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逐完美
        一場夸父追日的永恆失落
文‧圖片提供／邱麗文

經常在書店流連，看著一波波上架

的新書封面，總不時出現快樂、幸福、

成功等等的關鍵字眼；而，置身在

朋友間的聚會，卻總聽到相反內

容的抱怨；當然，經常也包括我

自己。對此，經常感到疑惑，是什麼導致人生總是感到不

快樂、不幸福、不成功？難道，是我們對自己的要求太過完美了，才會總

認為達不到期待的標準？而快樂、幸福、成功的標準是什麼？完美的標準

又是什麼？在一連串的「問號」之後，我似乎掉進了悖論的迷宮之中，不

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更不知如何展開文字

的路程。就從一片模糊開始吧！

連上帝都不知道，誰是世界

上最美的人

誰是世界上最美的人？這問題，如

果被當成了考題，鐵定是要送分的。記得

有篇報導：全世界公認的美女帥哥，沒有

一位是符合黃金比例的；可見，美與醜都

是一種主觀，不但定義廣泛且多元，也深

受大環境的感染。近年來，關於整型的話

題，總是不斷出現在媒體的頻道中，似

乎，在強調愈來愈高比例的整型人口中，

不參與的，就顯得落伍了。

漢娜擁有天使般的嗓音，卻是個典

型的恐龍胖妹，讓她只能躲在幕後為人代

唱，也無法擁有渴望的戀情。後來，她求

助於整型，竟變成了人見人愛的美女，也

贏得了夢寐以求的愛情與事業。韓國電影

《醜女大翻身》就像是完美的神話，讓人

相信，只要變美，就能贏得一切；電影情

節就像是集體催眠，不但讓韓國成為現在

最火紅的整型天堂，更讓許多投入其中的

消費者，深信自己會成為第二、三的漢

娜。

購物專家斯容，因為瘋狂整型30次的

記錄，被媒體窮追不捨。有回，看到她上

電視現身說法，談及第一次整型是為了吸

引暗戀的人，卻仍失敗了；而多年前的往

事，還是引起了她止不住的淚水。當下，

深深感受到，外貌的大改造其實對她的幫

助並不大，她需要的，是給自己真正的肯

定與自信。內在愈匱乏的人，對外在的完

美就愈要求；導致，許多整型上癮的人，

往往外在並沒有殘缺，而是內在相當匱

乏。

美，是相當主觀的，當你自覺不夠

美時，再如何地加強，都很難扭轉本心。

不安全感，來自缺乏自信，而自信，又必

須多方面的累積；這道理誰都懂，但，往

往卻又缺乏自信去相信，這樣自相矛盾的

人生，怎麼可能單靠外表的美麗來獲得幸

▲ 快樂、幸福、成功的標準是什麼？完美
的標準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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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呢？美，除了天生，更需要意志，很多

