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誠邀醫生界指教

風很大的輕醫美
疫情衝擊下，許多行
業如墜寒冬，卻有一個
行業偷偷地過着春天甚

至是夏天，小狸說的不是口罩工廠，而
是輕醫美。
前幾日，自疫情一起就藉口不方便
實則犯懶的小狸終於重新做了美甲。去
之前還一度擔心熟悉的美容店會不會已
經倒閉，推開門馬上知道多慮了——
一屋子的美女正以各種方式熱火朝天地
在變美之路上狂奔，其中尤以輕醫美區
域最為熱鬧，美甲師輕描淡寫說老闆又
準備開新分店了。
輕醫美，有別於動不動就「削骨、
墊假體」的傳統「醫美」概念，是用無
創或微創的醫學美容方法進行專業肌
膚保養，代表項目有熱瑪吉、光子嫩
膚、刷酸等等，優點包括恢復期短、
見效快、風險相對小、價格也相對親
民。除此之外，輕醫美還有一個核心
優勢，那就是如果說傳統醫美是「整
成別人」，那輕醫美講求的則是「整成
更美的自己」。
便宜大碗還能邏輯自洽，這種好事
的勢頭怎麼想也知道弱不了。
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有業內機構調
查顯示，2014年至2020年這6年間，
中國醫美市場的規模由501億元增長至
1,795億元，年化率24%。其中，手術
類即傳統醫美市場規模由225億元增加
到556億元，而與之相對的非手術類即
輕醫美市場規模則由276億元井噴至
1,238億元，至2020年時，已佔到市場
總份額的69%，成為絕對主流。
而且，輕醫美的主力消費群體是真
正的年輕人，九十五後那種。
是的，當小狸這代「老阿姨」30歲
還在考慮「用SK2會不會過早？」的
時候，Z時代的孩子們不僅已經用上了

La Prairie魚子醬系列，更已經把輕醫
美的各個項目當成了家常便飯。
根據某醫美平台的統計顯示，2020

年中國醫美消費者以20至25歲佔比最
高，達到36.84%；26至30歲次之，佔
比26.64%。兩者相加，已超過總人數
的六成。
輕醫美的高佔有率和它的高複購率

有着直接關聯。與傳統醫美「一刀定江
山」的特點不同，輕醫美的項目基本都
不是永久的，需要每隔一段時間就重複
做一次。換句話說，輕醫美其實和傳統
醫美並不是一類，反而和日常護膚是一
個性質，屬於生活美容的消費升級。也
因此，正如德勤報告中所說，輕醫美瞄
準的受眾並不是傳統醫美的固有人群，
而是正在被教育並且逐漸接受「輕醫美
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新客人，也正是那
群九十五後——畢竟，「不是整成別
人而是整成更好的自己」這個賣點實
在太是追求個性的Z時代的菜了。
最新的新聞說，深圳暑期迎來大學

生醫美潮，整個8月份預約醫美的客人
中，有50%是大學生。而今年春節的
「原地過年」更讓數不清的姑娘興高
采烈地終於有了合適的恢復期做熱瑪
吉——數據顯示，今年2月份，內地皮
膚美容的消費規模同比增長了962%。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在追求美的道

路上無論如何努力都無可厚非。只不
過，仍有三點小狸忍不住想絮叨一下：
一是需要謹記輕醫美也依然有風險，
做任何決策時必須慎重；二是要時刻
警惕相貌焦慮對自身的影響，要學會
在「顏即正義」的畸形社會價值觀中保
持清醒，堅持自我；三即是老生常談的
心靈美，那句「美麗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靈魂萬裏挑一」雖然說爛了，但
仍是真理。

