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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認 識 Barbara 姐
姐（鄧拱璧，曾江前
妻 ） 的 時 間 比 Uncle
陳復生
Ken（曾江）更早，
那時我還在念中三，課餘演出麗的
電視（亞洲電視前身）的劇集《一
家 六 口 》 ， 就 是 由 張 清 Uncle 監
製、Barbara姐姐編寫劇本，當年她
已經是名模和專欄作家，一位內外
兼備的著名才女，我們的合作始於
1975 年的《一家六口》，我演家中
的年幼細妺，還有飾演我家姐的黃
淑儀和李影；那個年代的電視劇
集，仍保留有劇本「圍讀」及「排
練」的程序，錄影前一天，台前幕
後的工作人員聚首一起「排戲」，
對熱愛戲劇的我們來說，是一個很
好的學習過程。
由於他倆均是家父好友，我們全
家又參加了他們於 1980 年舉行的盛
大婚宴。1989 年我結婚的時候，
Uncle Ken 和 Barbara 姐姐帶着他們
的千金一同出席，記得當時這位小
女孩氣質出眾、言行甚有教養——
就是今天醉心舞台劇的曾慕雪。
有些人不常見，但惦記着……每
次相見，總有說不盡的話題，Uncle Ken 便是這樣一位長輩，由於婚
後工作崗位不同，見面機會愈少，
再遇見已是他移民新加坡後，有一
回他去澳門參與電視劇的宣傳活
動，我們在活動場所竟又遇上，博
學的 Uncle Ken 可以談及許多影視
以外的話題，大家天南地北聊得痛
快！最後一次見 Uncle Ken 是在台
灣影人的一個晚宴上，當時他已跟
焦姣姐姐結婚，兩人一起出席，我

們被安排在同桌，還有當年的知名
「憂鬱小生」雷震 Uncle，惜今他
倆已作故人！
翻看 Uncle Ken 參與的電視節目
《四個小生去旅行》，原來攝製於
2015 年初夏的俄羅斯，想起那一年
8 月，我和子女陪着母親、一家三
代也去了當地旅遊，大家同樣到訪
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兩個城市、搭
乘俄羅斯航空、住宿四季酒店、遊
覽景點相若，只是時空不同，夥伴
不一樣……此刻，卻在凌晨重播的
這節目裏，竟又同呼吸着相近的氣
息，細味熟悉的情懷！
母親那個年代的人，總是對俄羅
斯（前蘇聯）有股濃得化不開的情
意結，她說小時候在內地看很多前
蘇聯的文學作品、間諜小說，嚮往
考上莫斯科大學……惜上世紀五六
十年代移居香港，開始了新的生活
篇章；但她還是經常帶我品嘗當時
在香港時尚流行的俄國西餐，印象
中 有 彌 敦 道 的 「ABC 愛 皮 西 飯
店」、尖沙咀的「車厘哥夫餐廳」
和銅鑼灣的「皇后飯店」，滿載着
我美好的童年回憶！

