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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鳳眼」多是辱華

開眼比瞇眼更重要
上世紀的經典漫畫

《銀河鐵道999》裏，有
段故事是主人公鐵郎來到

一個名為暗星的星球。暗星上沒有光，
因為人們都覺得自己長得醜，不想看到
自己的樣子。可當鐵郎終於看到他們
時，卻發現他們其實美若天仙。然而，
鐵郎眼中的「天仙」卻並不符合暗星人
的審美觀，在他們眼裏，小眼睛、塌鼻
子、大餅臉，一直被地球人說是「醜孩
子」的鐵郎才是「真正美麗」的。故事
的結局，有個叛逆的暗星人想「改變家
鄉」，執意發射了一顆人造太陽，最終
99%的暗星人都在「一片光明」中因對
自己的醜陋太過絕望而自殺了。
這個奇幻的小故事，其實講的就是

一個樸素的道理：包括美和醜在內的很
多事情都不是絕對而是相對的，不是客
觀而是主觀的，非要用單一標準去規範
多元文化和多重價值，往往會造成悲
劇。可惜的是，40多年過去了，很多
人依舊不太懂這個道理，而且好像愈發
地不懂了。
是了，小狸想說的就是最近熱爆的

「瞇瞇眼」風波。不懂，指的是不能接
受「瞇瞇眼」也是一些人心中認為的
美；愈發的不懂，指的是不僅自己不能
接受，還要動不動就上綱上線到政治層
面。也所以，「覺得瞇瞇眼醜」和「瞇
瞇眼辱華」其實是兩件事。第一件性質
正常，有人愛就有人厭，容許美醜的
聲音同時存在，正是多元價值觀的體
現。而第二件事就純屬耍流氓，用狹
隘的個人認知界定寬泛的普世標準，
借民粹主義施以審美專政，而且邏輯
混亂惹人恥笑。
是的，「瞇瞇眼辱華」真的是小狸

見過邏輯最混亂的論調之一。先不說
像李榮浩、李誕以及千千萬萬被突然

告知「生而辱華」的小眼代表們如何
一臉懵逼地在風中瑟瑟發抖；也不說中
國上下五千年留下了多少以瞇瞇眼為美
的藝術品、文物及史料記載，文化自信
怎麼就這麼難；單單就想問一句到底是
誰在辱華？
說「瞇瞇眼辱華」的底層邏輯是覺

得「瞇瞇眼醜，是醜化中國人」，而能
覺得「瞇瞇眼醜」正是因為認定只有西
方人那種深邃大眼才是美，且是唯一的
美。在這裏，覺得「瞇瞇眼醜」、歧視
瞇瞇眼的並不是別人，正是叫囂辱華的
那些人自己。
經常海淘的人應該早就發現，最近

這些年各大品牌、電商的服裝模特兒已
經愈來愈多元化，增加了許多非裔、華
裔、拉美裔，黑、黃、小麥色肌膚和傳
統白膚色平分天下。同時增加的還有大
碼模特兒、乾癟身材模特兒甚至短腿駝
背模特兒，就連常年以「完美性感」的
零碼模特兒而著稱的維密，也聘請了第
一位14碼模特兒，體重超過150斤。
所以很多時候，「階級敵人」們可能也
真的沒存什麼「壞心眼兒」，他們只是
遵循着自己的「政治正確」，努力接納
和維護着多元審美而已。反觀國人，推
崇的標準就是一個：「白、瘦、幼」，
這從美顏軟件、某寶模特兒、撞臉網紅
到社交媒體晒圖都足以證明。甚至，據
說很多歐美品牌進入中國市場時都會調
整衣服的顏色和款式，避免亮色和無
袖，為的就是「不顯黑」和「不顯胳膊
粗」。這種標準下，何止瞇瞇眼，麒麟
臂、小麥肌、國字臉也分分鐘在劫難逃。
瞇眼還是大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

