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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法國新浪潮運動代表導演尚
盧高達離世，在罹患多種高齡疾病的
情況下，九十一歲的高達選擇在清醒
且尚有一定身體機能的情況下，在瑞
士家中以協助自殺的方式辭世。

作為電影史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高達通過為電影加入作者意識，推動
電影成為八大藝術之一，深刻影響了
後代電影人，當中就包括近日被傳要
退休的伍迪艾倫（又譯活地亞倫）。

儘管伍迪艾倫已經在本周闢謠，
表示 「目前還沒有退休的打算」 ，但
聲明中也講到他確實正在考慮暫停一
下拍電影的工作， 「因為製作直接和
快速上傳到串流媒體平台的電影對他
來說不是那麼享受，因為他非常喜歡
在電影院看電影的體驗。」

早在今年六月，伍迪艾倫就在接
受採訪時提到串流媒體的大行其道沖
淡了大眾對於電影的熱情，很多興奮
感都消失了。 「曾經我們拍出一部好
電影，全世界的人都會湧入電影院欣
賞你的作品，但現在一部電影拍好
後，只會在電影院呆上幾周，然後就
送去串流媒體了。」

尚盧高達離世後，很多人嘆又一
個時代離去了。而伍迪艾倫此番對於
電影的灰心，更加讓人心驚。

新冠肺炎疫情對電影工業造成了
巨大的打擊，但限聚令可以放寬，戲
院可以重新開門，電影節和頒獎典禮
可以恢復，所有的工業製作也都可以
重啟，唯有一件事情，似乎不可逆地
已經發生了：觀眾觀影習慣的改變。
人們已經適應了在電腦、家庭影院、
投影機等設備上，借助串流媒體平台
休閒娛樂。電影是大眾藝術，而當前
新一代的觀眾已經接受了每個月只要
一百元左右的會員費用便能隨意看任
何電影的設定，未來還會有多少人願
意走進電影院中花更貴的價格欣賞一
場光影盛宴呢。

電影之所以能夠成為藝術，原因
之一大概在於電影院的環境能夠讓觀
眾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從而和尚盧高
達、伍迪艾倫這些電影導演們進行精
神世界的交流。串流媒體觀影環境更
加放鬆，人們可以吃着東西、聊着
天，甚至玩着手機，完成一場觀影。
但伴隨注意力的分散，電影試圖表達
的一切思想或許就消弭其中了。

坐高鐵路過邯鄲，驀然想起一句
「邯鄲道上起秋聲」 ，但可惜記不清
全文了。搜檢電子書，原來出自清代
宋犖的手筆，後面三句是 「古木荒祠
野潦清，多少往來名利客，滿身塵土
拜盧生。」 盧生趕考落榜，垂頭喪
氣，道經邯鄲，留下了黃粱一夢。千
餘年來， 「邯鄲道」 便成為了情緒管
理教材，為孜孜於功名利祿者鑒。

不同的 「道」 ，由於累積留存的
印象不同，漸漸地就貼上了不同標
籤。比如，筆者青少年時期在內地看
多了香港影視劇， 「軒尼詩道」 就成
了繁華的象徵，而看到 「佐敦道」 ，
便容易聯想到警匪大戰、幫派火併。

古詩文中，亦是如此。 「蜀道」
成了艱難的代名詞，劍閣崢嶸崔嵬，
天梯石棧鈎連，子規夜月空山，意境
真是瑰麗磅礴極了。而 「長安道」 是
離別悲情、懷古傷心的首席舞台。

「東出灞陵橋，回望長安道」 ，幾乎
是歷代詩人無法抑制的藝術自覺。長
安城內外，千百年來，幾度浮華喧
囂、萬國來朝，又幾度墟煙寂寥、草
木蕭條，供給了綿綿無盡的靈感催化
劑。

白居易幾番進出 「長安米貴，居
大不易」 的皇都，青樓艷歌美酒中，
感嘆： 「自古朱顏不再來，君不見外
州客，長安道，一回來，一回老。」
柳永沉淪潦倒，漫遊西北，便傷感於
「長安古道馬遲遲……酒徒蕭索，不

似少年時。」 兩人相差二百多歲，而
同一條長安道上，隔時空唱和。至於
「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滿長安道」 ，