人在戀愛中，在成名後，在得意時，都會

顯得更美，那就是意志力發揮的效果；

因為，美，還添加了很多認同的思考在

其中，不單只是眼睛皮膚等等的超級比一

比。

愈是渴望追求幸福，幸福愈

難保有

我們都覺得混血兒最美，卻很少人

知道，許多令人驚艷的混血兒，在成長的

過程中，卻是備受歧視的。自信，不只是

來自外表，還要來自環境的持續肯定。混

血兒自卑的來處，源自與眾不同的外表，

但，當他們長大後走上舞台，卻又因為與

眾不同而深受喜愛；這矛盾，總讓他們無

法散發表裡一致的自信。

香港藝人陳冠希的淫照風波，滾雪球

似地捲出了愈來愈多的女明星，而其中被

牽涉的，幾乎都來自單親家庭或是混血兒

的背景；這現象，似乎也說明了，成長過

程的陰影，往往讓這些俊男美女內在的自

信明顯不足，才會總要透過一些過當的行

為來證明自己或證明愛。而在台灣，先後

酒駕撞死人的林曉培與洪其德，也都是來

自單親家庭。

曾聽過一句話：「缺席，是最強烈的

表達存在的方式。」意指成長於單親家庭

的孩子，總會對匱乏的親情而顯現出更多

的渴求，甚至不斷追逐情感的滿足。成長

過程愈是寂寞，愈想要成為被廣泛喜愛的

人，這樣的心態，也讓演藝圈成為單親家

庭背景聚集的大本營。

眼見這些擁有大量粉絲，不斷被掌聲

包圍的藝人，卻仍不斷發生負面新聞；這

也似乎證實了，出眾的外型永遠無法彌補

受創的心靈，除非我們開始愛自己，並願

意修補內心長年累積的創傷。這些藝人雖

擁有出眾的外型或才藝，卻沒有相得益彰

的心靈，加上始終擺脫不掉成長過程的陰

影，才會導致墜入黑暗深淵的機率如此之

高。

外貌的完美，真的是永久幸福的保障

嗎？相信，光是看到許多美麗的明星或偶

像，總在情路上跌跌撞撞，就應該知道答

案了。如果對外貌的追求，已變成了盲目

的瘋狂，甚至，除了外貌之外，其他的能

力都不求精進，這樣的人，可能獲得長久

順利的人生嗎？ 

任何研究或任何人，都沒有

權力操縱生命

日本NHK與DISCOVERY合作的紀

錄片《人體DNA時代》，其中有段未來的

狂想，那就是：我們可以剔除一些遺傳疾

病的基因，甚至還能訂做身高、智商、外

貌都符合我們期待的新生兒。看了這段影

片，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懼，如果這樣的技

術真的實現，有錢的，可以透過DNA的技

術，不斷維持健康並生下永遠贏在起跑點

上的後代；沒錢的，就要承受出生就不平

等的一切。如果真有這麼一天，社會上的

秩序與和諧，也不再可能存在。

在一個荒涼的小島上，有一群沒有

身分的人，天天過著嚴格掌控飲食、運動

與壓縮思考的生活；他們，都是另一個人

的「分身」，隨時準備為「本尊」獻上身

上的器官或皮膚。電影《絕地再生》的情

節，似乎已不是電影人的憑空想像，而是

出自隱憂的發聲，因為科學界早已投注了

相當的心力在複製器官的研究上。如果電

影的情節真實發生，人類永恆不老的妄想

將有機會成真，世間的不公不義，相信只

▲ 我們都覺得混血兒美，卻很少人知道，
他們成長的過程，卻是備受歧視。

▲ 孩子如果缺乏家庭溫暖，就會對匱乏的
親情顯現出更多的渴求，甚至不斷追逐

情感的滿足。

▲ 未來，我們可以訂做身高、智商、外貌
都符合我們期待的新生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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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更加變本加厲。

