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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周三
（十二月七日）
下午， 「灼見名
家」 文灼非兄安
排管喬中先生在
金鐘萬豪酒店開
講座，邀請筆者
做主持，喬中兄
在筆者心目中是

一位儒商，又是潮汕 「家己人」 ，
能夠主持他的講座，感到榮幸。講
座題目是《人與五個世界認知框架
─兼談二十大精神認知與理
解》，筆者只知道 「三個世界」 理
論，不知道何謂 「五個世界」 ，也
很好奇 「五個世界」 的認知框架與
中共二十大精神如何連結，就把這
次主持當作一次學習的機會。

喬中兄多年前就以 「彥山」 的
筆名在《信報》寫評論文章，部分
收錄在幾年前出版的《香港第三隻
眼睛─ 「一國兩制」 疏離與磨
合》一書。但我認識的管喬中，更
像是一位學者，他學的專業是漢語
言文學，曾經與另外兩名作者共同
出版一本研究《紅樓夢》專著，在
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紅學是顯學，
門檻高、考功力，喬中兄可以算半
個紅學家。後來他轉為關注時事，
除了內地、香港和兩岸關係，
也關注中美和中日關係，曾經
主編《中日研究叢書》。不
過，更令筆者佩服的是，喬中
兄人到中年移居香港後創業成
功，他創辦的A股上市公司是內
地生物科技行業的佼佼者，三
年前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成為
最早推出經國家和國際機構認
證的快速測試技術產品的企業
之一，在全國建立幾十個醫學
檢測實驗室，三年來，與共和
國同齡的喬中兄奔波香港與內
地多個省市，帶領旗下數千員
工，為國家和香港的抗疫工作
作出很大貢獻。為了回報桑
梓，他斥資數十億在潮州建設
一個科技園，集科研、生產、
教學、醫院、保健一條龍。

一個文科生，一邊思考國家和
社會發展的各種問題，憂國憂民，
一邊帶領企業在生物醫學科技的研
發和應用上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
不斷發展壯大，喬中兄集思想者和
行動派於一身，我問他兩者兼顧有
何秘訣？他說每天堅持閱讀幾個小
時，這當然不算是 「核心機密」 ，
但聽起來仍有啟發。

我介紹完主角之後，管喬中開
講，他所指的五個世界，原來是人
與自然的世界、人與人的世界、人
的內心世界、網絡虛擬世界，以及
微電子芯片技術的未來世界。喬中
兄透過大量古今中外的圖片和例
子，從哲學的角度思考人類在五個
世界所面對的各種矛盾、挑戰和危
機，以及如何為人類發展創造更好
的生存環境，如何避免和克服科技
無止境發展帶來的異化後果，並且
帶出改革開放特別是 「十八大」 以
來中國的發展更加健康美好的結
論。喬中兄提出的問題和分析，未
必都有獨到之處，但放在 「五個世
界」 的框架去觀察和思考，便產生
另闢蹊徑的新意。在宏大論述的過
程，管喬中表現出歷史的深度、視
野的廣度和學識的厚度，更流露對
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令聽者有所

思，也有所感。
我留意到，在大約一個半小時

的演講中，管喬中擷取中國古代先
賢的思想精華，亦引用馬克思主義
理論和觀點，多次提到《一八四四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本書，例
如，在談到第一世界即人與自然的
世界時，他引述書中指出： 「人靠
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
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於持
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
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
同自然界相聯繫，不外是說自然界
同自身相聯繫，因為人是自然界的
一部分。」 管喬中在馬克思主義關
於人與自然的關係的論述中，找到
國家領導人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問題
的理論依據。他也提到 「異化」 的
概念，這是馬克思早期一個重要論
點。管喬中說，他在當知青下放農
村的時候，就已經通讀多本馬克思
主義的經典著作，其中包括《一八
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早年特
殊環境下的閱讀對他影響之大，可
想而知。在內地，有很多像管喬中
這種經歷的同輩人， 「文革」 結束
後考上大學，成為國家的棟樑之
材。

