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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與中國關係的探討
——在歐洲建立文化軟實力的戰略思考
■ 梁燕城

摘 要：意大利原是歷史文化的古國，在

關係，在大方向上是美國的全球同盟，對

思想、文化與人民生活情調上，與中國有很多

中國有內在的抗拒。其思想均是西方主義

共通點。本文探討了意大利與中國可相通的特

(Occidentalism)者，以西方的自由、民主與

性，從而找尋在思想、文化與生活上，中國與意

資本主義文明最高代表，對中國不經由其

大利可以成為歐洲親密夥伴的有利條件。文

路而成功並不以為然。
第六大經濟體、第八大出口國，是僅次於

到中國發展有受其影響，而與中國更為關係密

德法的歐洲經濟強國。意大利是歐洲四大

切，向中國更為開放，並可使中國一帯一路的大

經濟體之一，也是八國集團及歐洲聯盟的

業，及中國文化軟實力，不但通到意大利，也將

成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意大利

由意大利通到歐洲。

是從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虛弱經濟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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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度工業化國家 [1]，其國際貿易與出口
金額位居世界領先地位。如今意大利經濟

意大利的戰略性

規模與英國經濟相當。
但意大利卻無意識形態上抗拒中國，

對中國來說，意大利具高度戰略性，

意大利並無西方主義的意識形態，要世界

因為從地緣來說，那是從南面進入歐洲的

跟從自己。意大利原是歷史文化的古國，

門戶，若能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在意大利建

在思想、文化與人民生活情調上，與中國

立橋頭堡，將可使中國與歐盟建立更多互

有很多共通點。本文即探討其與中國可相

信互惠的關係。英國脫歐以後，歐盟最大

通的特性，從而找尋在思想、文化與生活

的龍頭是德國和法國，這兩國雖然與中國

上，中國與意大利成為歐洲親密夥伴，成

友好，但純是因為中國可提供龐大市場，

為中國對歐盟的戰略。

有經濟利益，但在思想文化上，對中國文

古文明大國自古有交流

化價值及社會主義特色的體制是有排斥

中國與意大利(古代的羅馬)都是文明

義與民主理想，和中國的社會主義有一定

古國，中國與羅馬相隔甚遠，但卻彼此有

的距離。(德國)西德在冷戰期是抗共前線，

歷史記載，且都在尋找對方，而產生了交

東德曾由共產主義統治，兩德統一後至今

流。

對共產黨有敵意。兩國在意識形態上和

中國古代曾記載「海西」或「西海西」

中國仍是格格不入，友誼只是表面的利益

有大國「大秦」，如《後漢書·西域傳》、

３９

的。法國傳統是來自法國大革命的自由主

意大利原是歷史文化的古國，在思想、文化與人民生活情調

意大利品牌以建立中國品牌，將可使意大利感

上，與中國有很多共通點。中國與羅馬相隔甚遠，但卻彼此有歷史

意大利是歐盟的第三大經濟體、世界

記載，且都在尋找對方，而產生了交流。

章認為，戰略上與意大利品牌文化交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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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意大利交流，已有兩千年歷史，這是古代文明的和平交
往。那時代沒有冷戰，沒有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意大利人
回顧其歷史，對中國就無意識形態的抗拒。

文化中國

《晉書·四夷傳》及《北史·四夷傳》等，均

的故事」(Revelation of the Magi: The Lost

記載有大國「大秦」，位置「以在海西」，指

Ta l e of t h e W i s e M e n ' s J o u r n e y t o
Bethlehem )[4]。
該書內容講耶穌出生時，有東方智者
(又有譯為博士)來到耶路撒冷，再到伯利
恆朝拜，這些智者來自夏(Sh i r)國，Sh i r是
夏與絲字的合音，這國在世界極東之處，
在大洋之邊，蘭德爾認為這是指絲綢來源
之地，即中國。亞蘭文中智者(Magi)指「靜
禱者」，蘭德爾指出這不是如今一般所講
的魔術司及占星者。且記載其數目不是三
位，卻是十二位，甚至有一小兵團保護其向
西，尋找救贖主。至終到猶大地的耶路撒
泠與伯利恆。一般研究以耶穌在希律王死
前出生，即公元前五至四年，若這記載正
確，則在大約公元前四年左右。西漢哀帝
期間，已有中國靜修者(可能是道家)，進到
羅馬境內的小亞細亞(今土耳其)，經敘利
亞，而到猶大伯利恆。
據羅馬的記載，有中國使者到達羅馬
朝見大帝。羅馬歷史學家弗羅魯斯(Lucius