能打開眼界，學會接納和欣賞不同的
美，懂得尊重和維護不同的文化。宇宙
浩渺，正是那些不同的文明和各色的人
生才構成了滿天星輝呀。

某國際名牌奢侈品先
前發布了一幀面向中國
市場的宣傳照，用了一
位有「鳳眼」特徵的女

模特兒。攝影師陳漫是位剛四十出道的
亮麗中國女郎。照片出來效果給人「辱
華」的印象，以陳女士道歉暫時了事。
這樣的小風波少不免引發網民熱

議。若以故意辱華視此作品，則陳女士
未免有「吃裏扒外」、「數典忘祖」之
嫌；若以向世界展示中國婦女的美態視
之，則是國人太過「不懂」藝術，又或
者缺乏民族自信，又或者「鳳眼」算是
人類臉上眾多眼形之一。或許中國人生
得一雙鳳眼的比例遠高於歐美白種人，
但是鳳眼亦不是中國婦女的主流眼形，
陳女士本人就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不
過鳳眼卻是歐美白人世界對中國人的一
個「刻板成見」（Stereotype），中國
人只要曾在西方世界待過一陣子，都應
該知道所謂「拉鳳眼」正正是一種辱華
的身體言語，甚至曾經此苦。這個舉動
就是以兩手手指按在眼外眥，然後向外
向上拉，這樣就會把眼形拉成細長些，
造成鳳眼的眼形。即使退一萬步說，未
算辱華也起碼是一種不友
善，甚至敵意的表示。
陳女士收了外國名牌公司

的錢，拍照為該公司的奢侈
品在中國推銷，不是應該針
對，或刺激中國消費者的需
求嗎？她交出的作品是在美
化還是醜化中國婦女形象？
還是她應該如實地向全世界
展示中國婦女的風姿？
所謂「有圖有真相」，我

們此下就鑑賞品評一下陳女士這幀備受
爭議的大作。筆者從來不相信只有藝術
家（或藝術工作者）或美學家（主要是
在大學教授美學課的學者，或任職高檔
藝術品拍賣行的「專家」）才有資格評
論一件藝術品的得失。藝術面前，人人
平等。
陳女士這幅作品的女性造型可以用

一個「髒」字來概括！如果是一位農忙
時期在田間幹粗活、「頂得起半邊天」
的無產階級勞動人民，這髒這亂反而顯
出為家庭無償付出偉大的母性之美。不
過，如果是一個花費鉅款購買名貴皮包
的「愛美」中國婦女，則其造型就是出
奇的髒亂了！頭髮髒、臉面髒，連拿住
皮包的雙手都顯得髒！如果陳女士，或
者要求她這樣拍攝一個中國婦女髒造型
的客戶內心深處不是瞧不起中國婦女，
照片的買方和賣方腦袋瓜子中，又在想
些什麼？這個化妝也很奇怪，似是未上
粉底，由是凸顯皮膚帶黑而有雀班。眉
毛較疏而未畫濃些，怎會是中國婦女帶
了名貴皮包去參加宴會，或出席隆重場
合的裝扮？比較一下陳女士本人的素顏
照和化裝照，她自己出席盛會還會不上

粉底、不畫一畫眉
嗎？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古有明訓。
至於那位手拿皮包

的黑臉女子頭微低而
眼上瞟，造成「下三
白眼」的效果，則陳
女士自己的照片也出
現過這樣的表情，筆
者就不認為有「辱
華」成分了。

「請問我可以回復過去的時間，重新再來
嗎？」在去年歲末12月最後一節寫作課，我跟
學生說《時間偵探》這故事，主角很想回到過去
的時間，但那是不可能的。

我要同學想想及分享，既然時間永遠向前，不可重來，大家
會怎樣總結自己一年來做過的事，展望新一年？
我自己從小學開始，每年都會進行「年結盤點」的重任。我

覺得讓少兒通過這反思、總結及記錄的學習過程，將得到自己
寶貴的成長記憶，並從中建立個人志向及每年的目標。
回顧我這仍在疫情陰霾下的2021年，通過雲端，我仍不改

初心，努力繼續推廣兒童文學，如公益贈書、駐校教創意圖文
寫作坊、於圖書館主持讀書會，也和潘金英策辦了「閱讀悅寫
學歷史」徵文比賽、「樂寫中華文化生活」寫作坊、啟動了社
區電台廣播劇節目等；依然保持個人寫作、翻譯及投稿，於網
上或紙媒刊登作品，於都大創意論壇、IBBY發表論文，並為
學生佳作編輯結集、出版新書等，一年匆匆，只為盡力做好。
在時間面前，我會謙卑地默默努力，盼望可跟上時間的步伐。
瀏覽朋友圈，我欣喜看到好友秦文君的年度成績表真亮麗！

