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件穢、兩件亦穢

頭像洩露你的心
前兩天微博熱搜上
出現了一條熱點，叫

「為什麼有的人長年不換頭像？」看到
這個問題，小狸詫異了一下，……
這，很奇怪嗎？本狸就是萬年不換頭像
的主兒啊。但也由此，小狸開始思索頭
像這個問題，作為社交媒體的「第一張
臉」，頭像這個東西，確實應該可以是
很值得玩味的。
首先是根據平台不同，頭像風格會
有 些 許 的 變 化 。 比 如 微 信 、 fb
（facebook）的頭像最寫實，生活照出
現的頻率最高，因為都是家庭、朋友、
熟人圈，最重要的，你爸你媽都看得見
你，所以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正常人
感」；微博頭像，各種類型的美圖、趣
圖、藝術照最多，因為這裡是最沒有類
別限制的虛擬開放世界，人人可以蒙住
一層紗找尋最真實的自我；豆瓣頭像，
各種角度的書影音居多，喜歡的角色、
演員、歌手、動漫人物、LOMO照
片，總之必須「文藝」；知乎頭像，不
要說真人，就是人臉出現都很少，因為
經常要「鼓起勇氣」回答一些問題，分
分鐘是內心最深處的獨白，此時，連用
戶名都得「匿」了，又怎麼敢露出真
臉？至於QQ頭像，那是二次元和表情
包的世界，凡是微信裡你媽看不慣的，
都會在這裡出現，因為這些才是年輕人
彼此之間的語言。
在這一堆平台裡，微信的定位和其
他都不相同，因為它不僅具有娛樂性，
還有更重要的功能性和社會性。一天不
刷微博，頂多悶得慌；一天不用微信，
則可能工作做不了、家裡人要報警。在

其他平台，面對的是玩伴；在微信，面
對的則是你實打實的整個社會關係。也
正因為此，每個人微信頭像的設置是更
顯精心的。
那就不妨觀察一下微信裡的這些頭

像，基本可以分為幾類：第一類是無修
圖的生活照，這類頭像的主人基本都是
成年人，工作穩定，生活富足，娃已長
大，自我認同高，他們隔一段時間就會
更換頭像的生活照片，這類人似乎比較
滿意自己的狀態；第二類是精心P過的
自拍照、藝術照、文藝小清新照以及各
種嘟嘴賣萌照，這些人的統一特點是自
戀，但內心深處卻似乎有少少自卑，並
沒有勇氣直面真實的自己；第三類是孩
子照片，這些頭像的主人大多數是新任
媽媽——是的，新任爸爸就少了很
多。此外，如果頭像長期是自己已經長
大了的孩子，那頭像的主人就有些可憐
了，尤其這個主人再是位女性的話，就
更加讓人嘆息；第四類是無人的風景、
靜物、美圖照，這些人年紀通常都不小
了，成熟穩重，是很正常的正常人；第
五類是卡通、寵物、玩具照，這些頭像
的主人很可能並不是年輕人，他們是留
有一份童心和孩子氣的大朋友；第六類
是頻繁更換的生活隨手拍、無厘頭表情
包，間或會有清風荷花照的，他們的主
人是年輕人，在快速變換的興趣和老媽
的強烈抗議下不斷變換着頭像語言。至
於最後一類在影樓拍出來的精英照，它
們的主人是銷售。
有人問文首的那個問題，為什麼有

