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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6 日，
美國國會暴亂，事
件震驚世界各地，
多國領袖均予以嚴

流滿面，內心淌血的時候，他們如
隔岸觀火，更稱譽︰
「這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陳復生
「他們是民主英雄。」
厲譴責。
是時候好好地嚴正反思這一切
這類警民衝突、遊行示威最終 的推動和背後的原因？！
釀成暴亂傷亡的場面，充斥於世界
「民主和自由」是否只是這些
不同角落，尤其在社交媒體盛行 所謂『政客』們的宣傳口號和伎
的今日，你要看多少就有多少！大 倆 ？ 舞 動 着 這 形 而 上 之 的 『 神
家已見怪不怪，特別我們香港也經 聖』牌坊，然後『七情上面』地
歷過跌宕的 2019 年修例風波…… 在各大傳播機構（近年流行在社
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如 交媒體）發功，加以利用，就贏
果以戲劇推理分析，有沒有發覺 得大部分單純、善良、熱情、愛
這些「劇本」的鋪排、橋段和情 和平的民眾選票？！
節，何其相似？！
而爭取競選連任美國總統失敗
只是今次事件發生於象徵全球 的特朗普，竟又說選舉作弊，要
民 主 的 美 國 ， 又 帶 來 不 同 的 意 引爆內幕、發動連串官司，將他
義，難怪這些所謂「美國政客」 最拿手的「真人騷」搬上政治舞
口徑一致︰
台，繼續樂此不疲地每天上演，
「今天是對民主的可恥攻擊！」 不想下台……
「這是失序、混亂、煽動叛
可憐被譽為普世價值的「民主
亂！」
和自由」就淪為這些所謂「政
「他們致力無法無天，我們要 客」的濫用口號，他們為人行事
沒有道德標準、超越底線，而這
返回和平、法治和秩序。」
些表裏不一的「真人
「 他 們 是 打
騷」行徑更氾濫於媒
手、惡棍、本土恐
體網絡間……俗語云
怖分子、叛亂分
「學好三年、學壞三
子，不能稱為示威
日」，要怎樣一套正
者。」
能量的真正公義教育
曾幾何時，當
才能與此抗衡？！
我們的立法會被史
我終於明白國家要
無前例地衝擊破
壞，以致多月停頓 ●美國國會暴亂，是時候 管制某些網絡系統，
不能運作，人民自 好好地嚴正反思這一切背 不讓此類歪風邪氣入
作者供圖 眼，荼毒生靈。
相殘害……大家淚 後的原因？！

紅查館

張振朗視帝寶座在望

楷、行、草、碑六體皆全。金
粉、硃砂、白墨齊上，六國大封
相，幾種顏色宣紙混裱，古人哪
曾有過？
「亂」，不從古訓，橫不成行豎
不成列，隨處落筆，秋風捲落
葉，堪稱亂書，古人怎敢如此創
新？
「扭」，東歪西扭，如變形金
剛，倒轉寫，反着寫，扭盡六壬，
結字個個出人意表。
「像」，寫「佛」似佛，寫
「馬」像馬，寫「船」是船，比象
形字更似七分，古人也寫不出來！
「醜」，清代傅山提出「四寧四
毋」，「寧醜毋媚、寧拙毋巧、寧
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現
代書法家將個醜字發揮到淋漓盡
致，東施效顰，以小童為師，連
祖師爺傅山都自歎不如！
「合」，我行我素，隨意造合體
字，你喜歡錢，我就在馬字上加
個錢字，即「馬上有錢」，你喜
歡金？我便將日、進、斗、金四
字合體成一個字，不怕無人看不
懂，不怕無人不喜歡。
不知不覺，竟發掘了現代人十
大方面超過古人。只是趙孟頫說
筆法千古不易，很難下手，不能
超越就罷了，其他很多方面現代
人都做到。至於神采、氣韻如
何，都是各說各話。官大的，如
中書協主席、副主席或是名牌大
學教授博導說了算。