我特別佩服秦文君，她創作兒童文學40年，與讀者有互動活
動：「穿越時空，尋找讀過賈里賈梅的你」，曾讀過這位上海
大作家名著《男生賈里》、《女生賈梅》的兩岸及港澳讀者，
因其動人故事得到心靈成長，有美好的精神能量！大小書迷們
可藉這次「穿越時空」拍攝照片；也可以視頻，表演書中片
段，或朗誦其故事，傳達心中感受，活動富創意。她更銳意培
育新苗，於2021年設立及啟動了首屆「秦文君兒童文學創新
獎」，旨在選出新作及新秀，我受邀任此創新獎的終審評委，
喜閱佳作。
此組的參賽者皆少年，但很多作品寫得真率而富青春氣息！

最後入選之6篇：《時間流過彩虹街》、《情書到底寫什
麼》、《采薇和苕華》、《露澤路蘭》、《話癆女孩》、《花
醒了》，看文題已吸引。其中《時間流過彩虹街》一篇，寫小
學生喬轉校到彩虹街小學，與同學相處和學習，經歷了答題比
賽、體育課、戲劇活動、胡蘿蔔搭高塔比賽、尚學幣換願望計
劃等，情節豐富有心思！
彩虹街小學暗藏秘密，原來灰色的教學樓會因笑聲或情緒而

變色，讀者可猜到這和時間之關係嗎？恕我為寫得趣意盎然之
小作者賣關子了！

年結盤點 新年展望
每個人，注定有兩

個故鄉：一個是地理
意義上的故土，一個
是精神世界的故鄉。

父親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來到香港
的。彼時，內地的學歷不被承認，
25歲的父親便在觀塘的一家紡織廠
找了一份機器檢修的工作，從學徒
做起。白天，他跟着師傅「上天入
地」，很快就入了行，高處的空調
管道，緊貼地面的螺絲釘，沉靜穩
重、生性達觀的父親一樣一樣妥帖
地打理好；晚上，他回到九龍城蝸
居的唐樓裏，洗去一身油漬，挑燈
夜讀，惡補英文，不甘心被命運嘲
弄的父親夜以繼日地做起拚命三
郎、徜徉書海。3年後，父親終於
入讀中文大學，然後獲得教育文憑
開始了在香港的教師生涯，結婚生
子。而我，如今也子承父業，在三
尺講台收穫人生的富足與樂趣。
我一直很好奇，父親為什麼會有

那樣的動力，在人生的逆境之中
突出重圍，在之後的人生裏面
「此心安處是吾鄉」。長大後，
我會進一步思考：「心」究竟要如
何安放，才能令我們的人生更加豐
富和從容？
自我記事開始，客廳正對飯桌的

那面牆上始終掛着一幅中國地圖。
與其說是「掛」，倒不如說是
「貼」。那是父親在中文大學唸教
育文憑時買的，大概是為了省些
錢，地圖開本不大，配着略顯侷促
的客廳倒也相宜。父親時常對着地
圖出神。每每母親打趣他「又想家
了」，父親的眼神就愈發深沉了。

父親說，人成長中最要緊的事，就
是不怨天尤人，不計較眼前的些微
得失，而是要學會在自強不息中走
遍大好河山的千山萬水、欣賞人活
一世的春華秋實。「這是中國文化
的底蘊所在。人終歸是要有點精神
的。有了這點精神，一輩子就不會
空洞，就有力量。」
在這漫漫香江，又豈止是父親一

個人掛記着心中的故土？又有多少
人如父親一樣畢其一生追尋並努力
抵達精神世界的故鄉與家園？從內
地來到香港的一代又一代人，相聚
在獅子山下，攜手共進的人生裏，
也一定無數次抬眼望向地圖上自己
的那個故鄉。那被人魂牽夢縈的故
鄉啊，在地圖上濃縮為一個又一個
或大些，或細些的圈和點，它們密
密匝匝、挨挨擠擠地連接起來、鋪
展開去，就是被稱為中華大地的
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一代又一
代炎黃子孫永恒的精神家園，那樣
的厚重豁達，那樣的博大深沉。
如今，當我在中學的課堂上，日