假如善良的香港人以
為「同樂運動會」只是
一場運動會那麼簡單，
就應了孟子說的：「君

子可欺以其方！」你們知道如果栽進了
「同志」的「多元共融」陷阱，會
「共」出一大票什麼人嗎？
「男同性愛慾者」（Homosexuals）
自稱「同志」，已經嚴重誤導公眾。20
年前他們只講「GLBT」，現在已高速
發展成「GLBTQIA」！
「Gay」與「Lesbian」就是「男同性
愛慾者」和「女同性愛慾者」。中國讀
書人沒有那麼愚蠢，早知道「男風」與
「Homosexuality」是兩碼子事！其實有
不少「Lesbian」認為自己被「Gay」利
用了，而且「Gay」罵「正常人」（借
用某議員的說法）是「恐同症精神病患
者」之餘，他們當中倒有不少人憎恨女
性，連「同路人」的「Lesbian」也看不
順眼！
「B」是「Bisexual」，誤譯「雙性
戀者」，應譯作「雙性愛慾者」。這個
詞的產生，其實是有個別前度「Gay」
由「只能愛男不能愛女」，回復「正
常」可以娶妻生子，「打臉」了「同性
戀為天生而不可改變」的謬論。「基解
霸權」於是另作「Bisexual」來「補
鑊」。漢文帝有竇皇后為他傳宗接代，
又寵薄夫人，再加男寵鄧通，他絕不是
「同性戀」，他實是「Bisexual」！
「T」是「Transgender」，譯作「跨

性別」，催生上文提及男人砍掉生殖器
跑去參加奧運女子舉重的奇聞怪事。

「Q」本是「Queer」（酷兒），是對
當事人「性別」模糊化的操作，後來又
加了「Questioning」（譯作「疑性
戀」），人的性別本來有生物學和醫學
的嚴謹定義，哪來「疑惑」？一個人如
果連自己的性別是男是女都未搞清楚，
此人即使不是有精神病，起碼也是有心
理病！「I」是「雙性人」（Intersex）。
「A」是「同路人」（Ally）。無端添加
類人，顯然是累積政治能量的操作。
中國讀書人深明「男風」為何物，
當然擔心香港若步台灣省的後塵，將會
有那麼多難以預計的嚴重後果！我們看
見台灣省「男同性愛慾者」的「雜交派
對」已經公開化，成年男人性剝削男童
亦常態化！「女同性愛慾者」則極少如
此荒唐，此所以「男同有害、女同無
礙」，是中國人社會的共識。
萬一「基解霸權」堂堂正正進入幼稚
園、小學和中學的性教育如今日台灣
省，在「多元共融」的大纛之下，教香
港小孩「跨性別」、教香港小孩「多元
婚姻」……今日台灣省的亂象是前車之
鑑，不單是「台獨」影響「港獨」，現
在還有「性亂」、「基解」、「多元婚
姻」都要越海來攻！
筆者業餘研究「基解霸權」謠言惑眾
二十餘年，能夠理解香港小孩相信某些
精神科醫生而視筆者為胡說八道。唯有
誠邀醫生界大德以仁心仁術指教，在行
醫濟世之餘，撥冗談談肛交、變性、多
元性愛、多元婚姻等等老舊問題。
好嗎？

「基解霸權謠言惑眾」之六．完

晚飯後，我和母親一起看中共百年黨慶的文藝
表演，精彩！節目以連場歌舞表演，演出新中國
歷史發展，令向來早睡的媽媽愈看愈精神，之後
我們喝夜宵糖水，她話閘子打開了，要告訴我她

過去在農村的勤耕生活，打仗時又怎樣孭着弟弟、拖着牛迷途
走難。我還是第一次聽媽媽講爸爸下鄉勞動的故事哩。
「上世紀五十年代，當時百廢待興，你父跟隨共產黨指示下
鄉任教師。我就守在農村的家。」媽媽說：「其實，你爸每周
只教一兩天的書，大部分時間投入修路建樓。回家時，我看他
曬黑了，手腳起繭便明白，但大家為國建設沒怨言！」
一席話，我完全明白中國人民迎接百年黨慶為何那麼激動、

那麼高興了！「你們新一代讀英文番書長大的，應多聽我講這
些，補充認識歷史呀！」媽媽語重心長地說，因為她的孫子孫
女，一聽到她要話當年，就想避開。
我拿出表妹速遞過來的一些繪本，對她說：「有方法！我

