嘩然，同時也
再次引發了對「職場PUA」的討論。
在以往的文章中，小狸曾經寫過
PUA（Pick-Up Artist），這個早期的
「搭訕藝術」在近些年漸漸變質為男女
交往中的精神控制術，即通過心理虐待
步步深入地為被害者洗腦，最終達到操
縱對方的目的，受害最嚴重者甚至會被
迫自殺。而「職場PUA」顧名思義就
是發生在職場上的精神操控，常見於老
闆對員工，手段多為不停貶低員工能
力、摧毀員工自信，再灌輸感恩理念，
最終達到壓榨勞動力的目的。
熱點一出，漣漪無限。網上除了大
批聲援女星的聲音，還有不少同病相憐
者開始紛紛傾訴自己的遭遇，甚至讓人
有點驚詫受害群體竟有這麼大。比如在
微博實時推出的一個熱點投票中，覺得
自己被職場PUA過的人就豪佔一半。
在此之前，智聯招聘也曾經發布過
一組關於職場PUA的調查數據，顯示
被調查白領中，表示自己被職場PUA
過的人高達六成，其中服務業是重災
區，受害比例高達75.41%，金融業其
次，也有71.28%。除此之外，調查還
票選出了「最常見的六種 PUA 方
法」，分別是：第一名「畫餅利用」，
得票率59.09%；第二名「美化壓榨行
為要求你感恩」，得票率57.82%；第
三名「安排不合理的工作內容」，得票
率50.31%；第四名「不停地打擊否定
你」，得票率46.77%；第五名「不停
地拿你跟別的同事做比較，製造心理落
差」，得票率28.77%；第六名「搶佔

你的功勞」，得票率16.57%。
縱觀網上的受害事件，真正的職場
PUA，當然是一件萬惡的事情。受害者
信心被摧毀，嚴重懷疑自身價值，很多
人對再找工作、再接觸社會都產生恐
懼心理，更有不少人罹患憂鬱症，甚至
引發輕生。面對真正的職場PUA，每一
個人都應該毫不猶豫地勇敢Say No。
但是也不得不正視，網上還有一些

「苦水」在旁人看來確實難免有些「玻
璃心」，其中尤以職場新人最為常見。
不少「小朋友」動輒洋洋萬字含淚傾訴
自己多麼辛苦多麼不容易，吐槽老闆總
是不滿意、也得不到加薪升職……就
像智聯招聘的調查裏有一項「對職場
PUA的看法」中，65.3%的人認為是公
司管理問題，59.03%的人認為是領導
個人品質問題，只有28.5%的人認為是
「自身能力不足」的問題。
所以到底是職場PUA還是玻璃心，其
實是分辨每一個衝突的關鍵，但每個人的
心理承受力都不一樣，永遠也無法用旁人
的標準來衡量甚至強加於當事人。所以小
狸只是建議，第一，看衝突當中有沒有
「人身攻擊」，如果有，果斷離開，因為
即便是再「為你好」，如果涉及了倫理底
線那就已經是另一個問題；第二，以自己
的感覺為準，不管對方是不是PUA，如果
覺得自己心理承受不住了，也請離開，這
種事，聽別人的感受沒用，因為你「被
迫瘋」的警戒線很可能和別人不一樣。而
這兩點之外，每一個職場人尤其是新人
們，也應該有意識地關注自己的「鈍感
力」，因為有些時候敏感是優勢，但有些
時候遲鈍一點反而更好。
願每一個職場人，都能有分辨PUA

