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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買材料與思維取向

人們解釋歷史的時候，必然面對理論層次上的一項核心問題，思考到底精神思想

方出的因素垂要呢？還是經濟物質更具有決定性影響力？如果以簡單的二分法歸類的
話，贊成前者的主張應該屬於所謂的唯心論（ idealism ），而強調後者的便是所謂的唯

物論（ materialism ）。唯心與唯物之間，看起來只不過是一﹛︱菜譜系（ spectrum ）的兩個
關踹而已，但歷來解釋人類社會的學者無不在這兩頭之間打轉。換句話說，一部史學

史（盡管多麼複雜，令人目眩眼花，然而所有的史家無不在這 1菜譜系中找個立足論，

發展自己的見解﹔所有學術之間的爭論，無不 tE唯心與唯物之間蝶蝶不休。
卡九世紀上半葉，其實是西方學術界或史學界一段百家爭鳴，相當精彩的時
期 C j嘻格兩（ Hegel ）、蘭克（ Ranke ）、卡萊爾（ Carlyle ）等站在偏向唯心自甘
但彼此的理論基礎卻都各有所本，不容一視同仁 O 另外’馬克思（ marx ）司4 僅反對

英國l古典政經學者，如亞當史密斯（ AdamSmith 卜馬爾薩斯（ Malt﹜1US ）等人的偏
頗司更竭力駁斥費爾巴哈（ Feuerbach ）的唯物論。由此可見，有關唯心與唯物之
間的理論，絕非草率選個立足論就算了事，更不是在兩個極端之間乾脆採取中間路
線，表面似若不偏不倚，其實卻是十足的鄉！惡心態。
討論世界史或人類文明的發展，通常有種講法，以石器、銅器到鐵器時代為主

軸，一路說明下來。這種宏觀的、通貫全局的解釋，如果只是以物質材料當作象徵

性的代表，說明這個時代的社會和文化，自有其 t1J 取之處﹔然而，如果望文生義，

誤以為某種物 質可以主導文明，那口J 能就落入決定論的東臼了。在 世界各個文明
裡侖的確某些 地區大量運用某種物質材料，某些地區谷ri

－無所有﹔ 或者保留－點

講，某些地區擁有某種豐富的物質材料，某些地區卻相對的少之又 少 。以仁這種現
象當然足以影 響各地的文化和社會。然而本文在此，不是以物質材料 的多賓當作單
一的原因，而 是強調不同文化使用某種物質材料時往往有不同的取 向 。這裡所牽涉
的問題，不僅是精神思想口I 能影響物質材料的使用，而且物質材料也可能左右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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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思想，二者之間不斷呈現互動辯證的關係。例如，古代文明許多地區都擁有
青銅器，然而依張光直的說法：「從本質上，中國青銅器等於中國古代政治權力的

工具」﹔（註一）相對的在別的地區卻不見得有此特色，「瑪雅文明產生的財富的
累積和集中的程序，主要不是政治程序，而是技術、貿易程序」。（註二）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瓷器稱為China ？也不知從什麼時候起， China指的是東亞
的一個大國家？然而瓷器與中國之間給人一種聯帶的印象卻是不爭的實。自從中西

文化交流以來，在中國人的印象裹，似乎沒有哪種物質材料被拿來和某個國家民族
聯在一起的，其中笛就當然不是三言二語，立刻可以回答的。不過，本土想嚐試舉

出一種物質材料是中國人少有的，但在西方卻擔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與近五百年
來西方人的思維取向密不可分，那就是我們現在通稱的玻璃（ glass ）。如果在此容
許本文先以誇張的筆調來說的話，當「瓷器一中國」可以聯結在一起的時候，「玻
璃一西方」應該也可以並列。當然所謂的西方，其時空範疇必須加以界定，不可以
空泛模糊，這正也是本文所以依時序論述這個主題的緣故。

早期的玻璃與日常生活

依照形成的原因而言，玻璃可以分成天然的和人造的。天然玻璃（ obsidian)

主要來自山岩漿，大約在新石器時代人們便發現它的存在。（註三）人造玻璃

(glass ）起源也很早，從西元前七 000 年至五 00 年之間，在埃及、兩河流域、
波斯地區，已有塊狀的成品，只不過這種人造的、具有裝飾作用的高貴物質，是誰
發明的？已經不可考了。現代的學者發現，原產於上述地區的結塊玻璃或璃珠曾流
行於中國北部、日本、印度、台灣等地，可見玻璃是項主要的世界性貿易商品。
（註四）