人，比如本狸——會長年不換頭像？
你們猜呢。

大眾傳媒（mass me-
dia）的功能，按照筆者

小時候所學主要有三，即：娛樂、資訊
和教育。「寓教育於娛樂」是老得掉了
牙的「金句」；而傳播既正面又正確的
資訊，這事本身就是在教育群眾！此所
以所謂三大功能，最終還是離不開教
育。
電視劇原本以娛樂功能為主，但是電
子傳媒的威力每每強過學校的語文教
師。首先衝擊是俗語、熟語。例如筆者
小時候常聽到的「養兒一百歲，長憂九
十年」，在前些時就給香港電視劇的編
劇改為「長憂九十九」！許多時候編劇
大老爺、編劇姑奶奶年紀都輕，電視台
高層卻給了他們生殺大權，由是一錘定
音！因為許多小朋友都是先在電視聽到
「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那麼我
們老香港縱然說到口乾，小朋友就是
「先入為主」，把「我老人家」的「金
石良言」當如耳畔東風！
就如上回提到那個外省小朋友，他書
讀得也多，在好幾個學術領域還是專家
級，卻堅持他小時候聽的「撩鬼攞命」
為正，我老人家教他的「撩鬼攞病」則
堅決不信。這真是「惡紫奪朱」，秀才
遇着兵，有理說不清了。
又如，許多年前聽有小朋友說「一件
污、兩件穢」，不知是他本人自己亂
改，還是有人向他灌輸了這個愈改愈錯
的版本。原來的說法是「一件穢、兩件
（亦）穢」！為什麼原句在修辭上沒有
變化？會不會「犯重」？前用污、後用
穢不好嗎？
實情是這俗語的語源是一句廣府話歇
後語「和尚食狗肉：一件穢、兩件
（亦）穢」。知道了語源之後，整句就

很好理解。和尚是佛教有道的出家人，
因為中國漢土經濟發達，漢傳佛教的寺
院多有田產，可以自給自足，僧人不必
外出向善信化緣，所以有條件茹素而不
殺生。南傳佛教則以僧人都化緣而不便
挑食，善信給什麼就吃什麼，所以不禁
吃肉。藏傳佛教則以西藏高原氣候嚴
寒，僧人不進食動物食材、少攝取動物
脂肪就極可能抵不住當地天氣。
這個歇後語的意義是和尚吃狗肉是犯

戒，吃第一塊狗肉已犯了，再吃第二塊
仍是犯戒而已！用以比喻當事人衝破了
個人的道德防線，做了第一次不應該做
的事，心裡就感覺到再做第二次也沒有
什麼大不了。此所以原來的歇後語可以
用來形容人初次破戒犯罪、吸毒、殺
人、當娼等等。
不論是哪一個時代、哪一個社會，不

同年齡層的人總常會出現所謂「世代矛
盾」。傳媒亂改語文還算小事一樁，反
正語用習慣總是隨時代緩變。
倒是香港的教育出了大問題，有個
別教師公然宣揚和推廣不符合「社會良
好道德標準」的歪理，好像法律教師教
大學生犯法，社工教師鼓吹「娛樂性用
藥」（即是「濫用藥物」或「吸
毒」）；醫學教授鼓勵年輕人性濫交
（或稱為「多重性交對手」multiple
sexual partners）；中文系教師、宗教
領袖鼓吹不問場合和語言環境，肆意講
廣府粗口髒話……等等。
平日在香港市面走動，愈來愈多小
朋友粗口橫飛，該是「一件穢、兩件亦
穢」了。妙齡少女慣了把「性器詞」、
「性交詞」掛在口邊，未免有損市容！
一位信耶穌的朋友還說我「迂腐」呢！
阿彌陀佛！阿門！

《悄悄話》是
一本充滿浪漫奇
想的詩繪本，作

者潘金英筆下的一對小兄妹，走進
樹林去玩，遇上許多令小讀者很好
奇的事物呢！
這本青島出版社首創的童話詩繪

本，別樹一格，《悄悄話》帶我們走
進充滿生命力、異想奇妙的詩意境
地，這個樹林是一個體現了想像和浪
漫的美好天地，故事詩中的小兄妹活
潑善良，對大自然的一切事物，多麼
好奇啊！他們觀察到張開手臂的大
樹，有點兒孤單，想為大樹找玩伴，
繼而發揮想像和創意遊戲，兄妹倆不
單是好玩伴，也成為大自然萬物的玩
伴了。兄妹倆在樹林玩起接詩句的遊
戲，哥哥想變樹，妹妹就變松鼠，哥
哥想抱着「小松鼠」，他是那麼疼愛
妹妹，而活潑好玩、愛跑跑跳跳、聰
明開朗的小兄妹，很令讀者喜愛，會
自然投入他們在林中浪漫綺麗的想像
世界，一同感受當中的玩樂情趣。這
繪本的亮點，在於現
實和幻想交叠、遊
走、互動，配合滿載
奇想的繪圖，呈現一
種實與虛幻的美學。
潘金英用了大量重
叠、排句，多種修辭
法，與日常不一樣的
語境，為詩文營造出
一種富吸引力的幻彩
意境……妹妹說：
「但願我是一株小小
的柳樹兒 多美！/

