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導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個人，不管是來自哪一個國家或皈依於哪一個宗教，他都可能追問生死的

問題且尋求其解答。他可能追問，人從哪來的？死亡是什麼？世界上有死亡嗎？

人死了以後要去哪？人死了以後還會有重生嗎？世界上無有永生？……。然而，

人最想知道的這一些問題大多都還是由於關心「形體」才問的。人可以用主觀的

思考和研究能力回答關於「形體」的「生死」之問題，因為「生和死」是人在自

己的生活裡常常碰到的、經驗到的兩個情況，但是「生之前」與「死之後」卻是

人無法確實了解之兩種狀態，尤其涉及於「心靈」是否可超越「生」與「死」之

人的「心靈」的「生死」之問題。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正是人必需去研究，思考

和解決之最重要的人生問題，因為人一旦真正進入死亡狀態中，似乎就沒有機會

再好好考慮這個問題了，所以我們應該趁著「生」與「死」之間的人生階段，好

好考慮此一問題才是。這正是筆者欲探究「生死」問題之最重要原因，且整個探

究的核心主題將主要聚焦於人的「心靈」的「生死」問題。 
 
    而在探究之過程中，我則前後分別選擇了「老子思想」與「伊斯蘭思想」這

兩條人生思想的大路。一方面，我選擇了伊斯蘭教的人生思想之路，這無非因為

我是一位來自土耳其而深受伊斯蘭教文化影響的人。我自小看了許多伊斯蘭思想

的書，與伊斯蘭教的經典《古蘭經》，並從我父親那聽了許多關於伊斯蘭教歷史

文化的故事。而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我四年多前來到台灣就讀政大中文研究所，

才首次地獲得親近中國古老的道家思想的機會，而在困難的學習過程中，我漸漸

發現到了「老子思想」的重要性，並且越讀《道德經》就越益發現「老子思想」

和「伊斯蘭思想」雖具有一些根本觀點上的差異，但也具有不少極其類似之處。

諸如兩個思想系統都包含有「宇宙論」與「人生論」，且其中更豐富地包含著本

論文所欲相互參照而比較探究之「生死」問題。 
 

「老子思想」和「伊斯蘭思想」所講的創造者創生萬物之開始和發展過程是

很類似的，兩個思想中的萬物都靠著一個創造者的創生而存在，而這個創造者並

不靠另外東西而存在，是一個唯一且獨立的存在。而從「老子思想」或從「伊斯

蘭思想」看來，在「道」或是「阿拉」創生萬物之過程當中，則有三個重點特別

值得比較討論：其一，是「道」本身所具有之「道體」與「道用」的兩種基本存

在面向，以及「阿拉」本身所具有之「拉曼（本體）」與「拉梅特（作用）」的兩

種基本存在面向間的比較討論1；其二，是在「道」創生萬物之過程當中，所包

                                                 
1 參見 Ibn Al’Arabi, Fusus al-Hikam（The Bezels of Wisdom）, New Jersey,  Paulist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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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之從「無」到「有」，再到「萬有」，以及在「阿拉」創生萬物之過程當中，所