季節已近深冬，北方的天氣還不是
很冷，陽光很好，穿雲破霧後從陽台
直射進來，一直照射到客廳。透過太
陽耀眼的光芒、公園的樹梢，隱約看
到遠方山水渺渺。小城多水，是個一
城山色半城湖的地方。在我居住的小
區，站在樓上就能看到一條大河的一
角，在陽光的反射下湧湧漾漾。
這條河，在地圖上它叫岸堤水庫，後來改
名叫雲蒙湖，這是當地人給母親河起的一個
暱稱。夏天，我們經常到湖邊遊玩，秋天也
是，冬天就很少了。北方的寒風，有着鑽透
肌膚的力量。曾有一次，看到過水裏游動的
野鴨。冬天這個時節，竟然有野鴨在湖面出
沒，很是為牠們感動。一般的飛禽，似乎都
有這種耐寒的能力，這得力於牠們特殊的羽
毛。野鴨是水鳥的典型代表，牠讓我知道，
與人類同生共存的生命，是如此地頑強。
在湖邊，我踏上過那條新修成的環湖路。
這是距雲蒙湖跨湖大橋之後另一條平坦且環
境優美的柏油馬路。從我居住的這裏順環湖
路而去，沿途經過十幾個村莊，而且還遠不
是它的盡頭。路的兩側，有莊稼和湖泊，目
及之處，白牆紅瓦，青山移動。而就在這條
路的某一個路口，輕輕一拐，就拐向了我曾
經住過的村莊，走着走着，就想起了以往通
往鄉村的老路。那時我參加工作，進城的時
候走的第一條路，便是那條老路，坐的第一班
車，是一輛老式的支農班車，車內人滿為患，
車廂頂上還兜着一個紅藍相間的棉線網，裏面
罩着諸多乘客攜帶的行李物品。沂蒙山區的道
路崎嶇，上坡、下坡，急轉彎道，緊張錯車，
車裏的人隨着車身晃動，司機手握方向盤的動
作有如開動一輛越野行駛的戰車。
笨重的客車將身後一座座山甩下，20 多公
里的山路，需要一個多小時到達縣城，那時
感覺進城的路是那麼遙遠。之所以要花費一
個多小時時間，就是因為那個鄉鎮緊鄰着這
條著名的大河——雲蒙湖，所有的路需從它
的湖邊繞過。幼年曾經在這條河裏釣蝦，每

從零創夢

中國書法家協會
副主席劉洪彪先生
梁君度
提出：「我們的書
法在很多方面都超過古人！」此
語擲地作金石聲，話聲剛落，引
起全國書法界熱議，莫衷一是。
毋容置疑，現代書法確實有好
些方面已超過古人。首先是
「大」，不是大氣的大，是字寫
得很大。古人何曾一個字可以寫
兩三米那麼大？王羲之都未見過
幾丈的紙，做夢也想不到字可以
寫這麼大！現代書法家做到了，
這難道不是超過了嗎？
「長」，現代人寫長卷，莫說幾
十米，幾百米，上千米都有，幾十
卷紙拼起來，要多長有多長，文字
內容可以抄《三國志》、《水滸
傳》、《紅樓夢》。古人又何時寫
過這麼長的長卷呢？
「噴」，古人都用毛筆寫字，
用茅龍用竹筆也有，頂多用手指
或像張旭用頭髮寫字，哪有噴
字？古人雖然也發明了竹筒噴
水，但未試過噴墨。
「濺」，大筆寫意，飽含濃墨
盡力一揮，墨汁四濺，如仙女散
花，寫的什麼字？齊白石老人說
大寫意，似與不似之間就可以
了，大寫意書法，衝擊視覺，力
拔山河氣蓋世。
「雜」，現代書法徹字技術之
高，超過古人多多，一幅字有擘
巢大字、蠅頭小字，篆、隸、

