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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紫瓊拿下奧斯卡 「影后」 ，
地位水漲船高。關於她在華人演員
中的位置的討論又甚囂塵上。有流
量頗大的自媒體製圖華人女演員金
字塔，將楊紫瓊放在頂端，其下是
鞏俐與張曼玉，再下面是章子怡，
引發部分電影愛好者不滿，繼而開
始討論奧斯卡與歐洲三大電影節的含
金量。

文無第一，都是影史留名的華人
演員，一定要分出一二三並不科學。
不過奧斯卡與 「三大」 誰的含金量更
高，確是個有意思的問題。

在十幾二十年前，如果提問這個
問題，大概會得到一個異口同聲的答
案：奧斯卡。那時候荷里活的影響力
空前，奧斯卡是每年全球觀眾最關
注的娛樂盛會之一，即便是已經拿
到康城金棕櫚、柏林金熊、威尼斯
金獅獎的導演，談起未來，還都有一
個 「衝奧」 的夢想。這個 「奧」 ，
不是奧林匹克的奧，而是美國奧斯
卡的奧。

那時候每談陳凱歌《霸王別
姬》，鎩羽奧斯卡是一定會提的一樁
憾事，而張藝謀的《英雄》《十面埋
伏》當年衝擊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也

是引得全球華人的關注。
從何時開始，奧斯卡被 「祛魅」

了呢？奧斯卡曾經的強勢，得益於荷
里活霸佔了全球主要的商業電影發
行渠道，在依靠電影院和DVD才能
看到電影的歲月裏，很多人對外國
電影的理解幾乎就等同於荷里活。
而伴隨互聯網的發展、多元主義的
盛行，大家開始接觸到越來越多的
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影片，越來越
多的人發現，在美元和票房之外的
世界，有那麼多在電影思想性和藝
術性上不僅不輸，甚至遠遠超過荷
里活的電影，那裏有更加豐富、真實
的世界。

另一方面，從華語電影本身而
言，伴隨自身的逐漸強大，對荷里活
「朝聖」 的心態漸漸降低，電影人和

影迷開始更加重視那些能夠讓全球電
影同台競技的舞台，而非一個只能講
英文的美國遊戲。

奧斯卡與三大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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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 「男兒有淚不輕
彈」 ，何況是素以銀幕硬漢形象著
稱的成龍。這位演繹驚險動作不惜
身，多次血灑片場不流淚的功夫巨
星，在拍攝電影《龍馬精神》殺青
時，罕有地流下了男兒淚，不僅在
人前，而且在馬前，不加掩飾地流
露鐵漢柔情。

由成龍主演的電影《龍馬精
神》，將於四月七日在全國上映。
成龍飾演曾經風光老來落魄的龍虎
武師老羅，與 「赤兔」 馬相依為
命，一直想培養馬兒成為動作明
星。後因債務糾紛，在一人一馬的
自救路上，鬧出不少笑話，也漸漸
靠近彼此。片中與成龍有大量對手
戲的 「赤兔」 馬，來自賽馬會退役
的冠軍馬，其超高顏值和超強能
力，讓導演在百馬之中一眼相中，
百裏挑一。

初次拍戲的 「赤兔」 桀驁不
馴，讓成龍在片場備嘗苦頭。成龍
曾開玩笑向導演投訴： 「我被赤兔
踩了三腳，踢了無數腳，還咬了我
一口。」 最危險一次，成龍從馬上
摔下，險些遭遇 「赤兔」 的馬蹄。

為了培養感情，成龍在片場悉

心照料 「赤兔」 ，為牠梳毛、擦
臉、餵食，甚至拍片間歇還坐在一
起休息。從《龍馬精神》今年二月
發布的 「我的馬呀」 特輯中可見，
一場與 「赤兔」 的戲份拍攝完成
後，成龍並未走開，而是溫柔地撫
摸着 「赤兔」 ，嘴裏碎碎唸：不怕
不怕。心有靈犀的 「赤兔」 ，也將
馬頭輕輕地蹭着成龍。

從影六十年，成龍曾多次與馬
合作拍片，馬上英姿頻現，但從未
像此次一樣，與馬同為主演一起演
戲。人與馬在一起時的互動和默
契，配合的反應、動作和時間點
等，深具挑戰性。幸得戲中 「赤
兔」 不辱 「英名」 ，不時帶來驚
喜，感情戲 「真情」 流露，動作戲
矯健敏捷，其中一場 「赤兔」 獨自
穿越炮火、瀟灑而去的戲，獲導演
點讚： 「牠身上有赤兔所應該擁有
的張力和魅力。」

