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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有人在游泳。樓旁有草地，有人在步行。
4、 Spouting  Hopan Beach Park：從 Poipu 出來乘

車繼續前行，前方矮
山，左海灣，灣中有一小艇；有二層高架樓兩棟。

11：15 下車。海灘有小噴泉，Lia 照噴泉，然後給大家
照相。至後去小攤商大棚，一面設攤，設單行走道，主
要賣當地土特產，也賣一些旅遊必需品。場地比較簡陋。
按規模已算不錯了。附近有廁，小解後上車。時 11：
32。

11：40 開車，限速 25，路右有花，為國家公園栽植。
又沿路返回到浴場，限 15。時 1：44。此路兩側均公寓。
右 邊 到 海 了！ 右 有 House 左 為 林。 走 轉 盤 Oneway，
限 30。出太陽了！左過一獨峰，在前山，有紅土。又
到 Koloa，11：50 了！下坡右山，限 30，這回牌上寫
了 Mp h。路側無樹，本路是 West 530，有美國旗，左
House 有小耳朵。雙側皆平房 House。我們下坡直行，
路旁在修電話線。平房有賣小吃者。

5、 参觀咖啡公司：11：50 到一鎮， 看到油價比
休市貴，均 3.5 元

以上比休市貴一元多。
 11：58 出鎮，一片開闊，Kauai Coffee 公司快到了，

這裡是他們的林地，遠方為海。
  12：03， “考愛咖啡公司”到了！夏威夷是美國

唯一產咖啡之地。就在本島。下車進公司，参觀者已擠
滿前院，這裡可以品嚐咖啡、咖啡豆，牆上有咖啡製做
過程介紹。我進入廳內，那裡有留言簿。我簽名題詞留
念，這是第二次在外出参觀時留言。珍珠港本想這次留
言的，因上次 2006 年只看了留言簿上別人的留言我沒
留，決定本次留言補上，但這次留言簿撤了，沒有留成。

 J 要婆坐，婆說要逛。好在開放可参觀的地方不算
太多。不像上次参觀夏威夷果生產車間，這裡沒開放車
間給游客参觀。12：22 了我拿了一份介紹。J 買咖啡，

12 月 14 日      星期四        冷 晴

 這是本次夏威夷之行的最後一站，2006 年來夏威
夷也沒到過本島。本島是一個美麗的地方，群山巍峨，
其峽谷可比美美國本土的大峽谷。

 今天晨 7：00 起，正好 J 來電話，m h 說今天天氣
冷要多穿衣服。於是穿了厚衣服，並加了尼龍護腿。

 7：50 去 11 層早飯，看到本船已停到碼頭邊，碼
頭後為山，左後方進島路為削掉紅色山岩開出，8：30
回到房間。一會要走那山崖邊。

 在房間等啊等，直到 10：15 才下船，反正本島
不大時間足夠。這是本次旅遊特點，以前到其他地方
Cruise，最遲 8：00 也下船了！

 下船是 Port of Nawiliwili  Pier 2 它在 nawi li w i li  
B ay 內，名 “Nawiliwili Harbor”。位置在本島東南。
他的東北面就是本島機場。

1、 上大巴：等至 10：20，我們上 了叫“Robert”
的大巴。10：24

開。碼頭上人山人海，已走了不少，但還有多人。
司機及服務人員多為亞裔，是本島特點。但講英語。開
車前司機兼導遊先在碼頭講解，然後車由船碼頭右方開
出碼頭後左拐，走剛才提到過的崖邊。再右轉過了山腳，
這一帶多為本碼頭倉庫。然後右拐往東再下東南，到海
邊有海輪。這裡是 “Nawiliwili Park”其東為 “Kalapaki 
Beach”停車講解，時 10：32，兩分鐘後開車。左為海
右為倉庫。

2、 左拐西行，限速 40，再轉南下，走海邊平地。
遇紅燈後，改限

速 35 了！路名：Pokake s t。是一條筆直之路，穿
Haleko Rd，過 K.mart、House 後，在 Poipu 路又遇紅燈。
10：40，看到遠方山。車穿 Nawiliwili Rd 後，為直寬
之路但限 35。過 Hokau Vil la ge，停車。看大樹二株，
及中式亭子，對山不高，但林密。有一線瀑布直瀉而下，
入谷中。10：45 上坡後，直行路名 Koloa，右行名 “Kauai 
Mite 3”為雙行道，路直。10：47 入林。前行有自行車道，
此路限 50。前方沒樹了！左山較高，右山有人工林，上
坡緩。路兩側均無大樹。

 10：51 左 轉 停 車 1 分 鐘。 右 有 雲 頂 林、 左 為 平
田 有 樹 但 不 多。10：55 車 行 處 看 到 正 修 路， 前 方 名  
“Koloa”，快到海了！有一片甘蔗田，看到有中國人、
日本人。

   “Poipu Beach” 到， 這 里 有 商 店： “Sueok  
market”，在丁字路口。左拐為 Poipu。天氣晴了！右
拐有當地人在修車。此地氣候乾燥，出太陽了！感到烤
皮膚。Poipu 是當地著名海灘。10：02 走在去海灘路上，
雙側為中高林木。

3、 Poipu Beach Resort：古印地安人駐地，仍保有
印地安人木圖騰。

11：05 車左拐到海灘。沿海灘有二層樓一片，左
保留有一小片岩灘。左有二層樓。路離海了！車前行
到 “Kukuiula”海濱，時 11：10，左為海，木材旁有
牌 子 寫 “For sale”， 本 路 限 15。 一 塊 牌 子 寫 “Peo 
xing”，未求甚解。左有一 4 層樓，廊子直至海邊。海

買 4 包送 1 包，10 元 1 包並不便宜。但這是原廠買，也
新鮮。12：40 上車。Lia 照咖啡公司及我。附近有不少
皂角樹，我這麽認為，因兒時在老家山東濟寧見過的皂
角樹，結的大豆角就像這裡的樣子。但不知是否？

6、 去 島 西 北 部 大 峽 谷 公 園（Waimea Canyon 
Park）途中：司機說我

們要開上北面那個山頭，山高 3600Ft。12：48 開車
走。司機說他爸華裔、他媽菲裔，今年 96 歲了！高壽
啊！我媽去世剛 78 歲。話扯遠了。    我們正開車在雙
側為松樹的大道上（就島上來說），其實在陸上不過是
一個普通 對開車道。前方無樹了不過 5 分鐘雙側又變成
了灌木叢。限速 35。前方 “Waimea”園，產夏威夷果，
樹上有果。左 45 度為夏威夷小島。時 12：55。前方為海。

a、 Hanapepe 到：在下船碼頭正西方，前方也是一
個海灣，也有機

場，由船碼頭到此估計一個多小時車程。12：58 停
車，在此 “Overlook”火山石，我二人沒下車，此處在
山腰有火紅色岩層，山頂部有綠草及樹。司機講 “草減
綠”。不知是否指草色淡了！看到有乘私家車來者，一
男一女，還帶了自拍桿。1：05 我們車開車走。看到左
面有二油罐，還有一片窪地。我們車直行，在 Jct  580
下 坡 限 35， 前 面 到 海， 走 Ele. Ele Rd， 穿 過 Waiaco 
Rd，限 35。過歷史區， “Puna”，過一河，前面通海。

b、 Port Allen：是一個海灣有機場，就是剛才提到
的 “H a na pe pe”前

方的海灣及機場。到達後在 Moi Rd 正好是綠燈。
車速限 50，鎮西南方為空港。繼續前行，路兩側都是
平原，難得。時 1：12。車速限 35。下坡左為海，牌示
Mile20。經樹林又看到結莢樹，但結莢較小。

 c 、 過 一 個 過 海 灣 橋 上 島（Russin Port）， 其 實
更像一條河，對岸也並非島，是一小鎮。路牌：”Old 
wam Road”，限速 25。司機停車講解後，又開車。

前方：路 “Wimea”，牌示 “Mile23  Jct 356。可
通 Canyon。1：22 出鎮。這裡無大樹，有幾顆棕櫚及其
他樹。路筆直、雙行單車道。之後進入 “Rekaha”左
有 House 右為樹，這裡原是糖廠。也有結莢樹。本路限
速 25。過橋，時 1：26。路右有小型車棚，放有車。

 前方糖廠，其右有中型校車。左、右樹林後均有房。
右小路，牌示可通、W.Canyon。時 1：28，

c、 車入山間去 Canyon：一分鐘後入進山路，無大
樹樹葉也少，為

何會如此？此路是在山間開出的小馬路，右為山石
或崖、左為山谷。留有錯車處，並要事先鳴笛。但看到
錯車還是較困難。因本路上下高坡及彎路多，而且往往
連續彎道或連續上下坡。共遇到 6 輛車需錯車。