們以繪圖精美的繪本，邊說故事邊講歷史，孩子便更易明白
呢！」媽媽看到這些書，有寫戰爭大時代的如《百年家書》、
《井岡山上炮聲隆》、《小英雄雨來》、《繡花兒》（見
圖），也有以新中國建設及改革開放為主題的，如講世界上獨
一無二的港珠澳大橋《超級大橋通車了》、講愛國科學家錢學
森的故事《月亮上的環形山》，還有以偉大的中國夢為主題的
《中國天眼》、《我的祖國》，後者從孩子的視角看中國的驕
人發展；媽媽讚我選書選得好！
她對保冬妮著、陳波繪的《繡花兒》尤其愛不釋手，這是一
個感人至深的故事，繪圖美，有文化特色，彷彿掀起媽媽精神
和情感的記憶。《繡花兒》故事講述抗日戰爭背景下，中國小
女孩繡兒一家，與僅有數面之緣的一位日本母親之間的故事；
繡兒家在北京開了繡衣店，有位日本客人常來，後來繡兒媽將
一件繡着梅花的肚兜賣給了這位即將做媽媽的日本女人。後來
戰爭結束，日本女人遺棄孩子在繡店門口，嬰孩能活下來嗎？
「戰爭已經打了好幾年……城裏每
天都有人死去。爸媽盼着我能結結
實實地活下來。」戰爭年代，人們
生存艱難，能活下來就已經很滿足
了，母親喃喃地重複書中這句……
真的，現時疫症這場大戰爭下，

我們結實地活着，能讀書、能歌舞
慶百年，都要感恩、珍惜！

讀紅繪本 感恩活着
在一個藍天白雲、

和風吹拂的下午，思
旋與多位精英家長及
他們的優秀兒女在深

水灣高爾夫球會品嚐下午茶。大家
興高采烈地圍繞「天道酬勤、成功
無捷徑」的主題而討論。大家開開
心心地傾談，暢所欲言，氣氛相當
熱烈融洽。
閒談中的主角落在一位剛在DSE

放榜中考得40多分並以自己第一志
願進入了香港大學攻讀工商管理和
法律雙學士學位。眾人七嘴八舌恭
喜這位幸運兒，大家心裏都有一個
問題：「妳如何能考得如此優異成
績，又能進入自己心儀的大學攻讀
學科呢？」
大家不約而同地猜測這位女孩的

母親一定安排很多課外補習班與興
趣班，每日一定過得緊張忙碌。年
僅17歲，長得很標致的少女，她
的父親是電腦專家任職銀行，她的
母親是資深律師，畢業於香港大
學。她的姐姐即將在香港大學法律
系畢業。難得的是，她和姐姐自幼
都得父母寵愛，專心着力培養她們
成才。自幼稚園起便努力練習入讀
考試技能，期望女兒都能贏在人生
起跑線上，果然逐夢成功，姐妹二
人都先後考入了銅鑼灣聖保祿名
校，直到中學畢業，先後都考入香
港大學。無獨有偶，母女3人都是
校友，成一時佳話。或許是基因關
係，母女3人兒時都有一個理想志
願，就是長大後當個律師，為社會
服務。
這位律師母親是位相當開明的家

長，一直以來她非常尊重女兒們的

興趣與愛好，而女兒們也極能自覺
努力學習，不用父母掛心。可以說
她們是在一個幸福家庭健康成長的
幸運兒。剛以高分考入香港大學的
少女，原本也有長輩鼓勵她選修醫
科，不過她依然追隨母親與姐姐的
人生路。面對當前大勢所趨，香港
是世界金融中心，同時香港財富管
理中心前景亦將大好，故此她選擇
攻讀工商管理和法律雙學士。幸得
父母完全尊重女兒的選擇，還多方
鼓勵她謹記天道酬勤，成功無捷
徑。
其實，家裏的長輩們都對這對寶

貝寵愛在一身，常帶她們到高爾夫
球會及馬會等會所見見世面，期望她
們在成長的過程中亦能擴大社交
圈，擴闊視野，長大後成為對國
家、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在茶會上，有一位在英國留學因

假期返港放假的少年，他的父母親
都任職歐洲與香港的銀行高層。這
位男孩子小學後便送到英國名校就
讀，眼前的他，談吐舉止大方，對
長輩彬彬有禮。可見家庭教育與學
校教育緊密結合，適當地給予孩子
們自由、健康生活，同樣可以培養
成才。
這位少年，當疫情緩和後便將返