西海以西。日本學者宮崎市認為中國史籍
中的「西海」是地中海[2]，大致被學者指為
羅馬帝國或羅馬東部一帶。中國學者如王
國維、岑仲勉、余太山，歐美學術界如D.D.
Leslie及K. H. J. Gardiner等，均以大秦即
羅馬帝國本土。
東漢曾尋找大秦，建立關係，《後漢
書》記載：
和帝永元九年（公元九七年），都護班超
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
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
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
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
亡者」。英聞之乃止[3]即班超派甘英尋羅馬，未
得成功。

有關中國人到羅馬，最近有新的發
現，可能比甘英更早。奧克拉荷馬大學的
古聖經語言專家蘭德爾(Brent Landau)教
授，在梵蒂岡Vat. Syr. 162發現一份中世紀

岡，名《智者的啟示》。蘭德爾在哈佛的博

Annaeus Florus 74 AD–130AD)曾描述過
絲國的使者來羅馬朝見奧古斯都大帝：
絲國人……帶著寶石、珍珠及大象等禮品

士論文用七年時間翻譯及分析此抄本，該

進獻，通過他們四年的行程來證明對奧古斯都

文本用敘利亞的亞蘭文寫，是耶穌及早期

的尊崇 [5]。他們朝見的可能 是哈德良 大帝

基督徒在中東及 亞洲用的 語言，出書名

(Publius Aelius Hadrianus Augustus)。

東方智者的文本，是十八世紀一位收藏家
在土耳其修道院發現的抄本，交給梵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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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的啟示：失落的智者旅程到伯利恆

希臘和羅馬古代稱中國或中國一帶為

幫助，結交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思想家

Serica、Seres希臘文：Σῆρες），居於羅馬小
亞細亞(今土耳其)的史地學家斯特拉波

李贄、徐光啟等。一六○○年（萬曆二十八

（St rabo，前64/63–23），是最早提到絲國

行中西文化的深度交流。

年）到北京朝見萬曆帝。十多年在中國進

(Seres) 。公元一五○年托勒密Claud iu s

以上這些古國交往，可見中國與意大

Ptolemy《地理學指南》(Geography，拉丁
文Geographia )一書中有一世界地圖，展示

利交流，已有兩千年歷史，這是古代文明

出絲綢之地Serica及最東的絲國Sinae位於

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意大利人回顧其

帕米爾高原更遠的區域[7]。

歷史，對中國就無意識形態的抗拒。

[6]

的和平交往。那時代沒有冷戰，沒有共產

另一面，意大利人和中國人一樣，以古

羅馬帝國屬下的蒙奇兜訥(今譯為馬其頓)

遠歷史為自豪。意大利社會學家Giuseppe

地區遣使到東漢首都洛陽，向漢和帝進獻
禮物。漢和帝厚待兩國使者，賜給兩國國

De R it a指出，意大利人「相信自身是優越
的，因為他們有一種超越自我、連結到他

王代表最高榮譽的紫綬金印，表示了邦交

們背後的歷史。他們覺得在一切事上是更

上的極大誠意，這也是羅馬帝國與中國通

有智慧，更聰明，更好」[9]。這是與中國人

使交往的最早記載[8]。

共通的歷史文化自豪感。這共通點使雙方

年），羅馬帝國派遣出第一批特使抵達漢
朝。這些使者到達漢朝後以羅馬帝國國

更易貼近。

意大利經濟學與中國改革
中國近期鄧小平經濟改革成功，反思

禮物。安敦應是指羅馬五賢君之一馬爾庫

中國至今的成功發展，有些其它發展中的

斯·奧列里烏斯·安東尼·奧古斯都(Marcus

國家未有的因素，其中特色是「先使一部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使者們用
安東尼之名，譯為安敦，朝見漢朝皇帝。

份人富起來」，建立初步的部份人滿足，及

到元代，馬可·波羅（Ma rco Polo，又
譯馬可·孛羅、一二五四至一三二四年）經

國先進與落後地區能互補互助。

萬水千山到中國，於一二七五年抵達元上

步發展，發覺中國仍是貧窮落後，沿海剛

都（開平），隨後又抵達大都（北京）寫出

開始發展，經過七年從大城市到山區農村

《馬可·波羅遊記》(又稱《東方見聞錄》)。

觀察，到進入二十一世紀時，中國可分四

他的遊記讓歐洲人得以瞭解中亞和中國，

世界，第一世界是沿海大城市及特區城市，

對東西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十分繁榮；第二世界是內二線大城市，經

「全國一盤棋」，統合國內不同地區，使中
一九九四年筆者在中國觀察改革初

濟開始起步；第三世界是市鎮城，經濟躍

1552－1610）一五八二年（萬曆十年）抵澳
門，沿西江來到肇慶，後獲得兩廣總督郭

但未有建設；第四世界是山區農村，仍是

應聘和肇慶知府王泮的接待。利氏花了四

鄧小平改革要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

年研讀四書五經，練習書法，同期亦譯出

他說：「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

《幾何原本》，及繪製《與地山海全圖》，

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

將西方的數學及世界地理知識，贈送高官

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10]，就成功

及知識份子自己製作的天體儀、地球儀

建 立中國內的第一世界，而後從均衡原

和計時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一五九五年

則，先帶動第二世界成功改進，而終至第

（萬曆二十三年）去南京，通過瞿太素的

三、四個世界改進。這是一種特色的經濟

極度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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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意大利語：M a t t e o R i c c i ,

