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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設，凡此種種，孫中山不是沒有自己

的過失，作為領袖人物，至少是處理失

當。民國肇建以後直至護法戰爭，孫中

山也不是沒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如

果因此就斷言孫中山「一無是處」，我

卻期期以為不可。

我們總是說辛亥革命是舊民主主

義革命，其失敗實為必然。但是新民主

主義革命畢竟是在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基

礎上產生的，應該說前者就是後者的繼

續。顯而易見，「五四」時期標榜的民

主與科學兩大課題，辛亥革命時期不僅

早已提出，而且還進行過熱烈廣泛的討

論，實際上已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提

供必要鋪墊，也為又一輪偉大思想解放

潮流啟開了閘門。評價偉大歷史人物，

主要應客觀考察他比前人多做了哪些工

作，對社會進步有多少推動；而不是專

門挑剔他比後人少做了哪些工作，比現

今有哪些不足。我歷來提倡治史必須

「設身處地」，然後才談得上「知人論

世」。 
甚至展望未來百年，面臨國際國

內諸多新的嚴酷問題，我們也還可以從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遺產中取得借鑒並汲

取智慧。譬如應對全球化的洶湧浪潮，

孫中山早就未雨綢繆。他在晚年極其關

心未來世局的變化，如「王道」、「霸

道」的抉擇，「民族主義」與「世界主

義」的關聯，都有許多深刻的前瞻性的

探究，堪稱與現今後現代的「全球地方

關係」（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

「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一脈

相通。孫中山從來都是「知行合一」，

他以「恢復中華」作為自己革命生涯的

發端，但是從來沒有把民族主義的範圍

局限於中華，更沒有以此作為最後的目

標。他認為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的基

礎，因為被壓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復民族

的自由平等，然後「才配得上講世界主

義」，也就是把自己的民族解放擴大為

實現整個人類解放的世界主義。

我在世界各地鑒賞他遺留的題詞，

好多都是「博愛」、「天下為公」、

「世界大同」，他既是中國人民偉大的

政治領袖，也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公民。

高風亮節，博大胸懷，堪為後世楷模。 
不僅孫中山存世時對他已有許多

不同評價，即使在身後也褒貶不一。只

有從來不大歡喜孫中山的張謇，倒是說

了幾句可以為多數人接受的公道話。

1925年他在南通追悼孫中山大會上說：

「若孫中山者，我總認為在歷史上確有

紀念之價值。其個人不貪財聚蓄，不自

諱短處，亦確可以矜式人民。今中山死

矣，其功其過，我國人以地方感受觀念

之別，大抵絕不能同。然能舉非常大事

人，苟非聖賢而賢哲為之左右，必有功

過互見之處。鄙人願我國人以公平之心

理、遠大之眼光對孫中山，勿愛其長而

護其短，勿恨其過而沒其功，為天下惜

人才，為萬世存正論！」

正如永遠也編不全《孫中山全集》

一樣，恐怕僅就如何評價問題也永遠說

不完孫中山。歷史本來就是如此複雜，

史學因此才呈現綿長。張謇不是歷史學

家，但其「知人論世」並不遜於歷史學

家。謹將這位企業家的建言，奉獻給現

今正在紀念辛亥百年的國人！（作者為

知名歷史學家、武漢華中師大前校長）

▓柯博文

2011年12月21日，美國國家錄音藝

術與科學學會（The National Academy of 
Recording Arts ＆ Science）把格萊美音

樂獎的Trustees Award 獎項，授予已故

的美國蘋果公司創辦人史提夫．賈伯斯

（Steve Jobs），以表彰他對音樂事業的

非凡貢獻。

行事極端，非黑即白

絕無灰色地帶

老賈（中文網站對賈伯斯的暱稱）

得這獎卻也當之無愧。他拯救了音樂產

業，也徹底改變了音樂市場。

在人們心目中，總以為老賈是電腦

人，創造了很多很酷的電腦，其實他不

僅推出機器，還用這些裝置改變世界。

創新發明業已不易，把發明普及市

場，帶動風潮，更不易。

前者需要作夢的能力，後者需要把

夢實現的能力。這兩者本質上是互相衝

突的，現在都放在老賈的大腦中，也造

就了他超古怪的個性。在老賈享年56歲
的短暫人生中，靠獨特的品味來評價萬

物，靠一己之直覺來衡量是非，事事極

端，非黑即白，非好即壞，絕沒有灰色

自古天才多怪異
    從來英雄不享年

賈伯斯的極端人生

地帶。

這種不尋常的怪，讓他身後名比生

前的要好很多。傳奇永遠比真實來的引

人。真實的老賈在活著的時候，喜歡他

的人，只有蘋果粉絲，除外，很少。他

▲正體中文版《賈伯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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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事、朋友，敬而遠之。更多人一提