英國繼續留學，他的願望是考進牛
津或劍橋攻讀。我們衷心期望他們
都能堅持自己的理想，去努力奮
鬥。思旋腦海中突然想起張學友東
京奧運主題曲《堅持的意義》……
陽光中鼓舞，行過奮鬥路，贏輸不
知道，心中價值最高。憑辛酸鼓
舞，留過了記號，明天終點見，以
信念來達到！

贏在起跑線的人

最近看了部令人喜出
望外的港產片《殺出個
黃昏》，感動、回味良

久，也讓人反思。
電影由林家棟監製，謝賢、馮寶寶
和林雪主演，老戲骨的演技恰到好處，
不慍不火，謝賢那時不我與的落寞老人
形象就一直印在腦際；馮寶寶那無奈與
傷心的母親就和她所唱的歌《倦》混成
一體：夜，可知我累……觀眾都感受
到她的累與痛！還有林雪和妓女間的情
義，也變得實在。
電影講述3個年輕殺手的晚年，帶出

了社會老年人面對的老、病、窮、孤單
等問題；也說出家
庭常面對的親情殘
酷、疏離冷漠；代
溝矛盾……但大
家別誤會，這一齣
不是悲劇電影，而
是喜劇，充滿黑色
幽默，笑位多，有
點誇張，卻絕無冷
場……多大的問
題，這3位老主角

都能以智慧和本身的能力去解決，不玩
悲情，講正能量。
老年雖踏入黃昏，反叛少女鍾雪瑩
的出現為全片帶來活力與生機，成了兩
代人間的強烈對比。她失去家庭溫暖，
卻與陌生的殺手老人譜出爺孫情，細膩
感人，像電影裏流竄着的一股暖流。
「第25屆加拿大Fantasia國際電影

節」邀請《殺出個黃昏》於蒙特利爾舉
行首映，影展官方高度評價這電影為
「幽默、動人及充滿活力」。
電影的結局令人愉快，讓生命延

續。讓人思考的是親情有時是殘忍無
情的，父母可以拋棄子女、兒女只覬

覦父母的錢財。幾個
無血緣的人走在一
起，反而可以互相扶
持，相濡以沫，讓生
命發光和熱。
不同年紀的觀眾都

會有不同的得着。作
為香港人分外有親切
感，那份韻味、感受和
氣氛，是那麼的道地，
水準難得的港產片。

殺出個黃昏

任何事，一旦進入公眾視
野，那必定已經相當驚世駭
俗。倒不是平凡的日常我們沒

寫，實在是寫了也不會有人來看。於是，過
分的婚鬧，就像那些異常事件一樣，鶴立雞
群，怪誕、誇張，乃至令人氣憤。
實際的情況是，我們一生或許會參加幾場

婚禮，遇上婚鬧的機率卻並不高。一場婚禮，
行至酣處，才是婚鬧。這一晚的前半段，一
直是和風細雨的。賓客都穿着得體，面帶微
笑着和主家寒暄。在來之前，這些人或許還
有些倦怠，尤其一想到付出去的紅包，心裏
更覺得不值得。可這會兒進了宴會廳，看着
滿眼的紅色，喜慶的人臉上都掛着笑容，賓
客的心情一下就變好了。放眼望去，除了生
人，還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熟悉的面孔。大家
許久未見，剛好藉此機會聊上兩句。而且，你
不必害怕無話可說。婚禮的音樂馬上就要奏
響，這場表演，觀眾的交流只是點綴。
然後便是新娘的眼淚。在新人對視的時候

就那樣忍不住地流了下來。火紅而熱烈的色
彩在眼前跳動，暖暖悶悶的。你甚至分不清

是先有了新娘的淚水，還是先感受到了大廳
眾人的感動。總之，有一種美好，是我們從
來無法具體描繪，卻都知道的一種感覺——
幸福。新聞裏經常出現的殘酷婚鬧，我們難
得一見。至少在我，從沒經歷過。上一次我
參加婚禮，還是四年前的事兒。那場婚禮對
新人最厲害的強迫，應該是我們在司儀的帶
領下，逼着新人當眾接吻。那新郎有些羞
澀，最終還是笑着甜甜地吻了下去。再之
後，就是眾人起哄的笑。然後驅車回家。
沒有人想着要去婚房，婚禮行至婚宴也就差

