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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
我們一直在追的中國女排

本書作者劉亞茹是《中國體育
報》高級攝影記者，她以真實、生
動、專業的視角，跟隨女排20多
年，積累了大量的一手素材，記錄
女排人的奮鬥，體會他們的悲喜，
領略他們的境界，展現中國女排跌
宕起伏的發展歷程，詮釋中國女排
精神。圖文並茂，以感人肺腑的往
事、扣人心弦的賽事，帶你走進那

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中國女排。

作者：劉亞茹
出版：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絲綢之路續篇：霸權移轉的動盪
時代，當今的世界與未來文明新史

暢銷鉅著《絲綢之路》無刪
改最新續作。自古以來，全球
力量的中心不斷變動移轉，並
將影響力輻散到世界各地。
《絲綢之路續篇》更新了時
事，論述即時，富有遠見，以
東方的崛起力量為視角出發，
講述了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巨大
而深刻的變化。處於英國脫歐

和川普的時代，當西方被孤立主義和分裂的潮流所打
擊，在東方卻是樂觀的時刻，因為古老的貿易路線周
圍正在形成新的關係網絡，從中國令人嘆為觀止的基
礎設施投資，到中亞各共和國之間大量貿易協定的洪
流，再到土耳其與俄羅斯之間日益密切的和解──紐
帶正在鞏固，合作正在建立。彼德‧梵科潘為我們提
供了一個俯觀的視角，讓我們明白周遭所有國度已經
緊緊地互相連動起來，並帶領我們領略在霸權重心持
續不斷的變動中引來的全球迴響──所有的這一切都
毫無意外地在西方新聞頭條中缺席。這本書解釋了過
去幾年重大轉型時期發生的事情，並引導我們摒棄先
入之見，以充滿希望的全新角度看待世界。

作者：彼德．梵科潘
譯者：苑默文
出版：聯經出版

白先勇的文藝復興

白先勇說：「我所有的準
備，都是為了中華文化的『文
藝復興』。」本書是理解體悟
白先勇文藝脈絡最為完整的一
部散文集。主要收錄關於文
學、藝術活動的文章。從創辦
《現代文學》雜誌、製作《遊
園驚夢》、《孽子》舞台劇，
到力推《青春版牡丹亭》復興

崑曲的美學價值，再到細讀天下第一書《紅樓夢》。
這些文章的時間跨度，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直至如
今，白先勇所念想的是，重新發掘文化傳統的精髓，
並接續現代世界的新文化，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一場
新的五四運動。

作者：白先勇
出版：聯合文學

書評 新型冠狀病毒所引發的疫情嚴峻，最近本
港更出現搶購口罩、消毒用品的情況，此疫
情更令人聯想到2003年爆發的沙士，在市
民人心惶惶之際，坊間更不斷傳出各種防疫
謬誤。有鑒於市民對於疫情十分關心，聯合
出版集團緊急出版發行《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肺炎防護讀本》，為公眾提供實用、準確、
專業的防疫資訊。
聯合出版集團副總裁、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

李家駒日前在灣仔三聯書店文化生活薈舉行傳
媒簡介會，分享到此書出版的始末，李家駒表
示，製作此書由構思到完成均是分秒必爭，在
不足兩天的時間便製成整本書的內容。

書本有醫管局前主席梁智鴻和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永
文撰寫推薦序，更有醫生提供專業醫護防疫方法。書本內
容包括新型冠狀病毒的臨床表徵、傳播途徑，與沙士、流
感及普通感冒的分別和防護措施等市民關心的資訊，當中
更列出一些中、西醫的護理方法、香港醫療發展情況、學
校應如何預防病毒在校園擴散等資訊，甚至在書末中整合
了各區醫院的聯絡方式，方便市民查詢。而單張亦簡單敘
述了新型冠狀病毒與其他病毒的分別、列出各款口罩的效
用，教授市民如何洗手才有效等重要資訊。
李家駒又提及到疫情的相關數據每日都有所變化，因此

