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貧之旅

書法創作也需有激情
王羲之50歲那年邀
好友謝安、孫綽等41
位文人雅士聚於會稽

山陰的蘭亭修褉。其間，曲水流
觴，飲酒吟詩，得37首，彙編成集
便是《蘭亭集》。是日眾方家又推
王羲之寫一篇《蘭亭集序》，王羲
之藉着幾分酒意，提筆揮寫，一氣
呵成，於是《蘭亭序》便問世了。
序中記敘蘭亭周圍山水之美和聚會
的歡樂之情，抒發作者對好景不
長，生死無常的感慨。翌日，王羲
之酒醒後，伏案揮毫在紙上將序文
重書一遍，卻自感不如原文精妙，
一連重書幾遍，仍然不得原文的精
華，終於作罷。
雖然，上面所述也只是坊間傳
說，但歷史上未有王羲之留下重寫
的正本，可見王羲之確實未寫出比
初稿更令他自己滿意的作品了。
無獨有偶，被稱為天下第二行書
的顏真卿《祭侄文稿》，也是錯誤
之處甚多，時有塗抹，顯然也是顏
真卿的初稿，之所以沒有正本流傳
下來，可能也是因為重寫也不會有
更為成功的作品。
為何以王羲之和顏真卿這樣的大
書法家，不能重寫一篇比初稿更完
美的書法作品呢？這恐怕與兩人第
一次揮毫時內心的激情有關吧！

王羲之寫《蘭亭集序》時是「興
盡悲來」。上半篇他寫至興盡也只
是漏了「崇山」二字，而下半篇他
對人生苦短，生命不居極度感嘆，
文稿改錯竟有八處之多。可見王羲
之是在對生命的嚮往和執着的一腔
熱血激盪於胸時寫出《蘭亭集
序》。當事過境遷，激情不再時重
寫，便難以企及初稿了。
《祭侄文稿》是顏真卿追祭從侄

顏季明的草稿，追述常山太守父子一
門在安祿山叛亂時，挺身而出，堅決
抵抗，以致「父陷子死，巢傾卵
覆」、取義成仁之事。顏真卿在寫
至「土門既開，兇威大蹙」時，悲奮
之極，文稿出現多處塗抹。及至心
緒平復，便難再重寫那傷心感言。
《蘭亭集序》和《祭侄文稿》之所

以被視為天下第一和天下第二行書，
是因為兩者書寫時思緒萬千，心情激
盪，純以神寫，天然無雕琢，在情感
貫注之下使作品達到藝術巔峰狀態。
這兩件作品以「中和之美」和「氣格
之美」為中國書法樹立了兩座高峰。
真正的藝術創作需要有激情，

這已經是人所共知的常識。激情
從生理的角度上來說，就是某些
人與生俱來的一把火，在那些偉
大的藝術作品中，我們都能感覺
到那種熾熱的激情在熊熊燃燒。

自從2004年在北京
設立辦公室發展文化
交流活動，我們同外
交部有着更多友好合

作。2009年4月，我應邀陪同時任
外交部長的楊潔篪夫人樂愛妹參贊
親赴雲南省文山州麻栗坡縣扶貧考
察，楊夫人也是首任外交部扶貧工
作名譽大使，抵達當地，她不顧旅
途勞頓，立即率領大家深入農戶訪
貧問苦，向他們發放慰問金；還專
程考察兩所國小，向孩子們贈送學
習用品，並出席了由丹麥馬士基公
司捐助修建的哪燈國小竣工典禮。
雲南省文山州位處中越邊境，戰
爭期間遺下大量地雷，由於中越在
1992年關係才正常化，故當地發展
相對落後，掃雷工作未完成，約有
數萬名「邊民」不幸在下田時誤踏
地雷造成傷殘，使生活更加困苦。
當時村內估計還有大量地雷未被清
除，村民仍受到地雷的威脅，大家
考察時都要小心緊隨村長，避免觸
及地雷。
我們一行每天要乘車3小時穿越

迂迴曲折的顛簸山路考察，行程頗
為艱辛；但見到村民住在環境惡劣
的簡陋平房，不但沒有怨天尤人，
還親切熱情接待我們，堅毅意志教
人敬佩！
經過這次扶貧之旅，我深刻體會
到外交官背後其實一直默默地為貧
困地區人民奔波勞碌，這支有着鐵
一樣紀律的文裝解放軍，他們忠誠
愛國，不辱使命，甘於奉獻，堅持
維護國家和人民的權益，更肩負着