若荷

偷韻度曲

現代書法超過古人了嗎？

太窮唔敢高攀 安德尊剖白情史

星期日無綫舉行《萬千星 傅曹達華的教導，除了不許我學賭錢之
輝 頒 獎 典 禮 》 ， 曾 經 獲 得 外，還要勤力工作，扮死屍都要去，要做
「傑出演員大獎」和「傑出 個好樣子的死屍，師傅時刻提醒我做明星
車淑梅
員工獎」的安德尊直言再沒 要有明星款，不能失禮，我為氹老人家開
有得獎也猶如得了獎，「我當年參加亞視 心次次都執到正，也習慣了，現在衣櫃有
《未來偶像爭霸戰》之前已唱過 50 多場歌 200套西裝左右，哈哈哈！」
安德尊自言窮家出身，父親是海員，一
唱比賽，只得過一次獎，其實失望……到
最後，抱着不至在最後嘗試的心態參賽 家七口住 100 呎板間房，時常跟祖母看電
《未來偶像》唱《Stand Up》，哈，竟然 影，我除了想做明星，我還想做醫生，所
得到最佳動作獎，不覺入行 34 年，依然有 以當年追女仔追到去菲律賓讀藥劑師，不
非常多的工作量，已經等於得獎！做大型 過女朋友去世，我未完成大學就回來了。
MC 例如選美司儀，香港沒有做過但海外 「當年我在香港電台遇上一位我心儀的好
都經歷過，我這人好心足不奢求，我好珍 女孩，但我因為窮出身唔敢高攀，她早已
結婚了，我們仍是好朋友……」
惜每一個節目，做好今天，做好明天。」
是否助手在等你？人家跟了你 10 多 20
安德尊出名好人緣，與「魚毛」余慕蓮
是好朋友，「因師傅曹達華關係我哋時時 年尚未結婚？德尊即搶答︰「哈哈，希望
見面，曾在他們面前表演八式如來神掌。 啦，總之你儲定人情，不過坦白，我不想
魚毛視我親如子侄，入 ICU 前打電話給 結婚，因為結婚年齡已經過……人家稱我
我，說出來就再見，出不來下世見，我心 『鑽石王老五』其實好笑，20 年前，我一
都實了說不出話來……我說放心，我會幫 時愚昧聽人家說佩戴鑽石會走運，有光環
你都是舉手之勞。她的屋如何處理？她是 吸力量，我買了一隻一卡 4 萬幾元的鑽
一個大善人，但她依然轉來轉去，未清楚 石，在鏡頭前閃下閃下，後來給人笑，戴
捐到哪裏去，待她出院之後再去處理，一 了一年半載除下來不敢再戴，哈。」
切尚未落實……」
安德尊圈中好人緣沒敵人，偏偏同李錦聯
有關安德尊的傳言實在很多，例如他是 頂嘴，是故意做新聞嗎？「並非故意，我們
中英混血兒，「不，我是河南開封人，包 都好好傾，他飲酒之後仲好傾，成個李白坐
公同鄉，但當日有人玩遊戲問了這個問 在漁船上的感覺搖下搖下。我曾勸他別飲太
題，又找不到我去證實，結果誤傳了，我 多，就等如當年，蝦叔（關海山）日日都飲
沒有意見……外面又傳我
啤酒，我問蝦嫂為何讓他繼
戴無鏡眼鏡、穿着西裝為
續飲？她說是為了免口角，
行運，真正原因眼鏡反
更讓他開心……所以我在前
光，我想打燈師傅為我爬
輩身上學懂了體諒，和讓人
上燈架危險；最重要，有
家繼續開心。」
一次我去香港電台泊車，
安德尊 MH 笑言自己的
我除下眼鏡向保安打招
稱號是因時常趕場遲到，而
呼，他竟攔截問我是誰？
被稱大王……其實我卻感到
我立即戴上眼鏡他才讓我 ●助手等了 20 年，安德尊叫 他真的有一股王者氣派，甚
進去，自此我不敢脫下眼 車 淑 梅 ︰ 「 總 之 你 儲 定 人 至有他的同鄉包大人的氣
作者供圖 場，與大義凜然掛了鈎。
鏡了。天天西裝是因為師 情！」

一條通往鄉村的路

家家廊廊

如釋重負。張振朗在去年穩打穩
紮，打好視帝基礎，是好事，對
於與視后獎項擦身而過的龔嘉
欣和食白果的羅天宇亦然。
張振朗在五套劇中飾演不同性
格的角色，都處理得很到位。
《機場特警》演充滿鬥心的新仔
特警，年少氣盛；《反黑路人
甲》飾臥底警察，演得很放；
《使徒行者 3》演有情有義的黑社
會頭目；《踩過界 II》演衝動正義
私家偵探；在現正播出的《堅離
地愛堅離地》中，演憨直宅男，
由造型到身體語言，每個細節他
都不放過，刻畫入微，十分貼
地，這套劇本安排在兩年前播
出，是張振朗擔正主角的第一部
劇，卻因黃心穎許志安事件，延
遲至今天才播，即是說張振朗兩
年前已準確拿捏角色，當時未能
如期播出，對於一個剛做主角的
藝人來說，是個打擊。但張振朗
沒怨言，繼續默默耕耘，更證明
了自己是個多面藝人。
宣布他得獎時，現場的歡呼聲
和掌聲響亮，可見他人緣好，雖
喜極而泣，但也不忘向誤以為會
攞獎的劉丹講聲：「唔好意思呀
丹爺。」思路敏捷又尊敬前輩。
張振朗成為視帝，指日可待。