不多完了，婚房屬於夫妻二人。我想那些鬧婚
房的人，一定是關係極近的親友。這樣說起
來，婚鬧便是一場交情的考驗。儘管或者新郎
會被脫光衣服，但他無法生氣，因為這種犧牲
並不是懦弱，而是一種容忍。這其中的心理過
程是，鬧劇愈劇烈，愈證明新人對友誼的忠
誠。就像一個酒桌，敬酒的人並非為着這杯
酒，而是討個交情，也是抬舉對方。所謂酒品
鑒人品，實際上就是看你是不是給面子，敢犧
牲。中國人熱衷於給人介紹對象，也是套交
情。這種話術的目的是通過關注對方的隱私，

以重視對方的方式強行建立一種聯繫。
婚鬧，與敬酒和介紹對象如出一轍。與其
說鬧婚房的人是在搗亂，不如說是以另一種
方式承認了新人的絕對主角地位。他們胡鬧
的資格，是要在新人的默許下賦予的。這是一
次不言明的權力讓渡。肯定了對方過分的行
為，也是相當於授權於對方，讓他像自己一樣
在今晚閃耀，並沾染上主角的光環。等閒絕不
會沒眼色地湊這個熱鬧。即便會，也是敲敲邊
鼓，當個旁觀者。鬧得最兇的都是自覺最有資
格的好朋友。在這個場合，借助這種表達，他
們以婚鬧的方式，強行證明了他與主角的親
密，並因為新人的容忍顯示了他們所言不虛。
這麼個婚禮物語，最早流行於漢代。在先秦

的時候還是沒有的。那會兒的人因為結婚意味
着親人分離，親長衰老而「三日不舉樂」。漢
代開始，董仲舒提倡了獨尊儒術，而儒家所追
求的主次、等級、親疏都一一展現在這場婚鬧
的典儀當中。不過現在，經歷了這漫長的歷
史，傳統正在被驅趕。這證明，我們的文明
變了。大家都不再願意花錢去看別人當主
角，也不再指望通過別人的授權獲得榮耀。

婚鬧

土樓鄉愁
在土樓門前的石墩上、長板凳
上，總有幾個滿臉風霜的老人，叼
着自製的香煙，或撫摸着自家的小
狗。他們時不時用客家話聊聊家
常，時不時逗着跑來跑去的孩童，
看到有遊客來便笑臉相迎，有時候
還會冒出幾句夾雜着客家口音的普

通話與遊客打招呼。土樓的孩童則成群結
隊穿梭於土樓之間，他們面對陌生的遠方
遊客一點也不害怕，有時候還會應遊客的
邀請擺拍照片。
土樓人家日出日落、繁衍生息，祖祖輩

輩同住在一個村莊裏。從每個人出生開
始，到滿月、周歲再到入學再到成年禮、
婚禮、壽禮等等，土樓人家都有各種各樣
莊重的慶祝禮儀，每一次禮儀都見證着一
個土樓人的成長，見證着土樓千百年來循
環往復的世代傳承。
土樓裏的孩子長大以後，帶着家族的希

望和使命，大多離開鄉村到城市學習工
作，他們從土樓走向世界，從事着各種行
業。但他們骨子裏依然埋藏着深深的家族
觀念和濃郁的親情。一年一度的傳統春
節，便是他們回歸土樓一解鄉愁的時刻，
他們帶着家人，大包小包地回到常常牽掛
的故土。土樓裏的村民也都早早就停下農
活，開始全面徹底的打掃，置辦年貨。走
過土樓，即可從那一排排香氣撲鼻的滷肉
以及此起彼伏的鑼鼓聲，感受到春節的氣
息，感受到土樓人家對春節的那種期待！
春節期間，土樓裏面到處洋溢着濃濃的

年味，洋溢着春節團聚的喜悅。白天，他
們從這座土樓到那座土樓，走親訪友，喝
不完的拜年酒，到處是親切的鄉音，濃濃
的鄉情。這家土樓舞龍舞獅，那家土樓鑼
鼓喧天。晚上則煙花盛放、爆竹連天，歌