d、 山路繼續：日光在左，遠遠望去可看到大海，
海中有島。1：35

車鳴笛下坡又上坡。右為紅土山，過後路到山頂
了！但還不是大峽谷的山頂，還要繼續前行。

 1：38 又遇 2 車，右為崖，超車處有長護欄。右又
有紅土山，車過三叉路入林中。1：44 到 Mile 7，之後
又到 Mile 8，山路拐來拐去限速 25。

 車沿山脊行，山脊也是高高低低，並非平坦大路。
1：50 到達峽谷停車場。1：55 下車。啊！太美了！

考愛島（Kauai island）之旅一
李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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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成功和磨難之後，崔永元更老練成熟了。但成熟
未必全是好事，成熟從來具有兩面性。也許，人們更喜愛
初出茅廬、帶些稚氣的崔永元。繼因公開反對轉基因食
品而與多方論戰之後，崔永元又壹次站到了輿論的中心。
起因是電影《手機 2》要開拍，2003 年上映的《手機》，
講述了著名主持人嚴守壹出軌的故事，嚴守壹的背景設
定、經歷都與崔永元高度相似，被不少觀眾視作影射現
實之作。
今年 5 月初，崔永元在微博曬出了跟《手機》系列編劇劉
震雲的聊天記錄，對方曾告訴他沒有《手機 2》，新電影
叫《朋友圈》，但沒過幾天，馮小剛就發微博稱《手機
2》將開拍，還是原班人馬出演。於是，崔永元怒了，就
在微博上對馮小剛、劉震雲、範冰冰等相關主創開炮了。
變身“娛樂圈揭黑者”的崔永元讓人壹時之間難以適應，
在壹些中年人的印象中，他還是當年《實話實說》中那
個詼諧幽默的小崔。二十多年間，崔永元多了很多身份，
他的公眾形象也經歷了許多變化和翻轉。
鄰居大媽的兒子
在《實話實說》的官網介紹頁上，有這麽壹段話，“《實
話實說》是壹種新型的節目樣式。類似的電視談話節目
在國外被稱為‘脫口秀’(Talk　Show)，壹般具有較高的
收視率。”好的脫口秀節目總有壹個做為節目靈魂的主
持人，崔永元就曾是《實話實話》的靈魂。
他在《實話實說》中的作用很像彈幕，總能有些意外之外
卻又情理之中的吐槽。在壹期名為《和大學校長品茶》的
節目中，有觀眾向時任劍橋大學校長的布魯斯提問，“我
通過您的背景資料，看到您是在劍橋畢業後，為 IBM 公
司工作了 19 年，之後又選擇重新回到了劍橋。那麽我的
問題就想問劍橋對您來說，最大魅力何在，讓妳做出了
這個選擇 ?”，聽完這個冗長的問題，崔永元直接跟了壹
句“就是為什麽在 IBM 待不下去了 ?”
對於央視主持人來說，擁有語錄往往是大眾影響力的標
誌，相比於總是被調侃惡搞的韓喬生，崔永元的語錄則更
多被打上了風趣幽默的標簽。那時候的他，被觀眾和媒體
稱作 “鄰居大媽的兒子”。這個形容既勾勒了他的公眾
形象，也描述了他的核心受眾群體。“如果國人談起小
崔，大家都會像談起自己的熟人。”敬壹丹曾在自己的
書中如此評價道。光明日報出版社社長李樹喜則描述他，
“高個兒卻不顯赫，嚴肅卻又隨和，正經而多幽默，那潔
凈而總顯松垮的服裝和關鍵時候狡黠而可愛的‘壞笑’，
壹下子就拉近了同大眾的距離。”
轉基因鬥士
正是因為這樣的形象太過深刻，2014 年，崔永元赴美調
查轉基因食品的紀錄片橫空出世時，盡管壹些細節都禁不
起推敲，還是有不少人選擇了支持。原央視新聞評論部
副主任陳虻曾評價崔永元，他對於任何壹個事物，有自
己的價值觀，有自己的識別方法，有自己的表達的特性。
他永遠可以用壹種幽默的方式看待所有的事情，這就是
他的風格，這是他內在的東西。
然而，互聯網時代的輿論環境已經截然不同，涉及公共

利益的個性化觀點壹定會遭遇多番質證。崔永元的紀錄
片也未能幸免，質疑很快在各種平臺席卷而來，生物領
域的專業人士紛紛站出來表示反對。崔永元也不再像做
主持人時壹樣松弛而幽默地應對，他與復旦教授和中國
農大的學生進行了幾次硬碰硬的口水戰，轉基因的利弊
沒有辯出結果，卻誕生了壹個風度欠佳的崔永元。
2002 年，崔永元離開《實話實說》，2 年後錄制《藝術人
生》時，他坦言自己患重度抑郁癥已經兩年時間。當時，
抑郁癥還沒有被大眾所熟知，人們提起這種病總是說“就
像崔永元和張國榮”。那壹次，觀眾很心疼，大家喜歡
的小崔病了。十二年後，網友們很惋惜，崔永元“病了”，
不再是那個風度翩翩的熟人了。對於轉基因的執著，讓
他開始變成壹個面目模糊的人，有趣的崔永元還沒有完
全褪色，偏執而激進的崔永元就忽然出現了，這兩種形
象在壹個人身上艱難地融合著。
如果崔永元和轉基因食品的故事只停留在這裏，還可以被
解讀為堂吉訶德大戰風車。但是，崔永元選擇了再往前
走壹步。2016 年的中國全零售大會上，崔永元表示自己
已進入零售業，將在 3 個城市為 3 萬會員提供非轉基因商
品，並於 2017 年初在經營非轉基因商品的電商璞谷塘商
城擔任監事主席。這是壹個邏輯自洽的行為，發現轉基
因食品不安全，進而投入到非轉基因商品的開發與銷售。
但“商人崔永元”卻並不在大眾的心理預期內，黃磊做生
活方式品牌黃小廚，林依輪做餐飲快消品牌飯爺都符合
大眾對他們人設的認知，但反轉基因鬥士崔永元做非轉
基因商品，卻會讓人們懷疑他最初偏執的動機。在崔永
元越來越不像鄰居大媽的兒子之後，公眾給予他的信任，
似乎也用完了額度。
維權者“崔永元是誰 ?”
2017 年 7 月卸任璞谷塘的職務之後，崔永元在大眾視野
裏消失了小半年，直到今年 5 月底因手撕《手機 2》劇組
相關人員而再度出山。這壹次他出現時，有人在網絡社
區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經歷過他如日中天時代的網友則
淡淡地感慨“過氣的公眾人物真慘”，這個感慨發出時，
崔永元被嘲笑“硬磕馮小剛和劉震雲無果，只好揀範冰
冰這個軟柿子捏”。但幾天之後，A 股的影視板塊就經歷
了壹輪大跌，華誼兄弟、唐德影視、慈文傳媒、光線傳
媒紛紛變綠。崔永元也有了新綽號，以壹己之力綠了影
視板塊的男人。
這並不是崔永元第壹次的維權，《實話實說》剛播出時，
他就經歷過多次廣告侵權事件，最嚴重的壹次還鬧上了法
庭。根據法院判決書中的信息，1996 年 6 月，《實話實說》
播出了《該不該減肥》節目，從 1997 年上半年開始，華
麟集團旗下的減肥產品美福樂擅自對該期節目的錄像帶
進行剪接、添加、拼湊甚至偽造，制作了該期節目片段
和崔永元肖像的“美福樂”減肥廣告，在全國 90 家電視
臺播放。
據崔永元在采訪中透露，壹些出於對《實話實說》信任
的消費者發現產品沒有效果後，把怒氣撒到了他身上，
這件事也加重了他的抑郁癥病情。崔永元起訴對方後，

不僅要求精神損失和經濟賠償，還要求對方在央視壹套
的黃金時間公開賠禮道歉。
離開《實話實說》之後，崔永元曾經做過壹檔名為《電
影傳奇》的欄目，以紀錄片的形式回顧了多部經典國產
電影。他曾撰文表達過對老電影的情懷，“我從小愛看
電影，過去那些電影拍得多好呀。《英雄兒女》、《英
雄虎膽》、《大浪淘沙》、《林海雪原》……我做人的
方式都是從那些英雄形象那兒學來的。”

老電影中的英雄們總是有著黑白分明的世界觀，容不得沙
子。敬壹丹也說，崔永元是壹個認真、較真的人，這點
從他對劉震雲的態度中可見壹斑，自傳出版時他曾表示，
“不怕諸位見笑，我最大的心願是錢鐘書、阿城、劉震
雲三位先生壹起寫序，現在阿城先生、劉震雲先生的文
字清清楚楚印在了上面。”而這次，崔永元明確地表示，
最不能原諒的就是劉震雲。
崔永元曾在自傳中回憶了與美福樂那段曠日持久的維權
大戰，字裏行間都是強弱對比下的無奈。而如今，面對
站在事業新巔峰的馮小剛和範冰冰，過氣名人崔永元看
起來並不強大，卻憑著幾份打著馬賽克的合同，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勢完成了復仇的大計。
崔永元也知道自己變了，他在接受毒舌電影采訪時說，
要向範冰冰、徐帆和劉震雲的女兒道歉，“我太粗糙了”，
他告訴騰訊《壹線》“《手機》讓我改變，社會跟我想
的完全不壹樣。”
以前，崔永元攪動乾坤憑借的是“崔永元”三個字背後
的品牌力量，“鄰居大媽的兒子”蘊含著樸素而強大的
公信力。如今，他的工具是對於互聯網傳播方式和公眾
敏感點的深刻理解。
而對於這場復仇大戲的觀眾而言，穿著條紋衫頻繁接受
采訪的人是崔永元還是李永元並不重要，人們需要的只
是壹個爆料者，滿足八卦獵奇和仇富心理，而崔永元接
受了這種新的形象設定，遊離在灰色地帶，用更加巧妙
的方式完成了維權。
美福樂事件之後，李樹喜曾說，“經歷成功和磨難之後，
崔永元更老練成熟了。但成熟未必全是好事，成熟從來
具有兩面性。也許，人們更喜愛初出茅廬、帶些稚氣的
崔永元。”
(DONEWS)

經歷成功和磨難之後，他
還是當初那個崔永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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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試《論賈誼》文中有：「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
莊子《逍遙遊》：「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趙之楚的《此情可待》，不是賈誼期待被人賞識的「際遇」，不是幸致的「富貴」；
有些像莊子的「惡乎待」(無所待)的「有所待」…
之所以有所待，就是不想讓日後的「追憶」成「惘然」！

此情可待 1-4 趙之楚

趙之楚_此情可待_180623 1-4 專欄

有所期，有所待，有所忍，惡乎待，人生
的種種滋味，盡在其中！

期、待、忍，與「欲」有些相似，卻又不完全一
樣，究竟怎麼個不一樣法，趙之楚也說不清楚。

譬如「盼望」自己小學畢業、中學畢業、大學
畢業；譬如期盼自己成家立業，又譬如盼望子女
長大成人；還譬如盼望成家立業的子女，偶爾回
家看看…

這些是欲嗎？覺得與「無欲則剛」的欲，似乎
不完全是一回事。

趙之楚不怎麼喜歡用「希望」與「夢」這樣的
字與詞組，因為這兩個字、或詞組，往往與「得失
、成敗」有些牽連：自己的得，往往就是別人的失
(譬如職位、名次…競爭)；自己的成，往往是，甚
至必然是別人的敗(譬如各種競選的成敗)，太靠
近「欲」了，也太「血醒味」了。