馬中赤兔

香港郵政下周將發行以 「香港館
藏選粹──靜觀樓」 為題的特別郵票及
相關郵品，展示靜觀樓藏品中，朱屺
瞻、謝稚柳及陳佩秋三大畫家的經典畫
作。當中一枚郵票，採用朱屺瞻的《橫
看成嶺》（附圖）作設計，畫作體現了
蘇軾詩句裏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
低各不同」 的意韻。

「靜觀樓」 為香港退休名醫、著
名攝影家及收藏家黃貴權所建立的私人
收藏，其藏品以二十世紀中國書畫為重
心，主要涵蓋滬上名家書畫珍品。二○

二一年十一月，黃貴權
將畢生收藏的逾千件珍
品捐贈予香港藝術館，
與公眾分享金石樂、書
畫緣。

自謔在收藏事業上
白手成家的黃貴權，在
收藏過程中，對朱屺瞻
（一八九二至一九九
六）的作品十分神往，
尤其欣賞他 「獨、力、簡」 的畫風和光
色的妙用。朱屺瞻長於用色，於耄耋之

年仍積極探索中國畫推
陳出新之道。他認為
「施色有大道，就像作
樂一樣，最須求全面的
協調，整體的和諧統
一。」 而朱屺瞻於九十
歲 創 作 的 《 橫 看 成
嶺》，就是一幅特別有
韻律感的作品。

《橫看成嶺》中，
觀者除了能看出畫勢的流動，彷彿可以
想像朱屺瞻聽完音樂之後，將所聽到的

這組韻律運用到畫作之中。國畫裏常用
花青加藤黃調配出草綠色。這幅作品
裏，觀者可見畫家在藤黃中加入花青，
調配出黃綠色、青色、深綠色，甚或是
藍綠色。他在同一色調上表現明暗、濃
淡、乾濕的變化，於動態中見平衡，一
色多調、一調多變，猶如音樂中漸變和
重複的韻律。

朱屺瞻《橫看成嶺》


耐得煩
北京有家連鎖湖南米粉店 「霸

蠻」 ，我常光顧。這名字當來自湖南人
性格的經典概括：恰得苦、霸得蠻、耐
得煩。恰者，湘語吃也。以我看， 「三
句教」 實為遞進之三境界。

霸得蠻最有聽覺衝擊力，用來做店
名是個好選擇，很能調動 「幹飯人」 的
一片吃心。霸蠻何意？蠻幹？不達目標
不罷休？不撞南牆不回頭？衝進瓷器店
的公牛？還是漢宣帝 「霸王道雜之」 之
霸，難以達詁，只可意會。

相較而言，吃得苦平淡一些。薩特
有云， 「他人即地獄」 。這話寒光閃

閃，鋒利得叫人不敢直視。佛家說眾生
皆苦，道家說萬物芻狗，意思差不多，
就容易接受多了。天地逆旅，人生行
在。生老病死，無一不苦。三六九等，
各苦其苦。你覺得不苦時，是因為有人
擔走了苦。網絡名言：哪有什麼歲月靜
好，只是有人負重前行。此之謂也。老
百姓的大白話說的是，吃得苦中苦，方
為人上人。不過，請注意。二者之間的
關係是 「只有……才」 ，而非 「只
要……就」 。話要反着聽。故老相傳的
這句 「名言」 或許只是給苦味人生加一
點蜜糖幻想，網言所謂 「打雞血」 是

也。又或許因為吃苦無法避免，才賦予
它神聖感。文化本就是鎮痛劑，善於把
無力與無奈轉化為神聖。

耐得煩，是最為意味深長的。人生
有些苦其實不是苦，只是煩。或者
說，煩是比苦更苦的苦。苦是外傷，
翻皮見骨，血淋淋，人皆可見。煩是
內傷，自己能真切體會，不足為外人
道。如果把苦比作一頭攔路惡狗，鼓
勁與牠一鬥，霸蠻一番，轟轟烈烈，痛
快了斷。那麼，煩只是一群蒼蠅，成日
裏 「嗡嗡嗡」 繞着腦袋飛，瞅個機會在
你皮上停下，爬來爬去，趕也趕不走，