書本會有「時差」，有關資料難以是最新的版本，所以疫
情最新的資訊會在網上公佈，亦會在稍後時間公佈發佈資
訊的方法。
書本首批15萬冊，另更印製了50萬張防護宣傳單張，
書本及單張於上周三起已在全港逾400處地點（包括三聯
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中銀、工銀、新家園、救
世軍等機構）免費派發。除了實體書外，更設有電子版供
市民下載，市民可在「知書」網站或橙新聞網站中免費下
載電子版。 文、圖：張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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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的長子傅聰於1954年開始赴波蘭留學，隨後
又在西歐一些國家訪學，專攻鋼琴。從那一年開
始，傅雷便以書信的方式對兒子進行教育，直至
1966年6月。傅雷的次子傅敏將這些書信編成一部
《傅雷家書》，流播坊間，影響頗大。通覽全書之
後，只覺得傅雷最吸引人們眼球的教育方法是堅持
不懈地向兒子灌輸中國文化。具體的做法又分三
種。一是在書信中引用中國的古詩古文，二是在書
信中議論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三是寄送中國
的典籍、畫冊、拓片。
先說引用中國古詩文。如引杜甫「家書抵萬

金」，叮嚀兒子常常寫信回家；引例子《愚公移
山》、杜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勉勵兒
子在比賽中心平氣和，盡量放鬆；引《論語》「吾
日三省吾身」、《孟子》「聞過則喜」以及朱熹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規勸兒子正確進行自我
批評和接受批評；引《史記》「人定勝天」、《東
周列國志》「事在人為」，鼓勵兒子對要做的事情
充滿信心；引《詩經》「鑒往知來」，希望兒子檢
查過去、規劃未來；引《禮記》「學然後知不
足」，告誡兒子不能淺嘗輒止、不能不學無術、不
能自大自滿；引《論語》「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
改其樂」，期盼兒子不被西方的物質文明湮沒；引
《孟子》「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要求兒子避免
將眼光過於集中於某事物以至耳不聰目不明。

次說議論中國哲學、文學、藝術。如
議論哲學，稱「中國優秀傳統的人生哲
學，很少西方人能接受，更不用說實踐
了。比如『富貴於我如浮雲』（杜甫詩
句）在你我是一條極崇高極可羨的理想
準則，但像巴爾扎克筆下的那些人物，
正好把富貴作為人生最重要的，甚至是
唯一的目標」。如議論文學，云「漢魏
人的胸懷比較更近原始，味道濃，蒼茫
一片，千古之下，猶令人緬想不已」；杜甫的一些
詩「纏綿悱惻。至情至性，非常動人」，其「胸襟
意境都與李白相彷彿」；白居易「對音節與情緒的
關係悟得很深」，《琵琶行》「聲勢雄壯」，《長
恨歌》「更是千古奇筆」，不失為「羅曼蒂克兼有
古典美的絕妙典型」。如議論戲劇，曰「大抵川劇
與中國一切的戲相同，長處是做工特別細膩」。
「《秋江》裡的老頭兒，奇妙無比」，「《五台會
兄》中的楊五郎為最妙，有聲有色，有感情，唱作
俱好」。「一個有成就的藝術家，雖得天獨厚，但
也是自己苦修苦練出來的」。
再說寄送中國典籍、畫冊、拓片。傅雷先後寄給

兒子的書有《古詩源選》、《李白集》十冊、《十
八家詩鈔》、《唐五代宋詞選》、《元明散曲
選》、《宋詞選》、《世說新語》、法譯《毛主席
詩詞》、英譯關漢卿《劇作選》、曹禺《日出》、

老舍《柳家大院》、劉大
傑《中國文學發展史》、
馮沅君《中國古典文學小
史》、《宋人畫冊》、
《中國古代雕塑集》、陳
老蓮《花鳥草蟲冊》以及
武梁祠石刻拓片等等。
傅雷還一再要求兒子

「應當每年選定一二部名
著用功細讀」，同時要仔細閱讀書前的序文，「而
且要多看幾遍，隔些日子溫溫，無形中可以增加文
學史及文學體裁的學識，和外國朋友談天，也多些
材料」。他還語重心長地告誡兒子，「真正的知識
分子所獨有的，就是對祖國文化的熱愛」；「對自
己的文化遺產徹底消化的人，文化遺產決不會變成
包袱，反而養成一種無所不包的胸襟」；「任何孤
獨都不可怕，只怕文化的孤獨」。
傅聰經過長時間的奮力拚搏，終於歷練成一位為

數不多的真正能夠獲得國際聲譽的華人鋼琴家。尤
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幾十年來，傅聰從不受外國
某些勢力的種種威脅利誘，從未有過任何有損祖國
尊嚴的言行。凡此種種，追根溯源，完全應當歸功
於傅雷堅持十二年之久的諄諄教誨。由是可見，傅
雷教子最傾心，封封家書訴衷情：客居異鄉常懷
國，中華文化伴終生。

