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舊球王交班的世紀之戰

為美斯而戰
2022年 12月 18日這

一天注定將被載入史
冊。這一天，在美輪美

奐的卡塔爾盧塞爾體育場，上演了世
界盃史上最精彩的決賽，沒有之一。
跌宕起伏，峰迴路轉，加上數不清的
意義疊加，幾乎集齊了一場球賽所能
承載的所有元素。這一天，曾誕生了
馬勒當拿的阿根廷，在闊別36年之
後，驕傲地第三次捧起大力神盃，也
驕傲地迎來了同樣屬於他們的第三代
世界球王。這一天，一個叫美斯的人
終於圓了他所有的夢想。
但2022年12月18日這一天之所以
能載入史冊，卻不僅僅是因為同時擁
有這三重無上的成就，更是因為在這
三種成就之間，全世界似乎都更在意
最後一個。甚至，在某種角度上，有
關美斯的第三個意義正是顛覆了前兩
個符號——人們用不同的方式詮釋着
同一個心境：「成全美斯」比「比賽
勝負」和「國家榮譽」更加重要。
比如阿根廷的隊員們。網上有人問
「為什麼阿根廷能走到最後？而巴西
葡萄牙卻早早折戟沉沙？」一個高讚
的回答說：「因為巴西葡萄牙的隊員
都想證明自己比尼馬和C朗強，而阿
根廷的隊員卻一心只想送給美斯一個
最完美的結局。」在本屆世界盃屢建
奇功，也是屢屢護佑着美斯不斷前行
的門將達米安馬天尼斯曾說過：「我
可能只有一次世界盃，可我願意用我
的生命協助美斯奪得冠軍。」為了美
斯，拚死一搏，這不僅是馬天尼斯一
個人的誓言，也是全隊共同的心願：

「你知道嗎？如果美斯從未贏得過世
界盃，那就讓世界盃見鬼去吧。」
還有場外，從美國總統到各領域巨

星，賽前賽後都毫不掩飾對美斯的支
持與讚美，宛若迷弟，燦若銀河。而
美斯的Ig，那則慶祝奪冠的動態，16
個小時內竟收穫了高達 4,247 萬個
讚。即便是在距離阿根廷最遙遠的國
度——中國，小狸身邊也海嘯式地爆
發出來自美斯圓夢的喜悅。至於小狸
自己，作為20年的荷蘭粉絲，我卻不
會告訴你那個暴躁之夜內心最真實的
期待。
美斯為阿根廷而戰，太多人卻都在

用自己的方式為美斯而戰。這一切與
阿根廷無關，人們只是希望這個男人
不留遺憾。始於球技，終於人品。美
斯能感動所有人，絕不僅是球技出眾
天賦卓絕，而是因為他的忠誠、他的
堅韌、他的努力、他的謙虛以及他的
仁愛等眾多的美好品格，這是人類心
底最樸素的情感，是這個世界運轉最
普世的價值。也所以，它才能最終超
越勝負、國家、民族、種族、階級、
仇恨和藩籬，人們希望成全美斯，正
是希望給自己在濁流中逐夢的勇
氣——堅持美好，是可以圓滿的。
美斯奪冠，讓人感動，但比「美斯奪

冠」更讓人感動的，是「全世界都希望
美斯奪冠」。美斯不是贏了比賽，而是
超越了比賽。這讓小狸深深震撼。
世上總有一些美好，值得全力以
赴。看着世人用各自不同的方式為美
斯而戰，也即為心中的普世價值而
戰，寒冷冬夜，熱淚長流。

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
足球賽的終極決賽，無
疑是近半世紀以來所見
最緊張刺激的決戰，堪