立志成為司法官的夜神月，心中始

終懷抱著崇高的理想，卻眼見許多罪犯輕

鬆脫罪，而感到氣憤不已。某天，他撿到

了一本筆記本，後來得知，只要寫下罪犯

的姓名與死法，就會立即實現。從此，他

化身為「奇樂」，開始透過筆記本來殺

人，有人當他是英雄，也有人視他為更恐

怖的罪犯。由漫畫改編的電影《死亡筆

記本》，讓我們看到一心想要鏟奸除惡的

人，因為手握殺人武器，也成為又奸又惡

的瘋狂殺人魔。常言，權力會導致腐化，

因為脆弱的人性，總是無法在自我無限膨

脹後，看到自身的存在，其實是渺小而卑

微的。

「人定勝天」的觀念，總會導致走火

入魔的偏執；歷史上，已出現過相當多的

前車之鑑，卻還是無法擋住慾望的前仆後

繼。基因學的蓬勃發展，未來可能會衝擊

各層面的法律和道德，甚至會改變整個社

會，實行的過程，真該慎之又慎。因為，

任何違反自然法則的操縱技術，初期總讓

人感覺是造福人群，但是長久實行後，總

會造成許多無法彌補的後遺症；而人性的

自我膨脹，總學不會在弊大於利之前，勇

敢地踩下煞車。

有限的基因圖譜，竟能創造出無限

的生命組合；就如同有限的鋼琴黑白鍵，

能夠譜出無限的樂章一樣。沒有任何一個

基因或琴鍵，是不好的；也永遠不會有任

何生物不必經歷生老病死，不朽於這個世

界。所以，當科學家不斷針對某種疾病研

究防治之道時，就會一再再出現更多新

的、不知名的疾病，那也是一種必然。如

果基因學，真的落實到操縱生命的程度，

相信，很多因為失衡而造成的傷害，一定

遠遠大於我們的所得。

不斷追求完美，卻變得更加

不完美

世 界 上 ， 不 可

能有一種思想，可以

讓百分百的人接受；

這代表著，我們的思

考，永遠都有被質疑

的空間，也永遠都有

自我調整的空間。如

果，我們都不認為世

間有完美，自然就

不會去追求完美，那

麼，所有不完美的展現，都可以被接受、

被包容了。但，這樣的思考，卻總不是社

會上的多數，還是有太多人不斷去追求完

美，卻讓生活變得更加不完美。

當年，瘋狂投入小針美容的人，怎麼

知道未來會有後遺症呢？而，現在瘋狂注

射肉毒桿菌的人，又怎麼知道未來一定沒

有副作用呢？風靡全球的藍色小丸子（威

而剛），上市已超過十年，幾乎是藥品界

的超級巨星。但，今年2月，英國卻發表

了「威而剛損精子，助性不助孕」的研

究，再度讓人看到研究者對藥品副作用的

無法掌握，也讓人看到許多對身體危害的

遠因近因，其實來自副作用不明的藥品、

營養品、化妝品、化學添加劑。

每段時間，就有新的研究報告推翻過

去的觀念，導致保健食品變成致病關鍵，

壞食物又大翻身，

而不斷的研究與發

表，還是導致罹患

重大疾病與癌症的

年齡不斷下降。我

們就像是進入了無

邊無際的實驗室，

不知是否已在身

上植入了致病的遠

因近因？而，愈來

愈多的有機生活推

廣，也無法讓我們產生已走出實驗室的安

心感受，反而更覺得整個地球都已經被實

驗與商機包圍了，我們只能聽天由命。

小時候，因為沒有玩伴，總會不自

覺地發呆，神遊到無邊無際的虛空，因此

思考反應都明顯慢半拍，導致經常被不耐

▲ 如果，我們都不認為世間有完美，那麼，所有不完美的展現，都可以被接受、被包容了。

▲ 成長的陰影，會在尋求過度彌補的前提
下，轉變成完美主義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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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的父母打罵，還一度出現了嚴重的夢遊