欲，對早已失去「方剛之氣」的老人來說，決
非「頤年養生」的善道。

趙之楚喜歡用「盼頭」這個俗裡俗氣的詞彙
。

「盼頭」就像一張到期必然兌現的定期存款
單一樣，它是自己的積蓄，是自己該有的；比希
望踏實些，比夢想具體些，能不能實現都與別人
無關…

老人可以沒有「希望」，也可以沒有「夢」，卻
不能缺少「盼頭」！

盼頭是甚麼？盼甚麼？

探親、訪友、與年齡
相若的夕日的同窗、同
事相聚話舊，聊聊共同
的記憶，遠比孤獨的
「我思故我在」的「在」
更具體，更真實些。參
與同學會，能讓人產生
一時的「不知老之已至
」的感覺，老人能有這
種忘憂、忘我的時刻是
很好的養生之道，能有
這樣的時刻是一大福
氣，有這樣的機會來到
時，千萬要「緊握住」

《可待的此情》…
畢業50周年同學會

，此情是可待的！千萬
千萬別讓它成了追憶
已遲的「惘然」…

希望、夢、與盼頭，免強一些的予以區分：就
時間上說，夢有醒的時候，希望有落空的時候；
從理論上說，「夢與希望」多少都牽涉到「得失、
成敗」凡事一涉及得失、成敗，就不客觀，不理性
了，一個從工作戰場上退下陣來的老人，心中仍
有「得失、成敗」存在的空間嗎？

人，尤其是老人，可以沒有「希望」，也可以
沒有「夢」，卻不能沒有「此情可待」的「盼頭」。

老人的期待、盼頭本來就不多，不但不能放
棄「期待」，更要創造「期待」，因為當人有所期待
的時候，那個一直不離不棄，在不遠處等著人的
死亡，就會被迫往後擠壓了，當人的生活中，充
滿了更多、更有趣的期待盼頭時，「死亡的檔期」
，就會不知不覺的「延後」，或「淡然」了，最好讓
它延至「不期而至」，那才是「善終」，就是俗話說
的「好死」，佛家人說：「好死是人最大的福報！」

✽ ✽ ✽
「姚榮松有E-mail給你，」朱迪便看手機便

說：「說明年3或11月，你們國文系甲、乙、丙三
班要舉辦『畢業50周年』聯合紀念活動…」

「50周年？」趙之楚心中驚呼道：「是呀，我都
84了，他們也滿72了，都是耄耋古稀之人啦。是
呀，也只有這樣年齡的人，才有機會歡慶大學畢
業50周年紀念活動…」

「哦，」趙之楚應了一聲，意思是看完E-mail
再說。

「你要參加嗎？」

「當然…」
「當然的理由呢？」朱迪有些訝異的說。
「我不參加，他們會失望的…」
「你美著呢…」朱迪不以為然的說。
「我們那一次回台北，只要姚榮松知道，一

通風報訊，少則10來人，多則20多人，不是聚餐
，就是旅遊…」

「這樣也好，你一直計劃回去為王振東、林
漢士過90生日的，連銀翼餐廳都想好了…」朱迪
說：「明年回去就一起辦了吧！」

「明年也許恰逢其時，」趙之楚說：「也許他
們正好90…」

「早一年算『暖壽』，晚一年算『添壽』，恰逢
其時，就是祝壽…」朱迪說：「難得你有這個心意
。」

「王振東、林漢士、王鳴滔、趙之楚、與翁以
倫，依次是班上最年長的幾位…」趙之楚細數著
退伍軍人再就學的人，竟占甲班1/10之多；接著
又想起了海外僑生：韓國2人，香港3人，印尼2
人、美國1人(二年級退學)，菲律賓1人，馬來西
亞1人，合計人10人，占全班2/10。

那是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居亞洲「四小龍」之
首的年代，是一個「客廳即工廠」的「勤奮年代」，
那是一個人人「發奮圖強」的年代，是一個復興
中華文化「四海歸心」的盛世年代。

凡是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最為津津樂
道，回味無窮的年代，對像榮兒90年代的人來說
，已經是「歷史」，趙之楚對那段歷史，稱之為「兩
蔣盛世」！

「人家當校長的當校長
(王振東)，當學者的當學者(
林漢士：《易學》專家)，當系
主任當系主任(姚榮松)…」
趙之楚正沉溺於「無限美好
」的回憶中，朱迪突發奇難
的說。

「只有我一事無成，」不
等朱迪數落到自己的頭上，
搶先自承道：「我趙某人沒
出息也就罷了，連累妳受委
曲了。」

「好說，好說，」朱迪舉
重若輕的說：「還算有自知
之明。」

「終於說到我的長處了
…」

「甚麼長處？」朱迪故作驚訝狀的說。
「就是妳方才說的『自知之明』呀！」
「一時說溜了嘴，不算，不算…」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的話，最為真實。」趙

之楚狡辯道。
「我看你還有一個長處…」
「真的！真的？」趙之楚認真的說：「是甚麼？

是甚麼？」
「自得其樂！」朱迪說。
「別扯了，說正經的，」趙之楚認真的說：「不

論何時舉辦，都得參加，莫讓此情成追憶。」
「成追憶是必然的，只是追憶時，沒有『惘然

』的感覺就夠了，若是明年3月舉辦呢？」朱迪的
意思是剛從台北回來，不到一年又要回去？

「不會吧？」趙之楚說：「3月就不滿50年，豈
不鬧了個名不正的話題？」

「你們這些書呆子，念念不忘的就是『名正
言順』，」朱迪認同的說：「說的也是，不論何時舉
辦，都得參加，一生也就只有一個50年。」

得到朱迪同意後，趙之楚立即給榮松回覆
道：

「阿松，不論何時，在何地舉辦，我與朱迪一
定參加。」

阿松讀後立即回信說：
「趙、朱老大：身體還不錯吧，您們要參加給

我莫大的鼓舞…初步預定明年(2019)11月辦，你
們會不會覺得等太久？」(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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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新闻机构 2016 年 11

月 25 日宣布了 90 岁的伊万 · 瓦

诺 · 米高扬逝世的消息，这是一

位传奇性的飞机设计师，也是负

责米高扬设计局的每一架飞机 (

其中包括“支点”米格 -29 歼击

机项目)的原始设计工作的团队

成员。米高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

在为米高扬设计局工作，这个机

构是由他的叔叔阿尔乔姆 · 米高

扬创建的。

对于那些将自己职业生涯的

大部分时间贡献给苏联时代军用

航空工业的许多人而言，米高扬

的逝世不仅意味着那一辈设计师

中仅存的几位之一的辞世，同时

也标志着俄罗斯航空业的一个更

为重大的损失——各个设计局风

格迥异的传统，每一家设计局都

拥有一套独到的研发战斗机的方

法。米高扬的逝世对于俄罗斯飞

机设计事业的未来有着深刻的影

响。

今天，这些独立的设计局都

变成了联合飞机制造公司的一个

个组成部分。一位米高扬设计局

的前设计师说：“这些设计局都

成为昔日自己的影子。员工规模

只相当于苏联时代人员巅峰水平

的很小一部分。剩下的工作人员

人数太少，即使其中的每一位都

是天才，也没有一个设计局有能

力自行设计出一架飞机了。”

正是米高扬职业生涯所代表

的不同设计技术的传统消失，令

那些尚健在的老一辈飞机设计师

们感到痛惜。总的来说，将这些

之前独立的飞机企业转变为一个

以支持研发苏霍伊 T-50(PAK-FA)

第五代隐形战机作为唯一目标的

企业的子公司，被视为俄罗斯军

事航空业所遭受的一个无法挽回

的损失。根据曾经在苏联时代殚

精竭虑造飞机的那些飞机设计师

的说法，更加悲剧的是，拥有彼

此竞争的设计中心的概念为中国

的军事航空业所借鉴。而且，这

是由俄罗斯人教给中国人的。

中国的沈阳飞机工业集团 (

沈飞)曾经耗时 20 余年学习如何

制造 (以及在后来逆向设计)苏霍

伊战机。最近，沈飞采用了一种

俄罗斯与西方的混合设计技术，

研发了 FC-31 “鹘鹰”第五代战

机。

与此同时，中航工业成都飞

机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

飞)一直致力于研发一种完全不

同的飞机。FC-1“枭龙”战机是

对“鱼窝”米格 -21 歼击机的大

规模重新设计，是后者的一种现

代轻型变体。另一个例子是歼-10

战机，其外观看起来酷似一个加

大版的 F-16 战机，模仿了以色列

“幼狮”战机技术，甚至还有一

些最近的俄罗斯设计研究。

但是，成飞最著名的设计是

具有隐形性的歼 -20 战机，其似

乎是一种远程拦截机，或是一种

能够在太平洋挑战美国海军的攻

击平台。据一位俄罗斯资深设计

师称，问题是“在 20 世纪 90 年

代耗时多年购买、学习和复制了

能够从我们这里获得的一切之前

，对军用飞机制造业知之甚少的

中国，现在采用了为我们所抛弃

的系统，而且正在向一个比我们

更好的方向发展”。

另一个导致俄罗斯失去其在

飞机设计领域昔日优势的因素，

是支持莫斯科军用新机型发展的

电子业和航空电子技术的显著衰

退。目前仍在致力于研制新雷达

、电子战和一架现代战斗机所需

的其他主要技术的仅有的那些专

家，却受到了俄罗斯如何与其昔

日“门徒”中国相比较的问题的

困扰。

俄羅斯飛機設計師
中國學走了我們的一切

第八届世界雷达博览会暨第九届军

民两用电子信息技术展览会于 14日在南

京国际展览中心拉开序幕。而被誉为

“三军之眼、国之重器”的电科 14所作

为扎根南京的中国雷达工业发源地，将

在“家门口”首次展示匹配国土防空体

系的区域级指挥系统——组网中心。

雷达组网早在上世纪 50年代就成为

国土防空的主要发展方向。苏联防空系

统由于要防备面积广大的领空，在 1958

年成立了国土防空军，并一直强调防空

系统的自动化和组网化。例如如莫斯科

周围部署的A-135反弹道导弹系统，就采

用单基地雷达组网形式：由7部“鸡笼”

