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棄老賊 挽救廢青

男顏崛起
小狸有個年長的男性
朋友，一日閒聊問他正
在做什麼，對方大喇喇

甩過一張自拍——敷面膜呢。爆笑之
餘，小狸不禁有些感慨又有些好奇：現
在的時代，連大叔都這麼愛美了，那年
輕男孩們呢？
答案是：誰還不想做個精緻Boy（男
孩）了？
艾媒數據中心發布過一份神奇的報
告叫《2020中國男性顏值經濟發展專
題報告》，裏面顯示有65.1%的受訪
男網民對提升顏值這件事持積極態
度，而願意為能提升顏值的產品而埋
單的九五後男性更高達76.8%。即便
是45歲以上的「大叔群體」，也有超
過六成人支持應該注意提升顏值，但
當然，真正落實到行動中即購買產品
時，這個群體的佔有率掉到不及四成。
但也已經很厲害了不是嗎？要知道，這
個群體正是從小被「男人就該糙點
兒」、「要做男子漢不要做娘炮」、
「塗脂抹粉是女人才幹的事兒」這類思
想教育長大的人啊。
除了艾媒，其他一些調查機構也發
布過類似數據。比如巨量算數發布的
《2020中國男士美妝市場洞察》報告
就顯示，2020年Q3抖音播放量統計
中，美妝大盤整體增長了39%，其中
男性美妝增速達到82%，明顯超過女
性用戶。在男網友們觀看的所有美妝視
頻中，護膚類佔六成，其中尤以潔面和
遮瑕最是剛需。
其實都不用看數據，只需看看如今
最被熱捧的男孩以及男人們的樣子就
都知道了，從一個個流量小生到賣口
紅賣成神話的李佳琦，從一笑成名的
「甜野男孩」丁真再到「帥出圈」的
康巴漢子局長劉洪，哪一個不是顏值出

眾的精緻Boy？
當然，丁真的臉不是人人都能有，

所以也不能都像他那樣一笑成名。但通
過「變得好看點兒」而改善生活甚至改
變命運這事兒卻並不罕見。社科院此前
針對「美貌溢價」做過一個研究，顯示
當男性的相貌每提升1個等級時，戀
愛、結婚的概率就會增加3.2%，找到
工作的概率增加2.1%。即便顏值不改
變，只通過後天的修飾，異性朋友比例
也會增加。不要小看這3.2%和2.1%，
在男女比例嚴重失調以及失業率高企的
大環境下，這是多麼珍貴的先天優勢。
更何況，萬一底子真挺好，認真捯飭一
番後，保不齊就真紅了，那一夜暴富還
真就不是夢。畢竟，這是一個互聯網和
自媒體的時代，渠道不是問題，只要顏
值過硬，就不怕沒粉絲。
也正是如此，愈來愈多的年輕男孩

甚至大叔們開始認真對待「救臉」這件
事。而男人對自己狠起來也絕不輸女
人。除了護膚和化妝，男性醫美正在崛
起。天貓數據顯示，去年雙11，醫美
訂單量環比增長近七倍，其中三成來自
男性。另有數據顯示，中國醫美市場上
的男性消費者目前佔比11%，看着雖
不多，但男人「動起刀來」都屬於人狠
話不多——平均客單價為7,025元，是
女性的 2.75 倍。而隆鼻、豐臉、植
髮、雙眼皮和吸脂瘦腰成為最受男性歡
迎的醫美前5名。
糙漢子有糙漢子的魅力，精緻Boy有

精緻Boy的迷人，遮不遮瑕和整不整
容其實都與陽不陽剛沒什麼關係，自
己的一個「喜歡」才重要，旁人的一
個「寬容」才最禮貌。至於小狸，一
個天秤座的「外貌協會」會員，並不會
非帥哥不愛，但會更喜歡那些認真寵愛
自己的人。