稱21世紀新的「世紀之戰」（Game
of the Century）。阿根廷球王美斯
（Messi，內地譯梅西）帶領球隊120
分鐘激戰後仍然3比3賽和，要互射
「12碼」（內地叫「點球」）決勝，
險 勝 新 的 法 國 球 王 麥 巴 比
（Mbappe）。美斯得償宿願，首奪足
球世界的最高榮譽，可以名正言順當
上新的世界球王了。
此前國際球壇公認唯一的世紀之
戰，只有 1970 年世界盃準決賽
（semi-final，內地慣稱「半決賽」）
意大利險勝西德4比3的一役。90分
鐘1比1，加時卻進了5球之多。當年
未有互射12碼，亦不設重賽，賽和就
要擲毫定勝負！國際大賽竟有此荒唐
安排，年輕球迷就不要批評互射12碼
對球員來說太過殘酷了！1968年歐洲
國家盃準決賽，意大利就憑擲毫淘汰
了前蘇聯，後來還獲得冠軍呢！
兩次世紀之戰都有個共通點，就
是雙方都有爭勝之心，互相對攻，
沒有畏縮怕輸的死守，有似比武中拳
來腳往。所不同者，當年意大利對西
德不是王者決戰，當屆冠軍是超班的
巴西。
今回世紀之戰還有新舊球王交班的
勢頭。美斯已經35歲高齡，賽前輿論
都認為這是他最後一次衝頂。不過首
奪世界盃冠軍之後，大家卻又希望他
第六度參賽，那麼將來每次出場，都
是更新他的世界紀錄了。
美斯這次遲來的封王，向世人解說
何謂「得道多助」，阿根廷球員都不

諱言今次世界盃是為美斯而戰！許多
小將在小時候已是美斯的死忠擁躉，
與美斯並肩作戰爭奪世界盃冠軍簡直
是夢想成真。美斯確是贏盡了舉世足
球界的人和，麥巴比還年輕，而且已
得過一次世界盃，這回的冠軍應該留
給美斯。現在似乎是最完美的結局，
美斯奪冠，麥巴比以8個入球壓過美
斯而得神射手獎，還平了決賽大演
「帽子戲法」個人攻入3球的紀錄。
這世紀之戰，還評定了近十多年來

美斯與C朗（C. Ronaldo，內地慣譯
羅納度）競勝，以美斯終勝一籌畫上
句號。人生總不能十全十美，有球王
級水平的名將多的是，許多都與世界
盃冠軍無緣。「美羅競勝」兩人「共
治」足球世界的時代要終結，他們足
球成就的巔峰期比許多前輩球王都長
得太多了。接下來會是「麥巴比時
代」的開始嗎？
麥巴比展示了球王級的水平，4年
前已得了世界盃冠軍。兩屆世界盃已
入12球，剛過了24歲生辰，他起碼
可以多參加兩屆。唯一擔憂是他性格
中的弱點，最有可能影響他作為世界
球王時日的長短。麥巴比的偶像是C
朗，如果對「美羅競勝」作技術分
析，兩位球王的球技各有千秋，有點
似兩個資優生長年累月競爭誰考第
一，最後以「操行分」論高下，這方
面顯然是美斯完勝了。美斯團結隊友
的能力遠勝C朗。不過葡萄牙隊友在
2016年歐洲國家盃已經為早早退下火
線的C朗奪了首冠。不應有憾吧？
願麥巴比球風可以繼續效法C朗，

待人接物則應借鑑美斯，勿負個人的
天賦和努力。戰績成就則應以超越比
利（Pele）為目標！

記得曾與我合作過製作《溫情童話寶庫》視像版系
列作品的編導馬克索尼說過，每年聖誕只要集中出售
《聖誕熊歷險記》的圖畫書和視像版就行了，因家長
們都喜愛選購它呢。書中白胖胖的小熊很可愛，牠在

冰川融化下逃過危險，後來還成為聖誕老人的助手，把一份份聖誕
禮物送給森林的小動物；這溫馨的故事特別適合於平安夜親子閱
讀，感受送禮物和收禮物的快樂。
大概不同年代的聖誕節都有備受注目的童書，我相信今年童書禮

物的首選，必屬J.K.羅琳的兒童故事《平安小豬》（見圖）了。這
位大作家寫完《哈利波特》系列小說走紅了，她此本《平安小豬》
再創造了一個想像豐富的魔法世界，帶小讀者踏上一段奇幻旅程，
再次印證了J.K.羅琳傑出的故事敘述才華。每個讀者都可能在書中
找到自己的影子！這是一本帶着愛和希望的童話小說，令人思考如
果真有一處奇幻的失物之地，最想找回哪些曾經珍愛的寶貝？失去
了的人和事能否容易找回來呢？故事中講述男
孩傑克有一個心愛的玩偶小豬嘟嘟，一直陪伴
他成長，和他一起度過許多開心及艱難的日
子，牠陪伴着傑克經歷了爸媽離婚，到新學校
及新家庭的苦惱，嘟嘟給他心靈慰藉，是他的
好夥伴。不幸一次意外，他的小豬丟失了；傑
克悲痛懊悔，儘管收到了一隻類似的玩偶「平
安小豬」，但他並不喜歡牠。
聖誕平安夜是個神奇的夜晚，傑克發現房裏