他就罵。

他脾氣怪、個性怪、生活習慣怪，

甚至到他罹患胰臟癌，面對生死大關時

的反應，都怪。

他讀中學時開始吃素，而且偏食，

譬如一陣子猛吃蘋果，邊吃邊說蘋果多

好多營養，然後，突然說蘋果不好，就

不吃了，又開始大量吃鰐梨。後來雖

然吃一些魚，但這種習慣，卻一輩子不

改。

他結婚後，有時請朋友到家吃飯，

去吃過的人說，要早吃、快吃，趁外面

的餐廳還沒打烊就閃，不然會餓肚子。

喜怒哀樂，反應強烈

端靠直覺評價

當2003年10月，他意外發現罹患胰

臟癌時，他第一時間並未尋求現代的醫

療，而是相信非正統療法，吃草藥、大

量吃素，尤其是胡蘿蔔，甚至找靈媒，

直到九個月後才動手術。

他罹患的胰臟癌，是一種生長較

緩慢，宜於手術切除並治癒的胰腺神經

內分泌瘤，醫生要他立刻治療，他未理

會。因他直覺討厭別人給他開膛剖腹。

2004年7月31日他終於住院動手術，

可惜，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肝。

如果他能立刻切除，癒後要樂觀

得多。但要他放棄直覺，那就不是老賈

了。

他一生中，往往都如此，喜怒哀

樂，反應強烈。拿兩個品質無差的梨給

他，他會說一個好吃極了，另一個難吃

得無法入口。對食物如此，對萬事萬物

也如此，包括人。不是極好、極漂亮、

極聰明，就是極壞、極醜陋、極愚蠢。

對於他認為不行的人、事、物，動作直

率、粗暴，絕不掩飾。

你如不對他眼，你還沒開口說話，

他就認為你是笨蛋，毫不留情，用辭苛

刻。被罵的人，恨他入骨。他又絕頂聰

明，和他共事，當然極難。

絕頂聰明，厭惡笨蛋

罵人毫不留情

他說，他愛罵人的原因是只能和第

一流的人共事，無法容忍笨蛋。如果有

一個二流人物擠進來立足，那二流人物

很快就會引進三流人物，於是公司就會

充斥笨蛋。

可是他直覺並不可靠。他所認為的

一流人才和笨蛋，也會錯置。

1983年，他看中百事可樂執行長約

翰．斯卡利（John Sculley），視之為第

一流人才，延攬進蘋果公司，但斯卡利

並不如他心目所想，二人很快鬧翻。

斯卡利很會搞辦公室政變，而老

賈對此一竅不通，1985年，斯卡利聯合

討厭老賈的董事，開個會就把他踢出家

門。要知道蘋果公司可是老賈一手創辦

的，被蘋果開除，情何以堪？他雖然是

大股東，但被剝奪職位，就只剩股票，

什麼都不是。

1986年的蘋果股票還值錢，他出脫

一部分，用一千萬美元買下一個電腦製

作動畫的小公司 Pixar Images Computer，
簡稱「皮克斯」。他的品味注入皮克斯

後，把傳統的卡通，進化成老少咸宜

的動畫電影，譬如「玩具總動員（Toy 
Story）」，大受好評，連出三集，把皮

克斯推上巔峰。

老賈在2006年把皮克斯賣給迪斯

奈，售價高達26億。十年翻了260倍。

吹毛求疵，品味獨特

引領一代風騷

皮克斯的成功是老賈的品味成功。

他絕不是孤芳自賞的，他會推廣，在通

俗文化中放一異彩，成為科技產品潮流

的引領者。其他對手，等嗅出其中的商

機，苦苦追趕，但追不上了。

NeXT電腦公司的情形也差不多。

老賈離開蘋果後，雖然搞起電腦

動畫電影，脫不開電腦，但畢竟不是電

腦。他不能忘情電腦，很快又創立NeXT
公司，研發號稱領先時代五年的高效能

電腦NeXT。
老賈希望把NeXT作成立方體，以突

顯當時的科技感。於是他提出幾個很苛

刻的要求。

一是要手下的工程師，把所有的電

路，都放進一平方英尺大小的空間內。

這就是NeXT的尺寸，一平方英尺為底邊

的正立方體，不僅每一邊都是一平方英

尺，每個彎角也都是標準的90度，不能

多也不能少。

製造工程師說這不大可能，因為機

殼要由模具翻出來，模具的四角必須比

90度稍大那麼一點點，否則不容易把成

品磕出來，就像烘焙蛋糕，模子一定是

下小上大。

老賈不管這些，他就是要標準的90
度，不是90.01，也不是89.99。雖然工廠

還是給他生產出來，但成本很高。

二是機殼內外都要上黑漆。很多人

問他，機殼內除非工程師，使用者又看

不到，為何要上漆？讓成本漲一倍，他

說別人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

三是在電腦內部，都用閃亮的高級

螺絲釘來鎖緊電路，這也只有維修人員

拆開機殼才能看到。

老賈對品味之堅持，已到龜毛的

程度。跟他做事的人，幾乎沒人沒被他

吼過，很多新手，剛報到就劈頭一陣狂

罵，領教了新老闆的暴躁和粗魯。

愚蠢公司，笨蛋充斥

不創新就完蛋

老賈離開後，蘋果公司少了高品