包含之從「拉曼」到「拉梅特」，再到「萬物」間的比較討論；其三，則是「道」

與「阿拉」都具有的，讓「萬物」能夠回返作為其「根源」的「道」與「阿拉」

之回歸運動及其方式的比較討論。 
 

老子思想與伊斯蘭思想，兩種思想系統講的「創生」，都是一種無止無盡的

永恆運動，而且創造者雖然不停止、不間斷地運動，但其並不會因此而疲累，造

成力量上的減弱。同時我們也需注意，伊斯蘭思想和老子思想也都很重視被創造

者「回歸」其「根源」創造者之運動，它同樣也是一種無止無盡的永恆運動。且

按這兩個思想系統，在所有萬物當中，人具有最特殊的高度存在能力，而這種高

度存在能力雖可讓人較其他萬物負有更大的責任，但也可使人較其他萬物更難自

然理想地過生活，故人必需努力地尋求其「回歸創造者」之方法。 
 
    伊斯蘭思想和老子思想，兩者都有討論「生死」之問題，且都包含有「形體」

與「心靈」上的「生死」問題，甚至都較為重視人的「心靈」上的「生死」問題。

因為，伊斯蘭思想認為，若人達到了「心靈」之最理想的狀態，他就有機會回歸

根本而與他的創造者「合一」，而老子思想也是如此，老子也強調人回歸到自身

根源的重要性。並且，這兩種思想系統都在萬物當中最看重「人」，伊斯蘭思想

認為，人是「阿拉」創生的萬物當中，最特殊的、地位最高的一個，只要他願意，

他就會靠近他的根源——阿拉，而只要他不願意，他就會離開祂；在老子思想中，

人的地位也是最特殊，當他想離開創造者之自然道路，他就會離開，當他想當理

想中之聖人，他就會有可能達成的機會，因為人有其他萬物所沒有的這種極其特

殊的存在特性，也即包括有極其高度的「知識」、「意志」、「情感」、「欲望」的「心

靈能力」。也正因此，這兩種思想系統都相當關心人之「超越」與「墮落」的過

程，且這個過程與人的「身體」與「心靈」上之「生」「死」狀態，有著非常密

切的關係。 
 
    伊斯蘭思想與老子思想，兩者都很深入地討論「創生」之問題，並且也討論

「生」字同時包含有的「出生」、「生命」、「生活」等詞的意義。筆者除了發現這

兩種思想系統所包含的共同想法外，也發現了一些不同之處。比如說，伊斯蘭教

經典《古蘭經》中，就有不少章節都提到了「死後」之「後世」，阿拉常常會提

醒人們不要以為這個世界是永恆的，因為這個世界只是一個暫時的考驗世界，人

們死了以後，等到末日那天來臨，阿拉將會批判所有的人並且決定人永恆的命運
2。但是老子卻完全沒有提到，像伊斯蘭教所說的人在身體死亡以後所將具體遭

遇之事，諸如天堂與地獄之「死後世界」等等，他所談的只是所有的萬物都會隨

著「道」之自然運動規律，從形而下的現象界回歸到它們形而上本體界之根源

                                                                                                                                            
pp.153-155. 
2 參見馬堅：《古蘭經》（北京：新華書店，1981 年），52 章 45-49 節。 

 2



「道」。對此，老子思想的追隨者莊子，則提到了一種永恆的「生命世界」3，他

認為，人的身體死了以後，「精神生命」將會離開現象界而回歸到它原來的「生

命世界」去，但莊子所講的「生命世界」，顯然也不等於伊斯蘭教所講的「後世」

中之「天堂和地獄」，他所講的永恆的「生命世界」仍然意味著「道」。且從伊斯

蘭思想與老子思想對「死後世界」看法所呈現出的差異，我們則也不難想到這兩

種思想系統所具有的另一個不同之處，也即老子思想較為重視的是，人如何藉由

不遠離其「根源」「道」、回歸其「根源」「道」，而好好過這個世界的自然生活，

好好成為這個世界中自然理想的聖人。但是，伊斯蘭思想卻相當重視「後世生

活」，雖說在「今世生活」的各種考驗中，人也是必須努力過好這個世界的生活，

努力成為這個世界中理想的聖人，但此等考驗與努力，卻往往有其「後世生活」

之目的。 
 

筆者認為，這兩種思想系統至少另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差異，也即「阿拉」

與「道」之不同，伊斯蘭思想之「阿拉」，是一個有意志的「位格神」，祂首先為

了考驗人們而創生宇宙萬物，又在創生宇宙萬物後，無所不在、無所不知地繼續

照管宇宙萬物，而到了末日，祂又必定要進行最後審判，對人們施加各種處罰與

獎勵，將人們派往永恆後世的地獄或天堂。但是老子思想中的「道」，卻是沒有

意志的，它創生宇宙萬物時沒有目的，它創生宇宙萬物後也不直接照管宇宙萬

物，而是任憑宇宙萬物按自然規律而變化發展。 
 

最後，老子思想和伊斯蘭思想尤其值得討論的一個相似之處，便是對人的「心

靈」之「生死」問題的看法。兩種思想系統都討論了人被創生而來到世界後，應

該如何避免「墮落」，而過好這個世界的生活，成為這個世界中理想的聖人，因

為人進入「墮落」之過程，可說無非就是一種進入「心靈」之「死」的過程，且

這種「心靈」之「死」，似乎遠比「形體」之「死」來得還要可怕嚴重。 
 
 