我真想變成一株小樹呀！/我喜歡叫
風姐姐替我梳頭/ 我喜歡叫風妹妹
和我玩遊戲/ 我喜歡叫雨奶奶幫我
沐浴洗身/ 我喜歡聽聽雨奶奶哼唱
的歌聲啊/ 我喜歡和湖媽媽大夥兒
生活在一起。」
權威教育專家均指出，遊戲是兒

童生活的重心，把學習融入遊戲
中，會變得有趣、有效。現代都市
的小朋友生活在電玩時代，已變得
愈來愈被電子玩意牽着走，他們少
接觸大自然，也變得不會玩創意的
遊戲。我特別欣賞這繪本中的小兄
妹，兩人都有欣賞生活的創意，喜
歡走走看看新奇的事物，即使沒有
實質的玩具，妹妹隨時隨地可從周
遭取材，和哥哥互動、引發連串想
像；兄妹倆以「如果」來玩文字的
遊戲，這正是想像力之思維遊戲！
大人和孩子共讀這如夢似幻的詩繪

本時，可仔細品味這些綺麗的插畫，
並可一起玩觀察遊戲，看着圖畫反覆
地朗讀，跟隨小兄妹的眼睛看這美妙

的大自然，領略異
想天開的想像，會
發現更多細節中的
趣味。這繪本感情
真摯，令人共鳴，
親子閱讀，格外喜
悅，正如哥哥說：
「我喜歡妹妹快樂
的生活，我也有最大
的快樂了！」讀者
都會被這樣充滿生
命力和快樂的兄妹
所感動吧！

《悄悄話》的浪漫想像
己亥豬年可謂是金豬駕臨，國家主席習近平歲

首講了一句話，如像一石激起千層浪，A股和
港股如沐春風，好友拍爛手掌齊讚好，如迎接

瘋牛降臨。在每年一度的全國人大及全國政協兩會即將開幕之
際，習近平主席向國人發表了重要的講話：強調金融是國家的
核心競爭力。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金融活，經濟活；金融
穩，經濟穩。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
習主席金句是向投資者指明了今後金融市場在中國發展道路

上的明燈，令投資者如獲至寶，立刻將資本投向金融市場。果
然，Ａ股指數立即連升多日，成交更是逾萬億之巨，幾乎所有
媒體以「大時代」來臨來形容今時的現象。以史為鑒，投資者
應當以2015年股市的瘋狂現象引以為鑑，凡投資市場參與者一
定切記，有風險，一切以小心為要。
新任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上任後首次舉行新聞發佈會，用非

常謙卑的口吻演說，自稱「資本市場新兵」，其內容非常務實，具
有指導方向性，特別是指出即將上台的科創版，要挺實體經濟，要
推進資本市場各項改革。並指出註冊制和核准制大有區別，箇中程
序技術龍頭迎接機遇。易會滿自從上任以來，已成為市場焦點人
物，大家期望他是否會對孖展改革進程有正面影響，事關我們不會
希望「大水猛灌」，但是若然無水入市，資本流向最重要，才能會
令股市進一步上升。關鍵是Ａ股市場應向理性方面發展，市場政策
一鬆便狂，反之政策一收緊馬上死，我們期望不會有此亂象出現。
政治與經濟相互影響，密不可分。正當環球市場聚焦在美國
和朝鮮在越南舉行的特金會，期望如度蜜月，有喜訊傳出。然
而世事難料，尤其是波譎雲詭的政治，更加不可預料。驟然傳
出特金會提早結束，引起金融市場一陣震動。香港股市恒生指數
在29,000點前阻力重重，但是竟有著名基金大戶預言，香港股市最高
可達31,000點之高，信不信由你？不過，雖然環球經濟前景不甚樂
觀，但中國國策特別指向資本市場和科創技術的發展，必然引起世
界所關注和支持。所以，中國金融市場前景仍然審慎樂觀，背靠祖
國的香港必然亦步亦趨，迎頭趕上。
上周，香港特區政府發表了本年度財政預算案，得到多數市