「外交扶貧」的使命！
1992年外交部開始定點扶貧雲南

省金平及麻栗坡兩個貧困縣。28年
來，除肩負繁重的外交事務，亦視扶
貧工作為己任：每年均組織各駐華使
館、國際組織、海外及內地善心人
士，參與外交部舉辦的國際義賣活
動，推動國內外的熱心企業捐助，
外交官們更自發出錢出力捐獻……先
後已有百多位外交官在扶貧辦工
作，數十人經年在兩縣掛職，深入
基層，確保政策措施落實。
善長們所捐贈的款項，皆全數支

付到每個扶助項目，外交部扶貧辦並
沒有像某些慈善機構，收取任何行政
管理費用，而是百分百投入去受益群
眾。多年來外交部共募集了善款4.6
億多元，在兩縣實施了教育、衞生、
飲水、培訓、整村推進、產業等
1,600多個扶貧項目，40多萬群眾直
接受益，為他們如期實現了脫貧。
而這次雲南省的「外交扶貧」之
旅，更令我大開眼界…… （待續）

1994 年「新秀歌唱大
賽」冠軍海俊傑自言非常
留意現時的歌唱比賽，他
有感而發，「現在的賽制

難多了，以往我們參賽一晚定生死，現
在要長期搏鬥，好辛苦！不過無論怎
樣，如果跑出，都要緊記要乖、要聽
話，自己就因為當年飄飄然而受到教
訓。我無論灌錄唱片還是拍攝電視劇
《總有出頭天》當主角，都認為天掉下
來理所當然的，沒有用心去做……」
「第二年陳奕迅獲冠軍，我問吳雨大

哥我何時出第二張唱片，他要我乖乖在
無綫拍劇，我聽不明，更不懂自我檢
討，我當年又有少爺脾氣，最要命的，
我不知天高地厚鬧公司。這是歷史，我
要同娛樂圈新一代分享，當年我和古天
樂同屬華星歌手，有報章分別約我們二
人做訪問，主題︰『古天樂海俊傑炮轟
華星』，其實當年記者問了好多次我何
時會出唱片，我初說好快好快，但久而
久之，未到兩年我就爆了一句︰我對唱
片公司失望！但我都不知古天樂（古
仔）也這樣說，不用問，接下來大家都
不用唱了……或者，古
仔可能志不在此計劃去
電影界發展，他今天已
成為電影界大亨，好
勁。當時大家都年少氣
盛，其實無論哪一行
業，都不可以鬧公司，
做得不開心，自己靜靜
離開便好了！」
「5年後1999年我不跟

TVB續約，因為我覺得
公司沒有給自己機會，
心 灰 意 冷 ， 另 謀 出
路……在外邊的日子，

有傳我飲醉酒，甚至乎欺負女演員，其
實真的冤枉，那一次是那人故意做新
聞，因為我們一起在亞視拍劇，當時比
較熟，我見到某些事情，我看不過眼，
我向她提醒一下，誰知不單事情沒好
轉，她反而攻擊我指我是鹹豬手！我當
時好憤怒要平反，我真的沒有做過，好
無辜，那對我的形象多少有影響……飲
醉我試過，但指鹹豬手真冤枉，我亦不
需要，我為何要那樣肉酸？我正式去追
求一個女孩子應該沒問題呀！自此之
後，我學懂了在女演員面前要事事小
心，不再作任何提點了。」
接近20年，海俊傑終於中佬回歸重返無

綫，他最要多謝的是吳鎮宇，「初初離開
無綫時候，鎮宇哥已經提醒我最好返回
大台，他解釋未在無綫做過男主角，在
外邊會好辛苦的！我多謝小青姐讓我在離
開 20 年之後重返 TVB 參演《法政先
鋒》，而且得到好口碑，接住我的演出機
會多了，將在劇集《兒科醫生》飾演一位
搞笑又乞人憎的院長，真的好好玩！」
「近年有人說TVB的出品退步了，被