茶歇之後是Q&A環節，聲稱很
少聽一個半小時講座仍不打瞌
睡的嶺大協理副校長劉智鵬教
授第一個搶咪，發表自己觀點
並提問，前科技局局長薛永
恒、經濟學者關品方教授等人
也紛紛提問，與管喬中互動交
流。現場聽眾遞上多張提問
「紙仔」 ，有人擔心 「第二世
界」 台灣問題會否引發中美戰
爭，也有人關心 「第五世界」
科技發展會否導致人類的毀
滅。我總覺得，香港社會需要
多一些冷靜思考的人。一個人
的思考引發眾人的思考，主持
這個講座令我很有滿足感。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十一月底的 「黑色星期
五」 打折周為今年的聖誕購
物季拉開了帷幕，想知道德
國人的聖誕購物會採購些什
麼？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德國
家庭的購物清單吧。

毫不意外地，第一名當
然是聖誕樹。

德國人買聖誕樹大都會
去植物市場買真正的松樹。一到初
冬，大賣場的外圍便會堆滿了聖誕松
樹。它們被按照 「身高個頭」 ，一米
的，一米五的，一米八的，兩米
的……整齊地放成一排一排，方便顧
客根據家裏的空間大小購買合適尺寸
的聖誕樹。而同樣高度的，有的人喜
歡 「瘦」 一點的，不那麼佔空間，有
的喜歡 「胖」 一點的，可以掛更多的
裝飾。

買了聖誕樹，購物清單上的下一
條當然是聖誕裝飾了。雖說只有 「聖
誕裝飾」 四個簡單的字，但是裏面學
問可大了。光是裝飾聖誕樹的，就分
掛飾、彩帶、彩燈、金粉等等。還有
掛在窗戶上的，放在陽台上的，燈也
好，裝飾也好，又是一大堆。除此之
外，人們還喜歡買一些擺設，比如說
核桃夾子小木偶人，或者亮燈模擬
「大雪紛飛」 的水晶球等等。

說起這個發亮的水晶球，讓來來
往往的大人小孩都愛不釋手。燈光裏
的雪人、聖誕樹和聖誕老人，伴着水
晶球裏 「大雪」 飛舞，真是讓人挪不
開視線，美極了。

聖誕裝飾種類繁多，五彩繽紛，
是小孩們聖誕購物的樂趣。他們會興
致勃勃地親自去到商店選掛飾。之前
還會先和家人們商量好今年的主色
調，是金色白色呢，還是紅色綠色，
或者乾脆沒有主色調，各種顏色都來
點。

小孩們都知道，一般
順序是這樣的：先選上主色
調的玻璃球，大都是盒裝
的，一盒便可以有好幾十
個，作為聖誕樹裝飾的 「底
妝」 。然後他們再會精挑細
選一些單品，比如說有白色
羽毛的小天使，或者小貓頭
鷹，或者小酒瓶子……這

個選擇就多了，簡直琳琅滿目，讓人
目不暇接。

如果說裝點聖誕樹基本上是小孩
們的 「購物任務」 ，那麼準備禮物便
是父母的任務了。

父母會給小孩們準備好幾份禮
物，有一件會是最主要的禮物，這是
小孩們早有期望的或者相對貴一點
的，比如說大型樂高、結他、輪滑
車……為了讓聖誕樹下更為豐富多
彩，節日氛圍更加濃厚，父母們還會
包裝一大堆比較 「普通」 的禮物，比
如說書、玩具、帽子手套之類的。把
這些禮物包裝得色彩繽紛的，堆在聖
誕樹下面，便是小朋友們每天站在面
前要 「猜謎」 猜個好半天的地方了。