大約在西元前一五 00 年以後，玻璃才製成瓶罐的形狀，可以當作容器使用。
（註五）然而，由於製造技術困難，即使狀及和兩河流域，玻璃容器的產量很少，

以致於物以稀為貴，流傳不廣。到了羅馬時代，統一的政權便利商賈來往，玻璃製

品日漸普及。尤其大約在西元前五十年左右，發明了以口吹玻璃製造瓶罐的方法，
從此大量生產， 連屬於帝國邊陸之地的不列顛也有玻璃器血 。

（註六 ）不過，玻璃

這種易碎的物 質 ，儘管在羅馬帝國時代多麼普及，仍然屬於中上層 社會的日常用

品，一般百姓 似乎難以享受這種亮麗透明的奢侈品。再說，從各種文 獻中，我們似

乎還看不出來玻璃與羅時代人們的思維有任何直接的關係。
從五世紀 開始 ， 原來羅馬帝國西部地區淪為日耳曼民族統轄的範 圍，這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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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所謂「西方」的「中古時代」 o 大約從五世紀到十二世紀之間，西方社會及其文

化長期陷入低潮，各種工藝和生產技術變得拙劣粗糙，既比不上古典時代的羅馬，
也遠落後於同時期的回教世界和拜占庭帝國（即通稱的東羅馬帝國）。以玻璃而言，

這個時期回教世界所生產的器血精緻典雅，獨冠全球。相反地，西方世界只能製造
簡單笨拙的玻璃容器，而且數量銳減，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擔負任何角色。
十二世紀的西方仍然屬於中古時代。然而從這個時期開始，西方文化好比初昇

的旭日一樣，第一道曙光已照射大地。當代美國史家哈斯金（

charles Homer

Haskins ）為了突顯這個時期在文化轉折上的重要性，曾撰寫專著，稱之為「十二

世紀的文藝復興」（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註七）
西方的玻璃，大致而言，也是隨著近代文化的第一道曙光而展露了鮮麗色澤。

阿爾卑斯山以南的義大利和西西里，新興的教堂喜歡採用馬賽克（ mosaic ），拼貼
成各種宗教性的圖象，馬賽克表面上的色彩和琉璃使得整棟建築十分耀眼奪目。山

以北的地區，最早發展哥德式的建築’幾乎所有的主教座堂都是尖塔高聳入雲。然

而，引人入勝的還是每道竅戶所裝設的彩色玻璃（ stained glass ），由紅、黃、藍、
綠、各種顏色縷般而成的圖案，一則美化教堂的內部，炫麗之餘卻又不失莊嚴，一

則過濾了戶外大量的光線，使得信徒一進入教堂，自然而然注目著前方的祭壇，同
時靜下心來，向神祈禱。如果問，這個時期的玻璃與西方思維有何關係的話，那主

要是宗教性的，或者是玄恩性的﹔換句話說，這個時期的玻璃與「透明化」、「視
覺觀看 J 還沒有什麼關聯。這正如同此時西方教堂上的大吊鐘一樣，每段時辰在空

曠的莊園裹，所傳播的悠揚的聲音，只屬於人們宗教生活的時間。至於商業時期的

鐘聲以及與「透明化」、「視覺觀看」有關的玻璃之出現，則屬於近代西方社會與

文化中的一環。

玻璃與透明化觀看之道
玻璃工業的再起，就時間和空間而言，大致與西方商業復興一樣，都是從十二
世紀的義大利開端的。這種現象反映了社會與文化之間的互動性和整體性，絕非哪
個是因哪個又是 果所能簡化說明的。威尼斯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歷史背景使之成為最

早的商業城市。 聖馬可教堂（ St. MarcoChurch ）中的金碧輝煌的馬賽克裝點及其戶
外的廣場，足 以讓人流連忘返，同時也是義大利、拜占庭和阿拉伯商 人塵集交談的
場所。然而， 值得留意的是，十三世紀初威尼斯已形成玻璃製造 業的基爾德