打又打不着，傷害性不大，騷擾性極
強。吃得苦中苦，有望人上人。耐得
煩中煩呢？結局說不好。很有可能只
是像一頭拉磨的驢，步計千里，人在
原地。不捨不棄，方可稱耐得煩，修為
之至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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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
授、談判專家Julia Minson以
和丈夫參加國際標準交誼舞賽
的經歷為喻，指出我們和夥伴
相向而舞，眼中看到的世界截
然相反，結論不同不足為奇。
但人往往堅信自己看到的才真
實無虛，爭論因此產生。

意見不同不一定引發矛
盾。矛盾的產生取決於以下要
素：結果是否重要，雙方關係
是否密切，是否認為現有證據
能證明自己的觀點。如果結
果無關緊要，兩者沒有交

集，或者自覺底氣不足，多半就不會
發生矛盾。矛盾一旦產生，又如何解
決呢？她提出分四步營造 「接受性談
話」 的方案：模棱兩可（hedge），強
調共性（emphasize agreement），認
可對方觀點（acknowledge），換成正面
表達方式（reframe to the positive），四
步的英文縮寫就是「聽見」（HEAR）。

但知易行難。這些技巧在Minson
的工作中成效卓著，用來與丈夫相處時
卻沒那麼簡單。我們通常認為家人說
的都是老生常談，不值得細聽，急於
發表自己的意見。實際上，無論家裏
家外，越是爭議性問題，發言越要謙
卑、禮貌，這樣效果反倒更好。但忍
氣吞聲不容易，憤怒會讓人口不擇
言，佔領道德制高點指責對方，結果
加劇矛盾。所以，矛盾發生時一定要
有耐心，別急於發聲。提問也有技巧，
可根據對方的最初問題追問細節。你發
問、傾聽後，對方也會做出相同的姿
態。矛盾因此緩解，談話也會變得更讓
人愉快。

矛盾是人類社會密不可分的一部
分。矛盾發生時以退為進是王道，哪怕
此舉不是萬應靈藥。Minson提出，就
算還沒發生共情，至少該先採取同情的
行動，內心會慢慢跟上。這倒是從實際
出發，不求全責備的金玉良言。

如果要給早春畫兩幅簡
筆的素描，一幅可以是 「草
色遙看近卻無」 ，另一幅就
是 「到處十枝五枝花」 了。

早春，就像初生的嬰
孩。懵懵懂懂，雖然還沒有
流利的表達，但偶爾從嘴裏
蹦出的一兩個音節、詞語，
確會給周圍的人，帶來巨大
的驚喜。那偶然從城牆一角
斜插出來的花苞，那微微展
露尖尖嫩芽的小草，何嘗不
是如此。驚蟄以後，地氣湧
動，草木都開始生長。那花
苞就如嬰孩的咿呀，這邊五
枝那邊十枝地冒出來。若再
來一陣細蒙蒙的小雨，就更

顯得明淨可愛。
古老城牆的斷壁殘垣下，花朵們

的開放，也總是嚴格遵循着先後次序。
粉的、白的、朱紅的、淺綠的梅花先聲
奪人，然後白玉蘭、紫玉蘭笑靨綻放，
之後才是桃花、梨花、杏花，加入爭春
的大戲。再也不是牙牙學語之時，而是
鶯歌燕舞，風姿妖嬈。從五枝十枝，很
快到 「一夜好風吹，新花一萬枝」 ，幾
何級的爆炸式增長。

這個時候，小草也已經密密匝
匝，碧如厚毯，不斷向上生長，與長條
垂拂的柳條，招手接應， 「一叢香草足
礙人，數尺遊絲即橫路」 ，不惜製造麻
煩，來向那些只顧賞花惜花的遊人，宣
示自己的存在。但那 「萬紫千紅總是
春」 之時，花是牢牢佔據光圈C位的。
如絲碧草，往往就被虛化為襯托的背景
了。

然而造物主是公平的。豪華不存
在，芳華與剎那總是相伴相生。漸漸
地，枝頭胭脂冷落，地上落紅成泥，而
小草卻是勃勃生機。漸漸地， 「晴日暖
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 ；漸漸
地， 「一番桃李花開盡，惟有青青草色
齊」 ……綠，成了大塊的主色調。

不過，花可並不是就此謝幕而去
了。樹上的花落盡，但灌木、藤本、草
本植物的花，卻是從春到夏，越加濃
烈。牆頭的凌霄，欄杆上的薔薇，瀑布
般流淌在碧綠的底色上。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用一下你的腦袋
有人斥責你說 「用一下你的腦袋」