远程警戒雷达、6部“狗窝”雷达和13部

导弹阵地雷达组成。“鸡笼”雷达对目

标进行远距离搜索探测后将信息传输给

“狗窝”雷达；“狗窝”雷达则在目标

进入导弹射击范围时进行精确跟踪和识

别；导弹阵地雷达在发射导弹时开机工

作。

但是从苏联到俄罗斯的雷达组网，

是在导弹旅或者单基地范围内的组网。

而在 21世纪后，更先进的雷达组网方式

是雷达全面组网，不同体制、不同频段

、不同极化方式的雷达通过适当布站将

各种信息通过通信网络传递给中心控制

站统一处理。通过战场和战区通信主干

网，在防空系统中实现陆基、海基、空

基和天基的多种传感器、武器平台、指

挥机构和人员的网络连接，使指挥官可

在平行化的各个对等指挥控制系统，获

得海陆空天全方位的信息，进行全面的

战场态势判断和精确的指令下达。

例如国人切齿痛恨的美国陆军萨德系

统，就是能和美军海基宙斯盾雷达、天基

卫星和其他外部传感器组网，逐步扩大作

战空域和防御范围。而据电科第14研究所

介绍，他们要重磅展出的组网中心就是类

似的功能，能够继承不同体制、不同频段

、不同功能的雷达装备，对空中目标进行

监视跟踪、识别和威胁评估，组织防空作

战资源进行防空作战。

应该说，电科 14所展出的组网中心

，表面上是雷达组网，但实际上背后是

强大的信息获取、数据融合处理、流通

和共享技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雷达大

数据的高速有效传输。而这种技术才是

很多中小国家需要的“黑科技”。

就以叙利亚为例，如果该国能拥有

类似的技术，绝不会在美国巡航导弹以

及以色列的空袭打击中陷入彻底被动挨

打的境地。

在美军巡航导弹打击叙利亚中，叙

利亚装备的防空导弹和弹炮防空系统就

出现了典型的“各自为战”的局面，无

法通过大面积的雷达组网和信息共享，

实现对美军的多方向打击的有效预警和

截击。而以色列更是经常依靠反辐射压

制和释放假目标等手段诱骗叙军防空系

统从事实施打击。

相反如果叙利亚装备电科14所的组网

中心和相关选配雷达，传统的电子对抗将

失去效能，因为组网雷达可完全识别干扰

和假目标。而对于大规模巡航导弹攻击，

组网中心能通过多雷达布置扩大探测区域

，从而使得防空获得的预警时间则越长，

武器系统就能获得充裕的准备时间和更多

拦截机会。这次美国以色列在叙利亚大打

出手，叙利亚已经是挨打了，不过其他国

家会不会吸取教训，对我国雷达组网“黑

科技”感兴趣呢？

中国顶级雷达黑科技首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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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圣地亚哥传奇华裔人士谭

卓仪(Tom Hom)是圣地亚哥市首位非白

人市议员及副市长，并是加州第二位华

裔众议员。他从经商到投入政治再回到

经商，从年纪轻轻接手家业到在政坛发

光发亮，是圣地亚哥知名企业家，更是

慈善家。他在主流社会发挥影响，让当

地华人不再受到排挤，实现他出身在移

民家庭的“美国梦”。

谭卓仪是华裔第二代，父亲谭昌

(Chong Hom，后取英文名David Hom)15

岁来到美国，最先落脚旧金山，之后定

居圣地亚哥，谭卓仪在圣地亚哥出生长

大。但他在上学前却不会一句英文，谭

卓仪回忆，当时他们家住在圣地亚哥中

国城，小小街区就有 700名中国人，大

家平时说广东话。直到他上小学的第一

天，因为不会说英文受到严重打击，他

伤心落泪时，一位老师拿着糖果教他说

糖果的英文“Candy”，说若他能说出来

糖果便是他的，因此“Candy”是谭卓仪

学会的第一个英文单词。

小学四年级时谭卓仪坐在教室后排

，每次抄写黑板上的内容都要离开座位

才看得清楚，一次视力检

测老师发现他的视力很差

，带着他前往学校医务室

配眼镜。当他拿着眼镜回

家时，父亲看到他的眼镜

问他从何而来，当他告诉

父亲这是学校医师免费给

的，由于“父亲受到的文

化影响是不能白拿别人东

西”，所以第二天父亲拿

着自家蔬果公司的两大筐

蔬果前往校长办公室，以

示感谢。“正因为这样一

件小事，直到今天仍影响

着我”，谭卓仪说，父亲

的为人对他影响深远，也

教会他“在你得到的同时，要记着给予

”。

谭卓仪 20岁时患上肺结核，当时医

师告诉他必须停止繁重工作，“想到父

亲就是因为肺结核英年早逝”，谭卓仪

不免有些承受不了。当时他要处理父亲

留下的产业，照顾家中年幼的弟妹，医

师并敦促他住进疗养院。他在得知可获

得全面治疗和专业照顾后，决定住进疗

养院，幸运的是他年轻体壮，一年后病

情痊愈并顺利出院。

他深知知识的重要性，并因对艺术

有浓厚兴趣，住院时画了很多作品，理

想是在大学当美术老师，可当时因华裔

在美受到歧视，他被残酷地告知“恐怕

目前学校还没有华人教师席位”，加上

父亲在世时常教诲子女“真正融入主流

的重要性”，成为他决定竞选市议员的

动力。1963年他以 87%最高票当选圣地

亚哥市市议员，成为圣市历史上第一位

亚裔市议员，之后又竞选加州众议员，

成为仅次于加州首位华裔女众议员余江

月桂(March Fong Eu)后的第二位华裔州

众议员。

后来他回归家族生意，同样做的有

声有色，主要经营父亲的蔬果生意，及

接受犹太人赠与的水果生意，后来越做

越大越做越强，慢慢涉及铁路建筑、开

发购物中心、仓库、公寓等项目，最终

成为知名企业家。从经历华人受到排挤

，到以一个华人形象在当地站稳脚跟，

他实现了自己和父亲的“美国梦”。

美国圣地亚哥华裔谭卓仪：让华人
不再受排挤

丹佛大学约瑟夫 · 科贝尔国际关系

学院终身职正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

赵穗生日前在接受中国日报网专访时指

出，他30多年前去美国时，看到的是中

国远远落后于美国；经过这些年的改革

开放，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已经

超越美国，每一次回来都能感受到中国

发展的活力。

赵穗生 1985年离开中国赴美留学，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百废待兴，刚

刚开始现代化进程。去美国前，他向母

校北京大学借了50块钱，做了一套衣服

，“那会儿哪有正装穿啊”。

回顾那个时候，赵穗生非常感慨。

“我刚到美国时，感觉中国和美国相比

有很大差距，至少外观上是这样。当时

中国根本没有高速公路，北京的三环都

没有修好。我去美国之前，三元立交桥

刚开始修，我还骑着自行车去上下看新

奇。等我到美国一看，到处都是立交桥

，纵横交错，贯穿美国大陆，非常先进

。”

中国基础设施的落后也给他的留学

生活带来不便。当时国内电话很少，他

的家里没有电话，如果要跟父母通话，

就要提前 2至 3个礼拜写信回家，让父

母提前安排好电话，并约好通话时间。

他回忆说：“那时，不仅仅是高速

公路，美国大学的设施、美国的教育理

念、美国城市和乡村，都要领先于中国

。我刚到美国时，生活在中西部的城市

。当时开车去农庄，觉得中国再过50年

也达不到这个水平。没想到，我才离开

30多年，至少在外观上，中国已经可以

和美国相比，有些方面甚至更发达。”

赵穗生举例说，现在的留学生对中

美两国的物质差距的感受和他们那个年

代的留学生完全不同。前者感受到的是

美国并不比中国先进很多，有些方面甚

至比中国落后，比如美国的机场建设得

没有中国好，即便是坐落在纽约这种大

城市的拉瓜迪亚机场，也跟中国乡村的

公共汽车站差不多。上海、北京的一些

高楼大厦看上去很新，而纽约曼哈顿的

楼大多看起来很破旧，纽约的地铁更是

又脏又破。“所以中国学生去美国后，

在物质方面的感受是反向的差距。”

在赵穗生看来，改革开放这40年，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次

回到中国，我都感觉中国很有活力。”

“我出国时，认为中国的高速公路

也许50年内都修不起来。现在看到，中

国的高速公路比美国的要新、要长。”

赵穗生说，“中国的高铁给我的印象非

常深刻，因为美国很难建起来，只有中

国能快速动员力量建起这么庞大的高铁

网络，而且现在中国高铁的速度、质量

和准确度在全世界无人能敌。”

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军

事现代化发展速度也令他感到不可思议

。1999年，他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做研究员时，曾应邀参观美国的“林肯

”号航空母舰。当时，他跟美国海军军

官讨论中国何时才能建成航母，对方的

回答令他很沮丧。

他回忆道：“他们说，中国很难建成

航母。我们这艘航母上有5000至6000人

，相当于一座小城市。中国人很难管理好

这样一座海上城市。另一方面，航母需要

花很多钱，不仅是建造费用不菲，要训练

好一名航母飞行员也要付出很大代价。所

以，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做到。”

他兴奋地感叹：“这才多少年，中

国已经建成航母了。”

他刚到海外时，美国媒体很少报道中

国，因为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对世界

的影响很小。而从10多年前开始，美国

媒体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政策、国际行为

，因为中国的经济，国内和外交发展对美

国以及世界影响越来越大。以前，美国媒

体对中国的关注主要是负面的；现在，恰

恰相反，它们关注的是中国强大、先进、

对世界有影响力的方面。

赵穗生感慨说：“这真是不可思议

。”

华裔教授赵穗生:中国变化翻天覆地 发展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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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仍记得自己第一次吃芥末的