( guied ），即同 業行會的組織。西元一二九一年，玻璃工廠且進一步 集中在慕拉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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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 Murano island ）上。這個最兩小島緊鄰威尼斯北邊，船隻來往快速一點的雖然
僅需一、二十分鐘，但卻有隔離的作用，所有的技工按規定長期居住在此，不得離
開，以預防工業技術的外流。（註八）呵見威尼斯從中古末期到文藝復興時代，不
僅是歐洲重要城市之一，而且也是最重要的玻璃輸出地。

西元 A 二：八 0 年，義大利佛羅倫斯人發明了眼鏡，這可能是人類史上首先使用
玻璃鏡片矯正視覺的，解決了「視茫茫」的問題。環視台灣的居民，當今大多數人

鼻樑上架著一副眼鏡，又 l叫想一千年前，台灣原住民胸前掛著一串琉璃珠，古今文

化交流相互對比，不禁令人完爾。
不過，因元，丑行）。年以前，玻璃仍然是貴重物品，並非人人可以享用的。西
方人的思維得自玻璃的視覺觀察仍然有限，不可以過份的渲染。研究科學史的學者

往往喜歡以哥什尼（ Copernicus ）的天文學體系，當作革命性的象徵。這種說法當
然有可取之處，只是一日更深入涉及哥府尼的思維取向時， 1E 反褒貶的意見就不－－－

-

而足 （ o 例如，當代英國史家巴特費爾德（ Herbert Butterfield ）在所著的《近代科
學之起源》（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里，便直言不諱的指出哥臼尼的「保
守」’其新說純粹基於信仰，篤信天主所創造的宇宙天體，應該非常簡美，可以用
正闢形的數學觀念來描述。（註九）換句話說，哥白尼的科學理論並非建構在觀察
或實驗的基礎之上。巴特費爾德對哥白尼的評論，應該是正確的，不致於引起重大

的爭論。然而，筆者以為他的論點尚有個得質疑之處。按巴特費爾德本人的認失﹝！取

向，應屬於新觀念論（ neo-

「理念」（ idea ）等處著于以及角平釋！幫史的變遷 0

（註十）當他強調哥自 f己的保守主

義時，表面上似乎！璽低了哥白尼在科學史土的成就，其實卻突顯 f 改變科學史發展
的是用念，而.：ft: 外在的任何物質、經濟、社會的因素。巴特費爾德這本科學史屬於
新觀念論的－己之見，掌握這點核心，我們便不難理解他為忽略f 物質純濟方 l 面的

因素 F

0

近代科學的發展與觀察、實驗有密切的關係，至今成為公認的事實，沒有再申

論的必要，所以連巴特費爾德在書中也大談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對生用學的貢獻。

不過，巴特費爾德忽略了以肉眼觀察外在世界所達的極限，更沒有注意到玻璃正日
漸發揮在視覺和思維上的故果。

以卡列舉 一些簡單的例證說明。伽利略（ GalilesGililei ）喜好觀察與實驗，是
他標準的近代 科學家。人們常說，伽利略因觀察天體，而誰明了哥臼 「己的學說﹔言

T 之意，似乎 伽利略只是位實驗之徒。其實，我們應注意，兩人的結 論雖然協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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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但一位是靠信仰推理而來的，一位是依觀察實證而得的﹔兩種思維取向完全背
離。還有，伽利略的觀察，是靠自製的望遠鏡，以放大三十倍功效的透鏡完成的。
設想那時代要是缺乏玻璃，沒有光學知識，伽利略可能只好「乾瞪眼」了。同樣的
道理，當望遠鏡的鏡片使人觀察的距離得以延伸的時候，另司垂直竟什卻相反地使人

觀察的更細微精密，那就是虎克（ Robert Hooke ）所使用的顯微鏡了。
望遠鏡與顯微鏡的效用儘管相反，然而這兩種儀器都利用了玻璃的光學原理，

試圖擴張人們肉眼的極限，可見其物質材料始終寸素，其忠維取向也維持不變。五
百年來這兩種儀器如果有何演變的話，只不過是越來越精巧而已。二十世紀末葉科

學家所使用的太空望遠鏡和電子顯微鏡也都是透過鏡片、觀看世界的東西！
近代西方人士除一了應用玻璃的光學性能，也善用其透明性以達觀看的故果。由
無色透明的玻璃可以製成瓶、罐、管、杆，（共化學實驗。十六世紀時，問方各門科
學突飛猛進，然而化學卻遲滯不進。巴特費爾德認為這是因為「燃素論」