的智慧、有說「不」的勇氣，以及有個
皮實的精神外殼。

在互聯網上獲知「幫
主」梁立人兄走了的消
息，甚是突然。雖說人

生七十古來稀，但是香港得天獨厚，不
論男女，平均壽命都過八十。如此說，
幫主還吃了虧呢！不過，人生本無十全
十美，幫主家庭美滿、事業輝煌。若再
多在世十年、二十年……得以見證「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固然是好，現在一生
人該算是做過許多自己喜歡做的事，也
算不枉了。
幾年前幫主在珠海買了大宅，曾約
我說，何時有暇，可以到他的新家住上
幾天。以此地房價便宜，有足夠客房供
朋友住宿。又說到時帶我去吃既便宜又
好味的美食。如此這般的「我和幫主有
個約會」，都無法實現了。
我和幫主是「君子之交」。何解？
君子之交淡如水也。我也曾經短暫當過
幫主的下屬，是上司下屬的關係。不過
我從來沒有參加編劇工作，所以不是
「梁門弟子」。放工之後，就算是平輩
論交了。
《琴台客聚》這個方塊，也是因為幫
主的緣故才開始寫的。2006年某日，
幫主來電說他手頭上稿約多，這個欄要
我接手。幫主特別叮囑，類似的專欄不
易得，不可輕易放棄，結果這一寫就是
十多年。除了因為香港報界環境大變，
愈來愈少報章有大篇幅的副刊之外，還
有是香港文匯報副刊的編輯方針給予我
們「下游供應商」很大的自由度。那時
前輩張老總還未退休，循例要我去報館
見一見面。張總第一句就說：「梁生推
薦，我們一定放心。」
幫主對我寫各類文體的評語，是資
料很豐富，但是總是常見結構比較鬆

散。我下筆鬆散，倒與科技進步有些關
係。自從有了中文電腦，因為文字處理
器便於剪貼，便改變了我寫作的模式，
由最初的一字一句寫在原稿紙上，改為
全面電腦化。前輩文人，寫作或有腹
稿；或擬大綱，用草稿列出重點才下
筆。我現在的辦法，卻是先剪貼資料，
然後一邊寫、一邊刪除抄來的資料。初
稿成了之後，若是本欄的文字，還要限
制字數。不夠字的就加插例證，字多了
的就剪裁枝葉。甚至文章的題目都是定
稿之後才改正。
幫主是著名電視製作人及編劇，作

品廣受歡迎，歷年來培養了不少編劇人
才。他還是個發明家，他的「快碼輸入
法」是從用家角度考量的中文輸入法，
易學易用。後來又創製了「九方輸入
法」，他對我說過，只要一隻手單用電
腦鍵盤的數字小盤就可以「獨臂」打
字。不過我還是鍾情於「快碼」，那是
不用發音拆字分碼，主要用形聲部件拆
字，不拘一格。
幫主生逢動盪時代，沒能接受常規

高等教育，有緣來到香港這個一度不甚
重視學歷、只要能幹就可以出人頭地的
地方，成就了事業，算是命好、運也好
吧。看來正正因為幫主沒有受到常規理
科教育的框框局限，他在發明時倒真是
「think out of the box」，此意或可譯
為「出框思維」吧。「快碼輸入法」容
易記憶，還很合乎漢字的規律。例如鍵
盤上的「5」，就是中文與阿拉伯數目
字共用。「考」的下半、「巧」字的右
半都形似「5」。如果加點想像，連
「鳥」和「烏」也像。中文字符部件之
中，「丑」和「王」都與中文的「五」
字相似。幫主這份巧思，余所敬服也。

疫情大勢之下，熱愛文學和推廣閱讀的
我，跟很多大小朋友閱讀之約，都無奈被取
消，包括原定於澳門書香節之連串圖書活

動；這些活動既不能舉行，何不做線上直播？
廣州的表弟是媒體達人，他說現內地流行電商直播！疫情居
家，網絡橫行，直播魅力不可擋，我覺得對網絡時代新事物要
常關注，力求跟上潮流。如藉屏幕能和讀者以視頻交流，不失
為新挑戰！我便到線上瀏覽，原來有多種主播成長課堂，電商
主播已被視作一門專業。直播從前泛指
電視台實時播放賽事、晚會等，但如今
新興直播模式之變化極大，誰也沒想到
受疫情影響下，直播潮流成大趨勢，湧
現不少人氣的KOL！
我首次接到視頻直播任務，是應青島

出版社之邀：「潘老師，已安排了一場
直播活動，由您主講繪本中的『詩意閱
讀』。」我要於本月6日推介一套五冊詩繪本（包括我的新書
《小八哥可可》、潘金英《大樹小樹》等，見圖）我心情既興奮
又戰戰兢兢，雖然自己曾主持過不少講座，但要我以手機看着屏
幕來視頻直播，對我這個初入門的主播是大挑戰！技術方面，我
先檢查手機，下載相關App，留意直播注意事項及流程等。當我
以為萬事俱備時，出版社發來微信，說需要用３部手機才夠，還
要安排助手，布置現場背景，因這次是雙站直播（即有兩個直播
端口），而第3部手機由助手協助截屏抽獎用。我真學習了！
直播那天，早上文友來襄助，用數台手機和電腦在阿阿熊書