上星期發生了不少大事，當中最引起香港
市民關注的，莫過於警方國安處以顛覆國家
政權罪，拘捕 55 名曾組織或參與所謂立法
文公子
會「初選」人士，包括不少反對派前任立法
會議員及應屆區議員。
反對派對於治港，一向並無好橋；往往藉爭取所謂民主
為名，阻撓政府依法施政，希望討好部分選民，以保議
席。自黑暴肆虐以來，不少年輕人被人蒙騙，以為可藉
「違法達義」爭取前途；而一場區議會選舉，不少從未有
地區工作經驗者，更被輕易送入議會，因此，反對派變得
意氣風發，意圖奪取立法會具決定性的議席，於是提出所
謂「初選」，一來可敲定參選名單，二來亦可計算所得
「鐵票」數量，實在是一石二鳥的好橋。
然而，反對派由前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為首，組
織「初選」時，已經開宗明義，明言是要選一班人出來，
進入立法會「攬炒」香港！手段包括以大比數否決財政預
算案，意圖癱瘓政府，迫退特首及一眾官員，並在社會製
造動亂，激發抗爭，招引中央鎮壓，從而令外國有藉口實
施制裁，禍及國家。此舉完全漠視香港國安法已經實施，
意圖破壞國家安全，並且斷送香港的繁榮安定！在拘捕行
動後，反對派卻召開記者，指責警方濫捕。
眾所周知，由活動伊始，已非普通議會「初選」！參加
者是在爭奪參選議會以攬炒國家與政府的資格！如果在
「初選」辯論時，有人曾站出來反對活動宗旨，相信今次
可以有藉口脫罪，但參選者人人為求當選，只會拚命取悅
被蒙騙盲反政府的選民，又豈會發表支持政府依法施政的
政綱？
在反對派宣布組織「初選」時，政府曾提醒此舉可能觸犯
國安法，但反對派並不理會，似乎仍沉醉於區議會的全面勝
利中，不知進退，視法律如無物，將好橋變死橋！自掘墳墓
之餘，更導致元氣大傷，甚至有機會多年道行一朝喪。
反之，是次警方的拘捕行動，規模之大，自香港國安法訂
立以來，可謂空前。對社會上煽動、組織甚至參與意圖勾結
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政的行動者，甚至仇中排華鼓吹「港獨」
者，採取雷厲風行的打擊行動，才真是一條好橋。
此舉除對犯罪分子起震懾作用外，更能警醒年輕一代，
將社會上輕忽法治的歪風撥亂反正，配合改革通識教育、
加強國民身份認同及促進兩地交流等青年工作措施，協助
年輕一輩民心回歸，實為及時之舉。

百百

TVB 年 度 盛 事
「萬千星輝頒獎典
查小欣
禮」圓滿結束，獎
項塵埃落定，恭喜蔡思貝首度封
視后、王浩信奪香港及馬來西亞
視帝，在 2017 年，他憑「盲俠」
文申俠首獲視帝，今次更是首次
憑同一角色兩度成為視帝的人，
創下電視史上新紀錄，若然他致
謝詞時表現激動一些，就更能令
觀眾感受到獎項的重量。
相反他的好兄弟、好拍檔張振
朗獲頒「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
時，表現激動，他本來憑《反黑
路人甲》有份爭視帝，結果未能
如願，此乃意料中事，皆因他去
年在參演的 5 套劇集中，除了《堅
離地愛堅離地》真正擔正男一
外，在《機場特警》、《反黑路
人甲》、《使徒行者 3》、《踩過
界 II》中都是男配，如成為視帝，
隨時會重演 2006 年鄭嘉穎憑《天
幕下的戀人》首封視帝的爭議，
由於當時鄭嘉穎在香港未站穩
腳，認受性不足，以致外界認為
他非實至名歸，引起不少負評，
嘉穎咬實牙根，努力做好自己，
直至 5 年後，2011 年憑《怒火街
頭》再奪視帝，百分百獲得觀眾
認同，當時他接受我訪問，坦言