( phlogeston ）引導學者誤入歧途，阻礙化學的成長。（ g主十－）處f咱這個問題，他
也是以某種「理念」為主要原因，這是他習慣的思維方式﹔應用在化學史上，筆者
不敢置可杏，妄下斷言。不過，在本文裡’我們所關注的焦點，並非何以化學曾經

－皮海後其它學門，而是玻璃製造的瓶瓶罐罐在實驗室中的地位。設想如果沒有這

些透明的物品及其表面上的對︱度，人們大概只能強調經驗和想像的能力，而不是觀

看之道了。
人類史上有訐多事情實在難以用單一原因來 [r1］答。例如，透視法（ perspective)
的起源為何發生在十四、十五世紀的義大利？史書上儘管記載：勃魯 1＇，！子︱！斯基發
現透視法的數學原理，馬薩喬將透視法應用到給畫中，佩魯齊採用透視布~~設計舞

台－還有達文西（ Leonold da Vinci ）也勤練素摘，以透視法切入各種事物與生命的
真實面，但是，沒有任何作者回答， 1可以透視法在這個時候應運而生？並且成為近

代同方藝術創作的主流？筆者在此並無意立 F 宏願即要lj 回答上述的題，然而只想提

供三點意見，以供參考。
第→透視法與望遠鏡、顯微鏡、透明玻璃（瓶罐）大約同時在內方出現。這
里所謂的西方 ，如果以城市為基點的話，那就是由威尼斯北方經維 也納、布拉格到

柏林所連成的 一條線以西的歐洲。這個地區近五百年來的社會與文化 具釘相當程度
的同質性。我 們發現，近幾百年來從這個地區開始，人們把玻璃的 「透明性」及
「觀看之道」 充 分發揮出來﹔在這個地區之外，即使有玻璃材料，也 未能盡用這兩
種與思納有關 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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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玻璃和近代西方社會與文化既然有整體性的互動關係，所以絕對不可以

採用分析法，企圖得到通則性的因果律，否則必然掛一而漏萬。相反地，採用誰釋
性的敘述法，反而比較可能闡明這種整體性的變動現象，不過，這需要以一本專著

的篇幅才能善盡全功。本文在此僅先借用德國思想家史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的說法。他在其名著《西方的沒落》（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里，以「浮士德的
靈魂」象徵西元一千年來的西方文化。他從窗戶的建築感受到「浮士德靈魂」蘊藏
「一種從內部掙向無窮的意志」 O

（註十二）這種無限延伸的力量正是西方人企圖從

玻璃材料上尋獲的。幾百年來，雍遠鏡的功能不斷加強，顯微鏡的放大倍數不斷增

加，這不都是以玻璃透鏡協助「靈魂之窗」掙向無窮的表現嗎？另外，以人類為觀

看主體，不斷增進透明度，認清宇宙世界，這種主客分立的思維方式也是西方文化
的特質。本文無意宣揚史賓格勒式的認知取！旬，但他的敏銳直覺，有時候更能掌握

整體文化和社會的特質，可見任何認知取向總或有獨到之處，大可不必因為史賓格

勒的玄想就不屑於一顧。

第三，任何事體都是正反相依相成。當西方人士發揮玻璃的透明性和觀看之

道，得以認清許多客觀世界時，反過來，西方人也變成了客體，易位為受別人觀看
或監視的對象。當代英國史家湯尼（ R.H. Tawney ）曾經指出，西元十六、十七世
紀之際，喀爾文 (John Calvin ）及其領導的教派，要求每個信徒心靈清澈無瑕，不
論公私生活都不得違反教規。為了這種理想的臻致，喀爾文甚至要求日內瓦

