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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經緯
阿 薯

還有幾周，七月就到了。今年七月的一
個特別之處，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
紀念。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國共產
黨的創黨成員，在上海召開中共一大，自此
這群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進步人士，開始了救
國的奮鬥路。在此百年之際，湧現了一批回
顧中國共產黨百年歷程的文藝作品，包括電
視劇、電影、紀錄片等。央視出品的百集紀
錄片《山河歲月》算是其中佼佼者，這部紀
錄片製作耗時兩年，選取中國共產黨史中一
百個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關鍵場景，總長
度達二千五百分鐘，敘事立體全面。其中第
一集《歷史的天空》，講述了覺醒年代的陳
獨秀、李大釗如何從不同人生軌跡，攜手並
肩走上革命的道路，看罷令人感慨萬千。雖
然在紀錄片中，這段歷史只講述了短短六分
鐘的時間，我卻翻來覆去看了許多遍，更找
出其中提到的兩篇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
及《厭世心與自覺心》的原文細細品讀。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外遭列強蹂躪，內有
軍閥竊國。一九一四年，參與討伐袁世凱
「二次革命」 失敗的陳獨秀，流亡日本。這
位三十五歲的前清秀才，經歷過反清、倒袁
鬥爭，革命均以失敗告終，悲憤難當，遂提
筆寫下了《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刊登在
由章士釗在日本創辦的《甲寅》雜誌上。
「……今之中國，人心散亂，感情智識，兩
無可盲。惟其無情，故視公共之安危，不關
己身之喜戚，是謂之無愛國心。惟其無智，
既不知彼，復不知此，是謂之無自覺心。國
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恆亡。國人無自覺心
者，其國亦殆。二者俱無，國必不國……」
尖銳地指出，當時的中國並未形成 「近代國
家觀」 ，國人也沒有愛國的 「自覺心」 ，文
章一經刊發，引起嘩然。不少留日學生看到
後，覺得陳獨秀太過悲觀。

在日本留學的李大釗看到了這篇文章，
他立刻寫下《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也刊
登在了《甲寅》雜誌上。 「……獨秀君之

『愛國心與自覺心』 ，風誦迴環，傷心無
已……厭世之辭，嫌其太多；自覺之義，嫌
其太少。」 文章直言陳獨秀的文章過於 「厭
世」 ，反駁陳獨秀的悲觀主張，並且闡述了
愛國應該要怎麼做， 「……自覺之義，即在
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
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
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
遂乃自暴自棄，以儕於無國之民，自居為無
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中國至於今日，
誠已瀕於絕境，但一息尚存，斷不許吾人以
絕望自毀。」

李大釗在文章中指出，陳獨秀的文章是
通過激烈的方式試圖點燃民眾的 「愛國
心」 ，但反諷之外，更應該做的是直接地去
喚醒更多民眾去共同建設一個 「可愛之
國」 ，然後而愛之。在章士釗幫助下，陳獨
秀和李大釗在日本見到了彼此，兩人一見如
故，都認為靠當時的政府和帝國主義列強無
法救中國，只有覺醒了的新青年，才有可能

建設新國家。於是，兩人一拍即合，陳獨秀
回上海後創刊《青年雜誌》，後更名《新青
年》，李大釗成為雜誌作者，寫下多篇介紹
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的文章，為中國
推開了新紀元的大門。

兩位先生在百餘年前這場關於愛國的
「思辨論戰」 ，值得反覆誦讀、推敲。他們
用文字，啟迪了一代覺醒青年，更在中華大
地播撒了馬克思主義的種子。一九二○年，
陳獨秀南下路過香港，還曾與香港的三位深
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青年短暫交流，並鼓勵
他們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在香港研
究、宣傳馬克思主義。而這一切的發端，都
在於這些早期革命者們所堅持的愛國、救
國，不斷探尋什麼才是適合中國的思想和體
制，最終找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以此
來建造一個 「可愛之國」 。