如果由2012年算起，
香港算是經歷了接近十
年的動亂。先是有反對
派政客「欽點」中學生

跳出來假扮「學生代表」，走到最前線
去領導反對香港教育當局推行「國民教
育」。2013年又有小學教員林慧思用
粗言髒話侮辱執法警務人員。再有
2014 年非法「佔中」、「雨傘革
命」。守法良民見證了風雲變幻的歷史
時刻。
在未敲定推出香港國安法之前，曾
有政圈中人慨嘆可能要放棄兩代年輕人
云云！筆者卻不同意這個大方向。所謂
十年人事幾番新，二十年風水輪流轉，
三十年一個世代。如果說要放棄兩代、
或僅僅一代的香港年輕人，處事未免過
於激烈。
現時香港每一個年齡層都有奉公守
法、愛國愛港的一群，同時亦有僅僅思
想上，甚或行動上有「反中亂港」的一
群。筆者認為可以粗略以七十後作為分
水嶺，他們是四、五十歲的一群，如果
在最近十年曾經受到「政、教、法、
學、媒」亂港五棍的蠱惑而做過破壞香
港社會安寧，以至中國國家安全的惡
行，則他們思想已經定型，在有生之年
都很難「再教育」。至於六十後，都已
年過半百，若然已經「學壞了」，則這
批「老賊」都可以放棄。老賊級的，若
有罪證都應繩之以法，不必同情、無須
姑息。八十後或更年輕的香港人都是四
十歲以下，如果這十年間只是曾經誤入
歧途，幸而沒有干犯嚴重罪行，則全部
都應有改過自新的機會。
筆者在互聯網流連超過二十年，間

有對年輕朋友笑說要成立網絡上的「道
德重整會」。雖然只是開玩笑的性質，
每每惹來小朋友的臭罵！「道德重整
會」這個名堂，是小時候在電視看粵語
長片初次遇到的。戲中「道德重整會」
的會長自身的道德卻不合格，於是「道
德重整會」這個專有名詞，就成為我們
那代人共同的集體回憶，大家都將這個
本應嚴肅的事當成笑話。
香港原有所謂「泛民主派」已經潰
不成軍。「雨傘革命」之後，筆者就認
為他們不應叫「泛民」，於是戲稱他們
為「反民邪教」。對於「邪教」，潘某
人又舉出兩大關鍵詞，就是「無知」和
「仇恨」。近十年來名為「社會活
動」，實為「顛覆暴動」的一連串「革
命」，就是在「邪教教徒」之間，製造
「無知」、散播「仇恨」。「亂港五
棍」製造出許多無知而自以為是的暴
民，於是一個書沒有讀好的中學生，就
有膽肆無忌憚地辱罵學有所成、業有所
專的成年人。暴民滿腦子仇恨，他們甚
至否定了香港民間流傳甚廣、江湖豪客
奉為金科玉律的「禍不及妻兒」！他們
狂言道：「禍必及妻兒！」
有時覺得「亂港五棍」的言行，與
引誘良家婦女墮落的「姑爺仔」很相
近。就是「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
的反面。這些年來主流亂港暴徒總是不
敬父母、行為淫濫的居多。
林慧思之流，以及大量有宗教背景

的惡毒教員，多年來教壞幾許年輕人？
年輕於八十後的「廢青」都不可輕言放
棄，年長於六十後的「老賊」（包括毒
師、惡傳教士等等）則可以停止一切治
療手段！

我們生活在具有悠久歷史的中華文化中，且成長於
獨特的香港文化環境，這植根於生活、語言等各方面
的文化影響着我們，值得我們深入認識、了解，並探
討其中的內涵底蘊和發展趨向。

東瑞所著《香港文化淺談》（見圖）一書，雖說是淺談，其實內
容涵蓋面既廣闊又豐富，很切合時代和讀者的需要。書中談到商業
社會製造流行文化，因此使購物消費風氣熾熱，除一般潮流商品
外，手機、電腦等普及，帶來文化方面的大變革，這些都大大影響
了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我們當適應新的改變和發展趨勢，亦要反
思這些侵佔生活之流行文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相信只有適當地引導青少年，接近並在優秀的文
學文化的滋養下，才可漸漸改變青少年過分沉迷於
流行文化而受不良影響的現象。故此，東瑞積極鼓
勵健康的校園閱讀文化，除了身體力行辦校園書
展、熱衷向中小學生主持閱讀講座外，更熱切呼籲
政府多資助文學活動和推動創作，舉出可行的建
議，值得關注、重視。影視文化方面，例如文學電
影、文學搬上舞台等，都可以表現獨特的中國文化傳統，及優秀的
文學藝術，為社群共同建構一個清新可喜的文化發展空間。
縱觀《香港文化淺談》這書各篇，談論各式有關香港文化的種種

