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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展宣揚禁食狗肉 慈善活動家勸「吃犬者
吃犬者」
」放下屠刀

《無聲的呼喚
無聲的呼喚》
》

「毛孩子」守護者們，以及推廣禁
食狗肉的文明理念。50 多名兩岸三
地和海外動物保護組織代表參加了
活動，而成功推動台灣「立法」禁
食狗肉的台灣「立法委員」王育敏，
獲邀任主禮嘉賓。

藝術是人類共通的語言。
藝術是人類共通的語言
。震撼心靈的傑出作品
震撼心靈的傑出作品，
，
能拯救萬千生靈，
能拯救萬千生靈
，推動人類文明史
推動人類文明史。
。香港慈善活動家彭宏陵
香港慈善活動家彭宏陵（
（玄陵
玄陵）
）一幅反映

豈能吞吃自己「毛孩」

韓國食狗肉習俗的油畫《
韓國食狗肉習俗的油畫
《盤中餐
盤中餐》，
》，激起了英國逾
激起了英國逾 10 萬國民同情和發起網上聯

在國際引起愛犬人士強烈反響的
《盤中餐》，畫的是一個保持憨厚可
愛小狗形狀的肉排，被放置在一個白
色餐盤上，旁邊放着閃亮的刀叉，與
餐盤上印着象徵友誼、仁愛的奧運標
誌，形成強烈對比。
彭宏陵說：「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
友，把主人當成父母，對主人永遠不
離不棄，人類怎能忍心宰殺、吞吃自
己的『毛孩子』？一個地方是否存在
吃狗肉的殘忍習俗，是當地文明程度
的最直接標誌。作為十個『毛孩子』
的『父親』，我要用畢生財力和精
力，推動全球禁食狗肉運動。我要用
我的畫作，向全世界傳遞珍惜『毛孩
子』、禁食狗肉的信息。」
彭宏陵 4 年前才開始學習油畫，被
導師譽為「天縱之才」。受惠於沉迷
攝影數十年，彭宏陵對光暗、透視、
空間、結構等要素的掌握別具特色，
色彩運用大膽而鮮明，盡顯出強烈個
人風格。

署 ， 英國政府於是響應民意與韓國政府提出交涉
英國政府於是響應民意與韓國政府提出交涉。
。 韓國動物保護組織預備在

《歡聚一堂
歡聚一堂》
》

2018 韓國平昌冬季奧運會期間
韓國平昌冬季奧運會期間，
，高舉彭宏陵畫作舉行禁食狗肉大遊行
高舉彭宏陵畫作舉行禁食狗肉大遊行。
。一場要
求停止屠宰「
求停止屠宰
「毛孩子
毛孩子」、
」、禁食人類忠實朋友的運動
禁食人類忠實朋友的運動，
，在韓國醞釀星火燎原
在韓國醞釀星火燎原。
。彭
宏陵於「
宏陵於
「9．26 世界愛犬節
世界愛犬節」
」舉辦
舉辦「
「狗易樂
狗易樂」
」主題畫展
主題畫展，
，展出包括
展出包括《
《盤中餐
盤中餐》
》
在內共 31 幅以
幅以「
「毛孩子
毛孩子」
」為主角的巨幅油畫
為主角的巨幅油畫，
，畫面總面積達 120 平方米
平方米，
，已申
請健力士世界紀錄。
請健力士世界紀錄
。

次畫展是「9．26 世界愛犬節」
是的主題活動，旨在表彰傑出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親吻
親吻》
》

《盤中餐
盤中餐》
》

「畫筆更能反映純淨靈魂」
而各式各樣的「毛孩子」，便是彭

■彭宏陵作畫中
彭宏陵作畫中。
。

宏陵畫作的永恒主題。畫中「毛孩
子」們直達心靈的純淨眼神，各具神
韻的形態躍然紙上。由於「狗狗油
畫」造詣獨到，上海大學美術學院亦
特聘彭宏陵為客座教授。
彭宏陵學畫的契機，源於拯救狗狗
的強烈使命感。他說：「用畫筆，能
更真實、更直接反映『毛孩子』們純
淨的靈魂，對人類毫無保留的依戀和
忠誠，以及被人類同伴囚禁、虐待、
屠殺時的失望和無奈。」
他透露，將舉行「毛孩子」亞洲巡
迴畫展，「用我的畫筆，讓所有熱愛
動物的人士，和我一齊感受『毛孩
子』們和人類之間的純真感情，讓人
們看到『毛孩子』比人類純淨幾十倍
的靈魂。希望所有食狗肉的人，從此
放下原始時代殘留下來的殘忍屠
刀。」