聲笑聲問候聲，聲聲入耳，土樓人家沉浸
在一片歡天喜地、團團圓圓的節日裏。
春節祭祖是土樓人家一項隆重的民俗活

動。大年三十，也就是除夕早飯後，凡是
當年添了男丁的家庭都要派人到宗祠打掃
衞生，然後在各樓的廳堂掛起祖宗畫像。
午飯後，同族宗親或挑或提着備好的三
牲、香燭、鞭炮、元寶等祭品前往宗祠焚
香祭拜。整個下午，宗親們興高采烈地聚
在一起，在鑼鼓聲、鞭炮聲中，大家有序
地祭拜祖宗，一直延續到黃昏。在宗祠祭
拜以後，各樓再回到各自的廳堂吃年夜飯
並拜祖先像。除夕之夜，全樓的宗親便會
聚集在廳堂守歲，樓裏的老老少少歡聚一
堂，喝茶聊天，敲鑼打鼓。大年初一上
午，每座土樓的男男女女都會穿上新衣
服，聚集到樓內的廳堂，在本樓德高望重
的樓長主持下在廳堂點燃香燭，在供桌上
擺滿供品，一起拜祖先像。樓長則講述起
祖宗的功德，向後輩宣講本族或本樓的家
風家訓。
正月初五以後，土樓人家便開始上墳祭

祖了，祭祖方式一般是先祭近祖再祭遠
祖。祭祀開基祖先或年代久遠的上祖最為
隆重。這時候，祭祖隊伍不僅僅是本村，
也有可能是外村的甚至更遠地方的同姓同
族人，大家舉着公祭的條幅，或抬或挑着
供品，舉着燈籠，鳴鑼開道，浩浩蕩蕩。
眾人到了墓地之後先打掃墓地，再擺上供
品，點燃香燭，大家先後有序，恭恭敬敬
地祭拜祖先，此時，鑼鼓喧天，煙花綻
放、鞭炮響起，熱鬧非凡。祭拜儀式結束
後，大家便一起吃飯喝酒，共商同宗同族
的公益事業。
春節假期一過，外出工作學習的土樓子

孫又背起行囊，準備遠行。依依不捨的父

母親把自家養的雞鴨，自家製作的點心，
大包小包地塞到要出門的孩子手裏。老人
們目送着漸漸遠去的孩子，孩子們回望着
慢慢老去的父母。分別是一種心酸，但又
何嘗不意味着希望呢？
離開家鄉土樓或許是人生的起點，回歸

故土往往是人生的歸宿。外出幾十年，有
成就的便會榮歸故里，把自己所有的一切
留在生他養他的土樓裏。沒有什麼成就的
也會回到土樓家鄉，家鄉對他們來說永遠
是避風港。所以土樓出去的人不管成功與
否，不管走到哪裏，都會把家鄉土樓當成
他們的人生大舞台，盡情演繹他們的一輩
子。哪怕是那些在遍布世界各地數以萬計
的僑胞，他們都會回到家鄉修繕老家的祖
宅，或者修橋鋪路，捐資公益等等。即使
他們客死他鄉，也要叫後代幫他們完成心
願，把骨灰帶回來葬在祖地，回到養育他
們的這方水土。
每一座土樓都見證着一個家族的歷史，

每一座土樓都是千千萬萬土樓子孫的故
里。不管土樓的子孫走到哪裏，他們的根
永遠在土樓裏。翻開那一本本發黃的族
譜，裏面記載着每個家族的歷史，記載着
每個人的名字。不管土樓的子孫身在何
處，他們都有着再也熟悉不過的方言，他
們的身體裏都流淌着同樣的血液！不管土
樓的子孫從事什麼職業，他們永遠都有一
個不變的身份，他們永遠都是土樓人，也
許，這就是一個土樓人和這座土樓融為一
體的使命吧。
夢中常想起家鄉的土樓，想起滿頭白髮

的父老鄉親；許多童年往事湧上心頭；夢
中常想起家鄉的土樓，滿是離開家鄉的頻
頻回首，滿是廳堂裏永遠不滅的那盞燈
火，滿是魂牽夢繞的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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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殺出個黃昏》充滿黑色幽
默又令人感動回味。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