當然了，提前把禮物放在聖誕樹
下，這是家有大小孩的家庭，對於小
小孩，那些還相信聖誕老人的孩子
們，父母會到聖誕前夜等他們都睡着
了才把禮物放到聖誕樹下。

成年人們也會給自己給家人朋友
們選購禮物。不需要太貴重，這只是
大家互相表達祝福的一點點心意而
已。從聖誕購物到把家裏裝飾一新，
人們都享受極了這個節日帶來的溫馨
和快樂。剛進入十二月，人們已經等
不及要一起吃吃喝喝拆禮物過聖誕
啦。

城市裏的裝飾，家人朋友們的相
互問候，濃郁的聖誕氛圍讓寒冷的冬
天充滿了溫暖。

柏林漫言
余 逾

一日在養護中心散步，
不知不覺中被金黃色的樹葉
包圍，一排高高的銀杏樹，
落得滿地樹葉，厚厚的，煞
是好看。落葉中有一長椅，
兩位老者坐在上面，輕輕聊
天，悠閒自得。我被這一畫
面所吸引，心中不禁自語：
「落葉也是一景。」

養護中心原來就是一個花園。春
寒料峭，最先綻放的是白色、紫色玉
蘭。隨後，桃花、杏花接着綻放。最
晚的是山楂樹，一片白色的花朵。人
們愛花，簇擁而至，特別是攝影愛好
者匆匆趕到，生怕錯失機會。

入秋，我們剛剛欣賞過山楂樹之
美。我本來是不認識山楂樹的，但養
護中心最多。據說原因是它不怕冷，
可以挺過寒冬，不像櫻桃那樣脆弱。

山楂樹沒有什麼特別，巴
掌大小葉子，呈深綠色，
但到秋天，滿樹一粒粒山
楂變紅，像寶石一樣掛在
樹上，美不勝收。

欣賞完山楂樹，就被
落葉所吸引。依稀記得，
二十多年前，在北京曾欣
賞過一次落葉。釣魚台國

賓館東側，有長長的兩排銀杏樹，每
到秋天，金黃的葉子落下，厚厚地鋪
滿周邊，成為北京的一景。我們坐車
路過，下車擠進人群觀賞，一飽眼
福。

養護中心的落葉，呈現在靜靜的
環境中，樹上的金黃和落葉的金黃，
合成一體，賞心悅目。這使我再次體
會到，不僅繁花是一景，金黃的落葉
也是一景。

落葉一景



人生在線
延 靜

聖誕購物清單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自由談
海 龍

音
樂
是
人
類
通
用
語
言
嗎

有人說，音樂是人類通用語言。它無
需翻譯，聽到音樂的旋律、節奏和音符，人
們之間就能互相理解體會對方的信息、情緒
和心聲。但又有人說，這話只說對了一半甚
或完全不對。音樂的表述也不是宇宙共通
的，我們不能過度誇大它的交流意義。否則
人們很容易表錯情、會錯意。

人類發明音樂的歷史遠比發明文字的
歷史長得多。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的交
流手段除了口語，不是書寫，而是音樂。這
樣，音樂就有了互動、表意和溝通的功能。
怎樣交流和表達呢，它需要有基本的符號功
能。於是音樂就有了認知性的語義，它用一
種聲音性的符號來述說。從音節即語素開
始，再造成音樂的句子和段落來敘事和抒情
─在這種意義上，音樂語言也是一種廣
義的 「語言」 。

那為什麼有人認為音樂是人類通用語
言呢？這是因為音樂語言不同於真正的語言
有認知、地域、純符號性語法和各種抽象邏
輯修辭規律的限制，它直接訴諸於人類的直
覺而且容易跟全人類的生物性和心理性訴求
產生直接共鳴。在很多情況下，全人類 「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 ，音樂語言更像是一種
天然的語言。