周圍的東西，都獲得了生命！平安小豬告訴傑克，要想找回他的摯
愛好友嘟嘟，必須去一個神奇的國度，那裏是遺失物品之地，即失
地魔的國度。傑克就和平安小豬展開了驚險刺激的冒險之旅，他們
一路披荊斬棘，闖過了塵封荒原、廢棄鎮、思念城……當失地魔知
道了，就戒嚴安排抓捕傑克和平安小豬……
為了找到嘟嘟，傑克勇往直前，並得到希望天使的幫忙，最終能

找回嘟嘟嗎？平安小豬會怎樣？結局跟你想像的可不一樣呀！
這個愛與被愛的故事，閱讀着充滿幻想，也得到心靈慰藉，令人

學會更珍惜陪伴自己的人和物，生活中我們或會丟失一部分自己珍
愛的人或事，但是也不要因此雙眼蒙蔽，看不到身邊仍有另外的
人/物在默默付出守護着你！
通過一次次遺失和尋找中，人們在生命中得到成長的力量。

大作家的聖誕童書
不知不覺，「人

生憑闌處」迎來了
2022年與讀者的最
後一次見面。一直

很喜歡「憑闌」的狀態：不論一個
人身處何方，總不應該忘記去觀
察、去眺望，進而思索生活的種
種，在一點一滴豐富人生閱歷中，
積澱對命運的一份坦然、積累對生
命的熱愛。我想把這樣的狀態，寫
出來同更多的人分享，所以就有了
這個專欄。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或許，

2022年並不是一個輕鬆的年份。
年初，全港第五波疫情爆發，整個
城市都在經受考驗。那段日子，我
於家中避疫，雖然偶爾也難免煩
躁，但好在有更充足的時間讀書和
寫作。這兩件事讓人可以在時間上
思接千載、在空間上視通萬里，它
打開了疫情將我困住的那個時空，
讓我超越了現實的處境，給了我更
加遼闊的精神世界。我回憶着成長
的足跡、體味着親情的可貴，我凝
視着不經意的生活轉身處，那些陪
伴我的學生們，給了永遠的溫情；
我亦咀嚼着「黃鳥於飛，集於灌
木」的美麗意象，「金戈鐵馬，氣
吞萬里如虎」的宏大場景、「究天
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深沉思
考……生活不會一味地累於困
頓，只要我們心存希望，明天就一
定是嶄新的。這是疫情之中，當我
迎來了人生的又一個夏天時，發出
的由衷感慨。

我的學生們經常會在這個專欄裏
找尋自己熟悉的影子和故事。我最
開心的事情，莫過於有次星期一的
早晨，有學生通過Ig傳來信息：
「老師，你寫的那個曉芊是不是之
前隔壁班的？」「老師，我也很喜
歡讀《傅雷家書》，你說的版本可
以借我一下嗎？」「老師，我的家
就住在長沙灣，想不到你對這裏有
這麼多的了解，我還是第一次這樣
詳細地知道這個社區的來龍去脈、
前世今生呢。」我很開心。這是寫
作的另一個意義。在文字中，我與
讀者完成了交流。這樣的方式，溫
暖又別致。我打開心扉，講述着屬
於自己的故事，然後滿懷期待地看
着它們走進更多的心靈，與更多的
精神世界發生了碰撞和共鳴。
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帶領學生去聽

了一名香港中學生的小提琴獨奏
會，與學生們藉此展開的討論——
同是16歲，人和人的差距究竟來源
於什麼？「這世界只有一種成功，
那就是用自己喜歡的方式，暢快淋
漓地過一生。我們努力讀書，就是
為了不斷找到真正有趣的事。」當
我最後給出這個看似並不完美的答
案，學生們卻包容地欣然接受。我
想，教育的目的，也正在於此。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
對於即將到來的2023年，我們應
該有更熱切的希望和憧憬。我樂於
相信，明朝花勝今年紅！親愛的讀
者朋友，希望「人生憑闌處」能夠
陪伴你體驗更豐富的人生。

