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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天氣最冷的那幾天，有
天我在外面散步。在昏黃的路
燈下看到一個館子，上書「東
陽菜館」。記得上次看到東陽兩個字，還是
在一個木雕展上。這一次，又看到，卻又是
很多年之後的一個冬天。
我向來對於沒吃過的菜沒什麼抵抗力，所
以當即就決定進去試試。進去的第一感覺是
這店很暗。到處擺着老舊的酒紅色八仙桌。
地面也是深色的，燈光也昏暗，給人一種過
時的感覺。就好像一場穿越，一下就串到了
畢贛的電影片段裏。
其實那會兒只有七點，可店裏已經相當安
靜。只有一桌客人，大約四五個人，邊吃飯邊
低語。我往那邊一看，但見男的都胖胖的，留
着大鬍子。有點匪氣，可是又很奇怪，像又有
點藝術家的派頭。讓人同時想起了粗糙和道骨
仙風這兩個完全沒關係的詞。席間只有一個女
人，約莫40歲左右年紀，身上裹着一件大羽絨
服，很佛系的一個太太。
我就坐在他們旁邊，等着老阿姨給我點
菜。她推薦了兩個招牌：瓦罐雞和瓦罐肉。
我又炒了個菠菜，叫了一個東陽沃麵。菜上

劉征

心窗常開

很多人都埋怨一年以來，疫情
對我們堪稱百害而無一利。不
過，我卻認為因疫情令社會各方
面的習慣出現變化。就好的而
言，小朋友停止在校面授，改在
家視像學習，家長亦因公司授命
在家工作。如此一來，家長與子
女多了很多時間做親子活動。
書寫至此，思旋想起某親友的
一位 7 歲讀小一的小朋友，最近
小朋友的老師和爸媽突然發覺自
己的寶貝成了神童，竟然在家對
着電腦自修學習，不但書本的常
識豁然自通，更奇怪的是這位小
朋友竟讀得滿口英文和西班牙
語，對答如流的語文能力竟由自
修自學而得。他的老師勸說家長
轉校到優才書院上學，資優兒童
是要經過專業評估才能進入優才
書院，而家長仍在考慮，恐怕小
朋友壓力太大，影響健康成長。
思旋則認為，天才兒童能夠在此
類為優秀學童而設的學校學習，
不但能在語言範疇方面有更高的
發揮，還可以在其他範疇獲得資
優的培養，發揮更大更多的潛
力，為國增光。
全球矚目的美國新一任總統就
職典禮，在 2 萬 5 千名國民警衛軍
戒備下，終於順利完成。新一任總
統拜登發表重要演說，主題圍繞在
呼籲國民團結，避免撕裂，面對挑
戰，竭盡努力和平發展。拜登首要
任務是應付疫戰，要人民切記戴口
罩。相信大家都會聽其言、觀其
行，這是世界人民共同關注的焦點
所在。

創意寫作 開咪廣播

在疫情下限聚、停課、取消面授、關閉圖書館
等，要讓青少年的生活與學習，跟閱讀、寫作串聯
起來的好方法，就是透過聲音廣播以傳遞了。
潘金英
「大家好，歡迎收聽社區廣播節目：創意寫作學
滿 FUN，體驗閱讀、寫作的樂趣……今日這集講寫詩，很開心
邀請了女詩人燕青談創作心得……」廣播室內，隔離不了好學的
心，青少年安坐家中，可透過大氣電波，聆聽明珠與我兩位主
持，和燕青學寫詩。我倆戴着耳筒面對咪高峰錄音，客串主持這
個新節目，已沒有昔日初做《聽聽說說讀寫樂》廣播節目時之生
澀，燕青稱我倆默契十足，眼睛邊看流程邊講話，表現沉穩。
自從數年前為港台製作了一個 13 輯之《聽聽說說讀寫樂》節
目，引起頗多讀者回響後，好友德哥熱情邀我倆再合作，延續了
一個又一個的文學夢：文學相對論、格林童話、歐洲神話廣播劇
等，期望為社會大眾增益。
今年 1 月再開咪主持這「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見圖）計劃，
寓教於樂；每集會邀請資深作家，教授寫作技巧，並設有解答聽
眾疑問的《學神每事問》環節，富知識性，對學習寫作有實際效
用。廣播節目製作團隊，要擁有能幹又有條不紊的人格特質，或
許文學節目主播要求更高，因為要自行約訪不同作家，安排多個
不同範疇、不同特色的問題，做節目時安排現場、時間操控等，
應對上要有八爪魚般的靈動本事，非一般聽眾所能想像。
我倆在廣播室大氣中，和不同作家讀書聊寫作，過程真有點進
入往日時光的穿越感。能為社區團隊製作這輯新節目，既可體驗
廣播工作不簡單，兼可成為聽眾與寫作讀
書的一道彩虹橋，心情愉快。
今集嘉賓燕青和我談好詩，分享着自己
最愛的詩集《我從你開始》，作者是澳門
大學的姚風教授，他在書裏選刊了 85 個
中外詩人的詩，並為每首詩每個詩人都寫
了詩歌的評述，很適合愛詩的寫作者閱
讀。談詩自在放開，聊得開懷，話音量也
漸漸高揚，揚起了爽朗活潑的笑聲。
寫作難嗎？似乎有趣好玩！「創意寫作學滿 FUN」的廣播對
象，是青少年及普羅大眾。盼用聲音傳遞寫作技巧、分享作家心
中的好書；盼藉廣播遇上愛寫作的你，借鏡空氣中結緣的好書，
讓大家感受到寫作充滿好奇與驚喜！不管疫情，大家多寫作表
達，互動增益，在讀寫大路上馳騁吧！