雷霆執法是好橋

淑梅足跡

文公子手記

點滴

「真人騷」搬上政治舞台

相信某部分人也經常會有孤獨感
湧上心頭。好像有一次朋友 A 因為
王嘉裕
要辦事去了一個比較遠的地方，趕
回市區，坐着交通工具的時候。車上的人都互不
相識，有些人戴着耳機聽歌，有些人打着電話，
有些人則低頭玩着手機。朋友 A 無意中聽到一個
電台的節目，裏面的人說他不願意去逛大型超
市、廣場，因為看到一對對卿卿我我的情侶，還
有些一家三口的，情景特別熱鬧，但他心裏卻感
到孤獨無比。他說：「本來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
孤獨，去了熱鬧的地方才感到孤獨。」
聽到這裏，朋友 A 心裏很有共鳴，因為他也經
常有這種感覺，就比如他當時坐車上的時候，就
會覺得孤獨。可是，他想了想，卻很慶幸自己能
夠感到孤獨，或者說，感謝擁有這樣的孤獨時
刻。因為，孤獨對於人生來說，它就是一份別樣
的禮物。如果我們能夠享受孤獨，領悟孤獨，我

到夏天，釣蝦的人排滿河岸，夜晚的河面更
是漁火點點，咚鏘的捕魚聲，鐵索在船頭敲
打。我家在一個叫舊寨的山村居住，舊寨屬
於公社駐地，一條東西方向的公路橫穿村
莊，將村子一分為二，看去像兩個村子，北
面的村子靠山，南面的村子向河。當年這條
路行駛的多是老解放牌車，軍綠色，駕駛室
後邊有個拉貨的拖掛。司機經常將車停靠路
邊，到附近打水或者去供銷社買煙，一來二
去，便和當地的人熟了，有人進城辦事，偶
爾會搭個便車。
我也搭過這樣的便車。和另一位同學回城，
父親給我們截車，老遠擺擺手，汽車便會停下
來，司機熱情地招呼上車，也不要任何報酬。
有車進村，從村外遙遙而來，又向縣城的方向
遙遙而去，沙土填充的公路，塵暴飛揚。路，
是整個村莊唯一的公路。坐在車裏，車外的一
切風馳而逝，彷彿真的是那麼山水迢遙。因為
村子在雲蒙湖之畔，冬天，村子對面便有了一
片冰河，深冬臘月，正是備年貨的時候，對岸
不斷會有人拖着擔子，就像扒犁一樣從冰面拖
了過來，拖上岸後再擔在肩上，到對岸村裏的
集市上趕集。儘管上面行人不多，但是走親訪
友的來往不絕。兩岸互通，夏日划船搖櫓，冬
日冰河之上是唯一的捷徑。冰封堅實的時候，
冰層能達一兩尺厚。履冰的人拉開距離，小心
翼翼，排成一行。村裏的孩子也喜歡在冰河邊
上玩耍，他們用樹枝紮個滑車，輪番坐在上面
拉着滑冰。
我記得那是一個陽光西斜下午，對岸的山
頭呈現出一片美麗的橘紅。河岸尚未南飛的
大雁，藏身於麥地裏，冰河上的人影，加上
牠們蒼涼的叫聲，使一望無際的河面顯得更
加曠遠。突然有人大喊，河裏有人落水了，
聲音驚慌失措，村裏很多男人和公社幹部都
往對面的河邊跑去，有人扛着梯子，有人抄
着扁擔。扁擔可以伸入水中撈人，梯子可以
平放冰面讓落水的人抱住，以緩救援的時
間。那個下午的陽光變得格外短促。晚上，
聽說落水的人都被救上來了，幸虧破冰的地