◆2015 年 8 月我和子女一起陪
母親往俄羅斯旅遊。 作者供圖

陳言務去自鑄偉辭

娛生樂與 「「路路」」

文公子大學年代，曾修讀《楚辭》。當時老
師教導《文心雕龍》專論《離騷》之《辨騷》
篇，作者劉勰評價《離騷》，指其「雖取熔經
文公子
意，亦自鑄偉辭」。意思是屈原在創作時，雖
然有將傳統「五經」所含的大義，融入詩歌之內，但也有自
行創作的文句，而且文學成就非凡的意思。
「取熔經意，自鑄偉辭」兩句，對文公子深有影響。放在
現代廣告創作而言，就是能將產品對目標消費者的用處，以
有創意的文字表達出來。就算是自創的新辭語句，只要能傳
情達意，引起目標消費者的注意，從而提升購買的興趣，就
是好的宣傳用語。
廣告界前輩黃霑先生也嘗於《廣告人告白》一書，言廣告
創作也應「惟陳言之務去」；典出韓愈《答李翊書》，指創
作時一定要除去陳舊的言辭，對於廣告而言，絕對是金科玉
律。
例如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有一個銀行廣告，推廣外匯存
款，就用了「有升有息」做口號。此句廣告新辭，明顯脫胎
自成語「有聲有色」，但就將外匯有可能升值，存款有利息
可收的優點，用一個聰明的「食字」方式，創作出一句合邏
輯、有新意、搶眼球的廣告宣傳口號。
然而，無論是文宣還是廣告，都應以目標受眾能理解和認
同的語文進行創作。如果作者只是一味求新，一廂情願地以
為是極具創意的「偉辭」，但卻令文宣的口號變得難以理
解，甚至不合目標受眾的胃口或品味，過猶不及，就可能變
成笑話了。
真正有創意又技巧高超的新辭，應該是望文知義，而且能
搔中目標受眾的癢處；一擊而中，就是優秀的廣告創作。如
果口號出街後，需要當事人出來詳細解畫，而且解得不盡不
實，令人難以信服的話，當然就不能算是合格的文宣創作，
反而顯得創作者的文字不通，功力不足了。
回憶在「黑暴」亂港期間，不少示威者在街頭塗鴉，每多
錯字；而所舉標語，文法不通者有之，錯字明顯者有之，語
意荒唐者有之，但都能令網民紛紛轉發訕笑。然而，訕笑之
餘，可能大家已經中了圈套，自動自覺將暴民訴求不斷轉
發？故意寫錯字達到宣傳目的，也算是另類的新辭。
其實，的確也有人認為，文宣就算語意不通，但如能引起
注意，就是成功。然而，無論是自創的偉辭，還是意圖引起
受眾注意的故意出錯，都應為產品帶來正面的作用，達至促
銷的目標；否則，可能只是在破壞產品形象，必須慎之。

是非世界

絕非易事，尤其是第3階段 ，很多人
可能一生都無法達到此境界。
此外，要經歷「未及 — 過之 —
通會」3 個階段，關鍵是最後的通
會。所謂通會，就是融會貫通。
宋代大書法家米芾習書，自稱
「集古字」，他早期的書法一直沒
有定型，他完成自己風格的確立，
大概在 50 歲以後。米芾在《海岳名
言》中說：「人謂吾書為集古字，
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
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
也。」 米芾的「集古字」，其實就
是他學習書法的經歷。米芾學習唐
人書法後進行反思，發現唐人書法
的缺陷與不足繼而轉學晉人「尚
韻」的用筆精髓，以期望達到瀟灑
俊逸、平淡天真的意境。他的學書
過程正是由未及到過之，最後到通
會。他初時只是模仿各家的字，那
是未及，到能以假亂真，仍未見自
家面目，便是過之，後退出來，重
新思考，取各家之長，融為一體，
通會了，便脫胎換骨了，如他所說
的：「既老，始自成家。」此時，
便正所謂「人書俱老」了。

美人蕉，原名紅蕉，產於美洲熱
帶和亞熱帶地區，花朵夏季開得
久，有乳白、鮮黃、橙黃、橘紅、
粉紅、大紅、紫紅、複色斑點、紅
黃相間、紅瓣金邊等品種。更奇妙
的是，美人蕉開花的總狀花序上覆
蓋了一層白粉，猶如美人初妝，極為嬌媚。
唐朝詩人羅隱「芭蕉葉葉揚瑤空，丹萼高攀
映日紅；一似美人春睡起，絳唇翠袖舞東
風」，該詩使「美人蕉」的芳名被後世叫
響，明朝詩人皇甫汸《題美人蕉》再續佳
篇：「帶雨紅妝濕，迎風翠袖翻。欲知心
不捲，遲暮獨無言。」
美人蕉為多年生常綠叢生球根花卉，既可
觀葉又可觀花。株高 40-160 厘米，葉革質厚
實，葉色以綠色、紫紅、金葉雜綠條紋葉緣
帶紅者為多，可謂尚綠尚紅。耐半蔭蔽，切
花，地栽、盆栽皆可。美人蕉花生於莖頂，
花形大而艷麗，芳姿嬌妍，着花 10-20 餘
朵，次第開放，從夏到秋不斷，在炎夏秋季
非常難得。其花色繁複多樣，有不少花瓣上
灑有斑點。莖矮美人蕉既可地栽也可盆栽，
莖高者大多種植於公園、綠地或花壇中，有
「花壇皇后」的美譽。
美人蕉像壯實的村姑一般，擇水而居，熱
情似火，褪去環珮，那粗壯的根連蟲子都蛀
不掉，適應能力極強。它不擇土而生，塘
泥、黑山泥、菜園土都可種植，栽於疏鬆肥
沃的沙質壤土中最佳，生長期宜常澆水，保
持濕潤而不積水，喜光、喜暖。若置於陰
處，莖高、葉多，花少甚至無花。美人蕉環
保健康，淨化空氣能力強。其根莖性味苦
寒，有清熱利濕、安神降壓功效，內服可治
療急性黃疸肝炎、高血壓，外用搗碎敷患
處，可治跌打損傷，其花還可醫治外傷出血。
上小學時，我們學校的教室前有一個漂亮
的大花壇。在花壇中央，有幾株美人蕉，它
們青翠欲滴，亭亭玉立。美人蕉的葉子大而
寬，像一把大扇子，又像一艘小船。美人蕉
吐紅怒放，那如火的紅和嬌美的黃，就像男

