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采風

B6

●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1年1月18日（星期一）

2021年
2021
年 1 月 18
18日
日（星期一）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2021年1月18日（星期一）

潘某人大半生都在闢
謠，闢謠這回事，很能
開罪人。
潘國森
首先會讓造謠者不高
興。造謠者大概可以分成兩類。第一
類是做人處事太大意，還未弄清楚事
實真相，就大力宣傳推廣。第二類是
明知（或隱隱約約知道）自己其實不
很懂，卻仍然以知情者的「權威口
吻」去講故事。開罪造謠者實屬無
奈，有點似佛家講人生七苦中的「怨
憎會」了。我本無意與你過不去，不
幸你散播的謠言剛好讓我知道，又剛
好我覺得這個謠實在非闢不可。這樣
就將兩個原本不相干的人牽連在一
起，可能無端結怨了。
最麻煩者，卻是闢謠還要冒犯了
「群眾」。許多人喜歡「道聽途說」
之後，幫忙傳遞「知識」。我每一次
揭破了謠言，都不知要得罪多少參與
散播謠言的人！
「三權分立」的謠言，當然是有人
惡意編造。涉及「荒唐鏡」的謠言，
則未必有邪惡的動機。翻查記錄，筆
者早於 2010 年已在本欄介紹過「荒唐
鏡」本名潘鏡泉，不是姓「方」名
「唐鏡」。小時候看電視重播的粵語
片，見有新馬師曾主演的「荒唐
鏡」，電影中明言他姓潘名鏡泉。
「荒唐鏡」和陳夢吉都是著名「扭計
祖宗」，「扭計」是廣府話，泛指用
計謀來鬥智。廣府掌故未聞有說他二
人是以狀師為業。後來周星馳和張衛
健兩位小生也要演陳夢吉，難免要讓
「荒唐鏡」做反面人物。可是電影人
不知新馬師曾演的「荒唐鏡」是「諢
名」（廣府話稱為「花名」），自作
聰明「荒唐鏡」和「方唐鏡」並用。
後來「方唐鏡」就變身成為錢而不擇

手段害人的訟棍！試想，如果你是姓
方的廣府人，會為兒子起個名叫「方
唐Ｘ」、「方唐Ｙ」嗎？
先前，香港文化界前輩岑逸飛岑公
要我在電台節目談談「荒唐鏡」與陳
夢吉，功夫是逼出來的，岑公要我交
「功課」，當然不可以拿十年前的本
事應付，便上上網、跑跑圖書館。潘
鏡泉是我們廣東南海縣鄉賢，現在潘
國森又當上了香港潘氏宗親會的副主
席，在公在私都要為「荒唐鏡」闢謠
平反。
原來近年有人在廣州刊行書籍，談
廣州的故事。豈料粗心大意，自打嘴
巴。此君說潘鏡泉生於 1845 年，但是
又同時提到潘鏡泉在 1848 年開罪了兩
廣總督徐廣縉，被革去秀才的功名，
到了 1851 年徐督離任，才敢回家。這
豈不是說潘鏡泉虛齡4歲考中秀才？
近年互聯網上常見到有「廣東四大
狀師」的新發明，於潘陳之外，再拉
了劉華東和何淡如充數！類似謠言，
讓我想起新出的「香港四大才子」，
編派是金庸、倪匡、黃霑和蔡瀾四
位。類似謠言真是闢之不盡。記得
「小查詩人」（潘國森首創對金庸的
敬稱）去世不久，筆者在杭州浙江工
業大學「和山青年論壇」主講了一節
「不一樣的金庸」講座，說明「香港
四大才子」是謠言。當晚看智能手機
的新聞，赫然就見到倪匡先生同在闢
這個謠！他強調 4 人之中，只有金庸
方為才子，其餘3人差了一大截。
別說潘國森闢這謠不甚見效，當事
人之一倪匡闢謠亦不見得管用呀！
「廣東四大狀師」之說不知始自何
人。還是集中介紹潘鏡泉其人其詩，
以立代破為是。
以立說暫時代替破解謠言。