課題時，談得深入淺出；東瑞搜羅了社會大眾感興趣的文化話題，
對種種現象作鳥瞰式審視，列舉多種實例，重點剖析，比較不同看
法，提出個人及文化界，政府該如何看待有關文化環境帶來之影
響，宜作出怎樣的選擇。本書全景式地展示了香港本地文化的各方
面，讀文化，淺談出深意，而且惹人深思，可提升青少年對文化
之認知，對文化轉變作出反思，有新的啟發及感悟。
近北京友人傳來消息，「詩意生活節」這個體現詩意文化的大型

系列活動於4月至5月展開，其中包含有觀演、展覽、戲說、遊
藝、閒趣五大版塊活動，又有文創市集，這是把文學詩歌融合於人
民生活之創新項目，為傳統文學添上活力。香港是中西文化交匯的
城市，同時，回歸中國之後的香港，思想、文化上應和祖國是一脈
相承的，如何包容外來文化，以及把中華文化傳統特色發揚光大，
正是文化傳承、發展的大方向；期望香港也有這樣的文化、多樣的
生活！

讀文化 淺談出深意
全國人大先後通

過「決定 + 修法」
後，接着而來的便
是香港的任務了。

首先是由港府公布長達717頁的
《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
訂）條例草案》終於刊憲了；上
周三，便提交到立法會進行首讀
及二讀。毫無疑問，這些條例草
案肯定是對香港十分有利的，使
香港由亂變治，重點是重新構建
選舉委員會。《條例草案》公布
了修訂後1,500名選舉委員會成
員的產生方式，必然是有廣泛的
代表性，肯定能讓更多愛國愛港
的精英能人均衡參與，代表社會
整體利益，得到廣大港人的支持
擁護。
本人仔細閱讀草案內容，老實

說，由於內容十分廣泛，我並不
全部了解。不過，從中央到特區
政府有關領導人不斷通過媒體向
市民解釋，令我們亦跟隨分析研
究。當然，每個人有不同的立場
與思維，可能會有不同的想法。
為求精益求精，使選舉公平公開
地進行，真正能達到選出有理
想、有信仰、有擔當的愛國愛港
能人治港。
相信新一屆的參選人必然有不

少是新人，他們其中或者是來自
新的機構，只要是有心為國為港
貢獻力量的人士，必然會受到歡
迎。其實，最重要的是有關資格

審查委員會以及選舉委員會成員
的產生辦法。
人老了，不願出外遊玩，多

喜在家喝喝茶，看看電視。很
多愛護思旋的老友記，春節探
訪思旋必帶來各種各樣的名
茶：有福建的大紅袍、梅縣陰
那山茶、杭州明前龍井茶等
等。正所謂「不時不飲」，當
下最受歡迎的當然是明前龍井
茶了。看看日曆，清明過後又
到二十四節令的穀雨了。相傳
穀雨必然雨水多，廣受正在農
耕中的農民所歡迎。國家領導
人提倡振興鄉村，振興農業現代
化！然而，以農立國傳統的農村
文化，仍然備受尊重。二十四節
令仍然備受農民所重視。
不忘初心，不忘歷史，以史為

鑑。猶記得50年前，中國與美國
因「乒乓外交」而進入新關係，
相信老一輩的中國人必然記起乒
乓外交對我國的發展具深遠的意
義。值此紀念乒乓外交50周年之
際，雖然中美關係正處低谷，喜
聞美國前國務卿克里訪問上海，
克里是美國新任總統拜登上任後
任命的總統氣候特使，商談中美
氣候合作事宜。從媒體傳來，北
京高調紀念「乒乓外交」50周
年。
期望中美會在關係低潮時由乒