日面對花季中的香江少年，講授中
文的同時陪伴他們度過美麗的韶
華、滾燙的青春。當我與他們分享
「大漠孤煙直」的遼曠、「不盡長
江滾滾來」的豪邁、「天生我才必
有用」的達觀，我總會想起父親說
過的底蘊和精神，我也便愈發理解
中華文化和家國情懷，就應該是我
們精神世界的故鄉。
於是，在人生憑闌處，我手寫我

心。願我可以用文字，記錄香江的美
好，憑闌遠眺，讓我們的人生充滿
力量。

香江的美好

某天在東隧口轉車，
一同下車的還有一位婆
婆，她手執木杖，身材

微胖，精神奕奕，只是下車時動作有點
累贅而已。候車期間她告訴我已90歲
了！我不忘稱讚她伶俐。她微笑說：
「可以行的話便出來走走，不想困在家
中。」我應道：「是的，多走動身體會
好些、靈活點！」這是事實，我認識好
些長者，總有萬千理由不想出門：怕跌
倒、怕看不清、懶得動、不想曬、沒朋
友，於是坐着不動地看電視。
香港人愈來愈長壽，據統計2020年

時香港男性及女性的壽命分別增至82.9
歲及88歲，成為各大已發展經濟體最
長壽的地區。而且估計現在出生的人，
壽命可超越百歲。我有一次在殯儀館出
席喪禮，發覺同樓層出殯的先人大都年
近百壽，辦笑喪的多。
由此聯想，無論我們現今多大，也

都要為自己可能長命百歲而準備一
下，最重要是保持健康的身體。首先
必須病向淺中醫，有不適便盡早做檢

查，以免病情惡化增加風險。有些人
竟不知道香港有幾十間普通科門診，
總有一間在你家居附近，透過手機程
式或打一通電話便可以預約當天或翌
日的期，看醫生連藥費才50元，又或
是以醫療券免費看私家醫生。這樣良
好的醫療福利也不善加使用，保養好
自己的身體，實在可惜。長壽而體弱
反而是命苦啊。
多活動身體培養做運動的習慣。經

常坐着的人肌肉會流失，長期躺在床上
或坐着最易消瘦的是雙腿，肌肉流失了
便會軟弱無力，骨骼少了肌肉保護容易
折斷。所以別光坐着看電視，必定要活
動四肢。外出也可以吸收陽光，加強骨
骼健康和抵抗力，香港人流行行山，自
己也別落伍。
內地流行的大媽舞是十分好的活

動，在室外的運動，有群體社交，有音
樂熏陶，對身心都有益。如果你或家中
長者愛宅在家，我鼓勵你們外出活動，
為自己也是為子孫後代着想努力自強，
不要老來多病痛，增添大家壓力。

為長命百歲作準備

《紅樓夢》是我最喜歡的中
文書，它那樣波瀾不驚地就書
寫了生活。為了讓生活不被俗

務所侵擾，賈政、王夫人這些人都被擋在外
面，以大觀園的圍牆為界，裏面是精神世界
的，或者說是精神導向的。在這個地方，連
柴米油鹽都帶着一些情趣。厲害如鳳姐，在
探春起詩社的時候，也要趕緊答應奉上50両
白銀，以作開社之用。並補說一句：「不這
樣，我豈不是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這個
大觀園，只有詩社、紅羅帳和女孩兒們。
這是我喜歡前80回的原因。看過幾十遍《紅

樓夢》，我從來不看後40回。即便有幾次勉強
想要繼續，也沒有成功過。倒不完全是因為文
字粗鄙得已經夠嗆，更重要的是，續本裏的人
物都很討厭。比如，寶釵的世故，在前80回裏
有某種律己和寬容的正義支撐着，後40回則成
了完全的工於心計。黛玉的反差更大，除了恨
嫁這件事，她甚至關心起經濟來。
後來又聽劉心武講紅樓，直接把這部小說