民的支持，認為是很務實的預算案。雖然政府派糖出手是輕
了，卻是以民為本，為民紓困為上，最重要的是政府眼光長
遠，把投資用在點子，用在發展基建、民生、教育、醫療等，
配合國家大局發展，兩地融合，互利互贏。

金融經濟共生共榮

今屆奧斯卡頒獎典禮最
令華人矚目的必然是榮獲最佳動畫短片
的《包寶寶》（Bao），不少網民大讚
深受其感動。
《包寶寶》由移民加拿大的中國年輕
女子石之予編劇和導演。講述生活在北
美的寂寞華裔母親有天驚覺自己蒸製的
一個菜肉包子竟變成個小寶寶，她對包
寶寶呵護備至，二人過着愉快的時光，
一起去買菜一起吃糕點。包寶寶逐漸成
長，結交朋友過年輕人的生活，與母親
關係逐漸疏離。直至包寶寶談戀愛了，
要和女友離家，母親接受不了包寶寶離
開自己的事實，經過一番糾纏，為了不
想失去包寶寶，母親竟一手把他放到嘴
裡吞下了！這事令她悲傷不已。從睡夢
中哭醒來，母親才知道是個夢，哀傷卻
無法消散。離家已久現實中的兒子回來
了，帶着二人鍾愛的糕點，一如年幼時
和母親相依同吃。最後是一家人和洋媳
婦一起包包子的歡樂情景。
這八分鐘的動畫沒有一句對白，卻感
動人心，我看了好多次，家人問：「為
何重複地看？」我想了一想回答：「因
為我是一位母親，深深體會中國母親對
子女成長的矛盾。」一如作為獨生女的

石之予所言：「從小媽媽就把我當成她
珍貴的小包子，她的包寶寶。她總是
說：『我真想把妳放回我肚子裡，這樣
妳就永遠跟我一起了』。」我在長子出
生後也曾因為害怕他受傷，在夢中把他
放回肚子裡！
Bao作為片名含雙重意義，一是包子

的「包」，一是寶寶的「寶」、寶物的
「寶」。動畫說出了典型中國母親的心
態，尤其是歐美社會的華人家庭裡，子
女接受的是講個人權利的文化，第一代
移民父母保留着對子女呵護、佔有、管
束、保衛和難以放手的心態，形成重大
矛盾，這情況同樣發生在中國人家庭，
只是新一代較為習慣。《包寶寶》可貴
之處帶出了互諒互愛的訊息，值得父母
與子女一起欣賞和深思。

《包寶寶》的中國親情

那時，我讀完大學文學
系，來到香港，人生路不

熟，當時又碰到全世界能源危機，加上初來報
到，內地大學畢業文憑不獲承認，又不懂粵
語，連一份工廠雜工都沒人要，內心灰暗，只
好到處去尋找書籍，填補心靈空虛。當時，白
先勇名氣很響，尤其他的小說集《台北人》，
拿起之後就放不下，給我打開了台灣文學的一
扇窗口。後來又讀了他當年的同學歐陽子的評
論白先勇的集子《王謝堂前的燕子》，對於白
先勇又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說他是才子當之無愧，而且這將門虎子還是

華文文學界無人不知的傑出小說家。我接編
《香港文學》時，曾約他小說稿，他應約寫了
《Danny Boy》，後來我主編「香港文學選集
系列」的小說選（2002年1月～2003年6月），
書名便取自他的《Danny Boy》。而他的散文
也同樣出色，悼他好友的《樹猶如此》，更是
真情的淘心之作，讓人讀後泫然欲涕。後來凡
是遇見他，我都懇請他支持，每次都很客氣，