方離岸不遠，水也淺。
參加工作之後，我在縣城，父母在鄉鎮工
作，回家的次數愈來愈多，路況不好，車型
落後，自然希望行駛的時間愈短愈好。在那
個小小的村莊，無論是旱路還是水路，我都
希望它們通往縣城的距離近些，再近些，這
樣就少了顛簸，多了與父母家人相聚的時
刻。最怕的是坐在正在行駛的車上，半路車
子卻突然拋錨。每逢車子拋錨，都是前不着
村，後不着店。夏天在太陽下曬着，冬天在
寒風裏凍着，下雨天還泥濘不堪。
不知什麼時候，一架鋼橋橫在雲蒙湖上，
它連接着從縣城到我童年的鄉村。藍色大橋
凌波水上，無論大型客車還是小型轎車，只
需花上 20 分鐘時間，就可以直通到村口。在
各級政府「修通山村路，下好致富棋」的工
作理念下，從曾經泥濘難行的土路，到如今
優美整潔的花路，道路環境得到很大的改
善，那條老路已經被人慢慢遺忘。雖然已經
被逐漸淘汰，但它畢竟與村鄉仍有牽絆，它
的沿途仍有許多山裏的村莊需要聯結貫通，
所以老路還在，路面進行了硬化，山川和河
流在時刻等待。有時，我還想找個機會，開
車在上面走走，看看田園，看看公路兩側的
變化，老路狹窄，蜿蜒，幽靜，只是許多年
後，已經愈來愈少了駛向這條道路的借口。
後來，父母搬進城裏，行走在那樣的路上，
時間已於我不再重要。路的那端，沒有了親情
的呼喚與牽繫，一個多小時的路程，不但不讓
人覺得漫長，反而覺得一路愜意。再遠、再曲
折的路，也只不過一瞬即逝。一條通往鄉村的
路，它的用途不僅是為了抵達，還為了時代的
追憶和懷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並沒有被
時代淘汰，只是完成了它特有的使命。它是城
鄉結合時期的起點，也是山裏人走向城市的窘
途的終結。也或者說它是一片初萌的綠葉，通
向山區富裕之路的綠樹，已經開花結果。對我
們這一代人來說，那是一段被遺忘在時光裏的
鄉愁，想起來，總有一份別樣的感觸，銘刻心
裏，揮之不去。

領悟孤獨
們就會得到上天的很多恩賜。這樣說也許有點難
以理解，那麼請朋友們回憶一下，在你感到孤獨
的那些時刻，你的心靈是否比平時更加清醒一
些？你對於外界的感受力是否更強一些？你心裏
是否也有一種輕鬆、清澈的感覺？
沒錯，不管你承認或者不承認，這些孤獨的時
刻，跟平時很不一樣。其實，這也是我們人生中
很珍貴的財富。這麼來想吧，如果我們一直覺得
很快樂，一直都身在熱鬧之中，那樣的快樂和熱
鬧始終會被厭倦，我們也似乎看不清自己的真實
樣子。其實，對於孤獨，我們首先要做到的是，
不要去害怕它。要知道孤獨是一種常態，每個人
都會經歷孤獨的時刻。我們千萬不能以此自憐、
抱怨，否則我們就失去了這份珍貴的禮物。
學會領悟孤獨，要學會接受孤獨，並在孤獨中
沉着思考，很多人的心靈進步，都是在孤獨的修
煉中完成的。當我們感到孤獨，其實意味着我們

從某一種情境中跳出來了，我們到達了心靈的另
一種狀態，也就是我們世俗所理解的孤獨，這種
狀態難能可貴，它讓我們能夠看到生命的另一個
樣子。看那些作家們，他們的巔峰作品，無一不
是在孤獨中完成的。是因為他們能夠正確對待孤
獨，而且他們會主動去尋找孤獨，並在孤獨中思
考領悟，感受生命賜予的精神財富，去獲得生活
寫作的靈感，所以他們能夠獲得一番成就，這不
就是孤獨的財富嗎？
我們平常人的孤獨，雖然很少能夠像著名作家
那樣成就偉業，但是我們依然要學會正確對待孤
獨，學會領悟思考孤獨，至少能夠讓我們的生活
變得更加充實一些，更加明確自己的生活方向，
也可以在孤獨中獲得一種力量，去把自己的生活
過得更加美好、更加幸福。在車上的片刻孤獨，
應是感謝的，相信能夠從孤獨中獲得更多能量，
我相信朋友們也能夠做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