南山之戀

久居城市，在喧囂之中為自己尋
覓一處清靜處所，時不時可以從世
俗紛擾中退隱而出，安頓自己，調
和內心。
家鄉龍岩永定城區的南山公
園，就是這樣一處頗得我喜歡的
心靈所在。
清晨，天剛矇矇亮，沿着南山山道拾階
而上，茂密的樹叢和藤蔓此起彼伏，影影
綽綽。山間晨霧拂過處，矮的密匝匝的鐵
芒萁，高的年輪不小的松樹，它們挺直了
腰板，伴着山風搖擺旋轉，不時留下窸窸
窣窣的聲音。
快到山頂時，你會看見南山唯一的涼
亭，上書「悠然亭」，我想這取自陶淵明
詩句中的「悠然見南山」，便是悠然亭對
南山的最好詮釋。此時，輕輕呼吸着清新
而又微濕的空氣，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
可以不想，一切都在悠然中，彷彿人與自
然的對話就這樣悄悄進行。
傍晚，山上又是一番勝景。此時最適合
觀落日。晴朗的春秋季節，五點鐘光景，
站在南山的光明塔處，眼看着斜陽西下，
太陽的餘暉和雜樹的枝椏融為一體，暈染
成長長的一片，讓人忍不住拿起手機記錄
下來；在餘暉的渲染下，天空染紅了，整
座大山也沉浸在暗紅色的光和影的油畫
中，一切都是那麼美麗，那麼溫柔。
南山，最觸動人心靈的是山中那原始的
美。單看那一根根筆直的松樹，就讓人稱
奇，樹幹沒有一絲一毫的修剪，卻主題突
出，直上雲霄。漫步在松樹林下，觀浮
雲，辨樹影，諦聽天籟聲聲，宛如置身於
如詩般的畫卷之中，在樹影的閒情中你可
以真實地感受到自己內心的淡定和平和。

信而有征

等同於謀殺。鄭爽及其父母在大談想把
已妊娠七個月的孩子打掉，雖未最終實
行，但嚴格說也可以算個謀殺未遂。至
於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有遺棄罪，
雖有律師認為目前尚還未能判定其「想
法」是否已能構成遺棄罪，但不管怎麼
說都離觸犯法律似乎不太遠了。
但法律這事，雖然嚴重，對民眾的
影響卻遠沒有情緒的作用大。鄭爽此次
事件之所以能激起那麼大的民憤，除了
違法，更在於她和她一家所表現出的極
度自私和對生命的漠視。女方父親輕鬆
平常地一句「就棄養了唄」，以及鄭爽
本人非常不耐煩的一句「TMD，我都
煩死了」，讓其道德整體坍塌，觀眾們
的眼裏簡直要氣出火來。再扒一扒她的
過往，甚至還發現了如出一轍的虐狗事
件。說到底，都是巨嬰造成的冷酷。
而整件事最讓人義憤的，是如此一
個私德有虧，甚至還涉嫌違法，而且沒
有什麼演技只靠時不時瘋上熱搜就輕鬆
獲取流量的藝人，卻獲得了大量資本的
青睞，剛剛和 Prada 簽了代言不說，網
上更盛傳其動輒就是6,000萬的片酬。
鄭爽事件爆出後，仍有大量她的粉
絲在洗地，如此局面還要強行洗，無怪
乎說她的粉絲群普遍呈現低齡化。而這
又 是 事 件 最 恐 怖 的 地 方 —— 一 群 孩
子，天天看着這麼一位奇葩偶像，會不
會有樣學樣，又最終變成一群什麼樣的
大人呢？
最 新 消 息 說 Prada 已 經 和 鄭 爽 解
約，很多地方台下架了她的影視劇，
更有官方媒體公開批評，還有外媒說
她豪宅不保，總之一副要涼涼的樣
子。但還能說什麼呢？這種劣質藝
人，不該她涼又該誰涼呢？