把酒祝東風

有說亞洲以筷子進食
的民族，由於手指活動
頻繁，所以指頭分外靈

活，對精密微細的手工藝較易得心應
手。當然，並非個個會「夾餸」的人
都有一雙巧手，手工創作必須同時兼
備細密心思、耐性和創意，才能以指
頭造出驚人成就。從微型藝術的展覽
中，就肯定香港「快樂微型藝術會」
的藝術家都具備了這些優越的條件。
「快樂微型藝術會」月前在新加
坡、東京及首爾巡迴展覽，說好香港
故事後，聖誕節期間又在香港展出，
藝術家的巧手「重建」了香港人的眾
多回憶，最令人驚喜的是沉在深海的
珍寶海鮮舫重現香江。藝術家蔡碧龍
和何國添對珍寶海鮮舫分外鍾情，早
於4年前便實地考察、拍照及取得建
築圖樣，所以在大家都惋惜這艘伴着
我們成長的海上酒家「消失」了之
時，一個長1.5米的微型《珍寶海鮮
舫》就呈現在我們眼前，還留住了往
昔燈光璀璨的輝煌歲月。仍亮着的
「歡迎光臨」霓虹招牌，繁忙的接駁
碼頭、海鮮舫內的大型魚缸、大堂中
的龍椅、大型圓桌、貴賓廳內冠蓋雲

集、忙得不可開交的巨型廚房、船後
放滿的發泡箱、笑意盈盈的嘉賓……
藝術家還特意把電影《食神》中周星
馳和谷德昭做對手戲一幕重現。
另一個作品名《遺忘的時光—
1930》，也是蔡碧龍和何國添的傑
作，他們透過一幀香港1930年代的照
片觸發靈感，以立體微型展現上世紀
戰前風情，重塑建築物外牆的中外廣
告招牌、穿唐裝戴客家帽的路人、紮
大馬辮的媽姐、赤上身的人力車夫、
天台長竹收音機天線、電影《功夫》
裏的殺手、詠春葉問的武館、巡行的
婚嫁隊伍，人物都栩栩如生。
微型藝術家擁有何其靈活又充滿藝

術細胞的指頭！

微型藝術家的指頭

希臘神話當中有個美少年蓋尼
米德，他是特洛伊的王子，從小
便天真無邪。終於有一天，連宙

斯都被他驚動了。於是，宙斯就變成隻鷹飛到
特洛伊，趁蓋尼米德放羊的時候把他給叼走
了。這還不算完，宙斯還責令青春女神赫柏讓
他去給眾神司酒。所以，可以想像，蓋尼米德
肯定很快就會和各路神仙都熟稔起來。誰會拒
絕一個帶着好酒上門，意圖與你把酒言歡的人
呢？更何況，這人還單純可愛得要命。
很多藝術家都關注過這則神話。比如米開朗

基羅、科雷吉歐、林布蘭、莫羅，他們都畫過
巨鷹與蓋尼米德，且連畫名都一樣，均叫做
《綁架蓋尼米德》。然而，唯獨是魯本斯的作
品不同。在別的畫家那裏，蓋尼米德和鷹是唯
二的兩個主角，展現的主要是二者的互動。莫
羅稍好些，作為一位象徵主義畫家，他強化了
蓋尼米德身後幽暗的森林，以使二者被籠罩在
象徵主義最鍾意表達的神秘氛圍之中。而這神
秘又來源於力的較量。於是，莫羅繪畫當中的
蓋尼米德十分白皙纖細，鷹則顯得倨傲強大。
在力的懸殊當中，綁架就強化了自然的不可
抗，於是，宿命論就來了。
魯本斯不同，他的畫比旁人的都複雜。在他