內地的製作比下去了，踩得就踩，但我
返回之後親眼目睹，無綫台前幕
後都好專業，機器鏡頭都是電影
模式，並非流水作業，而且在內
地依然好有分量，我覺得好驕
傲，更希望行內朋友不要隨便講
負面說話，一定要飲水思源，很
多大星都在這個電視台出身，發
哥周潤發、劉德華、梁朝偉、星
爺周星馳、劉嘉玲等，外邊怎樣
威風也不可忘本！」
今天再見海俊傑，回想當年少

年輕狂的他，與今日的踏實從
容，實在有天壤之別！祝福中佬
回歸有更大發揮！

一改少年輕狂 踏實做人
相信不少香港人，兒時都曾和父母親一起

上過茶樓；而當年吃過的傳統點心，也已成
為香港一代人的集體回憶。
文公子聽飲食界前輩說當年，不少點心師

傅，其實都住在酒樓的宿舍，往往凌晨時分就會起床，開
工預備早茶點心。而近年不少酒樓已步向連鎖式經營，為
了提高效率，也為了節省成本，點心變成大規模生產，在
中央點心工場製作，急凍後經物流中心運往各分店加工或
只是加熱，即可奉客。而部分酒樓亦會由於節省成本，向
點心批發工場購買現成的出品。香港食客品嚐到的點心，
很多已是沒有個性的大規模製作的產品了。
一些地區性的酒家，因為沒有分店，又或者不想裁減工

作多年的老師傅，反而會保留了自家製點心。這些點心雖
然沒有創新的外表，但卻保留了傳統的內涵，往往這些
「古祖味」點心，就成為吸引食客趨之若鶩的賣點。
近日，文公子和朋友，就在一家傳統酒家，品嚐到久違

了推車點心。蝦餃、燒賣、腸粉、叉燒包，固然是搶手之
選；而乾蒸牛肉、魚翅餃、灌湯餃、銀針粉和西米布甸，
更吸引大家逐一拍照「打卡」，就像有眾多粉絲的明星一
樣。大家吃的，已不只是味道，當中更多的是兒時的回憶
與感情。事實上，現在不少點心，已非傳統的模樣了。以
灌湯餃為例，不少酒樓往往用上湯浸住一個餃子，在特價
時段推出；但其實正宗的灌湯餃，是湯在餃內的手工點
心。又例如雞紥，用腐竹包裹魚肚、雞件、北菇、豬肚
或洋腿等食材，在任何酒樓都屬於貴價點心；但現時不
少酒家卻用了平價的芋頭，代替了比較高價的配料如豬
肚。雖然香軟的芋頭，也算是頗受歡迎的食材，但卻不
免令人有以平易貴、新不如舊的感覺。
近年有不少點心專門店興起，有些更是大酒樓集團甚至

酒店中菜部的師傅「下海」主理，甚至有點心店取得「米
芝蓮」的星評，色香味都有一定水平，但似乎失去了兒時
隨父母上茶樓吃點心的風味。
回憶中的味道，當然夾雜了不少人情味，但傳統中的手

工點心，事實上也正逐漸在大規模製作中消失。香港是美
食之都，點心也的確不乏粉絲，文公子鼓勵酒家或點心
店，都能多做傳統點心，雖然未必所有點心都能符合成本
效益，但也會是吸引粉絲食客的一條好橋，令回憶中的味
道能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懷舊點心多粉絲

TVB落重本打造的
歌唱比賽《聲夢傳
奇》已進入白熱化階

段，愈戰愈烈。不單「落重本」，
而且來個大晒冷，6位導師粒粒皆
星：周柏豪、JW王灝兒、泳兒、
Gin Lee李幸倪、衛蘭及AGA江海
迦，還有25位來自樂壇不同範疇的
評審團，陣容鼎盛，要知道，《聲
夢傳奇》共有14集，每次錄影均需
9個小時，對於這班大忙人來說，
時間就是金錢，他們肯騰出寶貴時
間參與，令節目的認受性更高，亦
可見大台的江湖地位。為令節目更
精彩熱鬧，邀得譚詠麟登場與李克
勤合唱及擔任主理人，TVB現任高
層曾志偉居功不少。
一班學員台上鬥唱，台下鬥人氣，其
中以年齡最輕的3位美少女「彈出」。
率先在網絡點擊率衝破100萬大關的是
甚有性格的GiGi炎明熹，她以演繹林
憶蓮經典作品《沒有你還是愛你》出
戰，獲網民大讚，認為她必會成為天
后。阿倫早已不止一次點讚她，有人刻
意詆毀譚校長指是「燈神」，他的點讚
都是死亡之吻，如今炎明熹變相替阿倫
打破「燈神」詛咒。炎明熹今年只16
歲，青春無敵，參賽不足半年已擁有大
量粉絲，踏出了成功第一步，她要做的是
繼續努力，保持一顆赤子之心，必能順
利登上星光大道。
除後彈出的是被我封她為「聲夢