從零創夢

唐代書法家、書法
理論家孫過庭在他的
梁君度
傳世之作《書譜》中
的有一段話：「初學分布，但求平
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
絕，復歸平正。學書初謂未及，中
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
書俱老。」
先說說書法的所謂老，明代書法
理論家項穆著的《書法雅言》這樣
說「所謂老者，結構精密，體裁高
古，巖岫聳峰，旌旗列陣是也。」
而孫過庭說書法要達到老的境界
是要經歷「平正 — 險絕 — 平正」
的艱苦錘煉，歷經「未及 — 過
之 — 通會」的3個努力探索階段。
初學書法要知「平正」。何謂「平
正」？即「結字勻稱，點畫妥帖，
橫直相宜，骨肉相配，端莊沉着」。
懂得平正之後，便要識「險絕」。何
謂「險絕」？「險絕」是「結字奇
變，參差起伏，陰陽開合，縱橫欹
側，出沒無窮」。到最後，又要「復
歸平正」，所謂「復歸平正」，就是
要「平和簡靜，妙合自然，質樸無
華，平中寓奇」。要經歷這3個階段

傅 昱

愉韻度曲

人書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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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麗淇盼望大女叫一聲媽媽

堅強媽媽鍾麗淇的大女 後我們結婚了，斟茶給她也要倒進胃
兒 Isabella 曾被醫生斷定過 喉，我們在教堂行禮，她都躺在輪椅上
不了兩歲，但囡囡已經慶 觀禮，那是溫馨的回憶。」
車淑梅
「大女 6 個月確診患上罕見基因病，
祝了 11 歲的生日，好媽媽
的大眼睛閃動着堅定的眼神，「我從來 一個多月後媽媽走了，我覺得是她自己
沒有倒數，只追求女兒每天都有少許進 選擇的……記得她回魂那一晚我發了一
個夢，好清楚記得我和媽坐在房內，忽
步，我已經感到很開心！」
2008 年鍾麗淇離開 TVB 成為了專業 然她整個人發脹，我叫爸爸快來看媽媽
瑜伽導師，大家以為她不想再見梁榮 發脹了，轉過頭來，她依然坐在我旁
忠，她立即解釋：「不是，我那時的工 邊，好靚，是病前的健康樣子，她第一
作心情一定要有 Passion 有一道火，那段 句說︰舒服晒……我好想找個電話讓她
日子流行飛紙仔，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 看Isabella的照片，怎也找不着，她擁抱
戰，我不明白劇情，所以沒有心情繼續 着我，說不用找了，我知道……接着我
才離開。當時我剛學了瑜伽，也到外地 醒了。我好多謝媽媽給我這訊息，她知
去深造過，又有人提我那麼喜歡不要去 道我好需要的，因我一直都在怪責自己
教罷，那時年紀輕以為錢不是一切，便 沒有做好女兒的責任，只是不斷分享難
去教了……至於那段 8 年的感情，我好 過的事令她不開心，夢中她沒有責怪
少提及，完全沒有 Hurt Feeling，生日 我，我知道媽媽好愛錫我……」
「我和老公結婚快 12 年了，已有老夫
都會 WhatsApp。事發後嘗試補救，可
是一切都不可以勉強，我決定向前行， 老妻的感覺，女兒患上這罕有病，不是
我不會怪責任何人，亦不會覺得他做 遺傳，有如中六合彩，我們從沒埋怨，
錯，那條是他的路，我要走自己的，再 上天給我們的路是改不到的，幸好兩個
見亦是朋友，我當他是朋友，有什麼需 女兒感情很好，我沒有要求妹妹一定要
要幫的我都會盡幫，不過就從未試過， 照顧家姐，她願意，太好了，如不肯也
我不會 Block 了他，因為我覺得他並非 不是問題，我絕不會怪她，不要給她任
壞人，他是一個好人！」
何壓力……今年母親節，我最想聽到 Is「單身初時我對愛情有
abella 叫我一聲媽媽，就算
恐 懼 ， 30 歲 以 為 自 己 好
不清楚的一句『唔唔』，已
老，朋友勸我要開放自
經是最好的禮物，每次我要
己，結果一年多之後，我
她叫媽媽，她都會偷笑，我
在 蘭 桂 坊 見 到 了 Nardone
知道她明白，只是暫時說不
Ruggero，第一眼我以為他
到，但我知道總有一天，她
比我年輕，我未必接受得
一定會講出來！」
到，結果朋友搶來他的身
很多家長都要求子女事事
份證，原來他真的比我年
100 分，但有些家長但求子
長，我們開始拍拖，他好
女講一聲媽媽……其實身為
幽默、老實，我信任他！
父母，只要子女活得比自己
當時我媽媽已經病重，她 ◆鍾麗淇是位堅強的媽 好已經心滿意足，何須追求
作者供圖 事事滿分？
一直都要我結婚生仔，3 年 媽。