的畫布上有3塊區域，中央是倚靠在巨鷹肩頭
的蓋尼米德，老鷹是因為愛慕這年輕人才來到
特洛伊的，蓋尼米德本人並不知道這一點。所
以，當他遭到劫持的時候，他就成了被愛環繞
而無知的人。於是，無須付出愛，他就像任何
被愛者那樣甚為自由。魯本斯最高超的地方在
於，他將宙斯所幻化的這個巨鷹塑造成了一個
擁有權力卻準備授權的角色，授權的動機是
愛。於是，佔有便成了放手。蓋尼米德因而顯
得既慵懶又怡然自得。甚至，他還可以不帶負
擔地活着。因為他被給予了一項特權——給眾
神斟酒。這相當於鼓勵人人都可以保有本心地
恣意妄為。所以，在畫的右上角，是作為畫作
第二部分的青春女神，她正遞給蓋尼米德一隻
酒杯，以示授權蓋尼米德。而左上角遠遠地有
一眾神仙正等在那裏預備喝酒。於是，這幅畫
就完整地體現了一個關於愛的理念，即愛他就
讓他保持原樣。因為正是他的這個樣子，你才
被他吸引的。而蓋尼米德手中那隻酒杯，是要
人人都和蓋尼米德一樣，成為一個自己。
在巴洛克的潮流當中，思想性，或者說思想
當中的那些褶皺、不平緩的地方都會被不加掩
飾地表達出來，甚至放大。這是這個藝術流派
最大的特徵。於是，我們看到的巴洛克繪畫，

人的皮膚從沒有之前繪畫的皮膚白皙光滑，反
而那身上的肉都擠作一團。其實，每一處褶皺
不平，都是畫家思想的一個起伏，他把這個情
感傾注在這皮膚上，以展示他的思想變化，以
至於當他畫完之後，發現這皮膚都臃腫起來
了，而這個基於理念的表達方式完全挑戰了平
滑無障礙的傳統審美，令一切細節展露無遺。
化作鷹的宙斯的授權，就是這種放任發展的授
權，以愛的名義放掉他而不是拘禁他，這是魯
本斯所要表達和倡導的巴洛克。不過有一點需
要提及，並非每一個巴洛克成員都這樣寄希望
於授權。彆扭的林布蘭就不，儘管他也崇尚巴
洛克，他卻把蓋尼米德畫成了一個嬰兒，這嬰
兒被抓住時嚇得撒尿。想必林布蘭是有些蔑視
無知的，他把力
量與無知放在一
起以強調智慧的
缺席，這是批評
態度。

綁架蓋尼米德

深深姐妹情
妹妹在家裏排行老三，上有哥哥

姐姐，下有一個妹妹，夾在中間，
卻從來沒有所謂的「爹不疼娘不
愛」，從小古靈精怪，很有主見。
家裏的早飯主要是妹妹負責照

看。母親總在早起去街市販賣蔬菜
前，一疊聲地把妹妹從美夢中喚醒，說煤
爐上高壓鍋煮着早飯，千萬別睡過頭把鍋
給炸了。我也會在去學校早讀之前，再三
叮嚀。而妹妹也從來不負所望，不管再冷
的天，再困的勁，她都能保證一家人的早
飯熱氣騰騰。有時等不及哥嫂起來煮菜，
她也會自己動手，地瓜葉、空心菜、酸
菜、芋頭，有什麼菜就煮什麼，經常是一
些母親前晚沒有賣完的、賣相不好的蔬
菜，或是自家種的常見菜。妹妹的手藝愈來
愈好，有時來不及煮菜，只是簡單的醬油拌
飯，再放些豬油，哇，熱氣騰騰，香得讓
人根本停不下來，風捲殘雲。嫂子嫌棄她煮
菜太費油，心疼，不讓她常上灶台。
儘管如此，妹妹長大後還是充分發掘出

「大廚」基因，她的孩子們吃慣了她煮的
菜，覺得誰做的都沒有老媽做的好吃。兄
弟姐妹們到家裏作客，她會先開出一份菜
單，幾湯幾菜，幾葷幾素，什麼菜怎麼
做，清蒸還是白灼或是紅燒黃燜，都有講
究。做出的菜品色香味俱全，讓人食指大
動，忍不住大快朵頤。我們讚不絕口，說
是比起飯店的大廚，也毫不遜色。妹妹性
喜熱鬧又貼心，我們姐妹住得近，我也經
常去叨擾，妹妹也總是做些我愛吃的，讓
我一飽口福。
妹妹有過多年經商經歷，也曾小小年紀