意大利人和中國人一樣，以古遠歷史為自豪。意大利人有一種超
越自我、連結到他們背後的歷史。這是與中國人共通的歷史文化自豪
感。這共通點使雙方更易貼近。

王安敦的名義向漢朝皇帝漢桓帝進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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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羅馬尋找中國，公元一○○年，

中國方面記載，在一六六年（延熹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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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 國」或「支 那」（拉丁 文：S i n a e、

文化中國

發展，其經濟理論與意大利經濟大師帕累

步，就是用社會主義法則，使一部份地區

托(Vilfredo Federico Damaso Pareto) 不謀

的富足，在全國推廣，惠及全國。鄧小平指

而合。

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在於做到全國

根據上世紀初意大利經濟與社會學

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13]。在全球

家 帕 累 托 ( P a r e t o) 的 帕 累 托 最 優法 則

來說，國家是弱肉強食，西方列強是第一、

(Pareto Optimality，或Pareto Efficiency)，
以資源配置的改進，是使整體中的部份先

二世界國家，掠奪第三、四世界資源。但在

改進，當一群固定的人，可分配一資源，從

下，通過「全國一盤棋」而使四世界互通、

一種分配狀態，轉變向另一狀態，最優的

互動、互助，而達至成功。

中國同具四個世界，在一個高效能政府

中國發展是實踐柏累托最優法則的後果，可以說是以中國經濟

４２

文化為主體，吸收意大利文化價值，應用在中國處境的一個成就。這

方面可能意大利方面仍未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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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是在沒有使任何參與者處境變壞的

全國一盤棋是社會主義整體策劃，只

前提下，至少使一參與者變得更好。經濟

要政府有高組織力，又能有效對付腐敗，

的繁榮發達就是用不斷朝帕累托最優改

則可帶來均衡發展。當百分之二十地區發

進的方法來實現。舉例說，如果雙方同意

達，即可調動其資源流向落後地區，使其

做一筆買賣，彼此都能獲利，而且不存在

增長。而落後地區又提供龐大人力資源，

負的外部性（使第三者受損），那麼促成這

供發達區發展。這是超過柏累托法則的成

種交易就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只要一個改

就。

進開始。當全體一些人改善境況，社會福

整體言之，中國發展是實踐柏累托最

利總量能上升，結果將帶動整體，逐步從

優法則的後果，可以說是以中國經濟文化

均衡發展，而使各方得改善。在某種經濟

為主體，吸收意大利文化價值，應用在中

境況下，如果可以通過適當的制度安排或

國處境的一個成就。這方面可能意大利方

交換，至少能提高一部分人的福利或滿足

面仍未注意的。若意大利政府和人民，知

程度，而不會降低所有其他人的福利或滿

道意大利經濟學家對中國的成功有貢獻，

[11]

足程度 。
帕累托提出帕累托法則( P a r e t o
Principle)，從數學測量努力與報酬的不平
衡，提出80/20的基準線，認為百分之二十
的投入和努力，可產生百分之八十的產出

意大利就不會有敵意或距離，而視中國為
文化與發展模式接近的國家。

意大利與中國均是多元一體國
家

與報酬。帕累托法則是指在任何大系統

意大利幅員不是很大，但卻有很多不

中，約百分之八十的結果是由該系統中約

同民族融入。據美國政治學者羅拔普特南

百分之二十的變數產生的。應該將時間花
於重要的少數問題上，因為掌握了這些重

(Robert Putnam) 對意大利二十個地區政
府的研究，意大利的版圖分出北中部和南

要的少數問題，你只花百分之二十的時間，

部兩大地域 [14]。中北部是活躍的公民社

即可取得百分之八十的成效。

會，較重民主，人民彼此互信，多參與社區

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應用這理論，去

和政治。南部則是階層社會，農民依附大

解釋中國的成功，指出中國能達至一加一

家族，心態仍是專制與封建，故成為黑手

大於二，先是中國特區發展，到沿海到浦

黨的土壤。普特南認為其差異來自中世紀

東，是以中國百分之二十地區，創造了百分

根源。

之八十財富，再用這百分之八十財富開發

古代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東南部，是

中西部，帶動另外百分之八十地區進步。

希臘城邦敘拉古（Sy r a cu se，又譯錫拉庫

這就是柏累托的最優法則[12]。

札）所控制。而如今位於拉布里亞地區、南

但鄧小平理論將柏累托法則推進一

美及至歐洲其它地區的意大利黑手黨名為

中，融入多個不同族裔、不同方言及不同

[15]