就更加寒愴襲人了。
其他 「憧憧洛陽道，塵下生春

草」 ， 「秋騎羸馬營丘道，千里齊風
入舊聞」 等，雖然洛陽、臨淄也是千
年古都，但其沉鬱總不及長安。唯
「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

人應接不暇。」 充滿了樂觀亮色，與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一樣，實乃

寫景的千古大手筆。

邯鄲道上 重名焦慮

都是松鼠惹的禍
近日，美國弗吉尼亞州的維吉

尼亞海灘，發生一萬戶大停電的意
外，經搶修後，發現罪魁禍首竟是一
隻松鼠，松鼠卡在斷路器和變壓器之
間，引發電力設備的故障。翻查紀
錄，很多電力事故的背後，都是松鼠
惹的禍。

回溯二○一三年，松鼠造成美
國二十四個州、五十多次停電，其中
華盛頓地區逾二成的非計劃停電，肇
事者均為松鼠。而在二○一六年，美
國公共部門報告了三千四百五十六次
由松鼠造成的輸電線路和用戶端的電

力故障，近二十萬客戶的電力供應毫
無預警被切斷。更可怕的是，一九八
七年、二○一四年，納斯達克兩次自
動交易電腦的電源突然被切斷，擾亂
金融秩序的 「真兇」 也是松鼠。

松鼠甚至以 「一鼠之力」 驚動
美國國家安全局前副局長約翰英格里
斯，他直言：美國電網的首要威脅就
是松鼠。為應對松鼠的攻擊，美國公
共電力協會開發了一種數據追蹤器，
追蹤全國電網遭受松鼠攻擊的時間和
模式，由此得出 「松鼠指數」 和 「松
鼠峰值」 ，幫助電力公司有針對性地

在某些時段和地段布置松鼠威懾裝
置。

在台灣地區，突發的停電事
故，松鼠等小動物的入侵，每每是電
力公司公布的主因。如今年三月基隆
市中山區、安樂區七千八百餘戶停
電，四月高雄小港區一千九百餘戶停
電，八月高雄左營地區的八千四百餘
戶停電……電力公司指控的罪魁禍
首都是松鼠，由於機率太高，以致民
眾紛紛質疑： 「都是松鼠惹的禍？」

仔細觀察，松鼠造成的停電事
故，發生在冬季的頻率比夏季高。冬

天變電箱產生的熱能，吸引松鼠前來
取暖，松鼠從變電箱的縫隙中鑽來鑽
去，易發生觸電和電線短路。在戶外
的架空電纜上行走，也是松鼠喜愛的
運動，若一次過跨越了兩條電線，一
不小心連接火線和地線，不僅松鼠一
命嗚呼，千家萬戶的燈火也瞬間熄
滅。

尚盧高達與伍迪艾倫

四個字名字的國人似乎在變多。以
前，四個字的大多是複姓雙名，還有女
子冠夫姓。幾年前，連綴父姓母姓，再
加雙名而成的四字名字變多了。有一種
說法分析，這和前些年實行的獨生子女
政策有關。父母都是獨生子女，不論從
父姓還是從母姓，總有一方有些 「失
落」 ，那麼，乾脆加一起，一名而雙
祧，皆大歡喜。還有一種情況是，四字
姓名只為了顯露個性，四個字中，姓佔
一個字，三個字都是名，表意更加多
樣。

不管怎麼樣，四字姓名客觀上是減
少了重名的可能。重名自古多矣。比
如，唐代有個大臣叫李綱，和北宋抗金
名將李綱同名。清代康熙時期有兩位于
成龍同朝為官，相差二十二歲，都是清

官。大于成龍還向皇帝舉薦過小于成
龍，一時傳為佳話。當然，重名有時帶
來麻煩和尷尬，不免令人焦慮。在現代
戶籍管理體系中，重名很容易檢測，利
用姓名查重系統，輸入自己的名字，就
可知道和自己重名的人有多少個；給孩
子起名字時，如想避免重名，也不妨在
這個系統預查一下，但這只能避免重複
前人，卻無法杜絕被後人避免。

我倒以為，重名焦慮大可不必。在

熟人圈子裏，重名無大礙。大家會自覺
地根據性別、年齡、外貌等，在相同的
名字前冠以 「男」 「女」 「大」 「小」
「胖」 「瘦」 等以示區分。真正的煩惱
是在人員資料數據庫中，以姓名檢索
時，重名可能導致指向錯誤。因此，重
名的焦慮說到底是來自數據庫焦慮或者
說檢索焦慮。