但當然也有例外。人類學家早在十八
世紀就發現不同地域人們的音樂和其文化、
國民性乃至法律、道德和倫理等有着不同的
關聯。了解這些不同，對研究人類社會不同
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很有意義，於是產生了音
樂考古學和比較音樂學。人類學研究音樂的
起源和它在不同民族─地域向不同方向發展
的因緣。這門學科後來發展成了民族音樂
學，其後又經過不斷拓展，今天它被充實和
嬗變成了音樂人類學。

音樂人類學研究世界上不同民族音樂
的起源、發生和發展以及它在某種文明中扮
演的角色和意義。比如說，西方的音樂和宗
教的關係，它從古代到現代在儀式、典禮、
風俗民心和教化上所起到的符號性功能和作
用等。而在上古中國，音樂的作用就更大
了。

早在史前時代中國音樂就承載了重大
的符號性使命。它不僅訴諸人心，而且承擔
政治教化和規範社會秩序甚至起到移風易俗
的作用。查看古代中國典籍，大都強調 「禮

樂」 對政治和社會的意義。這裏的 「禮」 就
是政治制度，而 「樂」 即音樂是禮的基礎和
表現形式，很多情況下它們是捆綁在一起
的。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音樂早
已跟政治和國家制度合流，成了政府官方語
言和宏大敘事的語言。孔夫子提倡尊重禮儀
和禮樂制度，其中音樂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
色。孔子本人也是著名音樂家，他辦學校開
設的六門課中最重要一門就有 「樂」 。他深
懂音樂的功能和教化意義，聽《韶樂》能激
動到三月不知肉味；而聽到了他認為淫樂的
「鄭聲」 他則怒不可遏。

孔子是個復古主義者。其實在他的時
代很多國主和名流都不再喜歡宏大莊重刻板
的宮廷樂或雅樂而喜歡聽通俗的 「鄭聲」 。
孔子因此認為人心不古世風日下，所以對音
樂的欣賞並不是單純的音樂本身而是有一種
政治取捨和文化態度在內的。

關於音樂的起源，自古說法不一。有
起源於模仿、巫術、勞動、祭祀、交流諸
說。但音樂語言畢竟不是自然的語言，它也
是人造的、第二天性的。雖然它比抽象的語

言更多自然、直覺、心理甚至生物性的因素
在，但它仍然受制於不同文化和文明的認
知、社會心理、地理環境和社會生活等內
容。它不可能是一種跨越世界和人性的存
在，更不可能是一種脫離了人類認知、文
明、生活背景和地域環境及種族限制的 「超
語言」 的存在。

音樂人類學為了破解音樂語言的謎，
曾經做過很多實驗。最著名的是西方人類
學家播放西方經典音樂給利比里亞部落人
聽，他們並沒有被感動而是焦躁不安心煩
意亂，過半人馬上逃開了；其他在非洲和
南美洲的例子也類似。部落人不認為西方
音樂是表達情感的。經過無數調查和比較
研究，人類學家得出結論，音樂語言並不
是人類通用的語言。它是一種第二天性寫
成的。理解和感受音樂語言，需要一定的
培養和同化。

純音樂如此，歌曲當然就更是這樣
了。它被譜上了歌詞，表達的內容就更明確
了；不懂得歌詞，雖然也能從基本曲調上去
猜或感受音樂表達的情愫，但若想準確理解
它，還是隔着語言本身這座山。

五個世界

聖誕節將至，海港城以
「UniChristmas」 為主題，在
海運大廈露天廣場打造獨角獸
樂園，包括大樓梯的獨角獸宮
殿和星燈打造的 「天梯」 。其
中獨角獸和高達十米的幻彩閃
亮聖誕樹受到市民喜愛，在幻
彩燈光的效果下呈現日夜不同
的美感，白天夜晚都有不少市
民來打卡。 中新社

▲聖誕雪花電話亭擺設。 作者供圖


▲聖誕樹的樹頂裝飾。

◀馬克思著作《一八四四年經
濟學哲學手稿》。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