房搭了個簡約直播間。一場兩小時的直播，我滔滔而談，與屏
幕後的觀眾互動，沒想到竟共計吸引了7,500位粉絲捧場！而
回看又有8,740人數。難怪人人說，直播可令主播人氣關注度
直線上升！因技術條件限制，這次直播雖未達最佳水準，但仍
是值得而有意思的，對於熱愛閱讀、堅守維持書香生活的我，
不應把自己躲藏在生活的門後，盼多通過屏幕與讀者交流，期
望觀眾看了直播，體會到這套詩繪本的魅力，讓閱讀像鮮花綻
放，使書香生活充滿力量。

詩意繪本直播魅力
春去夏來，「大

暑」節令已過。天
氣除了因氣候而悶

熱外，還有風雨不斷，甚至出現地
震，真是令人受苦不堪。
幸而，國家主席和一眾領導人，

都以「人民健康」、「人民生命」
及「人民財富」至上。雖然綜合環
境不甚順利，然而習近平主席千方
百計保護人民，最近主持召開企業
家座談會時，主旨演講：強調要為
經濟發展積儲基本力量，特別是保
護好市場主體，要落實好紓困惠企
政策，要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
際化環境，要高度重視支持個體工
商戶發展。鏗鏘有力的指導，讓企
業家們吃了顆定心丸，加上日前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的「六保」任
務，似乎已經得到落實進展了。事
實上，我們可從近兩個月來的我國
經濟數據發表看到，我國經濟確實
大有起色，令世界各國矚目和羨
慕。最近，國內外最關注的熱門話
題是「國內大循環」，思旋認為
「國內大循環」其內涵是要求我們
要自力更生，爭取內需市場，配合
供給鏈及產業鏈的互動，以發展經
濟為重要任務。
事實證明，中國在防疫上打了一場

勝仗之餘，又在恢復經濟發展方面取
得了較好的成績。因此而受到有些國
家的妒忌，用種種辦法包括抹黑和使
出種種詭計，打壓中國的發展。對此，

強大的中國和人民，用實力表現我們
的力量。「無有怕！」因為我們有愛
人民的國家領導人，因為有精兵強將
的軍隊保護國家的疆土，人民財產生
命受到保障。
中國人民以無比歡欣的心情，迎接

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3周年紀
念！以史鑑今，回憶93年前，人民解
放軍經歷了93年的崢嶸歲月，風雨兼
程尤令國民深刻印象的是「武昌起
義」、「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
戰爭」和「解放戰爭」等等，無數烈
士用生命換來的今日成就，無數解放
軍英雄在沙場英勇奮戰，換來今天的
勝利和平。
今日的中國，不但在經濟方面取得

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的美譽，而且在
航天科技軍事等方面亦有長足發展。
在我國軍事編制中，包括陸軍、海
軍、空軍和火箭軍等優秀武裝人民軍
隊，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完成鞏
固國防、抵抗侵略、保家衛國的任
務，甚至是參與國家建設事業，為維
護國家利益，為人民安居樂業，為世
界和平，中國人民解放軍促進了共同
發展和發揮了重要作用。曾記得習近
平主席向軍級單位提出要堅決聽共產
黨指揮、時刻準備打仗、抓緊提升作
戰能力、培育過硬戰鬥作風的要求。
不過，我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印象

最深的訓令是自建軍以來，就嚴厲
提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當局
更曾為此而編了一首歌作宣揚呢！