笑容可掬，好的好的。但他實在太忙了，終於
沒有了下文。在花城出版社推出五卷本的《白
先勇文集》之後，他又有一些新作問世。突然
間，他又身體力行推動昆曲，至去年12月，校
園版《牡丹亭》在香港中文大學演出之際，他
向記者宣告，經過十五年的推動，白先勇宣
佈，到了總結的時候了。
這期間，他為青春版《牡丹亭》在各地的

巡迴演出費盡心力，我也曾在《香港文學》
推出有關的評論專輯呼應，但也只是微弱的
聲音，更強大的，應是他的執着與不懈努
力，今年八十一歲的白先勇，自九歲那年看
過《遊園驚夢》之後，便沉醉不已，終於成
了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傾心大力推動
者。他的艱難心路歷程，已結集成《牡丹情
緣——白先勇的昆曲之旅》一書出版。
當年，青春版《牡丹亭》在香港大學演出

折子戲時，我也曾排隊去觀賞。白先勇還講
了話。當然，我聽過他好幾次演講，受益匪
淺。有一年在蘇州，又看了一遍折子戲。

除了演講之外，也曾與他共餐。記得當時
他在嶺南大學期間客座，我們一幫人請他在
銅鑼灣的私房菜館「步步高」吃晚飯。在一
起，我們言談甚歡。吃完走出來，我們目送
他上車，回到新界的酒店去了。
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紅唇臉白的白先勇名

氣很大，但為人極為謙和。與他說話，極為安
心。猶記得，2013年4月16日晚上，在北角富
臨皇宮酒樓舉行的「王蒙白先勇文學座談會」
上，我趨前問他，還記得我嗎？他立刻笑着，
怎麼會不記得？於是我們耳語，說些什麼，也
都不復記憶，大概也就是閒話家常吧？但那情
景給人拍了下來，卻成了永恒。
後來，不斷聽到他的消息，但沒機會見到

他。於是我想，他愈來愈忙，不宜太過打
擾，何況我也沒有什麼事要去煩他。敬佩欣
賞一個人，遠遠望去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像
影迷歌迷球迷那般狂熱。
白先勇，以其創作才華和推動昆曲的熱心讓人

心儀。他的名字，早已刻進萬千觀眾的心裡。

小說家白先勇教授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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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楓教授寫過一篇
《空山有人跡》的文
章，提到有位朋友曾問
他：春日鮮花、夏日小
溪、秋天月亮、冬天太

陽，喜歡哪一種？他答，喜歡秋天的月
亮。理由是，自己並非「多愁善感」，是
秋日不斷矮下來的風景——構成對短暫人
生的曠遠釋放和深切領悟：何以解夢，唯
有月亮。
月亮作為心靈寧靜的港灣，具有自然的

人格化或者悲秋的透視力。「空山」不是
說山林空空如也，而是指面對秋月的一種
精神活動和意識覺悟。既然有意識，便有
人跡在，有了山水田園的志趣，在精神上
堅信自己追夢如爾，便願意把生命浪費在
美好的事物上。
「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這是

經濟學家吳曉波說的一句名言。當時，我
讀完甚感驚艷，但繼而深思——既然是美
好的事物，為何要用「浪費」這個詞呢？
後來想通了，這個美好的事物並不是近處
世俗的美好，甚至短時間帶不來什麼利
益，所以大好時光拋灑在上面會有很多人
不捨，「浪費」之名因之而出。
如果一個人不想很快贏得利益，內心裡

又十分喜歡某事，捨得付出不菲的精力與
時間，遇到困難也不會離開太久，那麼初
心往往從這裡出發，學會在不斷享受美好
中藉以改變生活狀態，這就是成功，雖不
耀眼。不要很快把低眉垂睫的美喚醒，讓
它小憩沉醉一會兒；區別於精燦灼人的明
眸閃亮，而是說把深沉明淨的心境延長，
再延長。這就是白日夢，白日夢。
夢想，那麼近又那麼遠，似乎總是捉摸