第二節  文獻回顧 

 
    老子思想中之「生」，尤其是「創生」觀念，因為是老子思想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許多學者都有討論過的。但是老子思想中「死」之觀念，則是較少被討論的

一個問題。在《道德經》裡面，大部分「死」字都不是直接講有關人「形體」的

「死亡」，而是表示「心靈」上之墮落問題。這樣看來，或許我們可說，老子所

說之「生」，主要是表達「道之創生」，而其所說之「死」，主要則是表達「人之

墮落」的問題。 
 

                                                 
3 參見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大宗師〉，（台北：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7 年），頁 25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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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復觀先生，在《中國人性論史》中首先解釋老子哲學之最重要的概念「道」，

徐復觀強調，「道」一方面是具有「創生」宇宙萬物的基本「動力」之「創生者」，

而另一方面，「道」也是具有「生長」宇宙萬物的基本「動力」之「生長者」。並

且，在他探討了「道」之涵義後，還深入地討論了有關老子宇宙論與人性論之問

題。他講的宇宙論之部分包含道創生宇宙、萬物與人之過程，而且也很仔細地介

紹在這個過程當中的幾個重要角色，亦即老子所講的「一」、「無」、「有」、「德」

和「萬物」之間的關係和它們所各自包含的意義4。他在人性論的部分主要是討

論萬物「回歸道」之必要性，因為他認為，老子的目的是在不安全的社會裡面找

一種「幫助人可以得到安全」的生活態度，因而他覺得，老子講的宇宙論也就是

為了把人的生活之人生論問題講的更明白5。 

 
    方東美在《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一書裡也探討了「道」之涵義，在他

討論「道的四層涵義」時，則很清楚地解釋了道之活動的兩個方向，就是「道創

生萬物」與「萬物回歸道」6。方東美在其《原始儒家道家哲學》一書中，曾根

據對《道德經》第一章文義的解讀，作出「道體」與「道用」的區分。他認為，

老子在第一章裡，主要是想說明天地萬物的存在根據為何，以及對其進行理解觀

察的方法。此外，方東美也討論了人之墮落的問題，他說：「老子的哲學系統，

首先是從動的變化來看萬有；但是從動的變化看萬有，依據老子的說法，是從上

面看下來，這樣一來，宇宙有的時候，不僅不是進步，而且甚至於可以說是墮落。」
7。他的這句話雖然不只是針對人，而是針對一切萬有而言，但筆者認為，因為

人以外的萬物都是順著道之自然運動，從道被創生出而最後一定會回歸它們的根

本，因此人以外的萬物都會保持它們跟「道」的直接的關係，而當不會進入到「墮

落」之過程。 
 

眾所皆知，莊子作為老子思想的追隨者，他特別強調突顯了老子的自然生死

觀，故他對老子自然生死觀的有關詮釋，在此處可提供我們探討老子「生」、「死」

觀念的絕佳參考。莊子與老子一樣，將人的「身體上」或是「形體上」的死亡，

看成是人回到大自然萬物生成變化的循環裡，若死亡是這麼自然而然而發生的，

那麼身體回歸到這種生成變化的循環中，反倒成了一件很自然的事8。在莊子看

來，這個世界既然是一個造化的大冶鑪，所有的東西在裡面可說都是一體的，而

「生」與「死」僅是萬物之間的相互變化，那麼不論是變化為「生」，還是變化

為「死」，其實根本就是同一個東西。所以重視「生」以及排斥拒絕「死」，可說

是人最強烈的本能之一，而人生最大的困擾無非就來自於這種「悅生」與「惡死」

的態度與行為，並如老子所說的，這種態度會造成人特別重視「生命」，反而更

                                                 
4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台北：台灣商務書館，2003 年），頁 329-332。 
5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頁 325-328。 
6 參見方東美：《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台北：成均出版社，1984 年），頁 174。 
7 參見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台北：黎明文化事業公司，1983），頁 128。 
8 參見郭慶藩輯：《莊子集釋》〈列御寇〉（台北：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7 年），頁 1063-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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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地進入「死」之狀態，也就是回不到「根源」9。 
 