感觉。那是十几年前，当那股呛人的味

道直冲鼻腔的时候，我捂着嘴和鼻子愣

在那里，眼泪流了出来。

从那以后，我一直对芥末敬而远之

，想起那股很冲的味道便心有余悸。

马上就要到我和老公结婚六年的纪

念日了，从恋爱到结婚，再经历六年柴

米油盐的琐碎生活，可以说我们尝遍了

酸甜苦辣各种滋味。儿子已经三岁，聪

明可爱。我和老公的工作稳定，收入也

不错。生活平静怡然。

我是个比较安静、比较传统的女人

，无论是生活还是感情，都是中规中矩

。我不希望自己的感情有多么轰轰烈烈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能和谐幸福就够了

；也没希望生活多么大富大贵，只要衣

食无忧就能满足。几乎在所有人眼里，

我都是个好女人的形象，工作认真，待

人诚恳，温柔贤惠。

可是，去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认识了舒朗（化名）。渐渐迷失的时

候，我不由对自己的思想性格、感情观

甚至人品都产生了怀疑，我还是个好女

人吗？

我和老公的感情一直不错，虽然六

年的婚姻生活让我们之间的激情和浪漫

不复存在，但我一直相信能和他携手走

完人生的路。我认为，和一个人走进婚

姻，那就要一辈子不离不弃地相守。

我从未想过自己还会为别的男人心

动，“出轨”是想都没想过的事情，无

论是对老公还是自己，我都有十足的信

心，相信我们谁都不会背叛婚姻。

可是，婚姻这双鞋，无论你多爱干

净，早晚也得粘上灰尘，褪去最初的鲜

艳，成为舒适合脚但普通平淡的旧鞋。

爱情像一锅正在煲着的汤，你想往锅里

添加调料，希望汤的味道更加鲜美，却

不想放进去一些不合适的东西，比如芥

末。

于是，原本平稳安详的婚姻开始变

了味道，被刺激得趔趔趄趄，或许还有

可能被冲得东倒西歪。2我竟然开始牵

挂他

认识舒朗很偶然。那次我和两个女

友在一家饭店吃饭，期间过来一个风度

翩翩的男人，跟其中一个女友打招呼

——是她多年未见的中学同学。那个男

人就是舒朗。

那天他坐下跟我们聊了一会儿，走

时跟我那个女友要了电话，然后对我们

说：“不介意的话，两位美女也把电话

留一下吧？”

我不是个爱交朋友的人，所以根本

没把舒朗要电话的事放在心上，以为他

不过是出于礼貌，而我也是出于礼貌把

号码给了他。可是第二天我

就收到了一条问候短信，竟

然是一面之缘的舒朗发给我

的。

他说他对我印象深刻，

而且感觉很好，“虽然只见

过一面，但感觉和你有做朋

友的缘分，希望对你不是打

扰。”随后，我们相互添加

了对方的微信好友。

我从未遇到过这种事，

从小到大所有的一切都没出

过常规，这种“从天而降”

的缘分把我平静的心湖击起

了阵阵涟漪。

舒朗是个给人感觉很舒

服的男人，他的言行都很得

体，比较招人喜欢，尤其是

招女人喜欢——不但风度翩

翩，而且幽默智慧。另外，

他还是个非常细心体贴的男

人，不经意的话他都能记在

心里，然后给人惊喜。

就这样，和舒朗渐渐熟

悉起来，有他做朋友，我的

生活好像添了几笔靓丽的色

彩。

由于和舒朗都有家庭和

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

多，更多的来往是通过手机

和电脑。工作之余我们在

QQ上闲聊，下班后就聊微信。我们的

聊天内容大多是各种八卦，他会嘱咐我

好好吃饭，天气变化会提醒我添减衣服

。

慢慢地，我习惯了生活中有舒朗的

存在，如果哪天没有他的消息，我竟然

会有牵挂的感觉，做什么都心不在焉，

直到看到他的QQ头像闪动，或者收到

他的微信，哪怕只是类似“在开会”

“出差了”这样简单几个字的信息，我

悬着的心也会踏实下来。

他说他也一样，如果我哪天有事没

登录QQ，也顾不上聊微信，他甚至会

焦急地打来电话询问。

我一直把和舒朗之间的情分当作友

情。“友谊”是个仪表堂堂的词，听起

来冠冕堂皇、一脸清高，既沾不上婚姻

里油盐酱醋的世俗，也没有陷入不干不

净的情人泥淖。可是，当不由自主想念

舒朗的时候，我不禁会扪心自问：难道

这份牵挂仅是友情吗？我们之间的情愫

难道真的那么月明风清、天高云淡？3

我会不会做第三者

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时，

我不敢对自己很干脆地下结论，和舒朗

的感情就是自己认为的那般纯洁洒脱。

可是，我已经不该再有爱情。我的

爱情已经在老公那里枝繁叶茂，在舒朗

这里连萌芽都不可以！

舒朗的婚姻状况和我相似，结婚五

六年，感情平淡稳定。我是痛恨婚外情

的，鄙视对婚姻不忠的人……难道人的

骨子里都有放纵的天性？一旦诱惑存在

，我们能有多少定力？其实每个人都明

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问题

是，有时候，根本就无法按照对错来行

事。我玩笑般地问过舒朗：“你不怕我

成为你们婚姻的第三者吗？”他说：

“你不会。”停顿了一下，他又说，

“我们都不会离婚的。”

我和舒朗都是珍惜家庭的人。走进

婚姻的人都该知道，每个人的婚姻里肯

定都存在着不足，我们对待不足的态度

会决定婚姻的长久与否。我不知道能有

多少人在围城里有过徘徊，也许这种徘

徊还不能上升到背叛那个层面吧。

和舒朗还是这样交往着，我们像两

个探险的孩子，对未知的东西充满警惕

却又跃跃欲试。探险的路上没有路标，

没人告诉我们究竟往哪里走才是正道，

往哪里走会掉进悬崖……感觉和舒朗的

这份感情就像加到菜里面的芥末，看着

美味的菜吃到嘴里，却被芥末的味道呛

着。

最近老公出差，有一个多星期了，

我们也通电话，但对话简单得几乎成了

应付。他问我：“家里没事吧？”我说

：“没事，你顺利吗？”他说：“挺顺

利的，孩子好吗？”我说：“挺好的，

你自己多注意。”他说：“嗯，你也是

。”

曾经咖啡一样香浓的感情，成

了现在的白开水。而和舒朗的感情

，好像是一杯新的咖啡，香气袅袅

，我知道，应该只享受这杯咖啡带

来的美好感觉就够了，不应该喝下

去……

藍顏知己 向前一步變情人？
春节期间，饮食作息不当，加上冬去春来，

冰雪消融草木初生，正是朝气蓬勃的时节。很容易

出现咽喉干痛、长痘生疮、眼睛红肿等症状，这其

实就是上火了！所以当务之急就要“灭火”。下面

中华养生网就来告诉你四个食疗方法，针对性的降

火，效果佳……

1.心火表现：

心烦急躁、口舌糜烂、生疮、舌尖红等;儿童

可表现多动、烦、急、不安等。心脏在中医五行中

属火，掌管血脉运行，心火上炎可表现口舌糜烂、

生疮。

排心毒穴位：神门穴：神门穴对于心悸以及心

慌失眠都有很好的疗效。位置：神门穴位于手腕内

侧(掌心一侧)，小指延伸至手腕关节与手掌相连的

一侧，是针灸经常取用的穴位之一。

食疗：赤小豆粥：赤小豆50克、粳米100克。

先将赤小豆煮开，再下粳米共煮为粥，每日 2次，

早晚服用，有降火之功效。

灯芯草柿饼汤：灯芯草 6克、柿饼 2个，加水

300毫升共煮，将水煮剩至 100毫升，加白糖适量

，温服，柿饼可吃，每日 2次。此方有清降心火、

清热利尿之功效。

2.肝火表现：

急躁易怒、头痛眩晕、目赤耳鸣、面红耳赤、

口苦咽干。肝的性情最急躁，肝气会随肝火上升，

所以出现急躁易怒等情况。

食疗：菊花茶。选菊花 10克开水冲泡，代茶

饮，有清肝明目之功效。

护肝穴位：尺泽穴：这个穴位的主要作用是泻

热。因此对于肺经热引起的咳嗽气喘、胸部胀痛等

病症是有效的。尺泽穴接近肱二头肌的肌腱，而肱

二头肌作用是屈肘，因此此穴也能够缓解和治疗肘

关节的痉挛。位置：手心朝上，尺泽穴位于肘内侧

横纹上偏外侧一个拇指宽的凹陷处。

3.肺火表现：

咳嗽时发、咽喉干疼、吐黄痰、口干而渴喜冷

饮等。儿童肺热较为多见，如易感冒、经常咳嗽等

。外感温热之邪或风寒犯肺均可化热，出现口干、

咳嗽等肺热之症。

食疗：川贝炖梨水。选梨数个切块加水 500毫

升和川贝，煮开 20分钟即可，加冰糖少许，饮汁

食梨，有润肺止咳之功效。川贝母可清热润肺，用

于肺热燥咳、干咳少痰等症状。梨也有生津、润燥

、清热等功效。

养 肺穴位：列缺穴：列缺穴补肺益肾的功效还

来源于其与任脉连接，任脉本身就是"阳脉之海"，

可以补肺肾之阴虚。因此，列缺穴也沿袭了任脉的

作用，对于肾阴不足引起的糖尿病、耳鸣、眼睛干

涩等症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另外风寒引起的头东也

可按此穴。

位置：两手虎口交叉相握，这时左手食指是在

右腕的背部，而食指尖下就是列缺穴。

4.胃火表现：

胃脘灼痛、渴喜冷饮、口臭、牙龈肿痛，儿童

表现为口腔溃疡，大便秘结等，多因胃热偏盛，与

情志郁火相关，过食辛辣之品所致。

食疗：藕汁蜜糖露。鲜藕榨汁 150毫升，加蜂

蜜30克，调匀内服，每天2次，连服数天，有润胃

凉血降火之功效。

排胃毒穴位：内关穴：内关穴有宁心安神、理

气止痛等作用，因此经常成为中医医治心脏系统疾

病以及胃肠不适等病症的首选大穴。

位置：伸开手臂，掌心向上。然后握拳并

抬起手腕，可以看到手臂中间有两条筋，心包

经上的内关穴就在离手腕第一横纹上两寸的两

条筋之间。

節後“敗火”食療方 助妳養心安神

癌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大家对癌症如何预防

愈加关注，我们如何防范呢？下面为你解答……

一吃“鲜”