知古鑒今，才能更好地繼續建設這個
「可愛之國」 ，實現先輩們的奮鬥一生、乃

至付出生命也要捍衛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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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纏身的
臉書又有了新麻
煩，英國監管部
門日前表示，將
對其展開反壟斷
調查，不排除再
給予重罰。時至
今日，不少英國
人對臉書捲入脫

歐公投的醜聞仍耿耿於懷，希望它就
像Facebook的中文諧音那樣 「非死
不可」 。

記得多年前，我在倫敦金融城遇
到一位谷歌市場部的主管，他當時的
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 「反對
跨國科企壟斷看起來已成為一個世界
性潮流，未來歐洲人對科企出手的力
度將會越來越大。」 他所指的科企，
主要就是俗稱FAANG的巨頭，即臉
書Facebook、蘋果公司Apple、亞馬
遜公司Amazon、網飛Netflix以及谷
歌Google這五家企業的縮寫。之後
的幾年裏，歐盟果然不斷向這些科企
動刀，頻繁開出數以十億計金額的罰
單。去年底，歐盟更出台了有關數碼
市場和服務的兩項法案，內容包括強
制企業必須分享數據等，旨在令網絡
領域能得到公平的競爭環境，為科企
套上了緊箍咒。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英國還沒有
退出歐盟，仍按照歐盟的框架，對臉
書等科企進行監管，但矛頭多指向不
正當競爭，比如涉嫌濫用數字廣告，
在用戶不知情之下收集、處理和使用
數據資料等。但是沒過多久，英國迎
來二○一六年的脫歐公投，臉書因捲
入 劍 橋 分 析 公 司 （Cambridge
Analytica）盜取用戶資料及操控投
票的醜聞，其在英國人、特別是留歐
陣營心目中的形象也隨之改變，許多
留歐派認為臉書有意或無意地扮演了
幫兇角色，不可原諒，事件造成的影
響至今仍揮之不去。

劍橋分析是二○一三年創立於倫
敦的政治諮詢公司，顧名思義是一家
對數據進行採集和分析的企業。醜聞
曝光源於劍橋分析的創辦人之一韋利
揭露，該公司曾為脫歐組織Leave.
EU進行數據研究，並做出誤導公眾

的民調，那些數據則直接來自於臉
書。根據韋利的爆料，劍橋分析總共
獲得了至少八千七百萬臉書用戶的個
人信息，通過他們平時在臉書上的發
帖等活動，進而分析掌握出了年齡、
性別、種族、家庭狀況、個人傾向、
朋友圈等大量隱私，這些都成為選戰
中被操縱的材料。

曾經是劍橋分析部門前主管，後
來也成為醜聞 「吹哨人」 的布特妮．
凱瑟，在二○一六年出版的《操弄》
（Targeted）一書中寫道：劍橋分析
經過對盜取的個人資料進行研究，利
用臉書平台精準的推送，來影響選民
投票意向，從而完成對脫歐公投結果
的操控。如果沒有臉書等充當 「白手
套」 ，劍橋分析根本沒辦法建立這麼
有效的工具。書中還提及，劍橋分析
和臉書也以相同的方式，涉入並影響
了二○一六年的美國大選，最終導致
主張民粹主義的特朗普當選，兩者在
操控選民、製造社會分裂上都脫不了
干係。

由於劍橋分析影響了脫歐公投的
命運，引起英國民眾的極大憤怒。英
國監管機構啟動正式調查，臉書創辦
人扎克伯格甚至被英國國會傳召，要
求他飛到英國進行面對面的質詢。儘
管當事各方均否認操控了公投，但大
量鐵一般的事實卻不容否認，兩年後

劍橋分析在一片譴責聲中宣布破產，
而事件的是非曲直，只能留給歷史做
出公斷。為防微杜漸，英國政府在今
年四月成立了新監管機構DMU，專
門監督全球科企巨頭，防止他們濫用
自身優勢，壟斷市場和阻礙公平競
爭。