(Geneva ）的住戶，都不得懸掛窗簾，連自紗蕾絲也在禁止之內，因為這樣教會才

能時時刻刻監視室內的行為。湯尼說，喀爾文把日內瓦變成了「玻璃之城」（ a city

of glass ）。（註十三）由此可見，玻璃與西方思維的關係也有負作用、傷及人性的
一面。

多元文化中的玻璃
十七世紀中葉以後，西方社會與文化的中心逐漸轉移到西歐。英、法兩國的經
濟蒸蒸日上，國力遠及海外各殖民地。通常史書討論啟蒙運動，往往將之當作學術

思想上的成就，以及東西文化優劣消長的轉換點﹔其實，也應該重視當時工商業的
發展與思想文 化之間的關係。這不僅僅是量的問題，同時也是質的 問 題。因為啟蒙

運動的思維取 向本質上仍然繼承前幾百年的模式。啟蒙運動既可以 當 作歷史上的某
個時段，負有 承先啟後的意義，也可以當作西方主流的文化，從十 九世紀到今日仍
然居主導性的地位﹔雖然有各種反啟蒙的浪潮，啟蒙的傳統仍然迄立 不搖。如果我

們以「工商社會 一 玻璃工藝技術與其產品 一 透明視覺 一 思維取向 」 為 一環狀鏈鎖，

城棚近代西方人文是維 ο

似乎可以道盡近代西方不少的特質。

j去王路易十四（ Luuis XIV ）時代，法國的學術與經濟突飛猛進。西元一六六
六年創立的科學研究院（ The Acadeniy of Sciences ），除了獎勵學術研究，同時也配
合工業發展的政策。總長科爾伯特（ jean Bapteste Colbert ）在任內，還成立了訐多
王家的工廠，以便開源，提升中央政府的財富。其中之一，便是由威尼斯挖角，請
來，批製造玻璃的技工，在巴黎附近建廠。可想而知，此時的威尼斯和義大利各城
市已喪失昔日的光芒﹔取而代之的，是巴黎和凡爾賽宮（

Versailles ）。這種巴洛克

式、富麗堂皇的建築，長期以來成為歐洲宮殿模仿的對象。凡爾賽明鏡殿襄懸垂一
排巨型吊燈，燭光先直射在立體多邊的玻璃墜片上，閃爍發亮，相互輝映，而後整
！主吊燈又映象在兩旁牆壁的鏡面上，不僅亮度加倍增添，同時也延長室內的縱深。

十七、十八世紀之際，蠟燭的價格之於一般平民仍然屬於奢侈品﹔每當夜暮低垂，
從明鏡殿襄向外放射出來的光輝，對周遭四周而言，可說是另一種「啟蒙」的象

徵 c
用 c

,,

enlighten ＂這個動詞的本意就是照耀、有光﹔有了光人們的視覺才能發生作
《聖經》＜創世紀＞裡，一開始便記載著：「天主說『有光叭就有光。」由

此可見，營造光明是多麼重要。只不過《聖經》時代里，人們篤信光來自於神，如
今啟蒙人士卻創造屬於自己的光。這又好比這個時期貴族紳、中產人士家中的座鐘

或立鐘一樣，每隔數十分鐘，叮噹傳出來的聲音，絲毫沒有宗教的意味，純粹屬於

社交性的了。
一般人討論啟蒙思想的本質峙，不外乎強調以「理智」為本的思維取向，以及

尋求放諸四海而階準的通則（ natural laws 或 universal laws ）。這種見解如果不以偏
蓋全，應該沒有什麼爭議的。然而，我們何妨再增添「光、透明或視覺」這項特質

呢？因為從這個時期以來，「眼見為真」（ seeing is believing ）已漸成為眾人的信
條 c 掌握這個特質，我們才能迎刃而解「觀察」與「實證」何以在西方思維中扮演

如此重要的地位。同時，也從這個特質，我們才能明暸「浮士德的靈魂」比以前更
活躍，那股「由內外向無限延伸的意志」一直有增無減。
十九世紀這一百年里，西方美術界曾出現印象主義，強調透視法和天然光線的
變化。這並非少數藝術家的一時之興，更不是歷史的偶然。社會文化的趨勢

( tendencies ） 總 是整體進化的，不是單一因果論可以解說清楚的。 所 以，當有人以
彩筆紀錄大自 然剎那間的印象時，也有人玩弄透鏡與視覺光線之間的趣味關係，巧
思照相和電影 的儀器構造，捕捉自然與人世間的種種真實圖象。一直 到二十世紀，
所謂新寫實主 義、直接電影以及新聞紀錄等，都是順著這種趨勢具體而微的表現。