吃鲜有助于防癌多项国际研究指出，多吃新鲜

食物有助于防癌。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发现，多吃

新鲜水果和蔬菜可降低咽癌、喉癌、食道癌等多种

癌症的发生几率。

二吃“淡”

少吃盐、清淡饮食、控制食肉高盐饮食与胃癌

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高盐的腌制食物中含有很多

亚硝酸盐，可与食物中的胺结合成亚硝酸胺，具有

极强的致癌性。建议大家每人每天吃盐别超5克。

三吃“粗”

膳食纤维刺激胃肠道蠕动食物中缺乏膳食纤维

是近年来癌症患者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富含膳食

纤维的食物包括：黑米、玉米面、莜麦面、鲜玉米

、小米等主食;香菇、金针菇、毛豆、蚕豆、蒜薹、

茭白等蔬菜;石榴、桑葚、梨、猕猴桃、鲜枣等水果

;黑芝麻、松子、干杏仁、干核桃等坚果。膳食纤维

进入体内后，可刺激胃肠道蠕动，促进排便，减少

肠道吸收致癌物，预防大肠癌。

四吃“苦”

柠檬苦素增强抵抗力不少人排斥带点苦味的食

物，殊不知，苦味食物有很好的防癌功效。多年研

究发现，柠檬苦素在增强免疫力方面功效明显，可

帮助肿瘤病人增强抵抗力。

五吃“酸”

抑制癌细胞生长醋是中国老百姓厨房中最普通

的调味品，含多种氨基酸和有机酸。烹饪中很多时

候适合放醋，既健康又美味。比如炒土豆丝、炒豆

芽、炒藕片时放点醋，能让菜肴脆嫩爽口;炒紫甘蓝

时，放点醋能让菜肴颜色更鲜艳。

六喝“茶”

阻断癌细胞形成茶的生理功效不胜枚举。提神

益思，提高效率;降脂降压，保持健康;保肝明目，

防辐射抗癌变;抗衰老以延年益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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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饮食作息不当，加上冬去春来，

冰雪消融草木初生，正是朝气蓬勃的时节。很容易

出现咽喉干痛、长痘生疮、眼睛红肿等症状，这其

实就是上火了！所以当务之急就要“灭火”。下面

中华养生网就来告诉你四个食疗方法，针对性的降

火，效果佳……

1.心火表现：

心烦急躁、口舌糜烂、生疮、舌尖红等;儿童

可表现多动、烦、急、不安等。心脏在中医五行中

属火，掌管血脉运行，心火上炎可表现口舌糜烂、

生疮。

排心毒穴位：神门穴：神门穴对于心悸以及心

慌失眠都有很好的疗效。位置：神门穴位于手腕内

侧(掌心一侧)，小指延伸至手腕关节与手掌相连的

一侧，是针灸经常取用的穴位之一。

食疗：赤小豆粥：赤小豆50克、粳米100克。

先将赤小豆煮开，再下粳米共煮为粥，每日 2次，

早晚服用，有降火之功效。

灯芯草柿饼汤：灯芯草 6克、柿饼 2个，加水

300毫升共煮，将水煮剩至 100毫升，加白糖适量

，温服，柿饼可吃，每日 2次。此方有清降心火、

清热利尿之功效。

2.肝火表现：

急躁易怒、头痛眩晕、目赤耳鸣、面红耳赤、

口苦咽干。肝的性情最急躁，肝气会随肝火上升，

所以出现急躁易怒等情况。

食疗：菊花茶。选菊花 10克开水冲泡，代茶

饮，有清肝明目之功效。

护肝穴位：尺泽穴：这个穴位的主要作用是泻

热。因此对于肺经热引起的咳嗽气喘、胸部胀痛等

病症是有效的。尺泽穴接近肱二头肌的肌腱，而肱

二头肌作用是屈肘，因此此穴也能够缓解和治疗肘

关节的痉挛。位置：手心朝上，尺泽穴位于肘内侧

横纹上偏外侧一个拇指宽的凹陷处。

3.肺火表现：

咳嗽时发、咽喉干疼、吐黄痰、口干而渴喜冷

饮等。儿童肺热较为多见，如易感冒、经常咳嗽等

。外感温热之邪或风寒犯肺均可化热，出现口干、

咳嗽等肺热之症。

食疗：川贝炖梨水。选梨数个切块加水 500毫

升和川贝，煮开 20分钟即可，加冰糖少许，饮汁

食梨，有润肺止咳之功效。川贝母可清热润肺，用

于肺热燥咳、干咳少痰等症状。梨也有生津、润燥

、清热等功效。

养 肺穴位：列缺穴：列缺穴补肺益肾的功效还

来源于其与任脉连接，任脉本身就是"阳脉之海"，

可以补肺肾之阴虚。因此，列缺穴也沿袭了任脉的

作用，对于肾阴不足引起的糖尿病、耳鸣、眼睛干

涩等症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另外风寒引起的头东也

可按此穴。

位置：两手虎口交叉相握，这时左手食指是在

右腕的背部，而食指尖下就是列缺穴。

4.胃火表现：

胃脘灼痛、渴喜冷饮、口臭、牙龈肿痛，儿童

表现为口腔溃疡，大便秘结等，多因胃热偏盛，与

情志郁火相关，过食辛辣之品所致。

食疗：藕汁蜜糖露。鲜藕榨汁 150毫升，加蜂

蜜30克，调匀内服，每天2次，连服数天，有润胃

凉血降火之功效。

排胃毒穴位：内关穴：内关穴有宁心安神、理

气止痛等作用，因此经常成为中医医治心脏系统疾

病以及胃肠不适等病症的首选大穴。

位置：伸开手臂，掌心向上。然后握拳并

抬起手腕，可以看到手臂中间有两条筋，心包

经上的内关穴就在离手腕第一横纹上两寸的两

条筋之间。

節後“敗火”食療方 助妳養心安神

癌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大家对癌症如何预防

愈加关注，我们如何防范呢？下面为你解答……

一吃“鲜”

吃鲜有助于防癌多项国际研究指出，多吃新鲜

食物有助于防癌。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发现，多吃

新鲜水果和蔬菜可降低咽癌、喉癌、食道癌等多种

癌症的发生几率。

二吃“淡”

少吃盐、清淡饮食、控制食肉高盐饮食与胃癌

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高盐的腌制食物中含有很多

亚硝酸盐，可与食物中的胺结合成亚硝酸胺，具有

极强的致癌性。建议大家每人每天吃盐别超5克。

三吃“粗”

膳食纤维刺激胃肠道蠕动食物中缺乏膳食纤维

是近年来癌症患者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富含膳食

纤维的食物包括：黑米、玉米面、莜麦面、鲜玉米

、小米等主食;香菇、金针菇、毛豆、蚕豆、蒜薹、

茭白等蔬菜;石榴、桑葚、梨、猕猴桃、鲜枣等水果

;黑芝麻、松子、干杏仁、干核桃等坚果。膳食纤维

进入体内后，可刺激胃肠道蠕动，促进排便，减少

肠道吸收致癌物，预防大肠癌。

四吃“苦”

柠檬苦素增强抵抗力不少人排斥带点苦味的食

物，殊不知，苦味食物有很好的防癌功效。多年研

究发现，柠檬苦素在增强免疫力方面功效明显，可

帮助肿瘤病人增强抵抗力。

五吃“酸”

抑制癌细胞生长醋是中国老百姓厨房中最普通

的调味品，含多种氨基酸和有机酸。烹饪中很多时

候适合放醋，既健康又美味。比如炒土豆丝、炒豆

芽、炒藕片时放点醋，能让菜肴脆嫩爽口;炒紫甘蓝

时，放点醋能让菜肴颜色更鲜艳。

六喝“茶”

阻断癌细胞形成茶的生理功效不胜枚举。提神

益思，提高效率;降脂降压，保持健康;保肝明目，

防辐射抗癌变;抗衰老以延年益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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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来了，春天还会遥远吗？”没错！广

西的春天就是这么早！从 2月份起，南宁的花

花竞相开放，争先恐后地以最娇美的笑脸和最

婀娜的身姿迎接游客到来。哪儿花最美，一起

来看看~

金花茶公园是全国首家以种植“花族皇后

”金花茶为主的茶花专类园，拥有全国乃至世

界最大的金花茶基因库园。公园突出金花茶特

色，共种植山茶、油茶、饮用茶约5000余株。

全园堆山设景，清溪布石，再现金花茶原生地

自然风貌。

金花茶属于山茶科、山茶属，与茶、山茶

、南山茶、油茶、茶梅等为孪生姐妹。金花茶

的花金黄色，耀眼夺目，仿佛涂着一层蜡，晶

莹而油润，似有半透明之感。金花茶单生于叶

腋，花开时，有杯状的、壶状的或碗状的，娇

艳多姿，秀丽雅致。

以前，人们没有见到过花色金黄的种类。

1960年，中国科学工作者首次在广西南宁一带

发现了一种金黄色的山茶花，被命名为金花茶

。国外称之为神奇的东方魔茶，被誉为“植物

界大熊猫”、“茶族皇后”。

园中还有许多缤纷的山茶花和其他花卉，

在寒冷的冬日依然绽放着。每年金茶花节都有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园中细嗅山茶花的芬芳