外出打工，練就了一副豪爽、重情的江湖
兒女氣派。家裏誰有了什麼不開心的事，
也總愛找她開解。妹妹說話做事，總讓人
特別的舒服。她還喜歡看書，偶爾也寫些

文字，抒發心情，也有讓人驚艷的時候。
妹妹的記性還非常好。小時候的很多事
情，她都如數家珍，而我和最小的妹妹，
經常聽得一愣一愣的，有過這事嗎？是這
樣的嗎？妹妹總是不容置疑、斬釘截鐵地
說，你們都不記得了，我可記得清清楚
楚。我們便心虛了，承認是自己記性不
好。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倒也記憶猶新。
有次妹妹不知怎的，惹母親生氣，被責

罵後就不顧一切地衝出了家門。這時天已
經黑了，正是晚飯時分，家家戶戶都亮起
了燈，街道上空蕩蕩的。母親又氣又急又
擔心，讓我趕緊去找。我出門後，四下張
望，遠遠地看見妹妹好像就在前面，我邊
追邊喊：不要跑了，快點回家。妹妹好似
聽見了，回了一下頭，反而跑得更快了。
我只好奮起直追，卻怎麼也追不上，嘴裏
也沒停，一直勸她回家。
妹妹卻頭也不回一直跑，一頭跑進了建

設局。我趕緊追上去，遊目四顧，裏面都
是緊鎖的辦公室，無處可藏。我四處找了
一圈，有個角落堆滿了柴火，黑燈瞎火
的，根本看不到什麼。我有點害怕，卻還
是硬着頭皮，邊問：妹妹，你在裏面嗎？
不要嚇我啊！快點出來啊！一邊伸出手去
摸索。不知不覺就愈往裏走。卻始終沒有
人應我。我頭皮發麻，害怕了，趕緊撤
退。衝到外面大街上，看着昏黃的路燈
下，空曠的街道，我絕望地蹲在路燈下，
傷心流淚。一邊哭一邊數落着妹妹：就是
你，你這個壞傢伙，現在找不着你，我也
不敢回家，會被母親責罵的。嗚嗚嗚，我
餓死了，你到底在哪裏呀！你不要躲了，
快出來吧！我們快點回家啊！嗚嗚嗚……
最終，我還是沒有等到妹妹出來，已經

餓得前胸貼後背的我，實在熬不住了，腿
也蹲麻了，心一橫，先回家吃飯再說。一

路上，我惴惴不安地想着該怎麼和母親解
釋這事，結果回到家裏，還沒等我和母親
說什麼，一回頭，妹妹居然就跟在我屁股
後面。我也沒有力氣和她爭吵了。母親也
沒再說什麼，讓我們趕緊吃飯。
後來妹妹和我說，阿姐你笨死了。我故

意跑那麼慢，你都追不上。我好幾次乾脆
都停下來等你了，結果你還是追不上。在
建設局裏，有好幾次，你的手只要再伸長
一點點，就能夠着我了，結果每次都差那
麼一點點。你是不是故意不想抓住我啊！
我聽了簡直無語，明明是你一直跑，一直
躲不讓我抓的！還害我在大街上哭鼻子！
姐妹倆說着說着就笑了。
雖然我們姐妹也曾有過磕磕碰碰，也鬧

過小脾氣，但留在我心間的，都是妹妹對
我的好。我在外地讀書時，妹妹正在外打
工，還特意坐了長途汽車來看我。至今抱
憾的是，因為當時手頭拮据，也因為路途
不熟，沒有帶妹妹去看看久負盛名的湄洲
灣，去拜拜媽祖。那時我也只是個初中畢
業的農村孩子，到學校雖然也二年了，終
還是沒有勇氣走出去。那個年代沒有高德
地圖百度地圖，也沒有微信支付寶花唄，
沒有BP機智能手機，我不懂怎麼坐班車去
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雖然也是著名的旅
遊景區。我怕迷路，怕錢不夠。現在想
想，真是有點心酸呢！也是辜負了妹妹遠
道而來的盛情。後來我生孩子、幾次生病
住院，都是妹妹在身旁無微不至地照顧。
有了什麼滋補食材，妹妹也細心地去網上
找了食譜，精心烹製。連我愛人都忍不住
感慨，妹妹對你是真的好！
是啊。姐妹情深自有緣，相依相伴賦詩

篇。輕香四溢誰堪賞，夢在心中盡秀娟。
此生有幸做姐妹，感恩有你，感謝有你，
我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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