商方人的確曾經 一陣子十分得意自豪 ， 以為真正掌握 了 時代的趨勢和社會文化的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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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因而有一八五一年舉辦的水晶宮博覽會（ the C1γstal

Palace

Exibition ）。當年在

倫敦的主要展覽會場，除了鋼架之外，還採用巨輻的透明玻璃，所以美其名曰水晶
宮。這次博覽會主要展示各種新型重機械，都是用來生產機器的機器，換句話說，
這好像向世人宣示各類工商產品將加速且加倍不斷增產。這也難怪許多史書以這次

博覽會象徵工業資本社會的勝利。玻璃建造的水晶宮正如同皇冠上的鑽石一樣，代

表了維多利亞女皇時代的繁華和高傲。
二十世紀下半葉，最能象徵「工商杜會一玻璃一透明視覺一思維取向」這條鏈

鎖的，可能就是聳立在大城市裡的玻璃雌幕摩天大樓。現代化大樓的外型，從遠處

看幾乎都與英文字母中的「 I 」（大寫的）一樣。「 I J 就是「我」的意思。那一
棟一棟的「我」，憑著雄厚財力，不斷往上延伸，充分展現了「浮士德的靈魂」 O 有
些大樓的外觀一律採用玻璃建材，白領階級生活其問，由內往外遙望，展現一片
「視野」（ view ），就正面意義而言是種美感﹔然而，就負面而言，可能只是種快

感，只滿足「浮士德靈魂」那種外向、不斷「侵略的」（ aggressive ）慾念而已。如
果往戶外街道上眺望著大樓時，玻璃雌幕並非透明的，人們只能看見附近建築和白

雲青天的映象，以及感受到玻璃特有的冰冷（ cool ）質感。馬克思批判資本社會的

疏離感（ alienation ），或許玻璃摩天大樓最具代表了。

美國紐約州水牛城（ Buffalo ）有座馳名世界的現代美術館（ Aebright-knox-Art

Gallery ）。館內典藏一件雕塑品，或者更正確的說，是間「玻璃屋」。這間玻璃屋由
許多大約一尺見方的玻璃鏡片建造而成，呈立方體，襄襄外外全是鏡片，沒有其它
材料。參觀欣賞的人需依規定排隊，每次兩個人，一律脫鞋才能入內。玻璃片內上
下左右六面牆全是一尺見方的鏡片整整齊齊的，中間只放著一個四方桌和兩張椅
子，也是由玻璃製成的。一到屋內，首先使人感受某種莫名的趣味性，環顧四周到

處都是自己。然而，從這些無限複製影印（ copy ）的自我，馬上聯想到世間的直覺
和虛幻。我不曉得原作者的創意是什麼？但一股冰冷的、真偽莫辨的感受默默湧向

心頭。尤其當玻璃屋外的守護說：「兩分鐘到了，該出來了」，不免又增添了－ f重
心情，似乎說「輪到我了，就走進去﹔時間到了，就得出來」。這個世界在有限的
時間內，就這麼來去走一趟嗎？！

藉著玻璃的 透明性，人們得以向外觀看，同時他人也可以看我， 注視我、監視
我，各種正反 意義、利害關係，全憑人們如何使用。二十世紀是個大起大落、變化
節奏強烈的時 代 ，也是個朝向多元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時代。玻璃已經和大眾生活緊

密的結合在一起 ，也與人們的「視覺一思維」息息相關。我們已經很難想像一個缺
少玻璃的世界 ？然而 ， 玻璃在被利用之餘 ， 也受到修理 、 改製和批判 。

玻璃與近個方人夫是稚。
不曉得何人首先發明了毛玻璃？顯然，這種材料有意消除玻璃的透明度﹔以毛
玻璃當竅戶，有隔間保障隱私的作用。近幾年，電視新聞訪問錄音為了保護受害人

（尤其女性）免得遭受二次傷害，往往隔著一片毛玻璃，若隱若現的，只聞其聲。
新聞記者的處理手法基本上無可厚非﹔不過，廣大的閱聽者可曾考慮，毛玻璃背後
的論述者所傾訴的一定都是真實的嗎？有人故佈疑陣，以「毛玻璃的論述」騙取閱
聽者的同情心和戒心，贏得說服力。社會上其實有不少廣義的「毛玻璃的論述」’