思旋天地

最近幾天全網的驚天
大「瓜」不用說大家也
狸美美
都該有所耳聞——藝人
鄭爽在美國找代孕生了兩個孩子後又棄
養了。隨着鄭爽和其父母一段「無底
線」錄音的流出，這個瓜已經成功從一
條狗血八卦的娛樂新聞升級成一個涉及
社會道德的公共話題。而若進一步理性
梳理，會發現其定位道德也已 Hold 不
住場，這件事，根本已經觸犯了法律。
雖然事情爆出後，有大量的輿論和
文章都在炒「代孕」這個點，但其實代
孕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很多人的憤怒似
乎跑偏了。雖然代孕在中國屬於違
規——也並不是違法，但在美國及其
他一些國家，卻是合法而且合情的。跑
到這些國家去代孕，在法理和情感上，
都不能判定其行為不妥。在此插一句，
關於代孕是否合乎道德規範，原本就是
一個最經典的哲學問題，反對者的觀點
是物化女性、人體商品化等等，而贊成
者則認為女性擁有自由支配身體的完全
權利恰恰是一種女權的體現，至於人體
商品化，其實所有工作說白了也都是在
用身體換錢。
除此之外，贊成代孕方還有很重要
的一個支撐原因︰這個世界上有大量的
不孕不育患者，而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是
希望能擁有孩子的。也因此，很多代母
的出發點並不僅僅是為了報酬，更是為
了信仰和愛，為了能幫助沒有能力生育
的家庭圓夢。
說回鄭爽事件，其真正的問題關鍵
在於棄養，這才是可能觸犯法律的地
方。按照美國規定，妊娠進入第 24 周
後，胎兒已經具有母體外存活的可能
性，便成為了獨立生命體，此時墮胎就

醫生發覺心臟後邊的肺部有陰影，照肺
沒事，為安全計，再作電腦掃描，是肺
癌，也因發現得早，最終治癒了。
這類例子多不勝數，定期身體檢查
的確有必要而重要。有些懷着逃避心態
的人會說：「不去驗便沒病了，知道時
是晚期，早點離開不用受苦。」真箇鴕
鳥心態，是對自己和家人不負責任的行
為，只會落得將來後悔。
以上所說的朋友，他們在患病前都有
一段時間在壓力下生活，大家都知道這
是健康的最大敵，工作沒了，錢失去了，
可以再找，健康壞了就危害性命，大家
務必要注意。定期接受健康檢查，可以
及早發現潛在的疾病，更可了解和糾正
不良的生活習慣，重新建立健康的生活
模式。雖然身體是自己的，但很多病沒
有病徵，有什麼問題自己毫不知情。
其實大家都知道坊間有不少檢查身
體的「套餐」，豐儉由人，請教自己的
家庭醫生找合適者，病向淺中醫，及早
發現和治療，痊癒機會較高。

鄭桂珍

網人網事

劣質藝人該涼涼

久未聯絡的舊同事來短
訊表示掛念，並約電聊
余似心
天。前年黑暴期間，她的
職務首當其衝，忙得不可開交，大家都
不敢打擾。想不到電話中她表示去年中
已辭職，並說：「趁沒工作閒着，我去
了做身體驗查，誰知不驗還可，原來患
了胃癌，幸好早發現，即時做了手術，毋
須化療電療，半年時間了，現已康復。」
她續說：「這段時間最是擔心好友們，我
以自己的經驗，急忙逐一告訴大家，務必
要定期檢查身體，疾病到來時無聲無
息，待有不適時才檢查可能經已太遲。」
她千叮萬囑：「一定要定期檢查身
體。」我也將這句叮嚀，轉告讀者。
最近在身邊也有兩個同類例子：一
位是因世侄女任職的診所有很好和便宜
的身體檢查「套餐」向他推介，他便做
了一次全身檢查和化驗，結果讓他嚇了
一跳，他竟患上了白血病，再經證實後
轉介至公立醫院。
另一位是定期身體檢查時，細心的