數據庫必須有一些檢索標誌。比
如，不少期刊要求投稿文章標出若干
「關鍵詞」 ，也是為了方便數據庫給這
些文章貼上標籤，提高檢索效率和準確
性。這麼一想，姓名也是 「關鍵詞」 之
一。不過，姓名畢竟只是符號。對於生
活這場大檢索來說，這關鍵詞不一定真
「關鍵」 。因此，對重名不妨聽之任
之，當做老天善意的玩笑吧。

你有令自己快樂的方法嗎？
購物、美食、旅行、遇上突如其來

的好事，都可以教人快樂，但以上這四
個選項都有共通點：外在的、一次性、
只能創造短暫的快樂。短暫的快樂也重
要，但如果我們想要持續而穩定的快樂
人生，怎麼辦呢？

其中一本關於快樂的經典書是美國
著名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Jonathan
Haidt）所著的《象與騎象人》，英文原
名 「The Happiness Hypothesis」 ，意
思是 「快樂的假說」 。

在書中，海德提及了一個研究：調
查人員找來了兩類人，一是剛剛中了彩
票的得獎人，二是剛剛因意外而癱瘓的
人，兩者都剛剛遇上了 「突如其來的
事」 ，而研究發現了一個我們所有人都
會知道的事：得獎者快樂，癱瘓者不快

樂。
但，研究的重點是：在過了好一段

時間後，調查人員再一次去量度得獎者
與癱瘓者的快樂指數，發現兩者的快樂
指數都回到了 「突如其來的事」 發生之
前的水平。於是，研究得出了一個說
法：人們確實會因為 「突如其來的事」
而影響快樂與否，但人們同時具備在一
段合理時間內消化掉這些外在因素的能
力。

海德引用這研究指出，快樂是外在
因素與內在控制的總和。購物、美食、

旅行、遇上突如其來的好事等等，都是
外在因素。因外在因素而來的快樂，並
不持久，而要令自己持續快樂的關鍵，
其實是內在控制。

在此，海德借用佛陀的比喻寫道：
「人的心理可分為兩半，一半像桀驁不
馴的大象，另一半則是理性的騎象人，
面對改變時，理智與情感的拉扯就像是
『象與騎象人』 。這種人象的對峙，不
僅會影響我們的決策，也會削弱我們的
幸福感。」

換言之， 「我們的 『心』 是頭放任
的大象；我們的 『智』 是具備掌控能力
的騎象人」 ，而所謂的 「內在控制」 就
是象與騎象人的互動，人的行為是看他
如何處理內心那隻大象與騎象人之間的
關係。那麼，騎象人有什麼技巧去駕馭
這一頭大象呢？下回分解。

英女王國葬，除了為懷念她的人帶
來傷感、為愛看八卦的人帶來王室恩怨
情仇的消息、為以王室動向分析專家與
媒體帶來收入外，也觸發了南非百姓的
不滿，因為英女王的權杖、皇冠和十字
聖球上鑲嵌的寶石，大多是從英國前殖
民地，包括南非與印度得來的。英國
人，也有不少崇英的人，視英王室擁有
的珠寶為國力鼎盛的象徵、國家版圖遼
闊的標誌、殖民地主義叱咤一時的印
記，可是在曾受入侵與掠奪之苦的民族
眼中，那些所謂英國國寶，全是好戰與
貪婪者加害無辜的鐵證，寶石教人目眩
的光輝，其實都是血與淚交織而成。

透過侵略與戰爭得來的文物、珠寶
和土地，我想不到有任何不歸還的理

由。強盜的行為不合法，不需爭論，所
謂文明的國家公然展示和使用從別國掠
奪得來的東西，那是在受害民族的傷口
上撒鹽，也跟現今崇尚和平與人道的國
際風氣背道而馳。南非近七千人聯署要
求英國歸還君主權杖和帝國皇冠上的鑽
石，身為中國人不應對此毫無感受。一
八五六年的英法聯軍之役、一九○○年
八國聯軍攻進北京、上世紀日軍侵華，
我國的經歷有多慘痛、被掠奪的文物有
多少，可考的有歷史紀錄，不可考的天
知地知。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顯