講成了陰謀論，到處都充滿着不可告人的宮
闈秘聞。好在蔣勳講的《紅樓夢》旨趣與曹

雪芹相當，對原著的講解極好。
不過無論如何，我不大贊成創作式續寫。

評論是評論家的事，不喜歡可以不看，續寫
卻是要假借原著的名義出現的。它的致命在
於擅自更改了一種原意，讀者卻還不知道。
在我看來，殘篇倘若能夠獲得關注，並在流
傳的過程當中被認定是好的，那它本身就是
好的。沒有人可以成為第二個曹雪芹，他的
經歷和性格，他的才華，都是不可替代的。
勉強續寫，也不可能成功。從古至今，真正
偉大的作家從不嘗試續寫經典。他們因為太
認可這些作品，就對作品帶着幾分敬畏。這
份敬畏之心有一半出自他對經典的承認，另
一半是來自對於他者的尊重。承認了他者也
就意味着承認了每一個人，包括自己。只有
在這樣的前提下，作家才有可能寫出屬於他
自己的作品。那些無知無謂的人不懂得這個
道理，他們也就永遠無法進行真正的創作。
最近讀朗西埃的《美感論》，我又看到了

相同的觀點。在這部書的第一篇，朗西埃解
析了一尊雕塑「赫拉克勒斯的殘軀」。這具
雕像是一個人體，可是沒有雙臂，也無頭

顱。這反倒使軀幹成了唯一的重點。這軀幹
血脈賁張，腹肌明顯，大腿粗壯。就好比一
張局部特寫，唯一留下來的是最能展現力量
感的部分。可以說，這座軀體因為被毀壞
了，反倒因禍得福，成就了它，令它明確地
表達了一種叫做強健的觀念。它與我們慣常
的瞻前顧後和面面俱到不同，這具殘軀的存
在，打破了傳統當中錯綜複雜的平衡，成了
純精神的。
朗西埃在對它進行過一番描述之後，表明

了殘軀的價值。在他看來，一具殘軀之所以
可以變成藝術經典，是通過它本身的樣子達
到的。殘軀沒有通過迎合來獲得這種地位，
它的被認定要麼是它符合一種永恒的審美標
準，要麼是它恰好符合當前的審美標準。因為
它是它所是，又成了經典，它就變成了傳統和
當前的交叉點。就好比斷臂的維納斯，各種
嘗試為它接臂的行為都宣告失敗，因為似乎接
上去的手臂總是格格不入。赫拉克勒斯的殘
軀也一樣，在一輪輪的修復方案失敗之後，
朗西埃實際上解釋了缺陷美存在的理由。這理
由也正是我支持《紅樓夢》殘篇的理由。

殘篇與殘軀

醜陋與美貌可以互變
人們常說，面貌是天生的，不能

改變。這話，只說對了一半。雖然
人生來就有美醜之分，但並非絕對
不可改變。一些後天因素，同樣可
以改變容貌。這樣的後天因素很
多，人的德行就是重要的一個。美
德善行能使人變美，惡德醜行能使
人變醜。這樣的事例，在現實生活

和文學作品中都不難找到，有一個《醜公
主和美公主》的童話，就是很好的典型：
很久以前，在一個大國裏，有一位公

主，她雖然長得不漂亮，但卻有一顆善良
的心。而在另一個國家，也有一位公主，
她雖然長得很美，但心地卻狹隘自私。有
一天，這兩位公主相遇了。她們一起走在
大街上，很多人都誇獎美公主長得美，嫌
醜公主生得醜。美公主聽了這些議論，心
裏美滋滋的，便驕傲地對醜公主說：「別
人都說我比你漂亮，因此你不配和我走在
一起，你應當走在我後面。」醜公主聽了
也不爭辯，一言不發地走到美公主後面。
當她們快走到一座王宮時，醜公主看見一
個可憐的人躺在地上，便急忙上前問究
竟。那人說她又渴又餓，走不動了！醜公
主立即叫人把這可憐人扶進王宮，進行救
助。這時美公主卻走過來說：「這麼個又
髒又臭的窮人，你管她幹啥？」誰知一向
不愛說話的醜公主這時卻反問美公主：
「如果我們都不愛窮苦百姓，那麼誰來建
設國家？那樣國家又怎能強盛？」她的話
音剛落，那個可憐人閃身走了過來，搖身
一變成了一位美麗的仙女。仙女對兩位公
主說：「我覺得醜公主心地善良行為美，
因此也應當擁有美麗的容貌。」說罷就把
醜公主變成世界上最美的美人。而美公主
這時卻對仙女說，她想要一個白馬王子。
仙女認為美公主心靈行為都不美，不配擁