乓外交過渡到氣候外交，吹走冷
風，迎接春風的到來？

不忘初心 迎接春風

年輕世侄深夜來電表
達他的不安，事關公司
要改組，他的部門轉到

另一大部門之下，他也會有一新的直屬
上司，這些改變令他徹夜難眠。我相信
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一輩也曾有過類似
的煩惱，對改變感到不安。
世侄4年前22歲從外國大學畢業回
港，不嫌職位和行業低，在前線認真
工作，不出三、兩年已升至中層主管
級，仕途順利可謂少年得志。如今於
大機構任職，最近公司要改組，他認為
改變太多太大，使同事都難以適應，也
憂心自己的地位不保。又有些同事在他
身邊勸離，認為留在這樣的一家公司沒
前途……
聽過他的煩惱後，我對他說任何公
司都會因應需要、經濟環境、競爭情
況而作出調節，改組是平常不過的
事，尤其是這年間受疫情打擊，大部
分行業都要部署如何面對改變了的經
營環境。我們不能只要求公司體諒，
也要明白公司的處境，身為管理人員

更應和公司配合。我一位舊上司公認
管理出色，他最常跟我們說的一句話
是「擁抱改變」。可能這麼抽象的形
容詞，對年輕人來說有點土，但接受
改變適應各種變化，更應是年輕一輩
要培養的能力。簡單的例子，誰預計
到我們的社會面對「黑暴」蹂躪後，
接下來便是新冠疫情的肆虐？打擊着
全球，無人倖免？社交生活大受影響，
經濟停滯，出入境受限制，大家都不會
喜歡這些改變，我們除了配合政府的政
策，還可以做什麼？公司就是個小社會，
改變，必有其需要和原因，無須不安。
每個人身邊總有些充滿負能量的

人，應遠離他們，和正能量的人相處，
世界才會更美好。世侄認為大家都因他
年輕而對他辦事的信任度低。我說：
「年紀輕，經驗淺是不爭的事實，現在
就認真在社會大學好好學習，從工作表
現上顯示個人的能力，做出成績，別人
自然會對你賞識。你也勝在年輕，機會
多的是，別爭一朝一夕的得失，盡力而
為，必有得着。」

擁抱改變

《紅樓夢》當中有個人物——
呆霸王薛蟠。儘管這部小說當中
的每個人物形象都很立體，但還
沒有哪一個人像薛蟠那樣，既可

惡又可愛。他基本上是草菅人命的。為了把英
蓮搶過來，他一聲令下，讓手下打死了一個馮
公子。完了就沒事人一樣去了京城。到達賈
府，按照曹雪芹的話說，因為賈府子侄眾多，
「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漸
無所不至，引誘得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
這麼個惡棍，照例說是十惡不赦的。然而他卻
有可愛之處。每逢親友聚會，他都是最大的笑
料。有些粗俗、蠢笨，卻率真不拘禮節。看見
妹妹流淚，他也會自悔失言，不應該說她向着
寶玉是因為想嫁給他。娶回來一個夏家千金，
言語行為上也是屢屢處於下風。
你很難說這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在朋友、

親戚和外人的心目當中，他分別是傻子、孩
子和惡霸。每每有人談起他，這些個形象當
中的某一個就跳出來。所以要了解這個人
物，我們得感謝作者曹雪芹。他把薛蟠送回
了他的環境，讓他的所作所為因為情景的再
現而合理。並且場景和人物關係發生轉換之

後，你會發現，儘管他做的事情千奇百怪，
但其中似乎都有一種內在的聯繫，那就是他
的性情。
最近我剛剛看了《月亮與六便士》，這部
小說據說是不點名的以印象派畫家高更為原
型。男主人公初次出場之時，是以木訥平凡
的形象出現的。她的妻子也一直這麼以為。
每逢宴會，她總擔心這個不解風情的丈夫會
破壞氣氛。結果到了後來大家才知道，他居
然成了鼎鼎大名的畫家高更。而藝術家，尤
其是偉大的藝術家，我們通常認為應該都是
恣意妄為、感性而充滿生機的。
這麼說起來，但凡人，從別人口中獲得的