[16]

文化，但共用於文藝復興精神，建立以文

面，黑手 黨 又 與 阿拉伯 人有 關，中世 紀

藝復興文明來統一的文化共同體。是多元

八二七至一○九一年，阿拉伯人曾侵佔西

一體的文化強國。
中國是文明型的國家，多元一體，與

來自於西西里語mafiusu，根源是阿拉伯語

意大利的形態很一致。大家都無狹隘民族

中的mahyas或marfud，前者意指「具有侵

主義的偏執，重包容多於排斥，故很易與

略性的吹噓」。mafiusu在十九世紀西西里

意大利成為互相尊重與愛護的朋友，由此

的定義中，代表具有野心的、霸道的、自負

可打開與歐盟相通的大門。

[17]

而無畏的男子漢，也具驕傲之意 。有主
張認為黑手黨起源來自留在南部的阿拉伯

文藝復興與美學化的人生

裔人。一般認為阿拉伯文化影響南部意大

文藝復興的精神是回歸古典希臘羅

利，較為看低女性。此外，南部也曾被西班

馬的輝煌，精神有二，一是美的創作，氣勢

牙、諾曼第人控制。所以南部會見黑頭髮

磅礡而高美生動的透視法巨畫，恢宏有力

的阿拉伯後裔及金髮的諾曼底人後裔。

而漾溢情懷的雕塑，高崇寬廣而氣派典雅

至於北部意大利，在羅馬帝國崩潰

的建築，及深厚宏大而表達人生真情的詩

時，北部意大利有日爾曼人(Ge r ma n)、哥

歌等。核心是展示宇宙人生的崇高、完美

特人(Goth) 及隆巴德人(Lombard) 等侵

及生命困苦的克服。

入，十八至十九世紀奧地利人(Austrian) 控

二是人文主義，回歸希臘羅馬的古典

制北部。這些民族與文化來自歐洲北部的

世界，以人的體驗來表達人對自己、對上

日爾曼族，重系統與理性秩序，處理事情

帝、對自然的瞭解。人文主義者將中世紀

很守規則，與南部重感情與關係不同，大

經院哲學的形而上世界拉回現實生活，用

家的方言也不同。

人間的美善方式去彰顯天上的榮美，使

意大利北部於十四世紀分裂為多個

宗教與人間結合。文藝復興的學者與藝術

的城邦，其中最強大的幾個是米蘭、佛羅

家，認為通過精研古典精神，把它用於瞭

倫斯、比薩、錫耶納、熱那亞和威尼斯。這

解和表達宗教，是恢復基督精神本來價值

使意大利命定地進入多元世界，但又因城

的鑰匙。

邦的獨立經濟，蓬勃發展，建立了繁榮。這

意大利人大都信天主教，意大利天主

種城邦經濟的成功，可與中國的特區經濟

教的文化精神是超越向上，沉思默想上帝

比較研究，分別是當時意大利是各邦分裂

的美善，同時將美善在人間實現，就是愛

的，中國卻是由統一國家再分出特區。

人類、愛眾生、愛自然萬物，也要無止地服
侍愛護及尊重生命。意大利天主教代表人

元的，其共同點是什麼呢？對各多元不同
族裔來說，他們的共同歷史，不單是古羅

物就是亞西西的聖芳濟各(St. Francis of
Assisi，意大利語 San Francesco d'Assisi，

馬的輝煌文明，反而是他們曾共同打敗了

有譯聖法蘭西斯) 。其事蹟最為人樂道

羅馬帝國，後來開創了偉大的文藝復興。

的，是他與鳥兒交往，稱之為兄弟姊妹，並

此外，天主教總部梵蒂岡是意大利境內的

向鳥兒講道，如在La Ver na，眾鳥歡樂地

獨立小國，成為全球天主教的精神中心，

飛臨他，歡迎他 [18]。在Greccio有人帶來一

這是各族感到自豪的。

隻籠中的野兔，聖芳濟各將之釋放，它不

意大利與中國很接近，是文明型態的

斷跑回聖人身邊，聖人唯有走到樹林中，

４３

至今意大利是統一的，但構成卻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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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黑手黨(m a f i a)一詞，有研究認為是

