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婉 秋 ：一 家 三 代“刘 三 姐 ”
电影《刘三姐》主演追忆拍剧的苦乐往事，希望用一辈子演好“刘三姐”

在黄婉秋心里，参演电影

《刘三姐》是她一辈子的财富。

“学戏的时候，老师们常常讲，

要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

戏。拍电影时，我每天耳濡目

染大家的敬业精神，他们的形

象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帮助我

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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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收到信件，表达对‘刘三姐’的爱慕之情。
可能这位观众没有留意电影的拍摄时间，他不知
道‘刘三姐’已经是 70 多岁的老人了。”尽管自称
“老人”，但坐在记者面前的“刘三姐”的扮演
者——— 黄婉秋满头黑发，举手投足间神采奕奕，双
眼炯炯有神，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滔滔不绝地讲了
两个多小时，期间连一口水都没喝。“说起我和‘刘
三姐’结缘的往事，那真是三天三夜说不完。”

上世纪 60 年代，电影《刘三姐》问世，这部集
合了广西自然风光、山歌文化、充满真善美的作品
一经问世，就在国内引发轰动效应，甚至漂洋过海
受到东南亚、欧美地区华人的喜爱，成为广西乃至
我国的文化符号，架起了中外沟通的桥梁。几十年
来，《刘三姐》的影响经久不衰，引发的关注延续至
今。近年来根据“刘三姐”故事改编的文艺作品更是
不断推陈出新，催生出独特的“刘三姐”文化现象。

电影中，“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尽管初出
茅庐，但其清新脱俗的形象、活灵活现的表演一下
子击中了人们的心，二者契合度如此之高，以至于
人们认为，“刘三姐”就是黄婉秋，黄婉秋即是“刘
三姐”。“《刘三姐》成就了我，它让我一下子达到人
生艺术高峰。我很幸运能与‘刘三姐’结缘，这辈子
将把传承‘刘三姐’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成立 60周年之际，记者日前在广西桂
林专访黄婉秋，听她讲述与“刘三姐”的故事。

曾经因为艺名“气哭”

“刘三姐”的故事早在宋人笔记里就出现了，
她是广西一带民间传说中的一个美丽多情的女
子，因擅长编唱山歌而被奉为“歌仙”。她的许多动
人故事和脍炙人口的山歌，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
据载，刘三姐每次演唱时“观听者环绕数山，围堵
重重，于三日夕竟忘寝食，而歌者不歇，人人绝
赏。”不仅在广西，“刘三姐”的故事还流传到广东、
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

“刘三姐”的故事先后被编成山歌、彩调戏、桂
剧等。1960 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赴广西拍摄了电
影《刘三姐》，这部电影由苏里导演、乔羽编剧、雷
振邦作曲。

“我出生在桂林，13 岁开始学桂剧，艺名叫
‘艺群’。说起这个艺名，还有一段好笑的故事。按照
要求，每个科班都有属于自己的艺名，我们是‘艺’
字班，所以每个人的艺名中都带‘艺’字。当时抓阄
取名的时候，我抓到个‘群’字，看到别人都是兰啊、
仙啊之类的，我觉得“群”字太土了，都气哭了。老
师笑着说：你的名字寓意很好啊，‘艺术超群’！听到
老师的解释，我才破涕为笑。后来拍电影的时候，
苏里导演又让我改回原名‘黄婉秋’。”

《刘三姐》剧组在广西遴选演员时，17 岁的黄
婉秋被选中，最初饰演“小舟妹”一角。由于“刘三
姐”一角至为关键，上级部门和剧组经过慎重考
虑，几经调整，最终决定由黄婉秋扮演“刘三姐”。

角色的更换给黄婉秋带来不小的挑战。“我是
学戏剧出身，电影表演对我来说比较陌生。刚开始
录制的时候，我的表演总带演戏曲的痕迹，一伸手
就翘兰花指，导演就说‘你这是拿瓜子啊’；笑嘛不敢
露牙齿，走路也拘谨得很，这不是‘刘三姐’的性格。
表演场地小，出镜快慢都有讲究，真是上也不行，
下也不行，左也不行，右也不行，很难把握好尺度。”