症狀。而不管是發呆或是夢遊，家人都慣

用嘲笑的口吻告知左鄰右舍，讓我總感覺

不管置身何處，都被許多人嘲笑著。這影

響，導致我對別人的態度格外敏感，也特

別努力不讓自己被嘲笑。

成長的陰影，會在尋求過度彌補的

前提下，轉變成完美主義的特質。我也有

明顯的完美主義傾向，總會不自覺去批判

異己，總會不自覺要求伴侶達到自己的標

準，總會不斷抱怨社會。不斷的批判與

失望，讓心靈就像是戴上了孫悟空的緊箍

咒，不時感受到壓迫的痛苦，情緒也非常

焦慮且煩躁。有時，朋友也會提醒，「可

否，不要這麼堅持完美，讓自己放慢腳

步、放輕鬆」；而人生還沒走到轉彎處，

怎麼可能開啟思考之門呢？

30歲以後，我接連經歷了情感與事

業的低潮，感覺整個人都停電了，那時，

就算再想堅持些什麼，好像也都力不從心

了。修養期間，我去上太極拳的課程，並

放慢自己的生活節奏，拉長完成工作的時

間。一段時間過後，又開始研究心靈成長

的相關課題；面對「完美」這個課題，我

不斷自問，這究竟是一種極致的追求？還

是一種極致的束縛？

所有的事物，都不可能真正完美，

只有自以為是的完美。完美的輪廓，總隨

著心念的變化而轉變，導致我們追逐完美

的過程，就像是夸父追日般的無休無止，

甚至，還會離完美愈來愈遠。相信，任何

影響都是日漸累積的，自然也可以日漸釋

放；於是，我開始從自己的外表、對待別

人的態度、面對親情友情愛情的寬容，一

點一點鬆綁自己。放棄完美，並不代表妥

協或降低標準，而是回歸自然法則的思

考。人，根本不可能完美。 

毫不放鬆的完美主義，來自彌補傷

痕的堅持；而過度堅持完美，更是一種不

完美。許多的事物，過與不及都是偏執，

但，只要增加一點思考的彈性，就可以

避免陷入極端了。要一步步走出不斷壓迫

自己與苛求別人的完美主義特質，真是漫

長的旅程啊！每每都會不自覺又嚴苛了起

來，但，只要發現立即調整，就會有更大

的進步空間。拋開了完美主義的緊箍咒，

笑容停留在我臉上的時間也愈來愈久了。

多元的社會，多元的美麗

電影《皮相獵影》敘述擁有敏銳觀察

力與藝術才華的性格羞怯女子黛安，一步

步從家庭主婦蛻變成傳奇攝影師的歷程。

在50年代的美國，普遍風行的是沙龍攝

影，一張張精心雕琢的相片，彷彿都是完

美的化身；但，黛安卻不想捕捉如此空洞

的影像，她所拍攝的，都是外表不美卻內

在很美的人，而透過影像，我們也感覺到

了。影片中有句話：「美的極致，是釋放

靈魂深處的野獸」，這句話真美，讓每張

身體殘缺、畸形、裸體、表情怪異的相

片，都正訴說著靈魂深處的熱情。

如果有機會從不美的事物，看到美

麗的本質；美與醜的界限，就會從此模糊

了。當我們看到外表殘缺卻開朗積極的生

命特質，會覺得充滿美感；但是，如果看

到外貌出眾卻自甘墮落的人，又會覺得醜

陋無比。這樣一來，我們又何必只追求某

一種認定的美呢？況且，就算達到了公認

的美的標準，我們最後還不都要再輸給時

間嗎？誰能不老呢？

如果《潛水鐘與蝴蝶》裡的總編輯，
▲ 就算達到了公認的美的標準，我們最後
還不都要輸給時間嗎？誰能不老呢？

▲ 完美，究竟是一種極致的追求？還是一種極致的束縛？



心中只有完美主義的思考，他很難在癱瘓

後，還願意靠著眨動左眼的笨拙，一個字

母接一個字母地寫下這本感動世人的回憶

錄。病中的他，就像一只繭被囚在沈重的

潛水鐘裡，封鎖一重又一重，但，他卻勇

敢地讓回憶與情感像蝴蝶般地破繭而出，

讓禁錮的靈魂一再而再地得到美麗的釋

放。

如果，可以事先看到答案，父母卻

沒有為我們預防，這樣的成長，會不會更

艱難呢？如果，得知家中有罕見疾病的遺

傳基因，該不該主動去篩檢，並且避免生

育下一代呢？小說 《一百萬分之一的戀

人》的主題，就是透過小健與美笑的深厚

愛情，來探討以上的議題。對患病機率有

1/2的美笑來說，這個發生機率只有百萬

分之幾的亨丁頓氏舞蹈症，距離她好近；

導致，她寧可不篩檢，選擇懷抱著不發病

的希望而活著，並將實情告知男友小健。

故事的主軸，是男主角的心路歷程，面對

心愛女友的可能患病，單親家庭背景的他

是該無條件接納？還是另覓可以實現幸福

家庭夢想的新對象？小健的內心掙扎，正

反映了人生的真貌，都是在不完美的環境

中，去爭取、去珍惜每段可能降臨的幸福

時光。

多元的社會，就會呈現多元的美麗。

完美，彷彿那些被電腦不斷精修的婚紗

照，再多的粉飾，呈現著再完美的容顏，

卻一點都無法挽救日漸攀高的離婚率。我

們都只是天地間的渺小存在，如果連無邊

的宇宙都無法完美，更何況是我們呢？跳

出完美的思考吧！讓不完美卻真實的溫熱

來滋養人際與生活。

在不滿意的生活中，找到各

自的期許與追尋 

完美，就像心靈如影隨形的緊箍咒，

讓人一思索就頭痛。導致，這段書寫「完

美」的文字旅程，也頻頻出現一改再改的

情形，而變得愈改愈不完美！沒想到，沾

染上「完美」的文字旅程，就會變得這麼

困難；那麼，沾染上「完美」的人生旅程

呢？

一向以常民生活為題材的大陸導演馮

小剛，在電影《天下無賊》中，描述了一

對賊情侶因為女方不想再當賊而反目的歷

程，在貪念消長的交集點，人性的各種本

欲各自展開角力。有回，聽到馮小剛對媒

體闡述創作的思考，他強調：如果現今的

社會，已是「天下無賊」了，那就應該拍

「天下有賊」的題材了。

聽到這觀點，突然有種茅塞頓開的

感受，的確，不管是千百年流傳的宗教教

義，還是各種叢書的林林種種標題，不

都是一種期許與追尋嗎？世間本不可能完

美，所以才會有這麼多追求完美的思考，

讓我們在不滿意的生活中，找到各自的期

許與追尋。

不管是快樂、幸福、成功，還是完

美，標準都是多元的，沒有定見的。所

以，實在不必像夸父追日那麼不休不息，

更別像孫悟空被緊箍咒壓迫得痛苦萬分。

但是，許多人都還沒有走到人生的轉彎

處，又怎麼能強求說變就變呢？還是順其

自然吧！為何要探討「完美」這個沒完沒

了的主題？這讓我深深感受到，自己實在

愈來愈不完美了！ 

▲ 如果有機會從不美的事物，看到美麗的本質；美與醜的界限，就會從此模糊了。

▼ 每張不完美的相片，都正訴說著靈魂深
處的熱情。

94 源自初心 95源自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