巨畫更抒情 別具震撼力
彭宏陵是成功的企業家、投資家
和慈善活動家，也是世界愛犬聯盟
（WDA）創始人。商場上的成就，令
他可以憑着個人財力，推動他的全球
禁食狗肉運動，也令他的畫作擺脫商
業因素，可以隨心所欲表達他的感
受：「我的畫，不出售，也不送人；
除了我滿意的作品，稍有欠缺的畫
作，我都會全部銷毀。」
由於其個性使然，彭宏陵的畫作面
積巨大，畫風淋漓盡致，由 1.2 平方
米至 11 平方米不等。他說：「我喜歡
宏大畫面，夠大，才能抒發我的情
感，才能顯示出一股震撼力。」

立法禁食狗肉
台創華人先例

橫眉描醜陋 溫情繪忠友
彭宏陵說：「人有好人

 & 壞人，狗狗只有好狗，沒
有壞狗！」這次畫展最令

人震撼的，無疑是強烈呼籲韓國在舉辦冬季

奧運會前，停止食狗肉惡俗的兩幅畫──
《盤中餐》和《無聲的呼喚》。

待宰目光 無奈委屈
《無聲的呼喚》是2.4米乘2.9米的巨畫，
畫面是一條待宰「毛孩子」的雙眼大特寫，
滿含無奈的目光直視人類靈魂。動物保護組
織將於韓國冬奧大遊行時高舉這兩幅畫作，
宣示「毛孩子」們的無盡委屈和無聲抗議。

「狗易樂」主題畫展分為兩大系列，
一類是《盤中餐》和《無聲的呼喚》這
類對食狗肉惡俗的強烈抗議，另一類則
反映他與「毛孩子」們之間的濃郁情感
和快樂時光。

而1.2米乘0.88米的《玉林亡魂》，畫的是
一隻狗殭屍在無字墓碑上哀嚎，墓碑下「毛
孩子」們的屍骨堆積如山。

碑上哀嚎 狗屍如山

至於「毛孩子」感情系列中，2.5米乘2米
的《豈不快哉》頗引人注目，畫中彭宏陵手
持一個白色長毛「小毛孩」喜不自勝，「小
毛孩」的小尾巴興奮地甩個不停。彭宏陵指
出，「這是在意大利，我抱着一個被當地動
保組織拯救的小狗，攝影師將我們那一刻的
快樂抓拍下來，我感覺氣氛很好，就畫成了
油畫。」

而彭宏陵最喜歡的，當然是他收養在家
裡的十個「毛孩子」：「我有十個『毛孩
子』，有獵犬、秋田犬、狼犬等各個品
種，和牠們一起，是我每天最快樂的時
候。」
2.06米乘2.6米的《歡聚一堂》裡，他的十
隻「毛孩子」圍着桌子打牌，有的拿着牌「滿
臉無奈」，有的暗自偷笑、有的胸有成竹，還
有兩隻用「腳趾」夾着牌在桌下偷換作弊。
他說：「『毛孩子』們都有自己獨特的性
格，都十分有智慧，和人類十分相像。牠們一
起玩時，就像人類『打牌』一樣，會各出奇
謀，樂趣無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括：在美國、英國、意大利、香港和台灣
等地舉辦大型「 9．26 愛犬節」慶典，頒
發金犬獎證書及獎金予動物保護組織和人
士；捐贈100萬美元給美國最大的動物保護
組織 HSUS，用於在美國推動立法禁食狗
肉；拍攝大型公益紀錄片《無聲的呼
喚》，耗數年時間和生命危險，走遍亞洲
各地偷盜、捕殺、食用「毛孩子」的黑點
進行實地拍攝，希望喚起人們對亞洲各國
食用狗肉的認識，呼籲禁食狗肉；捐款在
泰國建立動物醫院；捐款在陝西寶雞建立
狗狗救助站；捐款在台灣設立「動物守護
者團隊」，提供經費支持等。