小可愛」的Chantel姚焯菲，她以
《戀愛預告》出戰，14歲的她樣子和
聲線甜美，演繹既清澀又甜蜜，冧
爆無數網民，人氣勁升，網上點擊由
最初到現在已超過160萬，直衝向
200萬大關。姚焯菲的經歷好勵志，
她在第一回合幾乎被淘汰，哭成淚
人。然後憑不斷努力打入十強，完全
體驗娛樂圈的變幻原是永恒。
繼炎明熹和姚焯菲成為網民女神

後，「翻版鍾嘉欣」Yumi鍾柔美邊
跳邊唱《心急人上》，青春無敵，熱
力四射，成功吸睛，點擊率直趕二
人。鍾柔美的台風、唱歌技巧、感染
力均獲好評，被譽年輕版陳慧琳，網
民大愛。葉問一打十，鍾柔美就一個
頂9個。一個唱9個人的詞，跳跳唱
唱4分鐘，一頭長髮配活力舞姿，懾
場，唱歌不喘氣、沒走音，難度高，
甚有感染力，背後應下過不少苦功。
不少網民認為她是三甲之選。
Yumi現時就讀中三，只14歲，

跟姚焯菲同年，但比賽經驗豐富，
6歲開始參加各大小比賽，參賽經驗
超過100 次。雖身經百戰，但她不敢
鬆懈，除應付學業、為《聲夢》綵排
及演出外，原來每星期仍抽最少5個
小時上才藝班，包括唱歌、鋼琴、結
他、色士風及跳舞等。她會不會逐個
才藝在比賽台上Show Quali？
《聲夢》女學員搶盡風頭，男學
員幾時迎頭趕上？

《聲夢傳奇》3美少女成網民女神

在假期中的一天，靜坐時突然
想到，活到了這個年齡，好像沒
有多少件事情是順從自己的內心

去做的。往往都是聽從長輩朋友的意見，在他
們口中所謂的「少走彎路」，而如今回顧成長
歷程裏，好像沒有多少事情是完全按照自己的
意志去嘗試的。這未免也有些遺憾。但是再想
一想，人生歷程也還長，我想我一定會勇敢去
嘗試自己想做的事。
曾經在一本書上看過一句話，世界越不同就
越精彩。如果把這句話放到我們的人生中，也
是適合的。雖然在長輩口中的路，是經過了前
人實踐和體驗之後總結出來的，能避免了很多
挫折和失敗，但是對於長遠的人生來說，這樣
的路真的是我們想要走的嗎？曾幾何時，我們
丟失了童年的那一份嘗試和創新精神，我們總
是畏首畏尾，怕投入去做了會換來預期之外的

效果。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誰又能夠定義
預期之外的效果就一定是差的呢？
就比如爬山這個例子吧。多人走的路肯定是比

較順利的，會避免讓我們遭受很多辛苦，但我們
已經走習慣了這樣的路，心裏卻是渴望看到另外
一些風景的，那為什麼不邁開我們的腳步呢？另
一條路，也許布滿荊棘，也許都是坎坷石頭，這
是別人所知道的，但我想那裏一定有我們想要看
的風景，那是沒有走過的人所不知道的。勇敢去
嘗試，我們會得到不一樣的體驗，也許那樣的滋
味並不好受，但是至少也能夠讓我們從自身總結
出經驗，而不是一開頭就聽從別人的意見。這對
我們的人生來說，也是一種錘煉，難道不是嗎？
其實，人生就是一段旅程，無論多高的山、
多長的路，都需要我們一步一個腳印去走過。
沿途的風景到底是怎樣的？我們又要怎樣將這
段旅程充實呢？這全都在於我們自己。對待生

活，應該有一股韌勁，不要害怕失敗與挫折，
不要因為前方有困難，而退卻了自己那一顆嚮
往前進的心。勇敢去嘗試，勇敢去經歷，人生
的主動權掌握在我們手中，只要我們願意，我
們就能夠創造出自己的精彩來。
當然，要做到勇敢去嘗試，前提也要保持一