形象都不可靠。甚至於自己親自去感受對
方，這第一手的印象也不見得全對。因為我
們沒有如作家一樣的上帝視角，無法了解此
人的方方面面。然而，這種印象也許不完全
是我們自身的性格或辨別能力帶來的一種結
果。有時候，在與人交談時，我們為了語言
的生動，會將某一個他者的事件刻意片面地
描繪出來。這樣聽起來，人物雖然失真了，
談天的效果卻是出奇的。在談天的過程中，
這個人幾乎立刻離開了庸常之人的行列，顯

得十分不凡。這種不凡，也許是「他又結婚
了，他之前的婚姻如何如何。」或者是：
「聽說他脾氣很差，很容易惹麻煩。有一次
如何如何……」如此這般，事件作為佐證出
現在人物結論之後，整個描述聽起來十分有
理有據，因而讓人印象深刻。
人的形象如此，事情在被討論的時候也是

如此。這原本就是我們為了一種社交的需要
而刻意做出了行為。倘若在家，自己一人獨
處的時候，想到那個你曾經在席面上提及的
人，說過的事，也許你對所談內容的印象更
複雜，或許相反，毫不留意。此人的那些驚
世駭俗的行為舉止，遠遠不能引起我們內心
的波瀾。畢竟在這個人間，作為個人的惡和
善多數沒有什麼新鮮的。
熱鬧，或許就是我們熱衷於塑造人物的來
源。至於對方如何，那不重要。王小波曾對
陳清揚說：「別人說你是破鞋，你就是破
鞋。」不因為你能夠用邏輯證明不是，就推
翻了這個結論。說到底，對於事實的關心，
是某種克制的結果，而克制，是無趣又無聊
的。在生動與無聊並列的時候，人人都選擇
生動，忘了這也正是虛假的來源。

流言

長壽之鄉探秘
長壽是人之所願，但水土好是

長壽根基。我國陝西安康、湖北恩施
等地，是世界聞名的富硒區。廣西
巴馬、安徽石台，也是富硒土壤。
高硒地區，往往以沉積岩為主要母
體。硒元素，是人體抗氧化劑谷胱甘
肽過氧化物酶的活性成分，人體補
充了充足的硒元素，就能有效清除

自由基，實現細胞抗氧化，有效延緩衰
老。我國許多「長壽之鄉」，不僅水土富硒，
而且空氣清新、風景清幽，有天然作物，加
上叮咚泉水，簡直就是「世外桃源」。
到目前為止，獲得「中國長壽之鄉」稱

號的地區有：廣東佛山三水區、四川彭山
縣、四川都江堰市、廣西巴馬縣、廣西永福
縣、湖北鍾祥市、湖南麻陽縣、河南夏邑
縣、江蘇如皋市、江蘇太倉市、山東文登
市、海南澄邁縣等等。中國大部分長壽之
鄉，有一個共同特點，靠近江河或山泉。特
別是湖北鍾祥，人均含水量，大大超出全國
平均水平。這裏的老人愛吃土雞蛋、田園青
菜、半自然放養魚，飲食簡單而清淡。
曾有專門研究機構編制了全國百歲老人

2/10萬的縣域分布圖，並勾勒出了全國5
個長壽帶。這5個長壽帶中，包含四川彭
山縣、廣西永福縣、四川都江堰市、廣西
巴馬縣、廣東佛山三水區等長壽之鄉。百
歲老人比例較高的縣域，主要分布在珠
江、長江、瀾滄江流域，黃河流域長壽區
則較少。飲水質量良好和水土、食物富含
硒，是長壽地區的共同特點。
到目前為止，廣東三水有百歲老人80

位，每10萬人就有21位，大大超出中國
和聯合國關於長壽之鄉規定的標準。中科
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收集三水土壤、
飲用水、糧食樣本，發現此地硒、鋅等元
素十分豐富。三水土壤、水中富含硒，已
被專家一致認為是三水人長壽的根本因