環球受新冠疫情
影響，經濟全都受
到嚴重打擊，中國
思旋
卻成功在去年 GDP
突破百萬億人民幣。現時中國已
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實
體，也是唯一增長的主要經濟
體，這是何等令國人感到驕傲和
自豪的消息啊！人民幣匯價日
升，受此刺激下，內地資金洶湧
南下購買港股。
執筆之時，恒指在數日之間升
至近 3 萬點，數隻藍籌股破頂，股
市好友摩拳擦掌，三呼萬歲！其
實，在中國經濟勁升的帶動下，環
球各地經濟也受好的刺激，特別是
亞太區股票。
香港股票市場中人，大聲呼叫
港股進入大時代。令人回想起
2015 年港股大時代的景象。因此
亦提醒市場要得勝知收手，小心謹
慎為妙。故此 2021 年開局之初，
香港金融市場幾乎天天波濤洶湧，
置身此間，大感過癮者大有人在。
當然，順勢者昌，逆勢者亡，有人
日賺萬金，反之亦有人要着草！投
資市場有風險，不應盲目衝動啊！
面對複雜多變的疫情，不但未
能抑止，反而不斷爆發，死亡人數
一直上升。雖然大家對疫苗研發有
期待和憧憬，遺憾的是，亦有關於
疫苗接種後的種種壞消息。年近春
節，我們卻因疫情的加劇令政府不
能放寬防控措施，據聞有關當局提
醒大家假期之後可能令倒閉潮及失
業潮提升，可見疫情對經濟的衝擊
是何等嚴重啊。

家家廊廊

翠袖乾坤

祝君健康

十 年 前 寫 「 荒 唐 為生員（民間稱為秀才或茂才）。李星
鏡」，只能靠小時候看 沅，字子湘，號石梧，湖南湘陰人，官
過「慈善伶王」新馬師 至兩江總督，卒諡文恭。咸豐帝曾命林
潘國森
曾演過的電影，知道荒 則徐（1785-1850 年）為欽差大臣討伐
唐鏡姓潘名鏡泉。十年以後，潘國森讀 太平軍，但林赴任途中病逝。咸豐帝改
書不能完全沒有半點長進，多得偉大的 派李星沅為繼，李不久在前線病卒。查
互聯網威力無窮，輕易在網絡上找到更 李星沅於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 年）
多潘鏡泉的事跡。不過網絡有如雙鋒利 擔任廣東學政，3 年任滿後升為知府。
刃，我們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讀書 因此潘鏡泉和李長榮都是這 3 年內考得
人，須當有辨別真偽的能力，要勤做功 生員的功名。或謂潘鏡泉在道光十六年
課而不可隨便亂抄！例如有人撰文著 獲得生員資格，未知所據者何，姑從
書 ， 說 潘 鏡 泉 生 於 1845 年 ， 又 在 之。那麼可以逆推潘鏡泉約生於嘉慶二
1848-1851 年間開罪了兩廣總督徐廣 十二年丁丑（1817 年），那麼當徐廣
縉！果如是，則「荒唐鏡」在學齡前已 縉在兩廣總督任內（1848-1852 年）之
經有本事惹怒「督爺」而要逃亡了！寧 時，潘鏡泉已年過三十，有條件「荒
有是理？當代中國讀書人學國史和掌 唐」到得罪「督爺」了。
「荒唐鏡」是潘鏡泉的「渾名」
故，因有公曆紀年之便，算一算加減
（廣府話稱為「花名」），廣府俗語有
數，便可以催破超過一半的謠言！
網上有新資料引用潘飛聲《在山泉 謂：「有中錯狀元，無改錯花名。」潘
詩話》和李長榮《柳堂詩友詩錄》兩 國森曾經猜想，「鏡哥」平日行事必多
書，可以幫助我們揭開「荒唐鏡」的身 有荒唐之舉。潘飛聲《在山泉詩話》則
世之謎。潘國森上大學的歲月不務正 謂：「潘蓉舟茂才名鏡泉，南海人，世
業，成績差劣，好在可以憑畢業校友的 推滑稽家。每出一語傾四座，故咸呼其
身份，借閱香港大學的豐富藏書。親手 渾名曰『荒唐鏡』，至今猶多述其遺事
翻閱《在山泉詩話》和《柳堂詩友詩 者。徐廣縉督粵時，有人以匿名毀辱語
錄》的相關段落，這樣講故事闢謠，方 投函其官輿中，徐督見而盛怒。洎以蓉
舟素得荒唐名，飭役急捕。幸蓉舟知機
才過得自己的關。
李長榮，字子黼，生卒年待考，他 遁去，事白乃歸，而名褫膠庠矣。」卻
寫道：「潘鏡泉，字澄智，號蓉舟，南 原來「荒唐鏡」並無荒唐之舉，該「滑
稽鏡」！因為這個不貼切的
海人，諸生。君負矯矯奇
「花名」，徐督如「盲官黑
才，稜稜峭骨。每論今事，
帝」，以為膽敢惡言詆毀者
所見必超；多讀古書，乃心
必是「荒唐鏡」了！結果
若醉。弱冠與余受知學使李
「鏡哥」逃離廣州暫避風
文恭公。兩託素心，獨騰香
頭，回來之日，生員的功名
譽。……」李長榮對同窗好
已被革除！
友甚為推崇，說他有才華、
至於我們南海鄉賢潘鏡泉
有風骨，博通古今。兩人是
●新馬師曾飾演的
的為人與學問如何，就要下
可以交心的摯友，大約在
20 歲（弱冠）左右，由李 荒唐鏡，表情「肉 回分解了。
作者供圖
星沅（1797-1851 年）錄取 緊」。
「荒唐鏡潘鏡泉故事」之一