嗎？這是苛刻而又冒犯的責備。面對這
一類的訓示，我的策略是嘗試去理解這
說話的意思：你叫我用一下腦袋，我應
該怎樣用呢？

我奉勸大家不要將心聲說出口，但
作為一種自問自答，倒是值得深究，而
哈佛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史迪芬．平克
（Steven Pinker）的答案是，用腦袋
的方法就是理性。

平克寫了一本重要的著作，書名簡
單直接，正是《理性》。什麼是理性
呢？平克從字源學出發，發現 「理性」
（reason）的英語來自拉丁語 「ratio」 ，

而 「ratio」 的意思即是理性。這是一個
循環怪圈。

字源學解決不了，平克便求救哲
學。平克綜合了哲學家的說法，指
出：理性是運用知識去達到目標的能
力。

什麼是知識？知識是一種真實的信
念。舉例， 「錢包放在書架上」 是你確
認又相信的意念，這就是你掌握了的
「知識」 ，而當你有了這知識，卻依然
去鞋櫃找你的錢包，你就是不理性的
人。

當我們明白了理性與知識的關係，
便要進一步明白理性的另一個要點──

達到目標。
平克引用了美國哲學家威廉．占士

（William James）於一八九○年提出
的一個例子，要我們想像桌上有一塊磁
鐵與一些鐵粉。當鐵粉靠近磁鐵，便會
以最短的直線距離撲向並接觸磁鐵。在
桌上，磁鐵成為了鐵粉的目標。

然而，當我們將一張卡片放於鐵粉
與磁鐵之間，鐵粉靠近磁鐵，並嘗試以
最短距離接觸磁鐵時，必然會受到卡片
所隔，接觸不了磁鐵。這說明了什麼？
卡片是阻礙，磁鐵是目標，鐵粉一遇到
阻礙，便達不了目標，這是因為鐵粉欠
缺 「運用知識去達到目標的能力」 ，即

理性。
平克進一步解釋說，若然你不明白

鐵粉的磁鐵比喻，便去想一想羅密歐與
朱麗葉的故事。當牆成為了阻礙，羅密
歐便翻牆去親吻朱麗葉；當家庭是二人
的阻礙，他們便想辦法去繞過家庭而相
愛。我們以為這叫浪漫，卻是用了一下
理性腦袋而來的舉動。

《一場遊戲一場夢》
去年王傑的首本名曲《一場遊戲一

場夢》出版三十五周年，因此發布了新
曲《一場遊戲一場夢（結束篇）》。熟
悉的前奏響起，立刻將聽者拉回上世紀
連手提電話也還未普及的時代。那是一
個談情說愛仍會海誓山盟、還重矢志不
渝的年頭，於是被女伴離棄的男偶像才
可引吭高呼： 「那只是一場遊戲一場夢
／雖然你影子還出現我眼裏／在我的歌
聲中早已沒有了你。」

新版本沿用經典的編曲，讓樂迷彷
彿神回年輕的歲月，耳畔響起的卻是新

的主旋律與歌詞，不變的就是王傑那極
具辨識度的哭腔與嗓音。第一次聽《一
場遊戲一場夢（結束篇）》，我是看網
上MV的，懷舊的畫面，明顯是致敬當
年的浪子旋風：牛仔褸、電單車、隨身
聽、電影《天若有情》式的浪漫愛情與
生離死別，哪管觀眾嚮往的目的地不
同，也沒所謂青澀年華裏曾幻想的鐵騎
士是王傑、劉德華還是郭富城，因為無
論故事過了多少年，依然是悲劇告終，
彷彿在淚眼中透過王傑獨特又帶沙啞的
嗓子告訴觀眾：往事可以懷念，依然沒

有人可以回到過去。
MV的導演及製作團隊很有心思，

找來一名酷似本尊的演員扮演新版浪
子。穿皮褸球鞋的造型、滄桑的臉龐與
緊皺的眉心，讓人頃刻間有昨日的王傑
回來了的錯覺，可惜理智同時讓早已成
熟的人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後
期製作，充其量也只可修飾歲月的痕
跡，卻沒可能抹去三十五年的感覺，那
只是新生代演員林哲熹。製作人跟觀眾
開了個玩笑，也像玩了一場遊戲，歌曲
完結之際，大家就如從少女時期沉迷偶

像的夢中醒來，而今日這類行為也早改
稱為 「追星」 了。留戀不留戀，時間也
不會為個人的不捨而停留，但到了某個
時刻又總讓人如回到了起點，彷彿冥冥
中逼人要從頭來過，正如王傑自己為結
束篇所寫歌詞： 「什麼是對錯／莫名傷
害都嘗過／我又回到原來的生活／也許
這樣適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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