素。最近佛山市「十大長壽之星」評選，
最長壽的幾位如獅山112歲的麥女、西樵
112歲的譚蓮好、三水110歲的錢杏容
等，都居住在三水盆地範圍內。
廣東蕉嶺縣多寶水庫附近種植的多寶紅

茶，富含硒元素，每公斤紅茶含硒5.39毫
克，遠超農業部富硒茶≧0.25毫克/公斤
的標準。多寶水庫周圍海拔600米左右，
以砂岩、頁岩及板岩、千枚岩為主，都是
含硒土壤母岩。多寶村現有1,100多居
民，從沒查處癌症病人，該村徵兵、升學
均未檢出乙肝患者。這都是硒的功勞。
廣東梅州瑞山的山泉，也是世間寶水。

當地村民進山，從不帶水，都直接飲用山
泉。檢驗發現，這裏的山泉水質是難得的
弱鹼水，且富含微量元素硒。喝山中泉水
的當地人，很少出現肚子疼的現象。曾患
有糖尿病的當地村民，從城市回到瑞山居
住8個多月，糖尿病症狀竟完全消除。有
幾位外地來瑞山的員工，先前鼻炎非常嚴
重，在瑞山工作一段時間，鼻炎消失。這
是瑞山水土的神奇。瑞山洲瑞鎮有1.8萬
人，80歲以上的老人1,600多人，約佔
9%。長壽老人比例如此之多，非常少見。
廣西巴馬人，一生飲用弱鹼性水。作為

世界五大長壽鄉之一，巴馬百歲以上壽星
佔人口的比例之高為世界之首。據調查，
巴馬人長壽與盤陽河的水質有關。盤陽河
的水，都是小分子團、負電位、弱鹼性還
原水，河水經過數千米的伏流才露出地
面，從不同的地層中融入了大量有益於健
康的礦物質和微量元素，富含各種微量元
素的弱鹼性水，成為長壽老人的營養庫。
這些微量元素對於提高機體的抗病能力，
促進新陳代謝和保持人體平衡有重要作
用。更為神奇的是，每年有許多身患癌
症、飽受化療和病魔摧殘的朋友從各地趕
往廣西巴馬，在那裏每日結伴散步、遊

玩、勞作、鍛煉，長則住一年兩年，短則
也有半年，身體竟然漸漸好轉。
江蘇地質調查研究院對江蘇如皋地區白

蒲鎮的土壤測試顯示，此地區每千克土壤
中，碘、鋅、硒的平均含量分別達3.3毫
克、57.3毫克、0.047毫克，明顯高於周邊
地區。調查還顯示，如皋地區沉降物中重
金屬含量處於全省最低水平，特別是砷、
汞、鎘、鉛等毒性比較大的重金屬含量，
明顯偏低。這種優良的水土環境，加之良
好的飲食習慣，使得如皋地區成為全國聞
名的長壽地區。海南省三亞市的南山村，
是全省著名的長壽村。南山村森林覆蓋率
高，空氣中的負離子含量高，降塵少，粉塵
濃度低，紫外線強。4,500人中有10位百歲
壽星。湖北武安艾蒿坪村，位於武安市西北
56公里處摩天嶺腳下，村民世代長壽，壽命
均在85歲以上。該村附近有一股清冽甘純
的泉水，從山岩之中噴湧而出，汩汩流淌，
泉水中富含硒和中草藥成分，村民們常年飲
用，少病益壽，故稱「長壽泉」。
硒，被國內外醫藥界和營養學界譽為

「生命火種」，享有「長壽元素」、「抗癌
之王」、「心臟守護神」、「天然解毒劑」
等美稱。硒在人體組織內含量為千萬分之
一，但是卻決定了生命的存在，對人類健康
具有重大作用，其他物質無法替代。7歲以
上的人群，每日需50毫克的硒。人體缺
硒，會直接導致免疫能力下降。據專家考
證，人體需終生補硒，應像補碘一樣補
硒。生活在缺硒地區的人，可通過補充富
硒食物補硒，也能達到健康長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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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壽之鄉百魔洞。（韓鳳平攝）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