文藝復興的精神是回歸古典希臘羅馬的輝煌，人文主義者將中

文，指英 雄、德 行 、勇敢 等。但 另一

本期特輯

根源。Nd r a n g h e t a一詞的字根來自希臘

世紀經院哲學的形而上世界拉回現實生活，用人間的美善方式去彰

國家，而非民族國家，在不算很大的版圖
顯天上的榮美，使宗教與人間結合。

「光榮會」（Nd rangheta），就是有希臘的

文化中國

使它自由 [19]。聖芳濟各不單愛眾生，也愛

3. 意大利人重視優閒與美食。據英

天地的一切事物，他稱太陽為弟兄，月亮
眾星為姊妹，風為弟兄，水為姊妹，火為弟

國記者John Hooper記述，他在意大利幾泛
帶文件去吃午餐，邊吃邊讀，卻被服務員

兄，地為母親，甚至「身體死亡姊妹」，他

要求停止，原來「午餐或任何進餐，是具神

[20]

為這一切讚美上帝 。這都模造著意大利

聖的事件，在桌前就應專注眼前的食物與

人的性格。

酒，及享受大家的交談」 [22]。在一九八六
年，意 大 利 飲 食 記 者貝特 立 尼 (C a r l o

化的特性，文藝復興文化是一種美學化的

Petrini) 發動「慢享飲食運動」(Slow Food

人生，將人對宇宙人生的理想化為藝術創
作，使意大利人生活總帶些藝術性。天主

Movement)，抗議在羅馬的西班牙廣場開
美國速食店，強調慢慢品嚐美味佳餚來享

教文化則講天地人親情，帶來愛護生命，

受生活，認為食品的滋味、美感只能在細

重視家庭關係的傳統。

嚼慢咽中體現，他們需保護傳統食品的製

意大利文化對社會與生活影響
1. 意大利人認為生命是神聖和寶貴
的，在一七八六年托斯卡納大公國(Grrand

意大利人因長遠文化積澱而成的宗教情橾，比其他西方國家

更重視家庭價值。意大利家庭常會幾代同堂，年青一代樂與上一代

４４

同住，家族親人連結性強。故意大利文化沒有走向太過個人主義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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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文化特色，可總結意大利文

作方式、保護生物和食物的多樣性及新鮮
性。並且由此保護地方傳統和文化 [23]。如
此尊重優閒，是意大利人將美學與宗教精
神落入生活中的文化特性。

Duchy of Tuscany) 就廢除死刑，是世界最
早。意大利在一九七八年開始合法人工流

而成的宗教情橾，使他們比其他西方國家

產，但在一九 八一年公投仍有近百分之

更重視家庭價值。據統計，百分之九三點

六十八的人反對，至今大多數醫院不實施

三意大利人認為家庭「非常重要」 [24]。主

墮胎手術，婦科醫生可出於良心而拒絕為

要原因在一八七○年統一之前，意大利長

人流手術執刀。根據一支援人工流產組織

期分裂，社會動蕩，政權的頻繁更迭，人追

的報告，二○一八年全意大利大概有百分

求在家庭中安定團結。在大家族中，團結

之七十醫生不肯執行這手術，在南部達百

和統一是必須遵守的信條，每一個家庭成

[21]