“舞台剧表演和电影不同，舞台剧从第一场到
最后一场，表演是连贯的，但电影不同，比如说其
中一个场景，第一场有，第三场有，第六场有，第八
场有，那么在一段时间里就要把这些镜头全部拍
完，哭戏也好，笑戏也好，都要一气呵成拍完，之后
再重新布景拍其他片段。刚开始我有点不习惯，比
如和阿牛哥对唱环节，因为没有阿牛哥的戏，我只
能一个人对着空气唱。刚开始总做不好，后来想，
既然没人看到，也不会有人干扰，我就放开了去表

演，效果反而越来越好。电影中的很多镜头，老演
员们拍一遍就能过，经过努力，后来我们这些年轻
演员慢慢也能做到了。”

苦乐往事知多少

回想起电影《刘三姐》的拍摄过程，黄婉秋似
乎觉得一切历历在目，她向记者娓娓道来一些鲜
为人知的往事。

电影开拍的 1960 年，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物质短缺、条件艰苦。黄婉秋记得，电影中有
地主“莫老爷”啃鸡肉的桥段，剧组好不容易找到
一个农民，买了只鸡杀了做道具。扮演“莫老爷”的
演员夏宗学，试拍时拿着鸡肉放在嘴边装作吃得
很香的样子。结果导演说，吃啊干吗不吃？夏宗学
说，只有这一只鸡，吃没了还怎么拍？导演说，那也
不能假惺惺地做嘛，你放开了吃！“夏宗学破釜沉
舟，没想到镜头很到位，一次就过了，但这只鸡也
快被吃完了，我们在旁边看得口水直流。”

看过《刘三姐》的观众如果细心留意，就能发
现在电影中，不少演员的前后镜头效果不一样，扮
演“莫老爷”的夏宗学，几场戏下来变得越来越瘦。
因为缺吃的，大家总是挨饿，有些工作人员把茄子
蒸熟了当主食，后来吃得直反胃。

黄婉秋至今记得，当时剧组演员们每个月有
20元的补助，“我当时在单位的工资也是这么多，
就把工资省下来留给父母，自己靠补助生活。”

《刘三姐》的不少外景是在漓江边拍摄的。“南
方夏天蚊虫多，不少人被叮得满身是包，那些来自
东北的工作人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说：
哎呀，广西这里太难过了，上面晒下面咬，真是领
教了！一到中午，不少人就‘扑通’一声跳到漓江里
去游泳。”

“尽管吃了不少苦头，但大家群情高昂，充满
了历史使命感。导演苏里后来曾说，今后再翻拍

《刘三姐》也很难超越既有水平，别的不说，原生态
的自然风光未受污染，周围也没有电线杆，这些元
素非常难得。”黄婉秋记得，电影拍完后，不少工作
人员回长春时买了大大的塑料瓶，装满漓江水带

回去给亲戚朋友看。
在黄婉秋看来，剧组人员相处得非常融洽。

“事实上，导演苏里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有一次两
个工作人员抬着开水从苏里身边经过时差点滑
倒，他赶忙伸手去扶，结果开水洒到苏里的腿上把
他烫伤了，紧急送到医院后，医生要求他休养一个
月。可苏里导演担心，一旦暂缓拍摄，会造成人力
财力上的浪费，结果他很快就出了院，躺在担架上
指导拍戏。当时没有风扇、空调，我们这些演员轮
流给他扇风。将近 60 年了，拍戏的很多场景我至
今忘不了，现在还经常跟我的学生和家人们讲起
这些往事，尤其是缠满纱布躺在担架上的苏里导
演……”

墙内开花墙外也香

1961 年电影上映后引发轰动效应。《刘三姐》
以独特的歌舞艺术与民间传说相结合，再加上彩
色胶片带来的惊艳效果，观众和评论界都给予高
度赞誉，获得了 1962 年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和最佳美术奖。

“电影《刘三姐》公映后，获得很多荣誉，我也获
得了第二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提名奖。人
们说苏里导演有一双慧眼，香港报纸也有这样的赞
语：苏里慧眼识婉秋，才得今日刘三姐。从那时起，
我收到不计其数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信件，既有六七
岁的小朋友，也有百岁老人，让我感到很温暖。”

电影《刘三姐》在香港及东南亚一带引起观看
旋风。在香港，《刘三姐》的放映甚至引发万人空巷
的观看风潮。马来西亚将其评为“世界十佳影片”
之一。

“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们开始到东南亚、欧洲
等地演出，主要表演‘刘三姐’经典唱段，他们最喜
欢听这些地地道道的民歌、山歌。有一次，我们到
新加坡参加表演活动，演出场面很火爆，来了很多
观众。”黄婉秋说，演出结束后她和先生走出剧场，
发现外面黑压压一大群人站在门口，看到她们出
来了，就冲上来要签名。第二天又有很多人等着要
签名。“当时我和影迷都很激动，大家流了不少眼