 有關「道之創生」與「人之墮落」問題，王邦雄先生在《老子的哲學》和《生

死道》書中也有不少討論。諸如他在《老子的哲學》一書裡指出，老子所言的「堅

強」、「枯槁」的概念10，其實都是有關死亡之象徵。 
 

唐君毅也在其《心物與人生》一書中指出了死亡之問題，但他主要是從「心

靈」之方面來討論「死亡」之概念，他認為真正說來，「生命」（亦即「心靈」或

「精神」或「靈魂」）是沒有死亡的，而當身體的物質的惰性強到某一個程度，

不能再作為物質身體中「有限的生命」表現的工具時，「有限的生命」就會離開

物質的身體與世界，而復歸其「無限的生命」。換句話說，在物質的身體或形體

死亡後，「有限的生命」雖不再能表現於物質的世界之中，但這並不代表「有限

的生命」也死亡了，「有限的生命」只是離開了其原來存在的物質的身體與世界，

而回歸於「無限的生命」的世界11。 
 
且唐君毅先生在其《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一書中，則提出了人若要按老子

所說的避免「心靈」之「墮落」，並回歸到「道」，所需做的就是「效法道」之功

夫。唐君毅先生認為，如老子所講的，人效法「道」之整個過程中，應該要漸次

依序地效法「地」之道、「天」之道、「道」本身和「自然」，如此才能避免「墮

落」，並回歸到其「根源」12。 
 

人之所以進入墮落之過程，是人過度的用主觀能力、認識能力、語言能力、

思考能力而決定行動的結果。關於這個問題王弼在〈周易略例․明象篇〉中討論

的「言、象、意」之問題，很清楚的談到，過度地使用語言與認識能力，並無法

得到其真正的「義理」。王弼認為，如果要得到真正完整的「意」，就必需把分別

窮盡後的「言」和「象」都忘去才行13。 

 

    張尚德先生在《儒道生命哲學》書中有討論老子的生命哲學，並清楚地討論

人，道與外在的感覺世界之關係。張先生認為，道具有著外相的世界與內相的世

界，且「道」內相世界（形而上的本體界）以外的「道」外相世界（感覺世界/
形而下的現象界），往往會影響人不能好好瞭解「道」。而人透過主觀能力去認識

的外物界，大多時候都只認識了「道」外相的世界，這就是讓人離開他的根源——

「道」越來越遠的原因14。 

                                                 
9 參見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齊物論〉，頁 103-104。 
10 參見王邦雄：《老子的哲學》（台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0 年），頁 105。 
11 參見唐君毅：《心物與人生》（香港：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1955 年），頁 38-39。 
12 參見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道篇卷一》（台北：新亞書院研究所，1973 年），頁 298-327。 
13 參見王弼，樓宇烈校釋：《王弼集校釋》（台北：華正書局有限公司 1992 年），頁 609。 
14 參見張尚德：《儒道生命哲學》（台北：帕米爾書局，1976 年），頁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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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斯蘭思想中，萬事萬物之唯一的創造者是「阿拉」，這個道理是不可懷

疑的。且人的「生」與「死」都是按照「阿拉」的為我們所預定的「命運」而發

生的，故在什麼都已經安排好的「今世」生活中，人只是負責好好運用「阿拉」

所賦予他而其他萬物都沒有的「心靈能力」，並按照「阿拉」的規定過《古蘭經》

所講的理想生活，這也正是人要避免墮落、回到自身「根源」的唯一方法。關於

伊斯蘭所討論的這些人生問題，許多學者們都討論了不少，在論文內容已參考過

的這些討論中，讓我們選幾本較主要的書加以簡介： 
     
    關於創者「阿拉」具有的特性，筆者主要是參考了重要伊斯蘭思想家埃爾祖

魯姆．伊伯拉亨姆．哈克．艾凡第（Erzurumlu Ibrahim Hakki Efendi）的《天賦

書》（Marifetname）。他在該書中說：若人要真正地理解唯一創造者「阿拉」，必

需先知道祂特有的兩種屬性，也就是「阿拉存在之神聖屬性」（Divine Attributes of 
the Being of Allah）與「阿拉神聖本質之不變屬性」（Immutable Attributes of the 
Divine Essence of Allah）15。並且有關「阿拉」具有的特性，Sayyid Mujtaba Musavi 
Lari在他的《上帝和祂的屬性》（God and His Attributes）一書中，也曾很深入地