自力更生，無有怕！

我每次踏進香港的
公立醫院都有種很親

切的感覺，尤其是急症室！我並非醫護
人員，有這樣的感覺，常被人取笑怪
誕，尤其是中國人都不喜歡到醫院去，
認為除了嬰兒出生外，進醫院的都不會
是好事，況且，絕大部分人也是在醫院
內走完人生的路。其實從醫院而來、從
醫院而去，並無不妥，起碼在有醫護照
顧下而終結。
與醫院的情緣來自我初中開始便當
上醫院義工，是以天主教聖母軍的名義
到醫院探訪病人，那時我專門到兒童病
房去陪伴沒親人探望的孩子、陪玩和餵
食。大學時會到成人病房、臨終病人的
醫院。出來工作，曾當突發記者，經常
出入急症室，在門前拍攝被送院者，向
駐院警員索取資料和訪問家屬。許多年
後因緣際會，有幾年竟當上急症室的義
工，安撫突然去世者的家屬。公立醫院
給我的親切感便這樣地培養出來。
年長了，我自己不時要到醫院看病
和覆診，也需給幾位年老親人陪診，於

是也經常出入公立醫院。醫院，對於我
的定義是給生病的身體適當治療，使之
回復健康的地方。
我曾在多個國家生活，以醫療福利
作比較，香港人真的十分幸福，這裏的
醫療福利十分全面，巿民只要付出些微
費用便享受到整套的醫護照顧。最近有
朋友入院8天，連手術和多項檢查，出
院時只繳付700多元。在外國有良好醫
療福利國家都要繳交十分高的稅率，但
香港作為一個低稅率的城巿，提供先進
的醫療設備、優秀的醫護人員、良好的
管理、細分的專科、貼心的照顧，實在
是港人之福。
今天陪親人到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覆診，見醫生前幾天驗耳、驗眼、驗
血、當天照心電圖和照肺，專科醫生詳
盡的解釋和關懷，所花的時間較之前見
的私家醫生還要長。之後取藥輪候了一
個半小時，因為許多許多人都在享用政
府的醫療，大部分人都大包大包藥地抱
走，要自掏腰包的話可真不便宜，親人
3個月的專科藥物只花45元。

香港醫療福利佳

桂綸鎂很瘦，像其他女演
員一樣瘦。但她從來沒有像

《南方車站的聚會》裏這麼瘦過。聽說為了拍
這部戲，她還專門去減了重，並把自己曬得
黝黑。不是歐美流行的那種美黑，在皮膚上
塗上專門曬黑的防曬霜，然後去沙灘上曬，
最後形成健康的小麥色。桂綸鎂的黑瘦有點
形容枯槁，一點營養也沒有，連臉上的雀斑
都出來了。這就導致她在這部電影入選康城
影展之後被人挑剔她人不襯衣。因為在康城紅
地氈上面，她穿的那件亮片禮服把她整個人都
給淹沒了，讓她看起來像個人形木偶。但實際
上，那會兒的她太瘦了。
不過這副樣子不是無來由的，她是在為

《南方車站的聚會》作身體上的準備。之
後，她會穿上一身廉價的白色連衣裙，頭上
戴着同樣廉價的遮陽帽，手臂上箍着一對套
袖，去演一個在海邊討生活的陪泳女。因為
這身行頭，加上她的黑瘦，這個角色於是整
個地透露出讓人唾手可得的氣質。並且，桂
綸鎂還在不斷用她的舉手投足和滿不在乎的
神情，來表達只屬於低等妓女身上的一種特

有的放蕩。這種放蕩因為沒有經受過訓練，
因此看起來很不專業，幅度也小，幾乎難以
察覺。於是，這個人物就看起來十分卑微。
就這一點來說，桂綸鎂完全塑造了一個任何
影視作品當中都沒有過的妓女形象，既不理
直氣壯，更談不上香艷，也沒有燈紅酒綠般
的毀滅感，她從前到後都是無聲無息的。
不過因此，這角色就絕無僅有了。對於一個演

員來說，假如他不會演戲，我們又硬要讚美他，
就只能說他本色演出。這句話的意思是，不管他
演什麼，最後都成了他自己的樣子。於他而言，
這當然最自在。但是對於他所飾演的角色則是
一場災難。桂綸鎂不是這樣的本色演員。她為
角色帶來的形象，是澆築於命運之中的。在她
的塑造下，角色在劇情當中實現了一個形象的
翻轉。因為到了電影的最後，我們會發現，正
是這個不起眼的小角色，才是整部電影當中最發
揮人性光輝的人，於是廉價和高貴就形成了一
種戲劇對立。這是桂綸鎂的瘦帶來的效果。
同樣的瘦，同樣的桂綸鎂，在《白日焰火》