泪。”
黄婉秋说，在马来西亚演出时，有人做了蛋

糕带给她，有人听说她的腰有伤，就煮了药送过
来。“影迷的这些真挚情感，能不让人感动吗？有
一个百岁老人，为了跟我合影在机场等了五六
个小时。天气那么热，他却坚持守在那里。每次
想到这些场景，我都激动得要落泪。”

《刘三姐》拍摄完成后，黄婉秋从长春返回
桂林。“临走时，苏里导演送给我一本相册作为
纪念，还给了 20 块钱，在北京转车时，我用这些
钱买了几本书。”

一家三代“刘三姐”

回到桂林，黄婉秋被重新分配到桂林市彩
调剧团继续演出舞台剧。就这样，她一头扎进舞
台剧新角色中，先后主演了《白毛女》《迎春花》

《农奴戟》《收租院》《江姐》《洪湖赤卫队》《杨开
慧》《不准出生的人》，这些剧目既有歌剧，又有
桂剧。因为忙，黄婉秋几乎吃住在团里。

“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后，我逐渐把传承‘刘
三姐’文化作为工作重心。”为让“刘三姐”文化
薪火相传，1999 年黄婉秋主动辞去桂林市文化
局副局长职务，参与投资建设了一座“刘三姐景
观园”，用于展示“刘三姐”文化及壮、瑶、苗、侗
等少数民族文化。只要在桂林，黄婉秋几乎每天
到景观园表演，有时还携全家上阵，共同为观众
献歌。后来，黄婉秋和团队又将场地搬到桂林文
物剧场艺术馆，这是抗战时期夏衍、田汉等文化
名人曾经演出的剧场，黄婉秋在那里继续演绎
“刘三姐”的传奇。

近年来，黄婉秋更是倾注大量心血发现培
养“刘三姐”接班人。“我们家现在是祖孙三代
‘刘三姐’，我女儿、外孙女都参与演出。今年我们
还代表广西去新加坡演出，4 岁的外孙女一出
场，下面掌声就起来了，外孙女的嗓音基础和舞
台感觉都不错，她稚嫩的‘刘三姐’形象，逗得大
家开怀大笑。”

为何把女儿和外孙女培养成“刘三姐”接班

人呢？“文化要传承，得有人，我以前培养了几十
个舞台演员，也挖掘了好几个‘刘三姐’接班人的
苗子，但结果不是很理想，有的演员并不用心，
学了一点之后就走掉了，有的吃不了苦。后来我
认定，还是自己人牢靠点，起码不会轻易撂挑
子。大约 2001 年的时候，我做通了女儿的思想
工作，让她辞掉电视台工作做‘刘三姐’接班人。
现在，我的两个外孙女也加入进来，‘刘三姐’后
继有人了。”

如何让“刘三姐”永葆青春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文化产品需求也日趋
多元化。近年来“刘三姐”相关文艺作品不断问
世，从电影《刘三姐》，到张艺谋等人推出的《印
象·刘三姐》大型山水实景演出，以及最近由专
业演艺公司在桂林打造的大型歌舞《桂林千古
情》等作品不断推出，让“刘三姐”热长盛不衰。黄
婉秋最近也在桂林市阳朔县投资建设了一座“遇
见刘三姐”剧场。但与此同时，“刘三姐”相关文艺
作品也面临着如何吸引年轻一代观众的问题。

黄婉秋认为，这既有时代因素，也涉及文艺
创作方面。《刘三姐》问世的年代，戏曲正是社会
主流文艺形式，但对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来说，戏
曲类文艺作品则相对小众化。“现在的 90 后，以
及 00 后，他们对‘刘三姐’文化的接受情况如何？
我认为代沟确实存在。年轻一代的成长更加国
际化，从小就接触现代化东西，总体来说，喜欢
节奏快的文艺作品。可戏曲属于慢文化，因为它
的创作、表演、节奏相对较慢。”

黄婉秋说，传统文艺作品如果内容缺乏新
意，脱离了时代主题，当然很难吸引到年轻一代
的观众。所以我们应该反思，是不是我们的文艺
作品出了问题。“刘三姐”文化具有跨越时代的
文化内涵，关键看如何发掘，我认为空间非常
大，比如山歌文化、故事情节等方面，都有再创
作的价值。