顆豁達的心。有時候我們也不應該把人生看得
過於慎重，來人生一趟，就應該活出自己的精
彩。我們可以這麼想，無論成功或者失敗，快
樂或者挫折，這都只是人生功課的一些內容，
不需要把它們看得太重，也不要被它們主宰了
自己的心靈。跟隨自己的心靈吧，跟從自己內
心的方向，只要一件事符合社會規範，我們就
可以勇敢去嘗試，勇敢去體驗。勇敢去嘗試，
其實就是不斷地刷新、充實我們的心靈，給我
們的生活增添色彩。相信沿途的點點滴滴，將
會成為我們生命的精彩回憶。

勇敢去嘗試

酒後的話
酒後的話，就像層層紅葉圍着一顆

心打旋，颯颯作響；又像剝開的煮雞蛋
晶瑩光潔，讓人不敢直視。
內弟說，酒後的話是彎曲的光芒，

柔軟又刺眼。他考上大學時，父親和他
一起喝酒。父親是位老實巴交的農民，
從心底崇尚有學問的人。如今，自己的

兒子，真真兒地跳出了農門，心裏無比高興。
父親醉了，把內弟也弄得醉意朦朧。父親拉着
兒子的手直叫兄弟。內弟說，這讓他想起——
父親拉着家裏的那頭老牛叫兄弟的情景。
席間，內弟對父親說，自己不是個好兒子，

考了兩次才考上，讓他跟着自己多受了一年的
折磨。父親說，古時候有多少老秀才啊，考了
一年又一年；不管怎樣，你是成功者。雖晚來
了一年，可這心窩兒裏總是火熱的。如果內弟
第一年就考上，我相信，他的父親或許不會
醉成這樣子。酒是心的媒介。記得剛包產到
戶那年春天，身為農把式的父親心裏非常高
興，燙了一壺酒進行慶祝。酒後，我看到父
親在走向稻田的路上，不時踢飛一塊路上的土
坷垃，活潑得像個孩子，彷彿把自己沉穩的
個性都撐破了。他面對大水漫田時，憨笑着
喊：「這裏……以後……我就是稻司令了，連
青蛙都得聽我的號令！」
一個人的真性情，是蘸着酒寫成的。記得在

學曹禺《雷雨》這篇課文時，我第一次認識了
酒的神奇作用。周樸園喝醉時告知蘩漪，周
萍的母親是被趕出周公館後投河死的。周樸
園這個人，不可能在清醒時講這秘密，只有
酒後吐真言。唐代工部郎中皇甫湜喜歡酒後
為文，他酒後的話，可謂字字千金。皇甫湜
每每寫上佳的碑文時，總要叫人備下好酒，於
暢飲酣醉之際，華文秀句洋洋灑灑而出。
這個世界上，還有一類人，平時話不多，好

像一泓平靜的湖水。起先，這類人在酒桌上有
些拘謹，三杯酒後，他們的情緒便被酒精點着
了。一旦甩掉拘束，隨着酒入肚中，話會慢慢
多起來。他們的靈感得以發揮，講的像是一些
太空外的事，或是一些自己過去的輝煌。如果
酒桌上沒人制止，他們甚至會喝得爛醉如泥。

我的一位表哥，就是這個樣子，平常沉默寡
言，喝起酒來變得十分健談，乃至滔滔不絕，
甚或大放厥詞。他在酒後，曾無不幽默地
說：「我走在街上，老有女的看我，男的看沒
看，我沒留意，我的回頭率或側頭率還是蠻
高的。我知道，她們看我，不是發現了一個帥
哥，之所以眼前一亮，很可能是她們發現了
一個怪物。」不少朋友喜歡表哥酒後的狀態，
他們認為表哥喝酒和不喝酒完全判若兩人。
有次酒後，表哥竟在牆壁貼有一訓：「若

再喝酒，便是烏龜王八蛋。」他因醉酒失
言，在酒桌上胡編亂造。因為當時酒至酣
暢，心花怒放，口無遮攔，滿嘴跑火車，竟
然杜撰了同事阿琦的風流韻事。後來，此事
傳進阿琦老婆耳朵裏，兩口子打得頭破血
流。當聞聽同事家裏如此大動干戈，表哥狠
狠地搧了自己嘴巴，發誓永不沾酒。
雖然酒後的話信不得，但畢竟是人講的，