裏完全不同。雖然這部戲在東北拍攝，到處
都是冰天雪地，每個演員從頭到尾都被裹得

嚴嚴實實。但是鑒於故事要讓丈夫為了捍衛
妻子的貞操而去殺人，這個飾演妻子的桂綸
鎂便應當有幾分姿色。而這美貌又不能是豐
滿的，它要和忠貞這個概念聯繫在一起，美
貌就應當有點寡淡的感覺。於是，桂綸鎂在
這部電影當中表現得相當冷漠，她漠視的神
情幾乎可以融入到哈爾濱的雪色當中，但臉
上的白裏透紅又使她整個人看起來很清純。
正好，這電影在討論一個關於忠貞的話題。
幾乎可以說，桂綸鎂的瘦是可變的。在不同

的電影當中，這瘦會隨之呈現為不同的樣子。
對於一個導演來說，這是十分難得的。一個演
員，時刻都在準備放棄自我，並接受一個全
新的形象。因此，對她的讚美並不是對自我
放棄本身的讚美，而是她已經想好了隨之而
來的一切，並為此做好準備。這個準備不僅
僅依靠勇氣支撐，還需要演員對角色的理解
和把握，並願意全身心地去展現這個虛擬角色
身上每一個細節。要達到這種效果，不花費大
量的功夫是做不到這一點的，所以，當胡歌
看到操着一口武漢話的桂綸鎂時，驚呆了。
就像這黑瘦，也只屬於這南方躁動的夜。

桂綸鎂的瘦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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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藥含情脈脈香
芍藥是中國六大名花

之一，排名緊跟「花
王」牡丹之後，人稱
「花后」，可謂「一花

之下，萬花之上」。芍藥花色艷麗可人，
花形端莊嫵媚，故古人以形容美好容貌的
「綽約」之語諧音，命其為「芍藥」。
《詩經》鄭風篇就有「伊其相謔，贈之以
芍藥」的句子，在春秋戰國時，男女相
愛、友人告別之時都要互贈芍藥，藉以表
達結情之約或惜別之情。
歷代文人墨客陶醉於芍藥的嬌美清麗，

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如蘇軾有
「多謝花工憐寂寞，尚留芍藥殿春風」、
「雜花狼藉占春餘，芍藥開時掃地無」；
韓愈有「浩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爍爍綠盤
龍，覺來獨對情驚恐，身在仙宮第九
重」；白居易有「今日階前紅芍藥，幾花
欲老幾花新」；秦少游有「有情芍藥含春
淚，無力薔薇臥曉枝」；王禹偁有「牡丹
落盡正淒涼，紅藥開時醉一場」等等。
時下，芍藥花正在受到世界花卉界的普

遍重視，很多國家的芍藥協會每年都要進
行優秀芍藥品種評選，許多人將芍藥花奉
為「婚禮之花」。隨着芍藥花在切花市場
上的出現和流行，人們也開始關注它的歷
史與內涵。芍藥花文化的核心其實是花的
人格化，贈人以芍藥就是「結下恩情」。
「有情芍藥含春淚」，芍藥被稱為「情
花」可謂恰如其分。清代李德華另有曰：
「春嬉南浦，記盈盈、兒女情苗。」在這
裏，芍藥竟被稱作「兒女情苗」。
芍藥花期在春末夏初，因芍藥花形碩

大，花朵常歪頭下垂，呈現出輕柔嫵媚之
態，故又有「沒骨花」之名。芍藥在富貴
華美之外，極富從容大氣的情韻。一朵朵
芍藥開得那般恣意快樂，努力播撒着裊裊
不盡的芬芳。記得小時候，小學花壇裏栽
有幾株芍藥，每年夏初花開得非常優雅、
耐看。在陽光的滋養下，滿世界裏只有芍