弘扬“刘三姐”文化应从何处着手？“我认
为，一个是引导，一个是创作。要多创作朗朗上
口的民歌，关于‘刘三姐’的民歌都很通俗，因此
才受到大众欢迎，所以今后的创作要立足广西，
立足民族特色，多创作这类歌。”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广西各地都在摸索
弘扬“刘三姐”文化的好办法。“最近广西南宁市
编排了一个舞剧‘刘三姐’，请我当顾问。有人说
‘刘三姐’是歌仙，怎么能变成舞仙呢？我回答，怎
么不可以，也算一种尝试嘛，让观众感受一下不
同风格。现在，桂林市也计划把‘刘三姐’题材编
成歌剧，无论效果如何，但只要勇于尝试，就有
可能找到一条出路。”

在黄婉秋心里，参演电影《刘三姐》是她一
辈子的财富。“学戏的时候，老师们常常讲，要清
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拍电影时，我每天
耳濡目染大家的敬业精神，他们的形象在我心
里扎下了根，帮助我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黄
婉秋经常和剧团下乡慰问演出，有时候背着设
备徒步走 10 多里路去演出，表演的时候腿都在
发抖。多年来，她和同事们几乎跑遍了广西所有
偏远山区。农村地区条件差，人们打着火把为剧
团照明。“为人民歌唱，这是‘刘三姐’文化的精
髓，也是我一生坚持的艺术追求。”

“文革中我曾受到过迫害，吃了不少苦头。
但我从来没有放弃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从上个
世纪 70 年代起，我就开始申请入党，经过 16 年
时间，才终于成为一名党员。当年入党，是爸爸
给我的建议，他说思想上要追求进步，就要向党
靠拢，但是直到他去世我都还没有成为党员，所
以组织批准我成为预备党员那一天，因为太激
动，眼泪止不住地流。今后，我会继续把传承‘刘
三姐’文化作为使命，为弘扬民族文化作出更大
的贡献。”

潘荣：敢言直谏，青史留名
杨杨燕燕绥绥

福建省漳州市建制以来境内廉吏频出，特别
是如今的龙海市青史留名者诸多，一如我的乡贤
潘荣尚书(1419 ～ 1496 年)，为官四十年，为人恬
淡谨慎，遇事敢言，奉职无过，是一位办案循法制，
出使扬国威的正直官员。

职卑不忘存大体

正统十三年(1448 年)，潘荣 30 岁时考中进
士。明制，选进士的能文工书者为翰林院庶吉士，
经三年考试，留院的按二三甲分授编修、检讨，不
留院的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潘荣依
制奉命到广东劳军，回京后，受任吏科给事中，负
责抄发章疏，稽查违误。

潘荣不以位卑为念，光明磊落，认真履行稽查
官员违误职责；从不言人过，参驳弹劾却存大体识
大局。旧时封建礼制规定：父母或祖父母死后，儿
子或长房长孙，自听到噩耗之日起，不得任官、应
考、嫁娶，现任官员需离职，要在家守孝 27个月，
叫守制。守制期满方能继续任职。景泰元年(1450
年)，即潘荣任吏科给事中的二年后，有些官员为
争名利，在服丧期间，采取不正当手段，谋求提前
复官。这种违犯礼制的“起复”风气，潘荣认为应该
及时抑止，以树立守法新风。为此，他上疏提出“停
起复、抑奔竞”的几项意见，要求服丧要遵从礼制，
服未满不得借故复官，力图消除官场上热衷奔竞、
失礼违法等弊端。

学士倪谦在服丧期内，还是千方百计谋求起
复，“以经筵官丁忧”。按当时律令，朝廷官员丁忧
必须辞官，为父母守孝报恩。但倪谦弄虚作假，守
制未满出来应职。尚为正九品给事中的潘荣得知
后，对这种不择手段追逐名利的恶劣习气，深恶痛
绝，又一次上疏指斥说：“服丧三年，古今一样的规
制，倪谦接到讣闻还逗留京师干啥？这种人哪里
可以担任经筵讲官，列侍左右？”他在给皇帝的
上疏中，痛斥倪谦不孝、可耻的行为，申明大义，