4. 意大利人重家庭，因長遠文化積澱

分之八十四 。這些醫生的良心決定，反

員都必須竭盡所能維護家庭的利益。意大

映意大利的宗教思想在文化上仍很有影

利家庭常會幾代同堂，年青一代樂與上一

響，認為胎兒在一開始形成時已成為人的

代同住，家族親人連結性強。故意大利文

生命，有人的靈魂，故視人工流產為殺生。

化沒有走向太過個人主義社會。

這可見意大利文化仍持守古典歐洲愛惜生

這些意大利文化特色與中國文化有

命的傳統，而不傾向西方的左翼激進自由

很多共通點，中國道家文化和藝術都有美

主義政治，至今意大利政治仍是中立偏右

學情懷，中國儒道宇宙觀亦講愛護生命，

或中立偏左主流，不能太激進。

在民間文化也有共通：

2. 意大利人重美學化的人生及宗教
傳統，故民間常慶祝各種傳統節期，除了
聖誕節、復活節及宗教節期慶典外，還有

1.中國文化重天地生生不息，愛護生
命。
2.中國人重節氣，在不同自然季節都

威尼斯面具嘉年華節(Venice Carnival) ，
托斯卡尼花車節(Viareggio Carnival)，比

有慶典，中國節期也有美學特質。

薩燈火節 (Candlelight Festive)，維洛那歌
劇節 (Verona Festival)等。節期間人民和

愛聊天。

孩子都穿彩色衣服游行，從古典文化與藝

節期遠方子女都回家吃飯。

術去表達人生的熱情與歡樂。

3.中國人珍惜優閒，嘗美食、品名茶、
4.中國人重視家庭，親人共住共席。
中國文化同樣沒有走向太過個人主

品牌「是一個名字、措辭、設計、符號，及

服務或質量，形成無形的商業定位。品牌

慮在精神文化更深的層次，及生活情調的

的特性是烙印，代表一個承諾，承諾是對

具體層次，建立中國的軟實力。

品質與質量的保證。
當人擁有品牌，代表擁有一個高貴的

一七年一至三月，意大利與中國的雙邊貨

符號，表示自己具有一種地位、身份及階

物貿易額一百一十點三億美元，增長百分

層性，同時品牌也有真實令人喜愛的地方，

之五點二。其中，意大利對中國出口百分之

是商品的品質具有特殊的風格與設計，使

三十二點六億美元，增長二十八點九。意大

人覺得擁有者有品味，投身去擁有品牌，

利從中國進口百分之七十七點七億美元，

不單代表身體暢順快感的回憶，也代表對

下降百分之二點三，佔其進口總額的百分

某種風格的高尚品味，前者是品牌象徵社

[25]

之七點一，下降百分之零點九個百分點 。

會地位，後者是品牌表現出的精神價值。

意大利是中國在歐盟的第五大交易夥伴，

一個成功的品牌往往成為一個社會

中國是意大利在亞洲的第一大交易夥伴，

文化的符號，象徵地位、身份、某種品味及

意大利也是中國在歐盟內第三大技術引

暢順幸福的感覺。在西方社會生活中，商

進來源國。意大利也支持及參與中國一帶

業品牌處處表現為各種符號，背後表達為

[26]

一路發展 。
在文化上意大利與中國也有很多有

某特定文化的意義和價值，超過商品的使
用價值以外[28]。

系統的文化交往。二○一○年十月至二○

意大利的品牌企業十份成功，如法拉

一二年二月，「中國文化年」活動在意大利

利車，這名車大都份是手工造成的，具有

成功舉辦。二○一○年十月，中意簽署協

極佳推進器與加速器系統的汽車，是高品

議，確定中國國家博物館同羅馬威尼斯宮

質跑車。然而法拉利的「符號」卻遠不止

國家博物館互設長期展館，近年來舉辦了

品質，更是這車的車主代表擁有大量財富

一系列高水準文物展。二○一四年六月，兩

和高級品味，是社會最高層而又有文化的

國文化部簽署《關於建立文化合作機制的

人。其特別之處，在縱使富二代或官二代駕

諒解備忘錄》，並於二○一七年二月舉辦

法拉利，也表示其文化和品味均高於其他

中意文化合作機制第一次全體會議。

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或暴發戶。法拉利品

中國對意大利的戰略，可建立更深
層文化交流，從軟實力去影嚮意大利與歐
洲，可考慮與意大利的品牌文化作深入交
流，建立中意品牌哲學與文化的交流。
品牌 ( B r a n d) 一 辭，來自古 挪威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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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上，據歐盟統計局統計，二○

一個成功的品牌往往成為一個社會文化的符號，在西方社會生

由於中意兩國有深厚歷史文化，須考

活中，商業品牌處處表現為各種符號，背後表達為某特定文化的意

是與眾不同」[27]。品牌就成為公司優勢的

義和價值，超過商品的使用價值以外。

其他的特色，去識別銷售者的貨品或服務

意大利品牌與中國意境

本期特輯

義社會，重關係多於個體。

牌成為一神話，代表擁有者擠身於成功者
的行列。
法拉利公司用躍馬的符號及車的形
象，使人見這客體的符號，而聯想到這些
品味，如此即成一有豐富意涵的符號。這

Brandr，指「燒灼」。原來中世紀的歐洲人
用燒烙方式標記家畜，表達與其他人家相

就成為一個品牌，品牌是由神話所構成。

區別的私有財產。手工藝匠人在自己的手

個意義網，如法拉利不單是車，而且配合

工藝品上烙下標記，成為最早的商標，使

一套其他產品，如衣服、帽子、筆記本等，

顧客得以識別產品的產地和生產者。那就

構成一種法拉利文化，代表車主的品味，

成 為 質 量 的 標 志。根 據 美 國 市 場 組 織

這是公司的品牌文化。品牌文化是在一更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的定義，

廣大的文化背景之下，如法拉利代表了意

符號的意義在時間發展中會形成一

４５

文化中國

大利文化的古典、精雅及科技，而意大利

境」，一是天人合一的「境界」。「意境」是

文化又在更大的歐洲文化，甚至西方文化

心靈對所見事物，產生融化冥合的體會。

所代表的先進與人生觀。

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記中」曾用「萬化
冥合」一詞，是指心靈與天地萬物的感應，