面對這種現象，閱聽者又不能要求「有光」、「視覺」，那又應如何處理呢？

一九二八年，西班牙名導演布紐爾與畫家達利合作，拍製短片「安達魯之犬」

(Un Chien Andalou ）。這部公認為超現實主義的經典作品。影片一開始，便有「以
刺刀割傷女子眼球」的特寫，這個鏡頭已經留名電影的青史。因為這一刀否定了

「眼見為真」那旬名言。布紐爾以鏡頭拍製電影，供人觀賞，當然並非教人閉上眼
睛，放棄視覺。只不過這一刀卻狠狠地斬斷了「工商社會一玻璃一透明視覺一思維

取向」這條鏈鎖。細心觀看布紐爾歷年來的新片以及他的《自傳》，便可以暸解他
的創作心意。（註十四）布紐爾以這一刀警告世人不能只看表象，並主張採用個人

的心境、直覺的思維，接觸宇宙人世的真實面。他澈底地反啟蒙，反對五百年來近
代西方的思維取向，然而，他並非企圖重返哥白尼以信仰為中心的時代。布紐爾一

生不斷「否定」（ negate 卜叛逆，是個屬於二十世紀的永遠的左派。
玻璃與近代西方有特殊的連帶關係，當世上有些地區在缺少玻璃的時代，便無

法處處施展「透明觀看的思維取向」。所以在武俠小說裡，常常有類似這樣的記載：
（蒸）跳下息來，壓拳腳步聲，走到西方的窗前。閉氣浮了一會，然法
用措甲沾點口液，輕輕的將窗紙刮成了一 1囝， I 、窟禮，向農一望。．．

（言主十五）

面對類似以上的情節，人們要不是靠偷窺，只好憑經驗、想像或者所謂的體驗

了。這些長期思維的習慣承下來，到了今天，即使工商業發達，有了玻璃產品，不
過，面對透明的玻璃杯中，大約兩指寬的陳年白蘭地，有多少人懂得觀賞其唬珀般

美麗的色澤？ 卻像從前使用陶瓷的酒瓶酒杯毫飲一樣大口」喝，享 受乾杯「體驗」

的美感。
貿易來往互通有無，文化交流可以促進世界各地的同質性。然而 ，不同社會文

化使用某種物 質 材料峙，往往有不同的取向。從玻璃反映了近代西方 人文思維取向
的一大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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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第二集（台北：聯經，一九九0 ），頁一二一。
（註二）：同上，頁一二九。

（註三）

: Robert Raymond Out of the Fiery Furance, The Impat of Metals o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South Melbourne: The Macmillan Company of
Australia PTY Ltd, 1984) ,P. 7 。
（註四）：參見劉其偉，＜中國古籍中的夜光璧和琉璃珠＞，《藝術家雜誌》（一九

九一年十一月），頁一七四一一七八及＜印度與中國的古代琉璃珠＞，
《藝術家雜誌》（一九九二年三月），頁二八四一二八五。
（註五）

: Chloe Zerwick, A Short History of Glass ( COrning, N.Y.: The Coarning

Museum of Glass, 1980) ,p.12 。
（註六）

: Ibid p.21 。

（註七）：參見 Charles Homer Haskins,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clniversity Press, 1971 ）。
（音主 J\)

: Zeruick, A Short History of Glass, p.45 。

（註九）

: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Origins of Modem Science‘ 1300-1800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Ch. II

0

（註十）：參見周樑楷，＜卡耳及巴特蒙爾德史學理論之比較＞’錄於《近代歐洲
史家及史學思想》，周樑楷著（台北：唐山，一九九 0 ），頁七五一一一
。

（註十一）

: Butterfield, The Origins of Modem Science Ch.XI 。

（註十二）：史賓格勒，《西方的沒落》，陳曉林譯（台北：華新，一九七五），頁
一一」干

一一二二／＼。

（註十三）

: 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63 ) , p.103 。
（註十四）：參 見路易斯﹒布紐爾，《布紐爾自傳》，劉森堯譯（台北 ：達流，一九

八九）。
（詳一←石﹜

：平 ffi' 膚，何瞌睡自崙耳，笛一冊（合作！瞬紹），百一石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