討論了「阿拉」具有的屬性，以及人必需理解「阿拉」對人所賦予的規定之重要

性的問題。至於Cafer S.Yaran也在其《伊斯蘭思想中的上帝存在問題》（Islamic 
Thought on The Existence of God）一書中，則探討了伊斯蘭思想家加札利（Ghazali）

的相關看法，也是很值得參考的。 
 

關於伊斯蘭思想中的「創生」之問題，筆者主要是參考日本學者Toshihiko 
Izutsu在其《蘇菲主義與道家思想》（Sufism and Taoism）一書中所做的研究。Izutsu 
寫這本書時，主要是參考了一位古代伊斯蘭思想家伊本．阿拉比（Ibn Arabi）之

思想與研究資料。Izutsu在這本書有關伊斯蘭的部分，參考了阿拉比的研究，且很

仔細地討論了「阿拉」創生「萬物」之過程，以及這整個過程中的重要階段與重

要概念。關於本論文的「阿拉」與「人」之間的關係之部分，筆者則參考了Toshihiko 
Izutsu 在《古蘭經中的上帝與人》（God and Man in the Koran）一書中的研究與

討論，Izutsu在這本書中，主要是討論伊斯蘭思想出現前的阿拉伯半島上的各種

不同信仰與伊斯蘭思想之間的同異，以及創造者「阿拉」與被創造者當中最特殊

的「人」之許多方面的關係。 
 
關於討論伊斯蘭教對「生死」的討論，John Bowker 的《死亡的意義》（The 

Meanings of Death），則很清楚地分析了「身體」與「心靈」上的「生死」之問

題。另外，趙有聲、劉明華、張立偉在《生死﹒享樂﹒自由》一書中也曾討論道

創生萬物後，讓萬物自然發展之自由的過程中，作為最特殊萬物的人之過度的欲

望對人與道之間關係的影響，當然，最後的結果也就涉及於人墮落之問題。而從

                                                 
15 參見Erzurumlu Ibrahim Hakki Efendi, Marifetname, Istanbul, Celik Yayinlari, 1981, sy.64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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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蘭教看來，「墮落」是一種「心靈」上的「死亡」，且讓人「墮落」的是人的

靈魂的較低部分，也就是「慾望」能力及其所產生出的強烈情感，伊斯蘭教把人

的靈魂的這種較低部分稱為「Nafs」，關於「Nafs」的問題，土耳其的學者們則

有很多相關的著作。諸如 Osman Turer 的 Tasavvuf Tarihi、Yasar Nuri Ozturk 的

Kur’an ve Sunnete Gore Tasavvuf 、Ali Kusat 的 Nefsin Mertebelerine Psikolojik Bir 
Yaklasim 都是很值得參考的。並且，關於「Nafs」之「純潔化」之階段的問題，

Robert Frager 的《心靈、自我與靈魂：蘇非教派之生成、平衡與和諧的心理學》

（Heart, Self & Soul: The Sufi Psychology of Growth, Balance, and Harmony）也是

很值得參考的一本書。 
 
    關於伊斯蘭思想中之「生死」問題，Jane Idleman Smith 與 Yvonne Yazbeck 
Haddad 合 寫 的 《 伊 斯 蘭 的 生 死 觀 》（ Islamic Understanding of Death and 
Resurrection）也是值得參考的一本書。其內容大部分都講伊斯蘭思想中的「阿

拉創生萬物」、「死後世界」與《古蘭經》常常提到的「重生」之問題。 
 
    還有 Michael Cook 寫的《穆罕默德》（Muhammad），該書主要是寫伊斯蘭

教先知穆罕默德之生平和他建立伊斯蘭教的過程，但是 Cook 在書中也提到了許

多伊斯蘭思想中之主要觀念。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 在選參考書進行研讀方面，筆者將首先盡量通過研讀原典來發現與