其實，英國人對臉書還有一個負
面印象，就是為了逃避納稅不擇手
段。根據BBC披露，臉書在二○一四
年透過向英國員工發放總計三千五百
萬英鎊的紅利，讓公司的稅前虧損達
到二千八百萬英鎊，從而僅需向英國
政府繳納約五千英鎊稅款，這比英國
普遍人均繳稅額還低。實際上，蘋果
公司等科企多年來也是絞盡腦汁，通
過稅制漏洞來逃稅。二○一七年，谷
歌在英國的廣告收入四十四億英鎊，
但只支付了五千萬英鎊的稅款；亞馬
遜在英國的總收入有二十億英鎊，也
只交了四百六十萬英鎊的稅。

英國政府對此自然是心有不滿，
一直磨刀霍霍。早在卡梅倫執政時
期，時任財政大臣奧斯本就批評說，
「有些企業使用複雜的架構來避免納
稅，對其他英國公司不公平，對英國
人也不公平，英國要結束這一現
象。」 他雖未有指名道姓，但在外界
眼中，已是 「畫公仔畫出腸」 。他當
時醞釀了一個新稅項，只要在英國營
運並獲得利潤，就要被課以百分之二
十五的稅，被媒體形象地稱為 「谷歌
稅」 。直到今天，英國政府仍時不時
以反壟斷之名，敲打敲打臉書，讓其
認罰，相當於繳納稅款。

說回劍橋分析醜聞，當時英國曾
流傳一個陰謀論，與人工智能（AI）
競爭有關。布特妮．凱瑟在書中提
到，臉書在收集用戶數據和進行推送
時，大量採取了演算法、焦點族群、
心理統計學等AI手段。英國科網行業
界認為，虛擬市場遠比實物市場更容
易掌控，一旦有科企達至壟斷之後，
意味着其他競爭者就更難進入市場。
對於曾立志在二十一世紀要成為全球
AI領導者的英國來說，卧榻之側，豈
容他人鼾睡，從這個角度上看，英國
對臉書出手，就似乎有些醉翁之意不
在酒。

醉翁之意

▲《操弄》揭露 「劍橋分析」 運用
社交平台操控民意。 資料圖片

什麼是藝術軟實力？藝
術本身是 「藝」 和 「術」 。
術，即技術，其實是藝術軟
實力的根本。

用金錢角度去看藝術，
只是藝術價值的其中一個方
面；工＋藝（arts and crafts）
則是藝術軟實力必要構成。
以瑞士為例，它生產的手錶
以及各類型產品，背後擁有尖端的工
藝和技術。所以其藝術價值並非單純
透過投標炒賣而來。藝術軟實力亦不
是由藝術投資市場決定，一個社會的
藝術軟實力不是取決於它的藝術品價
值，而是藝術本身對社會的影響力。

工＋藝是藝術的根本，沒有
「術」 不能有 「藝」 。藝術家關乎技
術問題，而不是所謂藝術市場。藝術
市場並不是由藝術決定，是由投資者
或者是買家決定。但是，一些技術工
藝，匠人精神其實才是藝術的基礎。
藝術和技術的本身就是追求一種工藝
上的精益求精。像日本的匠人精神，
也是一種藝術。因為你有技術，才可
以創作藝術。近年來社會上流行把藝
術當作一種投資產品，這當然是可以
的；正如樓房地產一樣，藝術當作投
資產品，那只是少數投資者的藝術遊
戲。

大眾與藝術的關係建基於生活。
傳統中國文化，人人學書法，書法作
為一種藝術，是個人的修行、美學的

修為、技術的修為。每寫小
楷，要集中精神去把一個字寫
出來，培養專注力。寫行書草
書，行雲如流水，像呼吸一
樣，是藝術精神的表現。故
此，若果我們只是以金錢衡量
藝術，只關心投標價有多少，
那就沒有什麼情趣了。試問一
幅一億美元的畢加索名畫，全

世界有多少人可以購買呢？那些購買
人的目的是為了保值，還是真正欣賞
藝術呢？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