，与山茶花亲密接触、合影留念。仿佛置身真

正的山茶花原始生长环境中，十分惬意。

随着天气渐暖，青秀山兰园的墨兰、兜兰

、蝴蝶兰、石斛兰、蕙兰、卡特兰等众多品种

的10万株兰花已经绽花吐蕊、争芳斗艳了。每

一株兰花用其容貌、姿态、香气诠释着完美，

让人大饱眼福、沉醉其中。

青秀山兰园属于高品质户外兰花专类园，

同时也是广西乃至全国最大的自然生态兰花专

类园。进入兰园，各色兰花迫不及待的映入眼

帘，紫色、蓝色、橙色、白色的兰花，正娇艳

绽放在山水间，非常诱人。蕙兰、墨兰、兜兰

、蝴蝶兰、石斛兰……363种 30余万株兰花，

在兰园中傲然绽放并呈现出惊人的美丽，看得

人眼花缭乱。

兰园已建成了怀石叠瀑、空中花园、翠屏

兰香、绚兰花田、古陶兰韵、兜兰花瀑等景点

。比如兜兰花瀑景点把陶罐、景石、兰花等元

素共存于一道高约 3米、长约 80米蜿蜒曲折

的火山岩景墙，泉水顺着景墙潺潺而流，景墙

下清泉不停涌出，汇聚成池。景墙顶部种植成

片兜兰，花开时节，盛开的花朵宛如瀑布倾泻

而下，犹如花瀑。

兰花对生长条件要求较高，除了一些野生

品种在能在室外生存外，一般较难养殖。特别

是那些富贵、稀少的品种，基本都只能生长在

室内。而在南宁气候温润，长夏无冬，雨水丰

沛，适合兰花露天生长，具备得天独候的气候

条件。在兰园，每小时要喷15分钟雾水，据说

，这是一种给兰花淋水的特有方式。 每当到了

喷雾的时间，整个兰园云里雾里，仿若仙境。

石门森林樱花主题公园是一个集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森林保健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型公

园。每年二三月份，石门樱花主题公园的樱花

满山绽放，微风徐来，清香袭人，小鸟花间欢

悦，置身鸟语花海，更让人有一种飘然若仙。

从铺满樱花的坡道上走过，微风拂面，粉

红色花瓣随风飘落，总会给人一种在梦境的感

觉。公园里原生态的湖光山色、满山绚烂繁重

的樱花，不管从什么角度看，更像极了一幅赏

心悦目的自然油画。

公园内的樱花林，樱花遍布，花朵丰膄，色

彩艳丽，的确是一种樱花烂漫感觉。尤其南宁的

天，暖的早，别地的樱花还未开放，石门的樱花

早已灿烂怒放、盛开夺目，引得赏花的游人稠密

，你瞧，这不是漫山俱是看花人，那公园里的人

流涌动，不就是赏樱花的生动写照吗？

虽然花开的景象短暂不能常在，而樱花和

由樱花带来的风景，却深深地占据了每个游客

的心。花开之时，悦目赏心，花落之时，种下

期待，不仅仅是流连花开的瞬间，花开的美丽

与快乐，更感叹花落的烂漫与潇洒，都只在一

瞬间。

花都開好了 南寧到處是花花

纽约佳士得战后及当代艺术夜拍，全场总成交额达到了

2.77亿美元，威廉· 德· 库宁（Willem de Kooning）、约翰· 柯

林（John Currin）、吉塞普 · 戛洛（Giuseppe Gallo）、乔纳

森· 荷洛威茨（Jonathan Horowitz）4位艺术家个人作品拍卖

纪录被刷新。

德· 库宁创作于 1977年的作品《无题 25》在多番竞价后

，以6632.75万美元的成交价被电话竞拍的匿名买家购得，远

超4000万美元的估价，为全场成交价最高的拍品，也是艺术

家个人目前拍卖最高纪录（此前最高纪录为 2013年 11月 12

日纽约佳士得拍出的《无题8》，成交价3208.5万美元）。荷

兰籍美国画家威廉· 德· 库宁被誉为抽象表现主义的灵魂人物

之一，新行动画派的大师之一。在他创作生涯中，人体成为

其绘画创作的主体，加以风景及书写的符号来发展他的抽象

世界。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是德· 库宁艺术创作高产的一个

时期，而此次上拍佳士得的《无题25》便是那一阶段创作的

系列作品之一。这件作品在整整 10年前，2006年 11月 15日

的纽约佳士得战后及当代艺术夜拍上曾以2712万美元的价格

成交，创下当时战后艺术板块的拍卖纪录。

佳士得战后及当代艺术部门的主席及国际总监Brett Gor-

vy 在评价德· 库宁这件作品时说：“《无题 25》不仅是德·

库宁个人创作历程的顶峰，更代表了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巅

峰，作品中鲜艳的色彩与充满活力的笔触全部统一于画面的

表现形式中，被生动地展现出来，完美体现了艺术家对抽象

的追求与实践。”

让 · 杜布菲（Jean Dubuffet）创作于 1961 年的作品《

Les Grandes Artères》在 50年后重现拍场，以 2376.75万美元

的价格成交，超过此前2000万美元的高估价，为全场成交价

第二代拍品。格哈特· 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作品《Ab-

straktes Bild (809-2)》成交价 2208.75万美元，位列全场成交

价第三位。约翰· 柯林的《Nice ‘n Easy》成交价为 1200.75

万美元，位列全场成交价第四位，也刷新艺术家作品拍卖个

人纪录。此前这件作品在 2008年 11月 11日纽约苏富比当代

艺术夜拍上曾以 545.85万美元成交，创造了当时的艺术家个

人作品拍卖纪录。

乔纳森· 荷洛威茨在 2008年的作品《Obama ’08》展现

了历任美国总统的照片，这件作品22.35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刷新了艺术家个人作品拍卖纪录。而在作品的右下角，艺术

家还专门为刚上任的川普留出了空位。

德·庫寧《無題25》
拍得6632.75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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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丁克越来越受到年轻人

的推崇，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在中国，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你不生，不代表你们的父母能够

允许你们不生。

没有不幸的婚姻，只有不幸的夫

妻，一对对夫妻怀着对婚姻无比美好

的憧憬走入婚姻的殿堂，可最终她们

却失望了，于是她们责怪婚姻，说婚

姻是爱情的坟墓，而其实真正要怪的

是她们自己。现在小编就给你们讲解

下那几种婚姻最易亮起红灯？

1、两地分居

虽说小别胜新婚，但是夫妻长期

分居两地，聚少离多不仅没有好处，

只会让双方的感情变得越来越淡。试

想想已婚女人每天一个人在家不仅要

面对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还要面对精神上的寂寞，这样的状况要是长

期得不到解决，出轨的几率是很大的哦。

2、忙于事业

有一些人永远不会静下来，就像陀螺般不停的转，她们没有节假日

、没有休息，在外人眼里你是很厉害，但是对于你老公而言，他只是想

要回家有热腾腾的饭菜可以吃，高兴或者是不高兴的时候你有时间听他

倾诉。如果长时间冷落你的配偶，即便是为了事业，也会让小三有乘虚

而入的机会，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

3、全职太太

不要认为女强人不做，那就做个全职太太吧，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当你放弃工作放弃学习，把自己留在“围城”里， 让自己变成一个黄

脸婆，整天“无事生非”。当你的猜疑和工作压力压的你老公喘不过气

的时候，这时他便会进夜店勾搭，或者是选择上一些交友网站，比如赛

客虚拟家庭，男人只要在那上面买套四星级别墅，网站就会自动向他推

荐同城美女，成为他们网络里的“老婆、干妹妹、红颜知己”等，那上

面的美女云集，且善解人意，自信开放，能让男人们迅速减压，当然如

果两个人交流轻松愉悦，线下发展是必然的。

4、没有孩子

虽然现在丁克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推崇，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在中国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不生，不代表你们的父母

能够允许你们不生，当你们双方不断受到父母的施压之后，家庭矛盾渐

渐产生，婚姻自然而然的也开始亮起了红灯。

5、婆媳关系不好

中国的婆媳矛盾几千年来长盛不衰，婆婆和媳妇几乎成了“天敌”

，让本应该拥有两个女人的爱的那个男人夹在中间，受尽夹板气。很多

男人不懂得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导致婆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轻则家

庭不睦、婆媳结怨，重则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好好珍惜自己拥有的，也许你渴望的得到了以后也会平淡的.其实平