不定。但是，時間不要浪費在害怕上，要
浪費在美好上。生活中的美好，往往與持
續、淡然的堅守一脈相承。笑到最後的
人，從來不需大喊大叫。美在具體而又微

小的事物中若隱若現，生活又通過細水長
流呈現綿綿不絕，讓某種心靈指向走向永
恒吧。因為，有時微小細節構成了生活的
本質。
初生的蘆葦青蒼，夜來白露凝成霜。有

誰與我同乘車，心境像花兒開放一樣。思
緒輕盈如飛鳥，珍貴佩玉泛着光芒。回想
妻子還是姑娘時，舉止嫻雅又大方，細看
諸處好，靜靜坐着冥想。林清玄講，一個
人如果一天花八個小時在追逐衣食俗事，
是不是也能花八十分鐘來思考、覺悟、精
心、專注、放鬆、忘我、天人合一和守真
抱樸呢？
許多男人認為，自己拚死拚活地奮鬥，

目的就是為自己心愛的家構築完整、全部
的幸福。其實，男人、女人若心性相通，
相守在一起，再寡味的粗茶淡飯也吃得香
甜，這種美好卻不世俗。這種的生活，為
何不能用很多很多的時間來浪費呢？「我
想和你在一起生活，在某個小鎮，共享無
盡的黃昏和綿綿不絕的鐘聲。在這個小鎮
的旅店裡——古老時鐘敲出微弱的響聲，
像時間輕輕滴落。有時候，在黃昏，自頂
樓某個房間傳來笛聲，吹笛者倚着窗牖，
而窗口開着大朵鬱金香。」
世間萬物，雖然不是花是花、草是草、

你是你、我是我那般簡單，但只要你學會
在無語中溫和地坐在黑暗裡，想想明白，
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就是對自己的善
待。只要擁有了這樣廉價的自由，並無過
多苦惱，放下不該的憤慨，就會贏得美
好。因為，你本身的狀態就是一首詩，你
的情緒是整個詩章中伸縮有致的咒語。自
由不是你想成為什麼，而是你就能夠成為
什麼。先這樣退一步，當心放空了，氣放
淡了，你不想成為什麼的時候，你卻很可
能成為什麼。
一個人陷入了困境，一定要學着在困境

中想着不是困境的事，小心對待眼前境況

之外，從患病處提早想痊癒，病也會減
輕。從這個意義上講，生活是貼着自己的
性情走的，不作踐自己，不抱怨別人，走
一條自我救贖的路。愈是苦悶愈要開心，
堅持下去，就愈能自我超脫。不要在乎對
與錯，不在乎人們給你留下的喝彩與陰
影；而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即使偷偷
的，也要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美學家朱光潛說，這個世界之所以美
滿，就在於有缺陷，有缺陷就有希望的機
會、有想像的天地。一個人知道自己專注
在哪裡，就不要想誰對不起你，你怎樣對
不起人，那樣你就是自己的絆腳石。在睿
智人眼裡，人的一生就是一條線，這條線
不一定繃得很緊，但你一定要像蝸牛一樣
爬在上面，相當慢但非常堅韌。
一輩子做好一件事，一生只愛一個人。

生活的美好，就是和喜歡的一切在一起。
有非常之人，然後才有非常之事。
自由是世俗的，也是虛擬的。一旦把長

久的虛擬一點點坐實，它就不在空中，不
在懸掛，它就落地了！
一點點坐實，需要一個人為了目標活在

細節裡，而不僅僅是活在目的裡。我做作
文老師時，班裡有個同學告訴我：早上七
點半，自己還想睡懶覺，不想起床來上
課，但最終堅持來了。
上課時，心情特別好；覺得沒辜負這一

天，不會討厭自己沒有意志力。這個學生
還說，即使有不歡喜的那一天，其實那也
是自己的；如果實在歡喜不起來，那就想
想歡喜的某一天。
是呀，時光像小魚似的不斷用腮呼吸，

那樣子顯得很快樂，白亮亮的誘人。河裡
生長着美好的荇草，魚兒向水中吐出一口
濁氣，吸進一口清波，腮便是牠起伏的白
玉碗。塵埃來時，小魚用清水容納，有一
種聲音在荇草旁環珮丁冬；那麼，就讓牠
把生命浪費在這美好的事物上吧。

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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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寶寶》動畫中的一幕。作者提供

■《悄悄話》繪本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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