闻者称快。

力陈时弊开言路

景泰四年(1453 年)九月，潘荣鉴于当时言事
之官，常为进言，不合皇上心意，代宗皇帝下谕礼
部对言官“严加审察”；或认为建言只是互相报复
的手段，应由礼部具奏加以制裁。此令一下，朝臣
没有不垂头丧气的。潘荣认为朝廷此举容易阻塞
言路，有些奸恶之人乘机打击直言者，使邪气上升
正气下降。于是上疏力言此举不妥：“治理国家，最
重要的莫过于听取不同的正确意见。如果因为与
皇上的意见不同，就通知有关部门，对提意见者严
加审察，甚至打击报复，造成朝廷官员以提意见为
恐惧。这样，国家的利弊，群众的疾苦，官员的忠
奸，谁也不敢说，皇上又怎么了解情况呢？”并指出
现今盗贼跳梁，边疆多事，正应多征求意见，为何
反阻塞言路？请求皇上颁发诏令，责成执掌弹劾进
谏大权的大臣，敢于直言，且知无不言，言则存大
体。如有知而不言的，就治他不称职之罪。同时，还
要提醒阁部大臣，不要对进谏者挑挑剔剔，甚至挖
空心思寻求批驳指摘，以免伤害国家的体统。潘荣
这种敢于“拈虎须”的忠直作风，在当时是很难得
的。

成化元年(1465 年)，宪宗朱见深即位，宠信
万贵妃。万贵妃得宠，先是谗废吴皇后，后又害死
纪淑妃，恃宠骄横，亲奸疏忠。一些朝中媚宠的朝
臣，专投万贵妃所好，搜刮民财、盗窃府库、进献珍
宝，以博取万贵妃的欢心，并从中捞取一把。从此，
朝政纷扰，民心怨愤。潘荣眼见朝纲如此不振，本
已忧心如焚，加上成化五年冬天至六年(1469 年
至 1470 年)春天亢旱，雨雪不降，赤旱千里，民间
困苦异常。但宪宗及一些大臣却崇尚迷信，讲究排
场，祭祀上天祈雨，非但无补于事，而且浪费国库。
潘荣认为，人君敬天不在于斋戒祈祷，而在于所作
所为是不是合乎民意、顺乎天理。

成化六年(1470)三月，潘荣慨然和同僚上疏，
直言时政之失，“近来雨雪失期，灾害屡见，皇上虽

降诏自责，并令大臣尽言，却不能上格天心，应是
政令乖宜，下民失所，崇尚珍玩，费用无度，后宫无
序，滥施爵赏所致。”恳切希望皇帝遏制当时官员
宝玩贿赂泛滥之风，深入研究政令得失，改革时
弊，才能消除灾变。结果触怒万贵妃，这一年，宪宗
把潘荣外调南京太常少卿，敷衍了事。

出使琉球扬国威

古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县地)，自洪武五年
(1372 年)以来，一向亲善明王朝，每逢琉球国新
君嗣位，明朝廷都以钦命派出正副使前往册封，保
持藩属关系。至崇祯六年(1634 年)二百六十年
间，明朝中央政府曾经十六次派遣使节到琉球，巩
固、发展了两国的友好往来。漳州人潘荣出使琉球
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他也是明代第一个出使
琉球的福建籍使者。这次出使，对促进两国关系的
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时官场视航海历险为畏途。一怕遇上倭寇、
海匪，御赐之物遭劫;二怕台风频繁，风涛叵测，舟
破人亡。但潘荣是闽南人，航海之事，视为寻常。他
领旨后便到福州船坞监造大船“封舟”，认真选用
素质良好的随行人员和熟谙水道的水手、富有操
舟经验的掌舵等，还有为琉球提供的造船、航海、
手工业等技术人才，组成一支近 400 人的使团。天
顺七年(1463 年)六月，潘荣带着册封诏书和使团
乘大型封舟从福州马尾港起航。封舟航行七昼夜
才到达琉球国。潘荣一行到达琉球国后，即遵旨谕
祭了故王尚泰久，册封了世子尚德为新王。

潘荣在此前二年，曾以册封副使赴蜀国封蜀
王，取得第一次出使经验。这次出使琉球，更显得
持重圆熟。在守候信风返国期间，他细心访查琉球
国各方面情况，发现年轻的嗣王尚德，虽然“资质
敏捷，才利过人”，但“知谋自用，不纳贤谏”，且“巧
言饰非，擅杀良民”。但他作为外交使者，碍于外交
礼节，不便直言，便在与尚德的多次会谈中，刻意
反复宣扬天朝的德威，隐喻新王戒骄戒躁、施行仁
政之意。并按诏书予以褒奖，希望新王能广开言