淡也未尝不是一种美丽，有什么能比有一个幸福而稳定的家更好的呢？

最容易被
乘虛而入的
五種婚姻

现实生活往往很残酷，残酷的现实又

迫使他们不得不分开。面对种种的无奈、

面对生活中柴米油盐的窘迫困境，这时你

能保证远在他乡她在面对房子、车子、票

子的诱惑还能无动于衷？

短暂的两地分居让人会有小别胜新婚的

感觉，但是长期的分居两地，不仅没有因为距

离产生美，还要面对种种的诱惑。现在小编就

给你们讲解下异地婚姻经不起的诱惑……

一、金钱诱惑

现实生活往往很残酷，残酷的现实又

迫使他们不得不分开。面对种种的无奈、

面对生活中柴米油盐的窘迫困境，这时你

能保证远在他乡她在面对房子、车子、票

子的诱惑还能无动于衷？有得必有失，你

要获得，就要付出代价。异性之间，代价

是什么？你懂得。

二、生活照顾

单身已婚女人独自在家要面对着很多

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而你又在天高皇帝

远的地方。这时他刚好出现，无微不至的

照顾着她的生活，似春风化雨般融化着她

的心，促使她不断的在心里把你拿来与他

人对比，越对比越发觉得他人的好，久而

久之投入他人怀抱也是迟早的事情。

三、精神慰藉

在这样充满诱惑和压力的社会环境下

，每当结束一天的工作，在夜深人静之时

，所有在白天不曾有的孤寂和空虚，就会

如潮水般涌来。而你却不在身边，她只能

去寻找刺激来熬过这漫长的夜，一些人会

去酒吧借酒消愁，但那只会让人愁上加愁

；一些人更聪明，选择上交友网站，比如

上赛客虚拟家庭，她只要在上面进行注册

，系统就会自动将她推荐给购买了四星级

别墅的男人们，让她尽情的享受男人对她

的嘘寒问暖，让她的心有所安放。几次交

流后发展线下情是必然的事情。

四、身体需要

如同男性有性需求一样，女人也有正

常的性冲动，长期得不到性满足的女人也

是很恐怖的哦。她虽然努力拿着道德束缚

自己的蠢蠢欲动。食色性也，要做到不乱

于心，谈何容易啊？长期分居两地，越是

压抑情感就越易发生婚外情。

困擾兩地分居夫妻的四個誘惑

男人手里有的是筹码。不管怎样，总

能回归家庭。

虽说，出轨不分男女。

但极其明显，老公出轨比老婆出轨的

多得多。男人可以堂而皇之的宣布：我犯

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女人却不敢明目

张胆的表示：我犯了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

。还是男人的胆子比较大，他们凭什么认

为：自己的老婆会选择原谅？得不偿失的

事，傻瓜才去做！

当然，男人手里有的是筹码。不管怎

样，总能回归家庭。

一 社会的舆论

俗话说得好：宁教人打仔，莫教人分

妻。婚姻已经不是两个人的事情，甚至关

于老公与老婆的朋友圈、关系网等等。情

感上纠葛不算，光是利益上就已不可计算

。不再是夫妻，需要改变的地方实在太多

。超出控制范围，大家定然不愿意。怎样

，都会撮合你们在一起。

二 感情的分量

男人就赌，自己在老婆心里的分量有

多少。他也相信：只要自己愿意回头，老

婆不会追究到底。毕竟，爱在那里起着最

关键的作用。给他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

次机会。女人又不是傻瓜，离了这个再嫁

的那个会更合适吗？既然那么多的未知之

数，还不如把握好这个。

三 家庭的幸福

完满的幸福，前提是完整的家庭。如果家

有儿女的，这个当父亲的自是不可缺失的一员

。他的离席，将会给这个家庭带来不可估量的

破坏。如果老婆不肯原谅出轨老公，她也逃不

开责任——她没有守住老公，没有守住家庭。

反正出轨男回头金不换，又何必多做计较？

四 女人的弱点

忘记是谁说的这句话？意思大概是，

女人最大的本事不是占有多少个男人；而

是这个男人为你推开多少个女人。做老婆

的，始终都是最光明正大、最名正言顺的

那个。除非逼到墙角，女人总会给老公留

条后路的。离异女人，在情感世界还有什

么竞争力呀？罢罢罢！

出轨男人回归家庭，其实并不困难。

他有的是筹码，怕什么？

出軌男回歸家庭並不難
他們有的是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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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美国有个“二十一天

零抱怨挑战”，每人手腕戴上一

条塑胶手环，一遇上埋怨投诉想

发牢骚的情绪，便把手环替换到

另一只手上，若能在一个月内没

有转手情况，即表示大功告成，

毕业了。配合这运动还有本书，

叫《不抱怨的世界》，书看过，

此事也已写过。

几年过去，关于这游戏的最

新想法是：本来还没什么好抱怨

，唯一要抱怨的就是不准我抱怨

。一旦脱下了这镣铐似的手环，

就没有抱怨了。

同样道理，若活在一个不容

许投诉的社会，连牢骚也受法规

限制，则牢骚更大。如果你中门

大开，欢迎来投诉而无怨，则最

大的怨念也已消除，本来的牢骚

也许只是小菜一碟。

统治者对民怨宜用疏导法，

像治水一样，只一味筑高堤坝防

水是徒劳无功的。

个人也是自己

身心的统治者，投

诉抱怨发牢骚，生

活中难免，是起床

开门三件事。每个

人真的都这么负面

么？世界不会围绕

一个人而转，偶然

如意，不如意才是

必然的，只是有人

在发出牢骚前已消

化了怨念；有些人

性子直而急，不发

一发不心息，于是

，他们就用发泄法

打发情绪，负负得

正。

那运动，为鼓

励激发正能量，灭

绝负能量而设，可

是若有怨而假装无

怨无尤，这服药长

期服用也只是毒药

。凡药三分毒，说

到底，也如所谓的

有益食疗一样，不

能滥吃。

目下都说我们

要传扬正能量、正

能量，滥用正能量也有如滥药。

鸦片原为药用，后来变成止痛剂

麻醉剂，再后来太享受那知觉迟

钝的感觉了，于是上了瘾，不能

自拔。什么都不投诉不埋怨不起

牢骚，硬往正面想，事情会好起

来的，好不起来，我奉行三不主

义，起码内心也没受影响。于是

，止住了心动后，就再没行动，

事情始终没有解决。坚持这种正

能量，与靠鸦片度日没什么分别

。

自然，埋怨也能让人上瘾，

越怨越兴奋，怨到高潮，怨出英雄

快感。正负两种鸦片瘾，各有胜负

；相比之下，怨让人疲惫，资深怨

男怨女赶客，长期牢骚吓跑身边人

，负气人总有自己忍受不住自己的

一天。正能量人，却因为自我感觉

良好，潜在体内的塑胶正气未能消

化，一直自欺就算了，可能还拿这

个来欺人，化身为正气十字军，以

扑灭投诉之火为己任。最后，你说

哪种人比较危险？

“零投诉的世界”，零是个

危险的概念，绝对得不容变通。

这是中英文翻译的误区，人家书

名原文是《Complaint Free World

》，一般翻译人一见 free，即时译

成“零”，翻成“无”。英文什

么什么 free，是作此解法，但 free

这样用，实是妙用，里面还有一

层“释放”的意思。让我翻，我

会把“零投诉的世界”译成“从

投诉的世界释放”，投诉不是打

税，看见 duty free（免税）会很

高兴，以为这样容易活在没有投

诉的世界，只怕高兴得太早。

内容简介

林夕说：书名《任你行》来

自《任我行》那首歌。现在有种

很流行的说法是“要做自己”，

但是在真正做自己之前，你究竟

了解自己多少，了解自己之后，

能不能真正做到自己想做的？

任你行，你行不行？不行的

话，要找人同行，行不行？自由

，从来都带一点点孤独。

陈奕迅推荐！书名来自林夕

作词、陈奕迅演唱的热门金曲

《任我行》。

著名音乐人、畅销经典《原

来你非不快乐》作者林夕全新力

作！近百篇禅理散文，剖析现实

生活中你我不得不面对的自由与

孤独。

“究竟是应该做个特立独行

的人，还是安全一点在舒适的地

带跟大家一样？” 林夕从日常小

事谈起，讲述他对生活的体验和

感悟，分享他对“要做自己”和

“忠于自己”的独家思考！

林夕的歌词反映的是爱情的

本质和生命的亮光，他的散文则

是歌词的补充和呼应。

作者简介

华语乐坛第一作词人、畅销

书作家 林夕

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主

修翻译。曾任港大中文系助教、

《快报》编辑、亚洲电视节目部

创作主任/副经理、音乐工厂创作

总监/总经理、商业电台广告创作

及制作部主管/商业电台创作顾问/

商业电台顾问。现全职写字。

林夕：把正能量當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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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故事的作者

《耶路撒冷告白》的作者利皮卡· 佩拉汉

是BBC的一名女记者，她自身的背景充满戏

剧性。出生在位于印度与孟加拉国国界的村

落，国籍虽属孟加拉国，但从小浸淫在印度

教文化中，她不但自认是印度人，且还是一

位无神论者，并未随着她的穆斯林父亲信仰

伊斯兰教。宗教上的分歧在父女间竖起一道

隐形隔阂，甚至当佩拉汉幼时惨遭父亲下属

屡次性侵后，父亲亦选择漠视她的控诉，拒

绝伸出援手。

文化、国族、宗教的分裂在佩拉汉身上

留下难以细数的伤疤，最终她选择彻底抛下

孟加拉国阴暗的过去，前往英国留学定居。

她顺利加入BBC担任记者，事业前景看好，

但她却嫁给一位以促成中东和平为职志的英

国犹太人，为了爱情与家庭，为了成全丈夫

的理想，她再度抛下一切举家迁往耶路撒冷

。这本书巨细靡遗地描述她在耶路撒冷如何

面对婚姻关系的纠葛，以及她在当地的各种

冲突。

自我剖白式的深度写作

这本书好看的地方，首先在于作者的诚

实。她曾在访问中谈到：“为了达成更大的

目标，我必须把自己的私生活公诸于世。既

然要诉说他人的故事，我也必须赤裸裸呈现

自己的生活，否则就太伪善了。身为记者与

纪录片工作者，我靠揭露他人的故事维生，

在这本书里，我把这样的专业用在自己身上

。”正是这种毫无避讳地展现自己生活的勇

气，保证了这本书细节、情感的真实性。

作者从自己的生活细节开始，从她与丈

夫里欧、女友人欧莉和女儿玛亚的言谈和关

系中，展现巴以冲突中，犹太文化与伊斯兰

文化的较量，清洗与反清洗，驱逐与反驱逐

。这不是一部解析巴以冲突或耶路撒冷历史

而写成的专著，而是一部夹杂地方志的个人

生活片段，因为这些生活细节更能反映出以

色列以锡安主义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后的社会

精神面貌，而耶路撒冷各占领区的街道面貌

更能反映出这个在文化和宗教上分崩离析的

国家到底是怎样建立的。

《耶路撒冷告白》当然不是资料详尽的

煌煌巨著，甚至没有什么言之凿凿的论点，

但是作者所呈现的生活本身已经足以确切的

说明问题。这不是怀揣某种政治主义的理论

家为验证自身理论而做的论证，也不是笃信

某种历史观的学者为填补学术空白而做的解

析，这只是一个女人、妻子、母亲，以她个

人的视角所记录的耶路撒冷的真实的生活，

大历史下飘摇的小家庭，大时代里迷茫的小

人物，是你、是我，亦是所有人。正是这种

由人及国的切入点，让中国的读者有一种惺

惺相惜的亲近感，在联想自身的过程中理解

了他人。

[作者简介]

利皮卡•佩拉汉（Lipika Pelham）生长

于孟加拉国与印度边界，过去二十年来她曾

住在英国、摩洛哥、约旦与以色列等国家。

她自二十出头便加入BBC 国际频道，并曾在

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北非、中东等地进行

采访。2005 年佩拉汉举家迁往以色列，她在

当地拍摄纪录片并获奖不断，当中包括 2010

年声名卓著的地中海国际纪录片影展的评审

团特别奖。她目前往来于伦敦与耶路撒冷两

地之间。

曾志杰 从事翻译多年。翻译生涯截至目

前为止，最煎熬却也最满意之作就是这本

《耶路撒冷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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