再讀《傅雷家書》
傅雷教子最有方

《傅雷家書》
作者：傅雷、朱梅馥、傅聰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文：鄭延國

作為行為經濟學界的重要學者，
巴德利教授經常與社會學、自

然科學等領域的研究者和公共政策制
定者合作，她將經濟學見解引入多種
學科。她寫《盲從與叛逆》的初衷，
就是想借助社會學和生物學所能提供
的真知灼見，填補經濟學模型的疏
漏，並更好地解釋盲從者與叛逆者如
何相互作用，效仿及叛逆的本能會否
幫助我們更好地適應當今的世界。

效仿可帶來某種策略優勢
許多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的羊群效
應研究者都專注於捕捉人的從眾傾向
性中隱含的社會影響因素，這些因素
可大致分為兩類：信息性影響和規範
性影響。
信息性影響包括我們通過收集他人
的信息而學習的所有方式。他人的行
為及是否成功是我們可利用的重要信
息。觀察他人如何選擇和決定，能幫
助我們選擇和決策。我們看到他人選
擇的結果，並從他人的錯誤和成功中
汲取經驗教訓。從「信息性影響和規
範性影響」兩個維度出發，巴德利教
授發現，當我們迷路時，跟大部隊
找方向就是明智的選擇。我們可以通
過效仿他人來收集信息和尋找方向，
並以此為基礎讓自己做得更好。她把
這種行為稱作利己型從眾。換句話
說，選擇從眾是因為我們作為個體能
從中得到好處。從眾可成為釋放某種
信號的方式，因而效仿他人可為我們
帶來某種策略上的優勢；利己型從眾
可以是建立自己聲望的途徑；弱小的
個體通過群聚可成為強大的整體；而
群聚往往意味安全。
其實，博弈論學家早已詳盡論證了
加入群體或團體帶給我們的策略優
勢。其基本理念是一個自私的個體可
與其他自私的個體抱團，並以團隊形
式在諸如狩獵等行為中完成單一個體
無法企及的任務。法國18世紀啟蒙思
想家讓-雅克．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
的起源與基礎》中以狩獵牡鹿為例，
闡述結盟如何為團隊中的每一位成員
帶來益處。4名獵手在決定是單獨行
動還是合作組成一支狩獵團隊。鹿體
型龐大、奔跑迅速，更優的選擇是4
位獵手通力合作捕獲一隻牡鹿。假設

4人能談妥狩獵所得平均分配，那麼
這個同盟關係就能持續。對這個同盟
中的每個個體而言，合作帶來的好處
大於單打獨鬥時的收益，因此聯合狩
獵是符合個體自身利益的選擇，每個
人都是贏家。
但是，以利己為導向的個體組成的

團隊並非總能帶來好的結果。因為自
私的個體會影響團隊整體的行為和表
現。當產出和回報在團隊內共享時，
個別團隊成員或許會滋生偷懶或「搭
順風車」不勞而獲的念頭。除非團隊
中所有人的利益都能以某種方式保持
一致，否則利己的個體就會毀掉團隊
的努力和付出。與這一關於策略優勢
的真知灼見一致的是經濟學家關於理
性從眾的模型，理性從眾選擇是對效
仿他人選擇所能帶來的額外收益的回
應。當今最為常見的例子是一群金融
市場交易員集體買入一個看漲股票，
推高某一資產的價格並從中獲得額外
收益。

標新立異者總是劍走偏鋒
人類歷史長河中出現過許許多多叛

逆者，其中一些人成功地改變了生命
和歷史。從哥白尼和伽利略到達爾
文、弗朗西斯．克里克（英國生物學
家、物理學家）和詹姆斯．杜威．沃
森（「DNA之父」）……如果沒有如
此多的標新立異者勇於承擔特立獨行

帶來的風險，現代社會將無
從談起。這些深謀遠慮的標
新立異者將我們帶上新的征
程——那些在他們所生活的
時代無法想像、充滿非議的
征程。他們承擔喪失個人
聲譽及社會地位的風險，卻
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方方面
面的深遠變革。
巴德利教授的研究表明，