萬物生長靠太陽，說的是太陽
能，能量轉換。生物生存需要能
量，能量有可見和不可見。能量終
有耗盡的一天，太陽壽命是一百億
年，或者不到一百億年太陽能便耗
盡，地球上生物賴以生存的太陽能
一旦耗盡，如果沒有他路可謀的
話，地球生物將跟着太陽隕落而走向生命
終點。
人類歷史放在一百億年中何其短暫，太
陽現在大約五十億歲，「人生不滿百，常
懷千歲憂」，這是人類宿命，另謀他路歲
月悠長，未雨綢繆何嘗不是鐵定的識見。
電影《流浪地球》那樣的情形，誰敢說哪
天不能成為現實。
太陽相較銀河系這位大佬當是普通的小
弟，放在浩瀚宇宙渺渺如一顆發光石頭，
有心人說，人類較於宇宙巨人不過是 DNA
片段。人類弱小如斯，不等恒星壽盡，自
個兒先消亡了，該操心的一刻不能省。操
什麼心呢，先把能耗問題放一邊，人類自
身的延續成為問題，顯然不得不重視。以
目前的知識論斷，物種的滅絕不外三種狀
況。一是自然災害被滅；二是食物短缺餓
死；三是生育不了自絕。這裏着重解釋自
絕問題，希望將它控制在萌芽狀態。
高度發達的國家，出生率逐年下降，還
出現了負數，只有死亡的，沒有出生的。
德國、法國和日本皆在此列，後工業時代
的典型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個人收入高教
育醫療配套好，為什麼生育期的男人女人
就不願意生孩子了？生兒育女成本高，遠
遠高過政府所能提供的各種便利，生活實
屬不易。西方人愛好自由，講究個性，重
視生活質量，有了孩子生活質量的標配受
影響極深。佛言人生本苦，主道人有原
罪。自己尚且活着不快樂，何必再讓孩子
來世上受罪。

最近有位自媒體人王相軍遇難
了。我以前看到過他的視頻，還
順手關注了他的賬號「西藏探險
王」。然後，就徹底把他給忘了。現在忽然看
到這個噩耗，搜賬號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早就
關注過此人。在他的主頁，靜靜地躺着各種冰
川。而他的名頭也很響。圈裏的人都知道，他
的足跡遍布西藏的70座冰山。
這讓我忽然想起去年的一部紀錄片《徒手攀
岩》。主角也是這樣一個自然愛好者。他徒手
攀爬過很多美國的山脈，並在紀錄片的結尾，
他成功地挑戰了 3,000 英尺高的酋長岩。這座
山對於一般的人來說或許並不特別，但對於一
個攀岩愛好者，征服它是最大的榮耀。
王相軍沒有成功，並且付出了生命。但他實
際上和這位攀岩者是一樣的。他們都試圖融入
到自然當中去，並用自己的行動連續性成就了
一個傳奇。這個時候，如果有人想要拍一部王
相軍的傳記片，我想並不難。只要把這位逝者
生前的資料片都收集回來，再去採訪一遍他的
親朋好友，讓他們在鏡頭面前談談這個人的軼
事。很有可能，王相軍就會從一個新聞傳奇變