我論文有關之重要問題的基本觀點，其次再藉由研讀討論過類似問

題之重要學者著作來作為相關之參考補充。 
 

（2） 在表達語言上，筆者嘗試用清楚而單純的表達方式。 
 

（3） 在結構之安排上，筆者先行討論老子思想之部分，隨後再討論伊斯

蘭思想之部分，最後則對兩者之同異作出批判比較。 
 

（4） 在內容上，筆者先說明兩個思想系統各自產生的脈絡背景，再從兩

者的思想背景中引伸出所欲探討之論文題目的重要意義，最後則進

而探討論文之各重點主題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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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主要論題架構 

 
本論文的研究主題為：《老子》與《古蘭經》之「生」觀念的比較研究。我

們將首先進行討論老子思想之部分，隨後再討論伊斯蘭思想之部分，最後則對兩

者之同異作出討論比較。關於討論老子思想之部分，我們將在第二章第一節討論

老子的生平與他思想之時代背景，主要是討論當時社會，宗教，政治與經濟情況

對老子哲學之生成發展過程，以及老子思想對當時的社會，宗教，政治與經濟上

所造成的相互影響。而第二章第二節則將討論老子哲學之重要觀念「道」所具有

的各種涵義。第二章第三節則將討論老子哲學的基本出發點，也即作為天地萬物

之根源「道」之運動的兩個方向，也就是「道」讓潛在狀態的天地萬物變成現實

存在的「創生」運動，以及讓現實狀態的天地萬物回歸到它們的根源之「回歸」

運動。至於第二章第四節，則將討論天地萬物之唯一的創造者「道」，和所有萬

物當中，作為最特殊的萬物的人之間的關係。 
 
至於第三章，主要討論的是老子思想中人的「生與死」之問題，在第三章第

一節中，我們將首先討論「生」字所包含的四種概念，「創生」、「出生」、「生命」

與「生活」，並進一步討論「生」字所包含的這四個概念如何存在於老子思想中。

而在第三章第二節，我們則將討論老子思想中人的「生死」所包含的兩個層次，

也即「身體」上之「生死」與「心靈」上之「生死」。第三章第三節，筆者主要

則會討論造成人「心靈」上之「死亡」的原因，這也正是人的「墮落」之問題，

且在討論人的「墮落」之問題時，也會詳論「墮落」的「原因」、「避免之方法」

與「避免之結果」。 
 
討論完老子的部分後，在第四章將開始討論伊斯蘭思想的部分，第四章第一

節將討論伊斯蘭思想之時代背景，包括當時影響伊斯蘭思想且同時被伊斯蘭思想

所影響之其他思想，並且也討論當時較重要的伊斯蘭思想學派與其主要的教義內

容。接著，我們將在第四章第二節討論伊斯蘭教中的唯一創造者「阿拉」與「阿

拉」之概念所包含的意義，第四章第三節，主要則是仔細討論「阿拉」創生萬物

之過程，與在這個過程當中具有重要角色的幾個重要觀念。至於第四章第四節，

筆者則將討論創造者「阿拉」與祂所創造的萬物中尤其受到重視的「人」之間的

關係。 
 

    在第五章，筆者將討論伊斯蘭教之經典《古蘭經》中所提到的人之「生與死」

的問題。且在第五章第一節，首先討論《古蘭經》中所包含的「生」字之四種不

同的意義，也就是「創生」、「出生」、「生命」與「生活」。其次於第五章第二節

中，則討論人之「生與死」的兩個方面，也就是「身體」上與「心靈」上的「生

死」。再其次，則於第五章第三節討論造成「心靈」上的「死亡」之原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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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墮落」之問題。 
 

最終在第六章，筆者將會用相互比較的方式把老子思想與伊斯蘭思想簡要地

進行討論。在第六章第一節裡，我們將會對《老子》與《古蘭經》中「創造者」

觀念之涵義進行比較討論，第六章第二節則有《老子》與《古蘭經》中「生死」

觀念之涵義的比較討論，而在第六章第三節，則將比較討論《老子》與《古蘭經》

中「人之墮落」問題之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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