路，省刑薄敛，治好邦国。之后，潘荣等在琉球考
察风土民情，写成《中山八景记》一文，记录出使
所得，暗喻新王广施德政。作为闽人第一任册封
使，潘荣早已青史留名，他所著《中山八景记》是
流传下来最早的一部册封使录，弥足珍贵。

“尚书”遗迹今犹在

成化二十三年已升任南京户部尚书三年的
潘荣，第三次上疏乞求，言辞恳切地要求告老还
乡。弘治元年(1488 年)70 岁高龄的潘荣辞官回
到故土漳州。

他是漳州明代名宦乡贤，历经 500 多个春
秋，至今在漳州地区还遗存许多与之有关或以
“尚书”为名的府第、巷、岭、墓、桥、阁、像等景
物，供人们追思仰望。

潘荣出生地潘田古称“瓜田”，后因潘氏肇
基于此，以姓名社称“潘田”，等到潘荣登第后
“潘田”亦改称“官田”，今属龙海市顔厝镇宅前
村官田社。漳州市区的给事巷和尚书巷也是因
他的官衔而得名，至今在尚书巷仍保留着其故
居尚书府。

潘荣告老还乡时新建的府第，俗称“尚书
府”，位于漳州城内东铺头街(在南，今新华西路
中一段)与渔头庙街(在北，今南昌路中段)之
间，现存建筑占地面积 836 平方米,1988 年 6
月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潘荣以户部尚书
官衔归里，皇帝还赐予他享受原有的待遇九年，
其府第通向大街的小巷就叫做“尚书巷”，地名
沿用至今。如今，这座拥有 500 多年历史的名人
故居，在商业繁华的新华西路一带，已被辟为各
式美食、美发、服饰等商店，在鳞次栉比的商业
街中艰难残存。“尚书巷”也已拓宽为小街了。

潘荣一生经历七任皇帝，仕途中直接为五
位皇帝效力，有遗著《历朝统论》。明朝皇帝二度
为潘荣立坊旌表：一是正统年间立于东铺街的
“宫保坊”，一是嘉靖年间立于渔头庙的“都宪
坊”(今皆不存)。明代，入祀漳州“乡贤祠”。

影片《刘三姐》中的一个镜头：
刘三姐(前，黄婉秋饰)和四方歌手会
歌。 新华社资料片

捉错园
秦殿杰

((559944))
““肓人按摩很很有有效效””，，
写写成成““肓肓人人””让让人人笑笑；；
失失去去视视力力看看不不见见，，

正写是“盲人按摩”。*
**““盲盲””与与““肓肓””只只差差下下边边的的一一横横。。盲盲：：

盲盲人人摸摸象象；；肓肓：：病病入入膏膏肓肓。。两两字字不不可可混混淆淆。。
((559955))

““来去勿勿急急得得很很””，，
错错写写““勿勿勿勿””太太失失真真；；
急急急急忙忙忙忙甚甚仓仓促促，，

正写是“来去匆匆”。*
**匆匆匆匆：：急急急急忙忙忙忙、、心心急急火火爎爎似似的的。。

““匆匆””字字不不能能少少了了那那个个““点点””，，错错为为““勿勿勿勿””

就就讲讲不不通通了了。。
((559966))

““浑身发痒就去骚””，，
““骚骚””是是错错字字意意不不到到；；
用用手手去去挠挠痒痒痒痒处处，，
正写应当是用“搔”。。**

**搔搔：：头头皮皮发发痒痒用用指指甲甲挠挠痒痒，，即即搔搔
痒痒，，不不是是““骚骚扰扰””的的““骚骚””。。

((559977))
““身怀诀招很很超超群群””，，
““诀诀招招””之之““诀诀””是是个个错错；；

超超群群之之技技甚甚独独特特，，
正写应当是“绝招”。**

**绝绝：：独独一一无无二二，，没没有有人人能能赶赶上上的的、、
绝绝技技；；不不是是““诀诀别别””的的““诀诀””。。

((559988))
“臻别海参的优劣”，
“臻别”之“臻”错出格；

鉴别真伪与好坏，
正写应当是“甄别”。*

*“甄别”：指鉴别、选拔，即审查、鉴
定真伪与优劣。不是“臻别”，“百福之臻”

表示人们的一种祈望之情。“臻”无法与
“别”搭配。词典无“臻别”一词，无法解
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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