劉征

歷史斷章 富現代感

當此新冠肺炎肆虐之時，香港人人鬱悶驚惶，接獲張
惠精彩新書，「悅讀」其中，心中得以片刻輕鬆抒懷。
張惠有慧眼識見，竟可把自己對經典文學及唐詩宋
潘金英
詞元曲，各種獨到的感悟揮灑自如，寫出歷史感和現
代感兼備的好書《歷史裏的斷章》（見圖），300 頁豐厚的內容，
不但涵蓋中國四大名著：《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
和《水滸傳》，更涉談中國古典戲曲，近、現代文學，以及外國青
少年文學、翻譯小說等。她落筆於古典，而帶着個人心得之解構方
式，進行新角度來書寫，每以文史片段之重要人事，冠以個人想
像，找到特別的「切入口」，在寫作領域上出人意表，有新的逆轉
情勢，內容豐富層出不窮，令我欣賞之餘，
更對悠悠中華五千年歷史文化怦然心動！
細讀這書，感到她是按照經典書中人物的
才情事件再度創作，寫成屬於新層次的故事
「斷章」呢！張惠以中國小說人物、精華片
段取材，再作闡析發揮，常穿插小軼聞、歷
史斷章及故事精彩片斷，寫來充滿創意。像
我這樣一個愛小說的讀者，認為此書各篇巧
設題目，令人印象深刻。例如：留侯張良斷
章、三顧茅廬斷章、太守情懷總是詩、魯智
深與比卡超、失敗的英雄需要的不是同情、紅樓夢的學問與聯姻、
紅樓夢謎語的現代闡釋、千金買馬骨、柳夢梅挖墳、看戲的三種境
界、每個人心裏都住過一個彼得潘、在大學講白雪公主、真假遺
產︰狄更斯名作《遠大前程》……看，題目懸疑吸引，引人入勝！
這書遊移於古典與虛實，寫得生動有趣，每篇「斷章」主題不
同，話題說不完；張惠巧用修辭，筆調優美，文情並茂，經典小說
語言的用典出自何處？用何喻本體、喻體？意思含蓄隱晦，爭議在
哪裏？她都力求透析重點，詮釋清楚，使讀者明瞭。
這書反映博大精深的文化識見，張惠學養深博，面面俱到，通過
這些小說和詞曲，簡潔概括地把個人對每篇經典的解讀，放到現代
大環境下聯想及詮釋，力求講解古時經典背後所形成的時代背景、
淵源、環境，以及人生際遇，讓讀者開眼界，從中獲益，對生活、
命運、人生觀等哲理有更深入的認知。人生真是有弔詭多變之事，
完全取得壓倒性勝利？不要太快定斷！書中有很多閃光觀點，留給
後人對人生、愛情之價值，寫出不同體悟，充滿情味、魅力。

相互成就一對兒

信而有征

究。至於美國，雖然受疫情影響嚴
重，但其「毅力」號也於 7 月底成功
發射，並表示將用兩年時間探測火星
生命跡象，同時測試火星低空飛行的
條件和可能性。
至此，去年這個大名鼎鼎的「新冠
年」，其實是否也可以稱之為人類的
「火星年」？
不僅如此，及至去年11月24日，中
國月球探測器發射升空，在月球表面
自動採樣1.7公斤後起飛返航，並於12
月 17 日成功着陸地球，順利完成了中
國首次地外天體採樣返回任務。這也
是繼1976年前蘇聯「月球24號」探測
器之後 44 年來人類再次從月球表面帶
回樣本。無論怎樣衡量，這也都算得
上是一件星辰大海、天上人間的又一
壯舉。
仰望星空，我們當然不會忘記，不僅
不會忘記前蘇聯，也仍然記得正被疫情
肆虐嚴重的美利堅合眾國。我們仍然記
得，從 1969 年 7 月 21 日，美國「阿波
羅 11 號」飛船載着 3 位宇航員登月成
功，一直到1972年，人類曾先後6次登
月科考，但中國一直望「月」興嘆。一
直到 2004 年，中國才有能力啟動探月
工程，開始為載人登月計劃打基礎。去
年的「嫦娥五號」，正是這層層基石中
的一環。這期間，於無聲處，許多人正
在一年又一年做着不懈努力。
新冠這一年，對很多人來說確實有
太多不幸、悲傷和不堪回首，但在這新一
年開端之際，何妨回首望星辰，其實是
任重道遠，路阻且長。而那廣袤的暗藍
深處，回饋着勇氣和希望——人類能上天
攬月，也必將消滅大地上的病菌流毒。

雪原

去年底，小狸所見各
種網絡文章，大多說的
狸美美
是即將過去的這一年多
麼不幸，多麼悲傷，多麼不堪回首。
猶記得只有美聯社的一個標題比較與
眾不同：「歐洲迎來黑夜後的第一縷
陽光」。
且不說這「第一縷陽光」說的是疫
苗還是什麼，小狸非常喜歡這個標
題，因為它讓人想起了黑格爾的一句
名言：「一個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
人，他們才有希望。」而且，在黑格
爾之前，康德也曾說過：「在這個世
界上，只有兩樣東西值得我們仰望終
生，一個是我們頭頂上燦爛的星空，
一個是我們心中高尚的道德律。」這
句話出自《實踐理性批判》，後來還
被仰慕者刻在了康德的墓碑上，永遠
閃耀着人類思想的偉大光輝。
是的，星空總是能給我們以慰藉。
去年，即 2020 年，當然也不例外。除
了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世界以外，在這
難忘的一年裏，也還有人類科技進步
的星辰大海、天上人間。
去年是火星和地球距離最短、最適
宜發射火星探測器的一個時間窗口。
因之，7 月，中國「天問一號」搭載
首款環繞器雷達，用一雙「X 眼」精
準探測了幾千米深的火星地層，不但
採集了岩石土壤等樣本，更繪製了火
星地質結構圖，還探測了火星磁場，
由此揭開了火星磁場的演變歷史。
繼之，阿聯酋的第一個火星探測器
「希望號」在日本由日本火箭發射升
空，並繞火星做近赤道軌道飛行，成
功地對火星氣候及天氣進行了探測研