盲從者之所以成為盲從者，
部分歸因於加入群體所帶來
的經濟激勵，而追求這種激
勵符合個人利益。叛逆者同

樣是由個人利益所驅動的，他們利用
社會信息，建立自己的聲譽，並在風
險和回報之間尋求平衡，這與利己型
從眾如出一轍。同樣，標新立異者也
有強化他們個人優勢的動力，但其表
現形式則是與群體背道而馳。他們同
樣也在權衡經濟激勵，只不過是決定
（與群體）相反的行事軌跡。他們的
偏好使他們更有可能選擇叛逆和反
對。
隨研究的深入，巴德利教授還發

現，大多數標新立異者都有個明顯特
質：盲從者避之不及的風險，他們承
擔起來卻樂此不疲。這在金融行業的
逆勢交易者身上體現得最突出。從電
影《華爾街》中狂妄自大、為獲利而
不顧他人死活的戈登．蓋柯，到2015
年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傳記電影《大
空頭》中，在逐利的同時多少還有點
兒良知的逆市交易員，好萊塢亦真亦
假地塑造了很多知名形象。
那為何這些人還要選擇承擔逆勢的

風險呢？答案是因為對能賭贏市場的
人而言，潛在的回報收益巨大。盲從
者與標新立異者面對的風險都與一個
經濟學模型相關，即美國經濟學家道
格拉斯．伯恩海姆的一致性模型：一
致性對關注身份地位的利己個體而言
是有價值的，而對其他人而言，叛逆
的價值更大。伯恩海姆認為，標新立
異者有別於盲從者之處，在於享受其

作為叛逆者的角色，以及劍走偏鋒的
傾向性。
「瘋狂」發明家也是最典型的標新

立異者。他們採用橫向思維，並不太
執拗於已有的做法，天資和能力都使
他們能推進真正有用的發明。他們會
給自己設定智力、機械工藝、商業等
範疇的挑戰，然後靠內在的動力激
勵自己去解決這些問題。他們並非
總是和群體背道而馳，只是更多獨立
於群體之外行事。

當共識的軌跡驟然轉向時
經濟學家的從眾模型還顯示，一旦
我們認定他人掌握的信息更優，就會
理性地跟隨他人。這一點同樣適用於
專家。麻煩在於，在宏觀層面這會導
致路徑依賴。經驗主義哲學家邁克
爾．韋斯伯格及其同事曾論證了這樣
一個理念：共識一旦過量就會產生負
面影響。他們運用計算機建模的方法
模擬了兩類人群：一類由效仿型的
「追隨者」為主，另一群以叛逆者為
主。他們創建了虛擬的地圖以具化這
兩類人群分別能探索的知識疆域有多
大。模型顯示，以叛逆者為主導的人
群所開拓的知識領域遠大於以效仿型
「追隨者」為主導的群體。
這個模擬實驗帶來的啟示是，一旦
專家群體中滿是跟風者，對知識疆域
的探索就必然是不充分的。效仿型
「追隨者」的專家因為互相效仿，所
知會更少，因為從認知的維度看，他
們本質上只是重走別人的老路罷了。
相反，一旦專家群體中有了一定比例
的叛逆者，結果就會逆轉，知識疆域
被充分探索發掘的可能性將大增。
誠如《科學革命的結構》作者托馬

斯．庫恩所斷言，知識演進的軌跡一
般而言是平滑的，但當學習和知識部
分是依靠社會互動完成時，這一演進
歷程就勢必曲折多難。所幸，如庫恩
所言，當共識的軌跡驟然轉向時，伴
隨「範式轉移」會出現周期性的革
命，從而實現知識的進步。

盲從者與叛逆者
效仿和叛逆本無好壞之分。盲從者與叛逆者其實都受到類似張

力的驅動：到底是試圖利用某個群體，還是在該群體中找到認同

感並對群體作出貢獻呢？在《盲從與叛逆：從眾、反從眾行為與

決策的智慧》（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12月第1版）中，倫敦大學

學院全球繁榮研究所名譽教授米歇爾·巴德利坦言：是成為盲從者

還是叛逆者，由我們在不同背景和社會角色中的不同身份來決

定。就好像電影《化身博士》裡的亨利·傑基爾博士和海德先生一

樣，一個在白天循規蹈矩、勤奮和專業的人，在夜晚則可能變得

叛逆和充滿破壞欲。 文：潘啟雯

本能如何影響我們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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