「花壇皇后」
美人蕉
家家廊廊

學術定義來說，是非是指我們在某
人不在場時討論關於他/她的事。
當中的內容可以是正面、中性或負
面的。其實，並非所有是非都具傷
害性，只是今次在這裏討論的，主
要是關於內容負面、能傷人於無形
的是非，比如在辦公室內常聽到同
事說某某工作能力不逮、喜歡阿諛
奉承、無心戀戰、私生活不檢點、恃
靚行兇等等。有研究發現，我們平
均每日用 52 分鐘在談論着別人的故
事。雖然當中大部分的內容在這個
研究裏被評為中性，但也可以想
像，人活在群體裏，若要擺脫是
非，差不多可以說是怎樣做也徒勞
無功的事。別以為離開人堆便安然
無恙，是非可是一件「躺着也中槍」
的事。中傷別人的是非者背後的動機
是什麼？釐清是非可能代表着什麼？
很多動機來自保護自己，或是傷害
別人令到自己得益，甚至乎有些人是
傷害別人而自己沒有得益， 但也喜
歡搬弄是非胡說八道，這些人抱着
什麼心態呢？人心難測，真是不能
夠估計。在娛樂圈中台前幕後有很
多這等奇怪現象，要擺脫是非最好
的方法還是用時間、用禮貌、用耐性
面對，因為就算你在職場揭穿他們是
非，這個也不代表其他人相信你，只
能夠用時間證明一切。所以在這娛樂
圈工作久了，便懂得學習忍耐，不會
即刻對抗是非，因為這會吃虧的，最
重要相信自己能夠跨過，也要用自己
實力證實自己存在的價值，這是唯一
最好的方法。

百百

明辨對錯曲直的思
想、意念。《孟子．
路芙
告子上》：「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是非是一個漢語
詞彙，拼音是 shì fēi，指事理的對
與錯；泛稱口舌的爭論。見《禮記
．曲禮上》︰「夫禮者，所以定親
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
也。」多用來指不好的事情。
在黑暴之後、疫情之際，未能緩
和的社會狀況，大家也本着希望在
前面的心態，仍然努力尋找生存空
間，但是工作並不順利，可能沒有
工作、可能沒有金錢、可能沒有前
途、可能沒有是非之心。在這個危
難的社會當中，有些人尋找的工作
得來不易，今日自己也遇上一些不
明所以的是非，在這個困苦的生活
當中，仍然遇上很多不同類型的是
非打擊自己的心志！但是也沒有辦
法，因為人生中一定遇上很多喜歡
搬弄是非說三道四的小人。
難得找到工作，與新合作夥伴在
不到一個月當中已經有不同的是非
衍生，相信並不是我一個人曾經面
對過的事件，但我們如何尋找一個
真正有是非之心的心態對待這些人
呢？這個相信絕對很難，但我們也
需要訓練自己成為一個不能被人誣
衊的正常人。
職場是非的威力實在不能輕看，
傷害性可以大到令不少受害人不敢
返工，或者一到星期日晚上和假期
時便會出現各種身體問題，如頭
痛、頭暈、心悸、腸胃不適等。從