不了問職員，對方說：「啊，被送到
了醫院，是政府的福利人員幫他。」
我如釋重負，知道他現在終得溫飽！
香港仍是個福地。
我匆匆往來，忽略了社會福利署設有
露宿者服務，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去營
辦露宿者綜合服務隊，他們會在日間及
深宵到街上巡視，尋找無家可歸者，為
他們提供緊急及短期住宿、洗澡地方、
剪髮和膳食、基金、就業幫助、轉介
等。協助他們自力更生，重新融入社
會。除此社署或非牟利機構營辦的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及綜合服務中心亦為
露宿者提供外展和輔導。
最令人感動的是在寒流下，不少善
心人買來暖被厚衣熱飯送給露宿者，
身邊也有朋友默默提供幫忙。
對於自己匆匆而過的冷漠實在感到
慚愧，其實我只要打個電話給這些提
供協助的機構，那位露宿者便可以早
些受助，少受點苦。這事讓我學懂了
應該給予有需要者適時和適當的關懷
和幫助！

乎不見有好消息。陳司長認為抗疫
成效是經濟好轉的關鍵，是否再派
錢，需謹慎考慮。
在股票市場方面，「不減反加」
的壞消息紛傳。其實一直以來，市
場中人曾多次希望減印花稅以節省
成本，可惜不了了之，立法會金融
服務界議員張華峰一向積極協助業
界解決難題，他曾就環球多個主
要市場的數據費用作對比，發現
港交所的收費普遍較其他市場為
高，張華峰建議港交所考慮減低
報價服務費。當然，從善如流的
話，最好能將股票買賣印花稅減
價。環球各地央行為了救經濟，正
在不同程度地「放水」救市，市場
資金充裕有利股市上升，遺憾的是
壞消息不斷傳來。最「攞命」的是
疫情持續爆發且出現變種病毒，致
令人類憂心忡忡，樂觀不起來。
香港是國際化開放的城市，面
對百年大變的局勢，香港又豈能
獨善其身呢？某少數眼光短視的
港人，未能看到中國的偉大前
景，更未能體會到香港有背靠祖
國的優勢，反而不看好香港前景
而千方百計往外地移民覓樂土。
環顧目前，香港社會有關移民外
國或者涉及雙重國籍的事宜，很
多國家是不容許雙重國籍的，所
以在香港談到雙重國籍問題有些
敏感，各說各的，議論紛紜。其
實，你若是中國的香港人，我告
訴你，香港是宜家宜居的好地
方，為什麼要移民他方呢？

家家廊廊

網人網事

何妨回首望星辰

我每逢周六都會到上
環上課，之前的一段日
子，每逢經過海邊的一
條行人天橋，在天橋底都會見到一個露
宿者，一身骯髒不堪，四周堆積滿雜
物，衣衫襤褸，驟眼看來地上是一大團
黑壓壓的東西，分不清人與物。心想，
怎能如此地生存？是人沒了正常的神
智？很容易掉了性命的！我深感無能為
力，只能帶着一聲嘆息匆匆離開。
另兩個周末再經過天橋底，露宿者
仍在，身穿更破爛，天氣轉冷風寒徹
骨，會冷死的啊，我深感無能為力，
只能帶着憐憫匆匆離去。
稍後的日子寒流襲港，在溫暖的被
窩仍感冰冷，想起街上露宿者正受飢
寒交迫於心不安。再一個周末，經過那
天橋底，赫然見到不一樣的景象，露宿
者不見了，地面洗擦得乾乾淨淨，心
內湧出一連串的假設：冷死了？搬到了
較暖和的內街？內心充滿矛盾。往後
的兩周再經過該處都懷着這份好奇。
終有一天到旁邊的便利店購物時忍