古奧德，少時在英國大酒店工作時，即注

產生物我界限消解體會，這是一種美學的

意到出入的商界貴人，其皮箱、手袋、衣

體會。當這美學經驗轉化為人生的修養，

著、皮鞋、珠寶配戴等，每一樣都代表了其

長恆浸淫在其中，成為生活的長期體悟，

地位及所屬階層，是一種氣派。當他創設

心靈與天地生生不息的創造力合一，使心

自己的皮製產品時，找尋到一種特別柔軟

靈體悟從自身的成見和迷執中釋放的自

的皮，用出色的設計，加上G G的品牌名

由，那就成為人生的「境界」。

稱，打入歐洲市場，再打入美國，在美國的

在中國，「意境」與「境界」只是一種

策略是使知名度高的人愛用，包括明星、

修養的「體悟」，不成為商品的「品味」，

政客、作家、媒體和企業大享等成為顧客，

也與品牌無關。當中國與意大利文化交往

並在時尚刊物中不經意地在名人身邊出

時，是否能吸納意大利品牌的建立方式，

現。一時人人模效，成為時尚的潮流文化，

來將中國的境界體悟，轉為商業的品牌，

使穿戴的人，代表了其可炫耀的氣派和身

其品味化為一種意境與境界呢？

價，與各名人同級，而得極大成就[29]。

中國的境界感悟，一是美學的「意境」，一是天人合一的「境

界」。當這美學經驗轉化為人生的修養，長恆浸淫在其中，成為生活

４６

的長期體悟，心靈與天地生生不息的創造力合一，那就成為人生的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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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大利另一品牌G uc ci，其創辦人

「境界體悟」與「高尚品味」的區分，

G u c c i品牌是滿足人品味喜好的特
色，有其高檔的皮革和時尚設計，給人感

在後者是以自我為中心，前者是以解脫自

性的刺激，並從感官可見的品質承諾中，

子夢為蝴蝶，翩然飛翔，醒來分不清是人

產生感情，也有所感悟，建立了象徵身份

夢化為蝴蝶，抑或蝴蝶夢化為人，是人與

的特殊文化。G uc ci的品牌已成為一個成

物冥化為一的意境。

我，使自我擴充向永恆無限為方向。如莊

功的神話，使擁有的人，感到自我的形象
得到提高和滿足。

劉錫禹曾言「境生象外」，象是指可見
的感覺世界景象，那是指意境超過了感覺

意大利的品牌文化，是一種高尚品味

所見，而成心靈的提升 [30]。從感覺超越而

的文化，品味是人對自我優越性及文化內

進入人生的深層感悟，形成一種超越感

涵性的肯定。

覺，而達與天地和人間共融的美善境界。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可參考意大利

如陳子昂詩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

高水準的品味文化，同時要發現中國傳統

者，念天地之悠悠，獨蒼然而涕下」[31]。這

哲理特性，化之為經濟產品。中國文化重

就是登城樓觀天地時，領悟宇宙之無盡。

一種超越自我的體驗，如見夕陽西下，深

這就是境界的體悟。

廣星空或滄海無際，或見名畫，雋雕的視
觀美感，或聞弦歌妙音的聽覺美感，或讀

由意境、境界到品牌，大約可有以下
的進程瞭解：

詩文辭章的玄思美感。這種體會與實用毫

1.從美學看，美原是來自人感性的感

無關係，為超越自我的體驗，為心靈反省

覺，這感覺通過回憶而成為人心靈的意

自然之美或人為藝術品時的一種釋放和自

象。

由體會，進一步與天地萬物有感應溝通，

2.若意象產生對宇宙人生真相的深層

產生永恆無限的感受。這已超出一般的感

體會，與萬化冥合，就是「意境」的美學體

悟，是進入了智慧的「領悟」，可稱為「境

會。

界之體悟」。
中國的境界 感 悟，一 是美學的「意

3.人經修養工夫使意境提升到天人合
一，自我超越到體悟宇宙與人性的美善，

「誠」既是「真實無妄」，具有真正善

生類似的體驗與回億，就可產生「價值符

的內涵，中國歷代的聖賢、英雄、隱者、正

號」，成為品牌。

氣者，都真誠活出其信念，均表現一種人
格高而美的境界，可稱為「誠善的美學」。

品牌文化的高尚品味，再融會中國哲理精

中國品牌若展示儒家的誠善美學，將

神的意境與境界，使物質產品具超物質及

可使消費者感應到聖賢及英雄生命的美

自我的精神，成為「價值符號」，創中國品

善，而感受自己表現較高的人格境界，擁

牌的特色，那將是中意文化交流與創作的

有商品可得到內在的喜悅與暢順。

高峰。
文化 人 類 學 家 列 倍 利 ( C l o t a i r e
Rapaille)是一市場專家，是多家全球大企
業CEO的私人顧問。他針對資本主義消費