淑梅足跡

文公子手記

點滴

美好的童年回憶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有位朋友所在的城市，疫情比
較嚴峻，很長的一段時間大人小孩
王嘉裕
都被迫封閉在家裏，上學的無法上
學，上班的也不能按照平時的秩序正常上班。
原本忙碌、井然有序的生活，好像一下子按下
了暫停鍵。平時忙碌着的創業生意，才剛剛有
點起色又因為疫情而受到影響，這樣的日子真
是難熬啊。
或許，讓事情變得糟糕的，很多時候並不是
現實原因，而是處於失意時人的心態。其實回
頭想想，疫情能夠得到及時的控制，讓我們暫
時待在家裏不見得是一件壞事。小孩雖然暫時
不能回校上課，但是可以通過網課學習，大人
們雖然暫時沒法打理生意，但是想想平時因為
忙碌，有很多事情都被錯過了，比如陪伴父母
和孩子或找時間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在這
個時候不正好是一個很好的轉機嗎？可是大部

學生和女學生在一起舉手行隊禮，如同錚錚
誓言。美人蕉以闊大的莖葉花冠，嬌艷的花
朵和亭亭玉立的身姿盤旋而上，像一個個號
角呈螺旋狀向高空推進，又如同一位高僧盤
腿端坐在那裏靜默不語。
校園中那片美人蕉真壯美啊，深綠色的莖
像威武軍人的一身傲骨。莖外包着一層白茸
毛，頭上是十多個花芽和花盤。紫色花芽尖
尖的，青中帶黃，像幾枝剛削的鉛筆或一把
毛筆，又像支支鋒利的弓箭或尖銳的出鞘寶
劍。蠟丸樣的萼片把花朵包裹住，像媽媽抱
着小寶寶。含苞欲放的花蕾層層捲在一起，
猶如誘人的雞蛋卷。記憶中那是怎樣一片迷
人的景色啊，紅的似火，黃的如霞，簡直如
迷在夢中。它們由那高挺、粗壯的莖支撐起
燦爛的花身，一株挨一株，在麗日藍天下，
連成一篇醒目的詩章。
曾記得，美人蕉嫩芽像一根根小筍，葉子
先被紫紅色蕾絲包裹着，細看葉旁又生出兩
片嫩芽。幾天後，嫩芽變成淺綠色新葉。美
人蕉花瓣如同街上女孩的紅裙子和黃裙子，
輕輕觸摸一下，覺得又像一張張紅色和黃色
的毛氈，由幾位美女托舉着在跳千手觀音，
給人心靈上無限暖意。美人蕉有 6 片花瓣，
外面 3 片較大，像在低頭沉思，中間兩瓣用
小腦袋翹着仰望天空，像是發問：「我是不
是很美呀？」也許陽光嫌它驕傲，在美人蕉
花上灑了些紅色的斑點，紅中透着黃，黃中
混着紅。這便是黃色花瓣裏有星星點點的小
紅斑、像長了胎記的原因所在。
那燦爛的紅和黃，就是美人蕉的氣質，也
是旗幟！無數蜜蜂在美人蕉花前飛來飛去，
得到了味覺上的深深滿足。一次，我品嘗到
了美人蕉花的味道。清晨大雨即將來臨，我
摘了一朵美人蕉花，放到鼻子下嗅，花蒂上
的幾滴透明的汁水沾到嘴唇上，我嘗到一絲
甜味，還帶着一股清香。我把花插進嘴裏，
輕吸一口，果然是香甜的汁液。人們說，每
晨美人蕉的花心藏有液汁一滴，猶如美人垂
淚，稱為「甘露」，其言果然不虛。其汁甜

