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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行，可以，沒關係》

學好普通話 GAPSK語文推廣委員會

你聽說過 「佛系青年」 這種說法嗎？雖然打着

「佛」 的名號，但事實上這個詞跟宗教沒有什麼關

係，而是一個網絡流行詞。大意是指： 「在快節奏

（kuài jié zòu）的都市生活中，追求平和、淡然的

生活方式的年輕人。」

例如：

「佛系上班」 ──他從來不拒絕上級交代的任

務，會努力做好，但也從來不主動攬（lǎn）下額外

的工作。

「佛系購物」 ──網購的時候買到了稱心如意

（chèn xīn rú yì）的商品當然很開心，但如果是

不太合適的，也不去退換，能湊合（còu he）用就

湊合一下，不給好評也從來不給差評。

「佛系戀愛」 ──不高傲也不委曲求全（wěi

qū qiú quán），不在乎情人節和紀念日（jì

niàn rì），能自己解決的問題就不麻煩對方，兩個

人的追求都是 「舒服就好」 ，哪怕約會的時候穿了

沙灘褲和拖鞋也毫不在乎。

總而言之，他們遵循着 「有沒有都行，不爭不

搶，不求輸贏」 的處世原則（chǔ shì yuán zé）

過着自己喜歡的生活，口頭禪永遠是： 「冇所謂

（沒所謂méi suǒ wèi），唔緊要（不要緊／沒關

係bù yào jǐn/méi guān xì），是但啦（隨便suí

biàn），唔知啊，你鍾意啦。」

「佛系青年」Vs「鬥戰勝佛」

雖然 「佛系青年」 這個詞風靡一時（fēng mǐ

yī shí），引起大批青年的共鳴（gòng míng）。

但並非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一種可取的人生態度。有

人則對其進行抨擊，認為這是青年不求上進的體

現。確實，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主流價值大多是

「幸福要靠奮鬥得來」 、 「發揚獅子山精神」 、

「努力總有回報」 等等，與之相較，佛系的 「不勉

強」 看起來是很消極。但筆者覺得事態沒有那麼嚴

重， 「佛系青年」 的本質並非無欲無求（wú yù

wú qiú），而是沒有被欲望綁架，分得清主次，知

道自己最在乎什麼，知道自己最想要什麼，跟物欲

相比更追求精神上的幸福。這跟 「有錢就是成功」

或者 「美麗就是勝利」 的觀念比起來，難道不是一

種進步嗎？如果我想要更多的個人時間，就找不那

麼繁忙的工作，如果我享受單身的狀態，就不急着

去相親。青年們知道怎麼按自己喜歡的方式度過一

生，難道這本身不就已經是一種成功了嗎？

當然，如果你 「難以絕無掛慮」 ，有事非做不

可，那就努力吧！奮鬥吧！你也是 「佛系青年」 ，

只不過是 「鬥戰勝佛（dòu zhàn shèng fó）」 ！

1.快節奏 kuài jié zòu

2.攬 lǎn

3.稱心如意 chèn xīn rú yì

4.湊合 còu he

5.委曲求全 wěi qū qiú quán

6.紀念日 jì niàn rì

7.處世原則 chǔ shì yuán zé

8.冇所謂 沒所謂 méi suǒ wèi

9.沒緊要 不要緊／沒關係 bù yào jǐn/méi guān xì

10.是但啦 隨便 suí biàn

11.風靡一時 fēng mǐ yī shí

12.共鳴 gòng míng

13.無欲無求 wú yù wú qiú

14.鬥戰勝佛 dòu zhàn shèng f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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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討論蘇洵《六國論》若干字詞的粵音正

讀，今期討論最後兩篇《唐詩三首》和《宋詞三

首》容易錯讀的字。

1.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

自可留。（王維《山居秋暝》）

「浣」 ，洗滌，《廣韻》胡管切，音 「皖」

（wun5）。 「歇」 ，盡，消失，《廣韻》許竭切，

音 「牽」 中入聲（hit8）。 「暝」 ，夜晚，《廣

韻》莫定切，音 「命」 （ming6）。

2.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

舞影凌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

遊，相期邈雲漢。（李白《月下獨酌》其一）

「將」 ，作連詞，和，《廣韻》即良切，音

「張」 （zoeng1）。 「樂」 ，喜樂，《廣韻》盧各

切，音 「落」 （lok9）。 「邈」 ，遠也，渺也，

《廣韻》莫角切，音 「莫」 （mok9）；《集韻》謂

「邈」 通作 「藐」 ， 「藐」 ，弭沼切，音 「秒」

（miu5）；兩音均可。

3.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

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

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

吟。（杜甫《登樓》）

「難」 ，患也，災禍，《洪武正韻》乃旦切，

讀作 「難民」 的 「難」 （naan6）。 「為」 ，做，

作，《廣韻》薳支切，音 「圍」 （wai4）。

4.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

畫，一時多少豪傑！（蘇軾《念奴嬌．赤壁懷

古》）

「畫」 ，圖畫，《廣韻》胡掛切，音 「話」

（waa6）。

5.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

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

江月。（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

「綸巾 」 ，古代用青色絲帶做的頭巾，

「綸」 ，《廣韻》古頑切，音 「關」 （gwaan1）。

「華髮」 ，花白的頭髮； 「華」 ，通 「花」 ，據學

者研究， 「花」 為後起的字，魏晉以前，只有

「華」 字而無 「花」 字。辭典中 「花白」 、 「花

絮」 、 「花鹽」 、 「華首」 、 「華皓」 、 「華

絲」 、 「華顛」 、 「華鬢」 等， 「花」 和 「華」 都

有 「白」 的意思；因此 「華髮」 的 「華」 ，音

「樺」 （《廣韻》戶花切，waa4）或音 「花」

（《廣韻》呼瓜切，faa1），兩讀均可。 「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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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音正讀：以十二篇指定文言經典為例（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