建立中國品牌之實踐
在與意大利文化交往及吸納其精神
過程中，中國能否展示「純真意境」與「誠

社會中，提出「文化密碼」(culture code)的
理論，指出「文化密碼是通過我們成長的

善境界」的商業產品，成為品牌呢？實踐上

文化無意識地加給任何事物的意義，包括

1.投入初步資金，建立基本團隊，包

一輛汽車，一種食物，一個關係，甚至是

括中國哲學與美學學者、美學與科技的設

[32]

可有以下步驟建立中國的品牌：

一個國家」 ，他以文化密碼促進品牌，

計者、一流工藝及電腦技術師、一流廣告

實踐上非常有成效。

與宣傳的專家、最佳物料的管理與搜購專

中國發展 要建 立文化自信，須在美

家等，集思廣益構作中國品牌。

學上尋索自古儒 道 文化隱含的「文化密

2.研究瞭解意大利的品牌是如何開

碼」。 中國道家哲學的文化密碼，有寂天

始，如何運作，如何初步成功，如何推廣到

寞地的單純，獨立蒼茫的孤高，道遙自在

全球而成為國際品牌。由此吸納意大利建

的飛遊，而中國詩、畫、奇形木石、假山盆

立品牌的智慧及運作方式，作為中國品牌

景，均都表現為「純真的境界」。

的參考。

中國品牌若能表 達道家境界，商品

3.對意大利幾個品牌做歷史起源、發

須尋找人性與宇宙相往來的感悟，強調人

展狀態、宣傳方式及達至成就的方法研

天融合，萬物化入冥渺空靈中。將會使消

究，再派代表到意大利的品牌公司交流考

費者進入超感覺的意境，有出乎意外的領

察，寫下報告，再請專家對意大利文化如

悟，有形神俱喜樂的回味，那就可從中國

何化為商品作研究，並聘請海外熟習意大

境界中建立品牌的特質，而與西方品牌並

利文化的華人為顧問，全面掌握品牌建立

立。

與運作的團隊工程。
道家境界的特質，就是「真」，人的原

4.同期開始融資，預備大資金創作中

本純真，就是老子所言的嬰兒的原始淡泊

國品牌商品，按前期研究構作企業運作方

[33]

向，建立企業製作團隊。

。美學上表達宇宙的本真，展示的是一

種「意境」，人修養而回歸人性純真，所體

5.再由各方專家與顧問商討，設計一
系列商品，可展示「純真的美學意境」與

中 國 文化 另 一文化 密 碼 是 儒 家 的

「誠善的美學境界」等中國文化密碼，成

「誠」，誠的理念主要由《中庸》所提出。

為價值符號，配合新時代的美學設計，結

在《中庸》中「誠」是宇宙終極真實，也是

合傳統與後現代，創作有境界的品味特

４７

驗的是一種「純真的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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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前的商品發展，可吸納意大利

中國發展要建立文化自信，須在美學上尋索自古儒道文化隱

種客觀可感覺的形象或聲音，引發他人產

含的「文化密碼」。 中國道家哲學的文化密碼，有寂天寞地的單

「真實無妄」，是人性一切美善的根源。

純，獨立蒼茫的孤高，道遙自在的飛遊。

4.人將這體悟化為創作，將之變為某

人性的原初美善。朱熹解讀「誠」一詞，是

本期特輯

就體悟人生的「境界」。

文化中國

質，製定創作高水準品牌商品的方向和計
劃。
6.通過有系統的宣傳，及高價邀請中
外名人，如影視明星、球星、運動名人、社

[6]

會名人等採用，使商品不但帶有品味，且有
一種東方氣韻與意境，成為一種符號，擁

[7]

有者不單代表有錢，且可有文化智慧的氣
質。
7.按高意境、高境界這種中國品牌特

[8]

化的價值符號，初步推出市場，若能得初
步成功，使能與意大利品牌比美，則可進
入全球高規格的市場，建立傳統與後現代
融合的中國品牌。
戰略上與意大利品牌文化交流，參照
意大利品牌以建立中國品牌，將可使意大
利感到中國發展有受其影響，而與中國更
為關係密切，向中國更為開放，將可使中
國一帶一路的大業，及中國文化軟實力，

４８

中國品牌若展示儒家的誠善美學，將可使消費者感應到聖賢及英
雄生命的美善，而感受自己表現較高的人格境界，擁有商品可得到內
在的喜悅與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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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高品質高品味商品，代表了中國文

不但通到意大利，也將由意大利通到歐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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