示，約有一百六十萬件中國文物被掠奪
到海外，其中英國人引以為傲的大英博
物館就藏有二萬三千多件。

遊英的時候，我曾參觀那舉世知名
的博物館，規模之大、館藏之多，讓不
少參觀者讚嘆，卻只令我深感無奈和哀
痛。西方展覽從我國非法得來的文物瑰
寶，沒想過歸還，惡行還被包裝為重視
文化藝術的表現。身處其中，我沒興致
欣賞面前價值連城的展品，但要自己銘
記參觀的過程與感受，因為身為中國
人，民族尊嚴才是無價。

被搶的東西可否失而復得，現階段
沒人可知，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團結，
永不再受別國欺侮，決不重蹈歷史的覆
轍。

歸還國寶

快樂的假說

在美國大學曾多次招聘助理教授，
自以為熟悉流程了。今年九月破天荒第
一次主持職員招聘，又解鎖了美國學院
中的另一套人事程序。

八月底開學前，秘書處負責人S突
然告知：她接受了大學另一部門聘用，
九月將從目前崗位上離職。S任職才兩
年，疫情中履新，挑戰不少。之前聽說
某些秘書之間發生矛盾，她也曾暗示過
工作不順，只是沒想到事情發展如此之

快。只得馬上啟動緊急招聘程序，一面填表遞交
人事部門，申請招聘她的接任者。另一面起草公
告，給教務長及公關部過目、修改，人事部一批
准就發布全校，以澄清事實，平息不安。

接下來，按規定與多元化辦公室負責人開
會，熟悉流程，並參與面試官必需的培訓。同時
起草招聘細則，列出打分表格。如， 「組織能
力」 一項，分列出不滿意、滿意、優秀三欄，每
一欄都有細緻、具體的描述，審閱履歷表及面試
時都要據此打分。多元化辦公室收到申請後，會
將姓名、其他個人信息遮蔽後發給我，我據此選
出電話面試者後才會獲得全部信息。據說這是為
避免歧視，更有效地進行基於 「能力」 基礎上的
招聘。此外的電話初試、親身面試都是常規。不
過申請人不需要提供推薦信，而是在招聘者定下
人選後給應聘者的現任領導打電話，確認情況屬
實。最後上報面試結果，由多元化辦公室通知人
事部門，再由他們去和申請人談條件、簽合同。

職員招聘比教授招聘要看的材料少，但流程
更複雜，規定更嚴格。我一一照辦，希望親身考
量這套流程是有助於減少偏見，迅速、高效地發
現最合適的人選。

招
聘
職
員

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東堤，有一
個大院落，叫文昌院。其地下為文物
庫，用於保存頤和園收藏的四萬多件
文物，地上建築作展覽之用。經過多
年籌備，文昌院變身為 「頤和園博物
館」 ，於二○二一年秋正式揭牌。頤
和園博物館推出的常設展覽 「舶來珍
奇──頤和園藏外國文物展」 ，展出
頤和園收藏的九十三件（套）外國文
物，體現了慈禧開展的 「遊園外
交」 。

自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年）
後，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頻繁在頤和
園接見各國使臣及其眷屬，並賜宴、
遊園。據《起居注》記載，光緒二十

八年到光緒三十四年，慈禧每年在頤
和園接見各國駐華使節少則幾次，多
則十幾次，最多時一次接見了九十八
人。這處本欲作為清朝帝后消夏納涼
的皇家園林，成為了清政府在紫禁城
外重要的政治和外交中心。

為討好 「老佛爺」 ，眾使臣盡其
所能，搜尋各式洋物件，以供慈禧賞
玩。而為了滿足外國人的起居，慈禧
在頤和園中特別配備西式傢具、供應
西餐。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和光
緒二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外務部兩次
接慈禧懿旨，置辦洋式桌椅等，置於
頤和園內， 「舶來珍奇」 展出的嵌彩
石螺鈿面國際象棋桌（附圖）為其

一。
嵌彩石螺鈿面國際象棋桌，製造

年代約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
棋桌為洋式花几式樣，上漆描金，
卷草形腿足，上方安裝石質桌面。
而石質桌面更是根據紋飾需要，挖
槽鑲嵌各色石材、螺鈿，形成國際
象棋棋盤圖案，四周以八朵折枝花輔
襯。

頤和園藏外國文物作為歷史與
技藝的見證者，不僅展現了當時東
西方外國文化科技，也是晚清宮廷
生活風尚的真實記錄，更是國事衰
弱、內憂外患大背景下中外交流的
印記。

頤和園裏的洋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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