自修自學 天才兒童

百百

琴台客聚

滑稽家潘鏡泉

喜歡南山，除了喜歡它的原始之美，更
在於一種由來已久的情愫。早在上小學
時，南山就是我的樂園。每到春天，春的
訊息傳到山下的書院小學，放學後，我便
愛和小夥伴們偷偷溜到山上，在開滿山花
的草叢中追逐、嬉鬧、打滾，最讓人開心
的事，是在陽光明媚、風力十足的日子，
能夠拿上一個自己親手用報紙黏貼的風
箏，奔跑在充滿生機的山上，我如畫般的
童年就在這樣的歡聲笑語中度過。
有一年春天，書院小學在南山上舉行放
風箏比賽，我和小夥伴們也踴躍報名。為
了做好風箏，我們跑到山上砍回竹子，在
爸爸的幫助下將竹子削成細細的竹篾，把
竹篾做成風箏的骨架備用，再找來廢棄的
報紙裁成所需要的形狀，用漿糊把裁好的
報紙黏貼在骨架上，最後，我們還要黏上
風箏的尾巴，纏上細線，一個簡單的風箏
就做好了。
做好風箏後，我們找了一塊開闊的地方
進行試飛。試飛過程中發現一點問題再對
風箏進行矯正。在南山上參加比賽時，我
拿着線圈在前，一個小夥伴托起風箏在
後，隨着小夥伴一聲令下，我順着春風奔
跑起來，隨着風力愈來愈大，風箏徐徐上
升，當看着風箏上升到一定高度，那種發
至內心的成功的喜悅不由湧上心頭。當我
站在南山上握着這捆一頭繫着風箏的線，
感覺自己就像把握了所有的幸福。
說起南山，這裏還流傳着永定後八景
「松院秋聲」的故事，因這故事，更讓我
對此處情有獨鍾，流連不已。舊誌載，南
山即指掛榜山；「松院」即指綠筠書院。
綠筠書院坐落在永定城區南門外掛榜山
尾，綠筠書院「有堂有樓，諸生肄業其