藥花的鮮艷；芍藥花的香氣馥郁，一縷縷
飄過來，連風兒都吹不開。
芍藥花綻放之時，常常是義無反顧的。

可能它是這樣想的，反正要開放，那就徹
底打開所有的花瓣吧，不管風雨或陽光，
一切都是好朋友。芍藥花花型艷麗、性格
直率，並執着於傾訴，這也許就是芍藥對
於生命的獨特理解吧。不是所有芍藥，都
是那種很深的玫紅色，也有很多淡淡的粉
色芍藥。淡粉的芍藥花頗富淡雅深意，花
就像人，有些花不願意太耀眼。那些淡雅
的芍藥花，總是靜靜地開着。很多女士喜
歡一針一線去繡芍藥花，不只一朵，有十
幾朵，是情思，也是喜好。面對院子裏怒
放的芍藥花，白黃紅紫，五彩繽紛，她們
把一朵又一朵很快就要凋謝的芍藥花「移
植到」繡布上。細密、碧綠的葉子托着碩
大、鮮艷的花朵，如牡丹般富貴，似菊花
般燦爛，卻比牡丹更為清純素樸，比菊花
更覺自然素雅。芍藥花姿態各異，顏色深
淺不一。深粉、水粉、玫瑰粉的花兒，林
林總總，幾乎形成了令人陶醉的芍藥園。
芍藥花在我國已有3,000多年的栽培
史，花瓣9至13枚，有白、粉、紅、紫、
黃、綠、黑和灰色等等。其中，以揚州芍
藥最富盛名，芍藥與「二十四橋」、「明
月」構成了揚州風韻。芍藥適應性強，極
耐寒。芍藥不僅賞心悅目，而且是卓有療
效的中藥，其花、根均可入藥。芍藥初載
於《神農本草經》，從南北朝陶弘景開始
分白芍、赤芍兩種，曰：「芍藥今出白
山、蔣山、茅山最好，白而長大，餘處亦
有而多赤，赤者小利。」芍藥花可食用，
熬粥、做湯、泡茶均可，色香味俱佳。
白芍為常用中藥，性涼、味苦酸，入
肝、脾二經，具有養血柔肝、斂陰收汗、
緩中止痛的功能。赤芍性微寒，味苦、歸
肝脾經，具有清熱涼血、散瘀止痛的功
效。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有言：「白芍藥
益脾，能於土中瀉木；赤芍藥散邪，能行

血中之滯。」現代醫學證明，紅芍可使人
容顏紅潤，氣血充沛，改善面部黃褐斑和
皮膚粗糙。芍藥花粥、芍藥花茶，可養陰
清熱；紅芍藥酒能治療骨節疼痛、腎虛
等。紅芍迷人雖共醉，綠蘼蕪影又分將。
鴛鴦有路高低去，鴻雁南飛一兩行。猶憶
香雲醉不醒，芍藥枕下癡夢長。自古以
來，芍藥就是我國的愛情之花，令歷史詩
人寫出了無數美妙篇章，不斷閃爍着文化
之香。姜夔《詠芍藥》：「金壺細葉，千
朵圍歌舞。」湯顯祖戲劇《牡丹亭》中，
杜麗娘與柳夢梅相見幽會便是在芍藥欄
邊，吳敬梓《儒林外史》更將「採蘭贈
藥」用於男女相愛。
淺淺芳叢，繡幢鼎鼎，更艷香綽約。瓊
簾入夜卷瓊鈎，謝女懷香倚玉樓。翠莖紅
蕊天力與，溫馨熟美鮮香起。芍藥，別名
「婪尾春」，當代周瘦鵑先生曾為芍藥寫
過散文《綽約婪尾春》，他用「綽約婪尾
春」來概括芍藥意象。人格寄託於花格，
花格依附於人格。作品中芍藥花的意象已
與散文家的品格建立了某種「異質同構」
關係，表現出清雅的魏晉風度。
芍藥雖不似松竹梅蘭菊備受推崇，但其

意象及其意蘊卻異常豐富。女文人也不讓
鬚眉，李清照常借酒抒情，面對容華淡
佇、綽約天真的芍藥，曾詠出「金尊倒，
拚了盡燭，不管黃昏」的優美佳句。無獨
有偶，《紅樓夢》第六十二回「憨湘雲醉
眠芍藥裀」中亦用芍藥花飛、紅香散亂來
襯托湘雲的醉態，表現她內心的芍藥情
致。這不是巧合，而是中國文人對芍藥綽
約天真、淡泊豁達的普遍認同。

■雨後芍藥花更醉人。（韓鳳平
攝）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