余似心

俗語有云：「光
陰似箭，日月如
梭。」轉眼間，庚
思旋
子年快將過去。廿
四節氣之「小寒」已過，接踵而來
「臘月」又已到了。廿四節氣實在
與天氣十分脗合，小寒一到，嚴寒
侵襲，全球很多地方都是雪花紛
飛，煞是好看。只不過，多個地方
竟然有人無法抵抗寒流而死亡，實
是令人痛心不已。記憶中，今年小
寒以來，天氣幾乎是十數年之最
冷。再過幾天，「大寒」又將至，
期望上天給我們帶來溫暖，開開心
心迎春節。
天冷如斯，而新冠疫情不但持
續，更來勢洶洶，死亡人數眾
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指出
近日疫情是有下降跡象，但仍反
覆不斷，加上全球疫情仍在爆
發，認為現階段不是放寬防疫措
施的時候，相信市民要過一個平
靜的農曆新年，政府將不會開始
放寬防疫措施。
環顧目前實際情況，受影響的
各行各業，無論是老闆或是打工
仔，都受到傷害。最慘的是本來這
是購物黃金時候，市面卻一片冷清
清，無法發財了。日前，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指出，下月將發表新一份
財政預算案，目前正進行公眾諮
詢。大家非常羨慕澳門市民又獲政
府派錢，當然更希望香港政府也考
慮每人派錢二萬元。哈哈！真想得
美了。然而，空穴來風，所得的似

百百

翠袖乾坤

消失的露宿者

為什麼要移民他方？

心窗常開

思旋天地

琴台客聚

再為「荒唐鏡」闢謠

丁克與單身狗愈來愈多，出生率愈來愈
低。二者背道而馳，最終將人類引向自絕
的道上，這話聽起來危言聳聽，安知若干
年後不是如此這般。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國人受教歷史悠
久。講究自由、個性和生活質量在它面前
略顯輕浮。國人幸有傳統風俗日夜熏陶，
暫時沒有步西方發達國家後塵。但是談一
場像樣的戀愛不容易，在偏遠農村，男人
沒有錢結不了婚普遍了。大城市離婚率居
高不下了。這些因素無疑都影響了出生
率，這些難題沒有改觀的話，步發達國家
後塵只是時間問題罷了。
現在如果有誰編撰一本擇偶，男女配
對百科全書式的書，搞個廣而告之的發
布會，估計還沒發行就成暢銷書了。大
夥以為高富帥和白富美是天造地設的配
對，門當戶對相貌才學能力收入環環相
扣。這樣的結合想必就是童話中描述的
大結局，從此公主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
一起。話音剛落被現實打臉，王子和公
主很快離婚了，出軌的出軌劈腿的劈
腿。經過婚戀專家統計研究，假設將未
婚男女分為 ABCD 四個層次，綜合家庭
條件外貌學歷收入等因素得出的分層。A
男一般喜歡選擇 B 女作為婚戀對象，而 B
女 C 女大概率能夠婚戀成功，最後剩下
的是 A 女、D 女。這裏絕無歧視的用意，
借用婚戀專家的研究結果。
家庭作為一個團體，有一個中心便可，
如果是兩個中心難免起衝突，平衡被打
破，不利於生活，在外可以動盪不安，回
到家裏應該和睦愉悅，如果不能做到這
樣，這個家就沒有留戀的必要。這理當是
A男不選A女，轉而求其次選擇B女或C女
的緣故。從心理學的角度推究，A 男在 A
女處感受不到優越感，感受不到被需要的
不可代替，即使在一起組成家庭，常見閃