所」。明朝隆慶年間，知縣謝良任置田以
給膏火。明萬曆年間，知縣何守成於掛榜
山後親手種植了一千多株青松以護衛書
院。十多年後，知縣許堂重修書院。據明
末清初邑人熊興麟詩載，「凌空傑閣掛松
楸，謖謖濤聲雜瀨流。鱗老薄霄亭日午，
風寒飛線滿江秋。誰為方夜讀書賦，自有
登高落帽儔。鐺沸新泉茶七碗，恍疑羽化
上瓊樓。」每到秋天的夜晚，青松掩映的
書院陣陣松濤伴着琅琅書聲，瑟瑟秋風合
着唧唧蟲鳴，細細品嚐一杯剛沏的清茶，
就會有一種羽化升仙的感覺。
但是，隨着歲月的流逝和風雨的侵蝕，
綠筠書院很快就倒塌了。清嘉慶五年
（1800 年）顧杏章任永定縣知縣時，此地
早已一片荒蕪，不聞書聲。他聽人介紹了
綠筠書院的歷史後，曾特地到故址察看了
一番，隨後一氣呵成，寫了兩首《尋綠筠
書院舊址》的詩，詩中流露出作者內心的
滄桑之感以及期待書院薪火再續，松筠再
芳的思想感情。後人為重振書院雄風，在
原址建了書院小學。
幾百年後的今天，南山發生了翻天覆地
的變化。永定區政府通過招商引資在南山
東面開發了房地產，建了一座美麗的南山
鳳凰城；為更好地解決城區學位，在南山
東面的鳳凰城旁新建了一座城南小學，將
南山南面原書院小學的學生併入城南小
學，並將原小學舊址劃歸永定區青少年學
生校外活動中心和書院社區居委會所有，
很好地解決了城區學位問題。
歲月流逝，物是人非，但南山依舊在那
裏，依舊松濤陣陣，書聲琅琅。在深山的
更深處，還有更深的誘惑和神奇，而我那
一抹淡淡的思戀，依然留在那裏。

東陽菜館
來我才知道，一個人根本吃不完。
這完全是老菜館的做派。瓦罐雞，裏面非
但有大塊的雞肉，還加了足量的排骨和不少
薑片。湯的味道因而既濃郁，又夾雜着辛辣
的薑味。那個瓦罐肉稍微平常了點。但是也
是滿滿的一大罐，樣子像是紅燒肉，配着軟
騰騰的小個饅頭。一起吃是不膩的，就是每
塊肉上一半的肥肉看起來有點觸目驚心。然
而，這個正宗還不僅僅停留在用料的足上，
它所營造的整體的氛圍，完全是久遠以前鄉
間席面的排場。一般的憨厚，不求精緻，但
求把分量加上去。很多時候我們會說某個菜
帶有童年的味道。這家菜館便有這個味道。
現在回想起那一個晚上，還有點不大真切
的感覺。雖然這才是上個禮拜的事。轉天，
我約了一個生人談事情。寒暄的時候聊起籍
貫的時候，誰知他竟是東陽人。我便立刻跟
他說起前兩天的那個菜館。他一聽，便很了
然地點頭。說這饅頭上一定有個大紅喜字
吧。在當地，這是紅白喜事上最常見的一道
菜。說完又說瓦罐的別致。不是個深罈子，
應該是闊口且淺的。至於我點的那個東陽沃
麵，他更是笑個不停，說自己從來不愛吃這

個，這原本是東陽鄉間最便宜的做法，把剩
菜和麵混在一起，為了杜絕浪費。就着他這
寥寥數語，我吃的這一桌飯菜就好像在他眼
前，其中細節更像是一下子被解開了謎團，
變成了真正的風土人情。
他好像還不盡興，於是又跟我講起了東陽
的童子尿雞蛋，他們和義烏之間相愛相殺的
地理關係，橫店影視城的輝煌，甚至於某幾
個口碑不好的官僚。這些是我們在吃飯之初
怎麼也未曾料到的話題，居然就這樣源源不
斷地深入着。說起源頭，無非是我一個不經
意的任性行為引起的。
我記得活地亞倫有一部《姊妹情深》（Hannah and Her Sisters），其中有個情節，說
Hannah的妹妹和自己的丈夫有了姦情。之所以
如此苟且，是因為兩人某天在書店相遇，碰巧
都對同一本書心存好感。而一個人嘴裏說出的
的句子正好是另一個人在書中最喜歡的話。一
下子，就天崩地裂了。這或許就是共鳴，建立
在了共同的知識基礎之上。而因此產生的情
愫，甚至連道德也會戰勝。不過轉念一想，
或許這裏面有個人正好見多識廣，他總能輕易
交到朋友。因為對方所講的，他都經歷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