如蜜、甘如飴。雨過天晴後，美人蕉的葉上
也會掛滿晶瑩剔透的水珠，猶如旋轉着發光
的寶石舞。
秋季將盡時，路邊的美人蕉由紅艷轉成
深紅，地下殘紅一片，像極了美人的花
容。美人蕉花如絹的歲月即將遠去，但綺
麗溫馨的影子還活在歷史的記憶裏。明人
瞿佑有一首詞《虞美人》寫道：「劍血多
年尚有神，楚歌聲裏弄殘春。迎風似舞腰
肢細，帶雨如含淚眼顰。」南唐後主李煜
《虞美人》有曰：「春花秋月何事了，往
事知多少……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
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
流。」或許項羽的美人虞姬化成紅艷的美
人蕉花，或許李煜死於美人蕉花衰敗的季
節，因而美人蕉便有了淒美、哀婉的別樣
含義。
但是，在強烈陽光之下，酷熱天氣中盛開
的美人蕉，卻讓人感受到它強大的生命力和
存在意識。美人蕉花色豐富，漫捲花蕊，輕
吐幽香，尤其是那一抹紅讓人印象極其深
刻。按佛教教理，美人蕉是由佛祖腳趾流出
的血變成的，因此也叫「曇華」。那美人蕉
花有什麼寓意呢？美人蕉的花語是美好的未
來，只要堅持到底，必然會連招貴子。因為
在炎炎夏日，只要有充足的水量供應，它就
能耐住高溫，不斷開出美麗的花朵，給人希
望。
有關美人蕉，還有一個美麗的傳說。相傳
很久很久以前，幾位耐不住寂寞的仙女偷偷
溜出了天庭。當她們把目光移到長潭境時，
臨時決定到凡間遊玩一趟。仙女們按下雲
頭，正好落在長潭河畔，各自折一根樹枝，
搖枝成槳；摘一片葉子，呵氣成船，她們又
唱又笑，惹得潭中的水族，浮水觀看，羨慕
不已。時過半夜，她們棄船登岸，沿山道走
進一線天，但見飛瀑直瀉，水清如鏡，仙女
們被誘惑，一個個跳進潭中追逐戲水。天已
大亮，仙女們卻回不了天庭，遂化成亭亭玉
立的美人蕉。

學會苦中作樂
分人都沒有辦法這麼想，於是就產生了焦慮，
即使事情並沒有壞到這樣的程度，但是我們的
心態就已經壞到似乎沒法再承受了。
不過，這位朋友心態還算比較好的，她說了
一句話讓我很信服：學會苦中作樂也是一種生
活能力，更是一種人生態度。雖然處於失落時
期，但是朋友還是積極地做好自己，並且爭取
為家人們帶來一些歡樂，緩解他們的焦慮情
緒。這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一點。
的確如此，很多時候別人並沒有在你的處境
當中，口頭的幾句安慰可能起不了多大作用，
那些困境還是需要自己去面對，但如果能夠在
困境中找到一個突破口，嘗試去找到苦難中的
一點點樂趣，哪怕這點樂趣是自己刻意製造
的，其實都是一種很大的進步，也是一種努力
向上向着光明的人生態度。人的一輩子當中，
煩惱總是比快樂多的，因為我們要經歷，要面

對各種各樣不同的事情，而這些事情當中，只
有小部分是符合我們的期待，那些不符合我們
期待的煩惱，就需要正確去面對，如果實在暫
時沒找到解決方法，那就應該學會苦中作樂。
說到這裏，不禁想起年輕時的創業經歷。那
時候也處於情緒的低潮當中，因為事業的各種
不如意，好像現實處處跟我作對似的，走哪個
出路都很艱難，沒有辦法賺錢，眼看着時間這
樣耗着，心裏也特別着急，但是又不甘願放
棄，因為覺得肯定會有一個轉機。那時候被一
位前輩及時點醒了，他說不用過分焦慮，就勇
敢承認當前就是苦吧，但是接受了當前的苦，
也可以努力從生活中找到一點樂趣，哪怕只是
一點都能夠支撐熬出困境。後來就是這樣去做
了，接受了艱難困苦，在那段日子裏尋找一點
點微弱的希望，就這樣走過來了。到今天事業
能夠延續，我想也離不開苦中作樂的能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