婚閃離。A 女與 D 女被稱為剩女的主要組
成。A 女的婚戀結是不願「屈就」，她可
以跟 A 男的選擇看齊，選擇 B 男或者 C
男，真正操作起來，她比 A 男辛苦，因為
當今世界是男權社會。女權主義先驅們真
刀真槍幹了好久，也不過在男權社會的堡
壘鑽了幾個小洞。
民國外交官典型 A 男顧維鈞知名度極
高，一生四段婚姻，非常具備代表性，罵
他是渣男大有人在。第一段婚姻父母包
辦，被他決然拋棄，這位被拋棄的女子歸
為 D 女。後來三段婚姻對象都是 A 女，第
二任太太染病早逝。第三任太太黃惠蘭，
她爹特別有錢，她的衣櫥連宋美齡都讚
歎，這段婚姻當屬強強聯手，可惜黃小姐
的多金未能買到顧大使的心，她肆意揮灑
金錢讓他不舒服，優越感向來爆棚的他頓
失所有，他不愛她。第四任老婆復旦大學
校花嚴幼韻，顧大使婚內出軌於她，此時
嚴幼韻丈夫已去世，獨自帶着三個女兒。
她挑起了顧大使的保護慾和征服慾，愛情
就在被需要的溫床滋生，在兩人一起生活
的日子，嚴幼韻懂得低下身段對他照顧得
無人可及，她愛他不在乎被人譏笑為保
姆。愛情需要物質附麗才能長久，互相活
成被需要的樣子，彼此不可替代是婚姻最
好的樣式，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顧維鈞與嚴幼韻都很長壽，嚴幼韻 2017
年去世高壽 112 歲。時代在變，風物在
變，但人性的需求，「食色性也」，變與
不變跳不出大潮。不知哪裏吹來的風，帶
起的浪花撼動不了大潮。
性慾是為了物種延續而存在的，不是為
了讓擁有性行為的物種快樂而生。男歡女
愛分門別類有違天性，何不選擇可以互相
成就的對象共同成長。人在世間，繁衍後
代將基因傳承下去，可謂天命所歸。不可
違背，馬虎不得。

傳奇的誕生
成永恒的傳奇。就像《徒手攀岩》一樣，因為
紀錄片的精彩，攀岩者也跟着成了一個神話。
但你很難說是紀錄片成就了它的主角，還是
主角成就了紀錄片。從前者來看，我們要感謝
導演。是他高超的取景與剪輯技巧，讓主角封
了神。但就在這個過程當中，片子或許就被導
演偷走了。就像電影大師愛森斯坦所說，剪輯
所完成的影片，它的思想歸於導演，而不是它
的主角或被攝對象。我想這也是每一個導演的
期待。就像古代的匠人，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
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或許別人一
輩子都發現不了，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這部
作品永遠只屬於他本人。愈是技藝高超的人，
這種想要自我實現的願望愈大。
不過看過《徒手攀岩》，我對於導演的主導
權忽然不那麼篤定了。我在想，當我們看到有
這樣一個人，在如此冷靜地將自己的生命「浪
費」在一件看似無用的事上的時候，我們很難
不被他感動。因為剝離了功用性的行為，行動
的精神純度卻會因此達到最高。導演也是人，
他也會受感召，並忠實地成為一個記錄者。
於是，在拍攝的時候，這個人的生活就成了

一條線索。比如在《徒手攀岩》當中，導演會
跟拍他的生活、他的妻子、他的訓練，甚至
於，會繫着根繩子，吊在半山腰上跟拍攀岩者
的帶繩訓練。
以往沒接觸過攀岩的時候，我總以為徒手攀
岩的人都是在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看了這部
紀錄片，看到那為了徒手攀岩而進行的一次次
帶繩訓練。還有那本厚厚的筆記，記錄了每一
個攀爬難點的各種解決方案。這時候我才相信
了那句俗語「藝高人膽大」，並且深刻體悟到
一種建立於謹慎準備當中的無畏。
所以，一個攀岩者的形象就這樣在拍攝的時
候被固定下來的。每一次，當導演試圖想要表
達自我的時候，或許他都將被他的拍攝對象所
震撼，並最終如實地記錄了這一切。這時候，
傳記片的主角就將牢牢地成為它的主人。然
而，如果我們再向前一步，或許會發現，這部
紀錄片也不完全屬於這具血肉之軀，而是屬於
一種精神。這精神由各種精彩串聯而成，並在
其中塑造了一個非凡的形象。
於是，這個人便成了一個傳奇。這或許就是
天成的含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