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要內容：

超人歸來, 為何放棄 “ 美國方式”?
朱易

製作人為何要改 “
多人十分好奇的.

電影<<超人歸來>>果然大受歡迎,觀眾從歸來的超
人的一舉一動中,還是可以看到超人初來地球時的縮影,
因此, 無論是老觀眾, 還是新觀眾, 都十分享受.
老觀眾也發現歸來的超人, 與以前的超人的有許多
的不同.而最大的不同, 也許就是,歸來的超人放棄了所
謂的 “ 美國方式 ”.
以前的超人,其行事準則是, “ 真理,公義和美國
方式 ”. 超人所代表的是以美國價值為主軸的美式英
雄.當然, 觀眾眼中的超人, 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愛國主
義的美國英雄.
超人此番歸來,一改常態, 轉而遵行 “ 真理,公義
和良善 ”. 超人他在回答人們詢問他為何忙於救災救
難, 幫助世人時, 他的回答是, 因為他時時刻刻都可以
聽到來自世界各處的痛苦哭聲,他的同情心和向善心,驅
使他不得不投入 “ 一個人拯救世界 ”的使命當中, 而
無法置身 “ 世 ”外.
因此歸來的超人,不再是出於愛國情懷投入救助人
類的工作,而是出於良善, 而奉獻一己的力量.
歸來的超人為何要放棄 “ 美國方式 ”,或者說電影

美國方式 ”為 “ 良善 ”? 這是許

超人歸來的劇作家的解釋是,世界變了,已經與以前
的世界不一樣了,而實際上,超人本身就是外來人,因此
他來到地球上,不僅僅是為了美國價值和美國利益, 而
是為了地球上的每一個人和普世價值, 因此超人是國際
英雄, 而不僅僅只是個美國英雄.
一般認為, 電影公司著眼於全球市場, 著眼亍全球
的市場競爭力,當然不願意超人太過美國化,如果超人的
美國方式的色彩太濃,將會影響<<超人歸來>>在第三世
界國家的上座率.
其實,不僅僅是電影公司有這種國際化傾向,許多新
聞媒體也極力塗抹國際色彩,例如 CNN 有線電視, 就禁
止在新聞中使用 “外國”一詞, 從而顯示出 CNN 的國際
立場.這一切當然都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縮影.
保守人士對歸來的超人改變立場當然十分不滿, 他
們原本還指望借<<超人歸來>>宣傳 “ 保守價值 ”. 但
是電影公司著眼的是全球市場,而不是為了宣導保守價
值,
因此, 在<<超人歸來>>的後續影片中, 超人形象
的國際化色彩只會越來越濃烈. 經過此番 “ 全球

完大學，上技校；這種只有在經
濟大蕭條的時代發生的事，竟然
也出現在今日的台灣。
根據中央社報導：「台灣行政院勞委
會職訓局南區職訓中心，舉辦 95 年下半
年公費職前訓練班的開訓典禮」，這
是一則很平常的新聞，但是令人震驚
的是：「南訓中心表示，過去招訓對
象多半來自高中職及專科畢業生。這
次招訓的職前訓練班，從報名開始就
競爭激烈，人數比往年增加百分之二
十五，其中大學畢業生佔百分之五十

學畢業生參加而就是屬於個案，但是超過
百分之五十以上，就令人不知不覺的會懷
疑台灣高等教育是否出了問題？
再者，一流的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
的學生跑來觀光旅遊班參加培訓；他眼睛

五，錄取學員國立大學畢業生的比例也不
在少數。甫從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的
賴青貞表示，選擇南訓中心的觀光旅遊班
是為完成當導遊的夢想。」
為什麼四年大學畢業，頂著學士帽的
學生，跑來與高中職及專科畢業生，擠這
僅僅半年屬於技工級的職前訓練課程；難
道說四年的大學訓練，還趕上不半年的職
業訓練容易找事，如果說僅僅一、二位大

裡看見了什麼？ 當然是市場的需要。
自從中國大陸開放旅遊後，為香港、
澳門，甚至東南亞的泰國， 每天帶來大批
從中國來的旅遊人潮， 讓當地的旅遊業者
有賺不完錢的機會。如果， 有一天大陸與
台灣真正的直接三通， 人民來去自由，屆
時，旅遊業即刻會成為台灣熱門的行業，
就業者的寵兒， 為何不早做準備呢？
兩岸長期的對抗， 隔海相互叫罵，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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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超人必將在全球大受歡迎, 而成功的票房數字,
似乎己經證明了這一點.
被譽為論述經濟全球化的經典的<<地球是平的>>作
者, 是這樣比喻全球化的演變的.
他說, 當初他這樣教導小孩, 要珍惜飯菜,因為在
中國和印度,有許多人在挨餓. 如今他卻這樣教導他們:
要努力學習,因為在中國和印度, 有許多人要搶你的飯
碗.
這體現了一向宣導經濟全球化的美國, 開始覺得經
濟全球化不但帶來益處, 同時也會有隱患. 當人們看到
市場中充斥著外國貨, 而工作都被外包到了外國時, 自
然就會產生消極情緒,
保守人士曾認為, 全球化的普世價值, 必然是十分
美國化的, 但是, 歸來的超人的變化, 讓他們意識到,
全球化未必就是美國化, 這種憂慮, 發展下去, 就會形
成對生存的疑慮, 從而成為全球化的一種反動.
的確, 全球化最終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同時也改
變了人的世界觀. 超人從 “ 美國方式 ”, 轉換到人類
關懷的良善立場, 雖然是出於商業利益的驅使,但卻也
揭示出人類共同的價值觀的所在. 從這個意義上看, 這
個世界的確需要有這樣的 “ 超人 ”.

肉分離；但為政當局的政策，從來就無法
阻止百姓們的私下往來，另一則新聞更可
作為佐証：「台灣醫師到大陸一家位於湖
南長沙、斥資 30 億台幣興建，落成才半
年的的台資旺旺醫院。帶隊的李源德，當

兩岸猿聲啼不住
曾慶華
過 8 年台大院長，是台灣心臟內科權威、
心導管手術的專家。一起前往的，還有台
大前校長、小兒外科專家陳維昭、台大外
科副教授李威傑、退休教授呂鴻基，以及
神經、腎臟、心臟和胸腔科權威，一共 8
個人。」為大陸醫療事業做出貢獻，也為
自己找到事業的第二春。可見，不論政客
們如何鼓吹本土掛帥、台灣獨立，但百姓
要求很簡單，正如美國哲學家懷德海所

言：「生命的目的是生活，好好地生活，
並更好地生活。」
因此，不論是美國、大陸、台灣，何
處能好好地生活，那裡就是百姓心中的天
堂；不論任何政策，能過更好地生活，就
是百姓心中的德政；在這樣的前提
下，兩岸的分合之勢己經非常明顯，
它會隨著兩岸人民的交流與盼望，兩
岸經濟將會更趨向溶合，更因著經濟
的溶合必降低了兩岸政治上對立的情
勢，但百姓的心聲往往被政客們所忽
視，媒体也不會去加以報導。
事實上，現在連一點社會經驗都沒有的
學生， 都看到兩岸未來的走向是合而不
是分， 而醫生們更是用實際行動證明了
兩岸分合的走向； 但在政客口中，人們
聽到的仍然是另一種說辭， 難道他們連
老百姓都不如， 或是他們是別有居心。
但歷史的發展是不容人操縱的， 歷史
將按著歷史規律發展，正如詩云：「 兩
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己過萬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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