堅持不懈能創造奇跡。彭宏陵憑着個人之
力，在短短數年間竟推動多個國家和地區禁
食狗肉的立法程序，這在 WDA 當初成立
時，是沒人敢相信的事。包括在英國發起十
萬人聯署，關注韓國食用狗肉惡俗；推動意
大利修改法例，將盜狗由民事罪改為刑事罪
行；推動美國國會開始全美禁食狗肉立法；
成功推動台灣地區「立法」禁食狗肉等。
彭宏陵還雄心勃勃宣佈 WDA 未來三大任
務，包括策劃世界「狗易樂」巡迴畫展、
爭取中國內地各省立法禁食狗肉，以及進
一步推動韓國禁食狗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2.45米乘3米的《漫天叫價》，畫的是他
在玉林狗肉節親眼目睹的殘忍情景，一群狗
販子用裝着活套的木棍高舉一隻被套着脖
子、徒勞掙扎的「毛孩子」，向救狗組織的
人漫天要價，聲言「不付『贖金』就當場摔
死！」狗販們的冷漠笑容，令人不寒而慄。

守護
「不歸路」
：不放棄不妥協
「救狗狗是條不歸路。

  每次發現這些偷狗、殺
狗、食用狗肉的個案，都
十分心痛，心靈在地獄裡走了一遍。但我


不可能放棄，不可能妥協。」彭宏陵在「9
．26愛犬節」上真情流露。
憑着彭宏陵私人財力支持的世界愛犬聯
盟（WDA）成立僅 3 年多，已經累計花費
600 多萬美元（約 4,700 萬港元），主要用
於對外宣傳禁食狗肉的宗旨、獎勵救狗衛

■金獎得主台灣N.O.E.行動組織。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士、捐贈予全球動物保護組織、在各地成
立動物醫院和動物救助站等等，但這費用
還不包括世界愛犬聯盟自身的運營成本。

出錢出力救狗 拒捐款
他說：「WDA 不接受捐款，以免別人以
為我們是為了『騙錢』才推動救狗。我餘
生所有的時間、精力、財力，都將用於救
狗事業。」
WDA 支持或舉辦的較大型愛狗活動包

十
「孩」
打牌 換牌作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是次香港
「9．26 世界愛犬節」，特別邀得台灣
「立法委員」王育敏出任主禮嘉賓，以
表彰王育敏在台灣地區推動「立法」禁
食狗肉不遺餘力。王育敏指出，台灣進
食狗肉的人口比例已十分低，是「立
法」得以順利通過的基本條件，創下華人
地區自行立法禁食狗肉的先例，是亞洲文
明發展的一個里程碑，為推動全亞洲立法
禁食狗肉運動創下一個良好先例。

亞洲年吃3000萬隻 七成涉寵物
彭宏陵表示，亞洲地區每年有約
3,000 萬「毛孩子」被屠宰送上餐盤，
當中70%是被盜賣的寵物犬，情況令人
震驚，不能容忍。「『毛孩子』們與人
類靈魂互通，是我們的家人和靈魂伴
侶。在全人類號稱進入文明時代的今
天，仍殘留虐待和屠殺『毛孩子』的情
況，實在令人痛心。」
因此，世界愛犬聯盟（WDA）致力
與全球動物保護組織合作，不遺餘力在
各地推動立法禁食狗肉，以及表彰救護
「毛孩子」的勇士們。
在活動開幕式上，彭宏陵和王育敏三
次敲響古鐘：一聲感謝「毛孩子」們數
千年來守護人類、給人類帶來無盡快
樂，二聲祈禱人類珍惜「毛孩子」的寶
貴感情，三聲希望全亞洲最終都能立法
禁食狗肉。
本屆金犬獎10萬美元金獎得主是台灣
N.O.E.行動組織，這個由紋身大漢組成
的隊伍，經常拯救受虐受害的小動物。
今年 4 月 11 日台灣禁食猫狗「立法」
後，WDA 資助 N.O.E.成立 30 人的編
制，全台巡查食用猫狗肉黑點及接受民
眾舉報，協助警方執行禁食猫狗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