藝術有不同層次，有的是技術主
導，有的是精神主導，有的甚至是個
人修為。西方傳統藝術是由宗教開
始，透過教堂建築等方面形成宗教感
染力。故此西方傳統繪畫多與聖經故
事有關。聖經故事成為一大類型，另
一類型是歷史事件。以前沒有相機，
很多歷史事件要透過繪畫和雕塑紀錄
下來。換言之，藝術是一種記錄歷史
和製造歷史的工具。但後來發展至工
業革命、攝影的出現，藝術便可以成
為大量生產的過程。例如，相片的一
幅底片可以複製成很多不同形式的相
片。除了底片以外，其餘皆非本來的
作品。現在數碼化之後，所謂NFT
（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
幣）只不是一個投資遊戲。那些超過
多少億元的作品，它的藝術價值有什
麼突破性？它的突破性只是一個金錢
話題。

藝術軟實力

若 僅 僅 看 過 莫 娣
（Maud Lewis，一九○三
至一九七○）的畫作，我們
幾乎無法想像，這樣一個落
筆天真的藝術家，曾經歷如
此坎坷曲折的人生。

最近這些年，加拿大素
人藝術家莫娣的畫作在拍場
屢有不俗表現：二○一七
年，她的畫作能夠以近五萬
加元的高價成交，而時光倒流五十年
前，莫娣在世時，人們若路過她生活
的新斯科舍省僻遠小鎮，停下車來買
一幅手繪聖誕卡片，僅需支付二十五
分錢。

近來重溫五年前上映的電影《莫
娣》，對於莫娣賣出人生中第一張手
繪卡片時的興奮欣喜印象深刻。她與
丈夫前往正在小鎮短居的女商人克萊
爾家中販魚，卻無意間被克萊爾發現
了藝術天賦，碰巧，克萊爾是紐約頗
有名氣的藝術經紀人。在她的介紹
下，莫娣接受報紙和電視台的訪問，
逐漸成名。起初，讓小鎮上的鄰居甚

至她的丈夫都難以置信的是，
這樣一位患有關節炎、不良於
行且其貌不揚的女子，看似隨
意畫在玻璃窗、畫在家中牆壁
以及樓梯上的花草與動物，竟
然能稱作 「藝術品」 ？

電影《莫娣》立意之巧
妙，在於並未過多討論這位自
學成才的畫家作品，其藝術價
值究竟應如何評說，而是將更

多筆墨落在描摹莫娣與丈夫的相知、
相愛及相守半生的感人故事上。尤其
是導演將莫娣丈夫描畫成一位原本暴
躁陰鬱、卻在莫娣的善良天性及藝術
天分的影響下最終變成護妻愛家的好
丈夫，怎能不讓渴望愛情的你我心動
不已呢？

這是電影的可愛之處，也是遺憾
之處。在愛情至上的語境中，我們往
往更傾向於關心兩人如何相濡以沫，
如何在簡陋的寒地小屋中擁抱取暖，
卻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心懷藝術理想
的莫娣，相較於丈夫的懷抱和親吻，
或許更渴望枕邊人對於她作品的認同
和理解。被禁錮在並不健壯的身軀
中，莫娣的追尋自由，唯有借助藝術
上的創想來實現，可是，每每當她談
論畫中的動物與花草，談論畫中那爿
真純燦爛的世界時，卻難以得到身邊
戀人的回應與讚賞。那人關心她，愛
護她，卻從來不曾至深地了解她。

俗世的親密最終難以轉為精神的
契合，這是莫娣愛情的遺憾，卻也幫
助我們更明白她要在家中角落裏畫
花，以及她的作品中為何常常無人。
花開明亮，看似熱烈，卻沉默生在暗
角裏，欲言又止，引人唏噓。

暗角裏的花

 























多彩體驗

善冶若水
胡恩威

英倫漫話
江 恆

黛西札記
李 夢

市井萬象



首屆西安IN科技
藝術節近日在西安市
高新區舉行，展覽之
一 「teamLab Future
Park」 未來遊樂園，
光影效果五彩絢爛、
交互體驗充滿科技
感，成為親子互動好
去處。展期至九月十
九日。

新華社

▲莫娣的不少畫作中常常無人出現，
雖設色明亮，卻略覺孤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