有美好的容貌，於是拒絕了她的要求，並
且把她變成了一個醜女人……
童話儘管荒誕不經，但卻是現實的真實

反映。它所闡述的道理，在另一則故事中
講得更為真實可信：有一個畫家想畫一幅
耶穌像，於是他許以重金，希望找一個莊
嚴、聖潔、貌似耶穌的人當模特兒。經過
一番努力，模特兒終於找到，他也得以完
成了畫作。十年後，這位畫家想再畫一幅
魔鬼的畫像，來做一個善惡對照。於是他
又四處搜尋形似魔鬼的人當模特兒，終於
在一座監獄裏找到了一個無惡不作、面目
猙獰的囚徒。在作畫過程中，畫家覺得此
人有些面熟。與之交談後方知，原來他就
是當年那位耶穌畫像的模特兒！畫家十分
震驚，一個具有聖潔之姿的人，卻因生活糜
爛、狂放任性、作惡多端而變成魔鬼之相！
德行之所以能改變形象，是因為它受心

念支配。而心念，正是改變容貌的又一重
要因素。有句古諺說：「有心無相，相逐
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意思是
說，一個人的相貌會隨着他的心念善惡而
改變。縱使他現在面相兇惡，但如果他經
常起慈悲之心，那兇相不久便會轉化為吉
相。反之，如果他現在滿臉福相，卻經常
起貪婪和憎恨的念頭，那福相便會逐漸消
失。有一則佛教故事，就對這段話作出形
象註解：從前有一個雕刻師，平時喜歡雕
刻妖魔鬼怪。有一天，他照鏡子時忽然發
現，自己的相貌變得兇惡、醜陋、古怪、
難看。於是他到一座寺廟裏去向方丈求
助。方丈說，我可以給你治療，但你必須
先幫我雕刻100尊觀音像。雕刻師答應了
方丈的要求，開始雕刻觀音像。為此，他
終日聚精會神，反覆揣摸觀音的精神、德
行和表情。半年之後，他把富有善良、慈
悲、寬容形象的觀音像雕刻完畢，急忙去

寺廟找方丈，對方丈說，請你務必幫我治
病。方丈從背後拿出一面鏡子，笑着對他
說：你的病已經治好了。這時他才發現，
自己的相貌也變得正氣、和善、好看了……
與人的德行、心念密切相關，還有一個

改變容貌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人的修養。
日本作家真山美保在話劇《泥蘿蔔》中，
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少女由於生有一
副沾滿泥巴的蘿蔔般的醜陋面孔，被村裏
頑皮的孩子嘲笑為「泥蘿蔔」。她很苦
惱，便去請教旅人爺爺。旅人爺爺教給她
做3件事：總是面帶微笑，站在他人的角
度想問題，不因自己的面孔而感到羞恥。
於是她認真按旅人爺爺的教導去做。經過
一段時間的實際行動，她終於變成一個
「像佛陀一樣美麗的孩子」。這位少女的
事例充分說明，一個人只要加強個人修
養，對別人常懷關愛之心、友善之意，不
為自己的缺陷妄自菲薄，並把這一切付諸
實際行動，那他一定會變得更加美麗。
正是鑒於個人修養對改變容貌的重要作

用，所以美國作家山姆萊文森在為世界著
名美女柯德莉夏萍寫的一首《時間檢驗的
魅美麗秘訣》的短詩中，這樣寫道：「如
果想擁有迷人的雙唇，請常說善意的言
語。如果想擁有可愛的雙眸，請查看他人
的長處。如果想擁有苗條的身材，請與飢
餓的人分享你的食物。如果想擁有美麗的
秀髮，請每日讓孩子用手指穿過你的髮
間。如果想擁有動人的身姿，請在走路時
牢記你永遠不會孤單獨行。」
萊文森的詩是為柯德莉夏萍寫的，也是

為所有人特別是女性寫的。他明確地告訴
那些愛美的人，要想使自己「十全十
美」，就要加強多方面的修養。他說這是
經過「時間檢驗的魅美麗秘訣」，我看這
也是一條千古不變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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