讓旁人聽着會非常鬧心。一個酒鬼，因為酒能
亂性，行走在兩個世界中，很容易偏離正常軌
道，失言失禮是常有的事。要想左右逢源，就
必須不該喝的酒不喝，不該說的話不說。遠房
阿舅是一個大酒罈子，和他喝酒的人，常被撂
趴下。但大家說他口無遮攔，也說阿舅酒後說
話掏心窩子。有次，阿舅從手機上看到了有位
奇人的勸酒妙招，不由笑出聲兒來。且看那奇
人嘴上功夫︰先給桌上的各色人等斟滿酒，
之後大聲吆喝：「各位，我先乾了。你們都是
大老闆，我什麼也不是，就一個平頭小百姓，
你們把這杯酒喝下去，乾了。誰不喝，我叫您
個爹，我替您喝了。」大家看這份義氣，喝。
「我給各位再斟上。」奇人又說：「各

位，我先乾了。你們都是大老闆，我什麼也不
是，就一個平頭小百姓，你們把這杯酒喝下
去，乾了。誰不喝，您喊我叫爹，然後我替您
喝了。」大家不高興，憋着氣喝下去。
「我給各位第三次斟上。」奇人又翻出那句

話，「你們都是大老闆，我什麼也不是，就一
個平頭小百姓，你們把這杯酒喝下去，乾
了。誰不喝，誰就沒爹。」大家氣憤非常，眼
裏噴着火，想拂袖而去。可離開了酒桌，就證

明自己沒爹，捏着鼻子也要喝下去。可有人實
在喝不了，沒喝乾淨。奇人又大放厥詞：
「沒喝乾的，到家進門必定要哭爹！」無奈
之下，所有人杯中酒一滴未剩。
遠房阿舅讀完文章，不由得哈哈大笑，心
想：天底下竟有這等野蠻的勸酒法。他說︰
「真長見識。酒是刀，坑爹的刀，可以殺得大
家片甲不留。」他覺得這方法太「坑爹」了，
竟拿上一輩的父母開涮，那畢竟是我們授之毫
髮的至親之人，不好。遠房阿舅靈機一動，若
是改換成媳婦，會是咋樣呢？轉念一想，這也
不太好，但總比「坑爹」強一些吧。身為酒桌
老大的遠房阿舅，發現總有個別哥們賴着不
喝，這下有法子收拾了。他詭秘地笑笑，後天
朋友們聚會，就驗證一回，試一試。
那天酒桌上，大家喝得差不多了。遠房阿舅

的臉上顯露出一絲壞笑，舌頭有些跳︰「哥
幾個，哥哥我斟滿的這大杯的酒，我先乾
了。你們都是我的好兄弟，沒別的說，把這
杯酒乾了。誰不乾，我叫誰娘們兒，然後我替
誰喝了。」大家都是男兒身，不得不喝。「我
給各位再斟上。」他又說︰「哥幾個，我先乾
了。你們都是我好兄弟，沒別的說，把這杯酒
乾了。誰不乾，誰給我當媳婦，然後我替咱
媳婦喝了。」大家不想當女人，尤其不想給他
當媳婦，堵着氣喝下去。「我給各位第三次斟
上。」他故伎重演，「哥幾個，我先乾了。你
們都是我好兄弟，沒別的說，今天把這杯酒乾
了。誰不乾，誰就休了自己的媳婦。」大家眼
睛瞪得像銅鈴，像不認識他了，以為他吃錯
藥了，因是多年好友，板着臉喝下去。可有人
實在喝不了，沒喝完，他嘴上又發來了一個
「桌際導彈」：「誰要不喝乾，誰媳婦就是
外邊有人了，並且一定有貓膩！」大家一聽
這話，臉色鐵青，杯中酒喝得一滴未剩。
大家喝完後，有一哥們跳起來，正言厲色

道︰「今天，你這大哥，當得有點兒過分
了，昔日千杯不醉，今兒你咋了，酒後竟說
出這麼沒水平的話？哪家的媳婦，不是咱心
愛之人，咋能這般作踐呢？今兒喝的不是
酒，喝的一肚子急火呀，心裏好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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