味帶動的創新力量，雖然公司裡面沒人

再飆髒話罵人，但缺乏活力，沒事幹的

閒人一堆。1990年代的蘋果，大致上就

像老賈說的，一流人才都跑光了。斯卡

利唯一的創新，是掌上型電腦「牛頓

（Newton）」，卻很失敗。公司股價盤

跌，而且一年不如一年。斯卡利撐不下

去，走了，麥可．斯賓德勒（Michael 
Spindler）接任，他無法力挽狂瀾，只是

想如何把蘋果公司賣掉。他幹了三年，

蘋果沒賣成，自己走人。

1996年，阿梅里奧（Gil Amelio）走

馬上任，蘋果股票市值已跌不到6美元，

只剩它風光時的十分之一。他拿不出辦

法，唯一能作的是把老賈請回來。

老賈雖然混的不錯，但蘋果到底是

他的發祥地，阿梅里奧一開口，他就答

應，而且只支領年薪一美元。

1997年1月，老賈重返蘋果，不僅改

組了管理層，甚至把董事會也改組了。

可見他的聲勢之壯，責任也實在不輕。

老賈很有自信，他相信自己的直

覺，堅持自己的品味。他告訴董事會，

這就是他重振蘋果雄風的法寶。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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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講弄巧成拙，真是一點也不錯。

這個簡單的道理，讓老賈的極簡主

義設計風格，成為蘋果公司的經典，也

是現代工業設計的主流。

老賈重回蘋果後，所有產品，都依

據極簡原則來設計造型，巧妙的結合科

技和人文，操作簡便，一如外表，令人

讚嘆。

他不但推出好東西，還創新資訊乘

載工具，永遠改變媒體市場。音樂產業

最先改變。

20年前軟體界興起一陣壓縮風，能

把數位檔案壓縮的更小，可在儲存設備

裡裝下更多的資料。

1990年初，一群軟體高手發展出巧

妙方法，能把一部七十多分鐘的影片，

壓縮成不到1500個百萬位元，正好能裝

進兩張CD中，於是CD影片開始流行，

錄影帶逐漸被淘汰。

現在的中年人，應還記得當年由錄

影帶轉換到電影CD的歲月。製作電影

CD的壓縮規格，通稱為MPEG格式，簡

稱MPG，讀作「M-Peg」。

網路加持，盜版橫行

音樂人損失大

音樂也可有效壓縮。1993年研發的

MP3技術，可以把一首四分鐘的歌曲，

壓縮到只有3個百萬位元，這就厲害了，

▲賈伯斯翻轉蘋果公司四部曲：iPod、iPhone、iPad、MacBook Air。

的發展，果如他預期，靠自己獨特的品

味，帶給市場一連串的驚喜。

譬如他推崇雙手萬能，閒暇時，

經常盯著自己的手發呆，後來他推出

iPod、iPad、iPhone，從根本上把筆給扔

了，只靠手指操作。有手指，為什麼用

筆？

就這一個直覺，或者說他對雙手的

獨特品味，為蘋果公司創造了數百億美

元的利潤。沒有直覺和品味，創新從何

而來呢？ 

只會代工，不作研發

豈能不學老賈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要年輕人不要

學老賈，因為能學的部分只會學壞，他

的特點，你學不到。

我覺得現在台灣，還只會代工，不

作研發，縱使自創品牌，也只靠買他人

專利來活的環境中，摩里斯（註：張忠

謀的英文名子，業界的通稱）說的並不

錯，但要走創新的路，不走摩里斯式的

代工路，這話就不對。

老賈的特點，必須學。不要學他的

怪，學他的品味，學他的堅持品味，學

他的把品味落實於產品。

老賈的品味是他絲毫不會妥協的堅

持，決定了他發展市場的方向，決定了

他的人生，也決定了科技界的走向。

回顧老賈一生，他出生後就由普通

的美國中產之家收養，生長環境也很普

通，讀大學時迷上佛教，吃素，喜歡禪

宗，曾經跑到印度一年。他的品味，從

何而來？又如何領導團隊，設計出那麼

多藝術化高科技機器？

有兩件事似值描述。

第一件，他的父親有一雙很靈巧的

手，喜歡在家製作傢俱，有一回他造一

個衣櫥，告訴老賈，背面雖然看不到，

還是要用好木板來做，因為看不到不代

表它不存在。這件事對他影響很大，後

來他無論做人作事，設計任何機器，都

表裡如一。

第二件，他大學讀了一半就休學，

因為學費太貴，而他覺得能學到的很

少，不成比例。休學期間，他旁聽了一

門研究字體藝術的課，他非常用心的聽

講，後來他說，這門課對他有極大的啟

發，讓他體認到什麼是美。

這兩件都不特殊，每個人的一生，

通常都會碰上幾次這種令人深獲啟發的

時刻，但不見得就能培養多高的品味。

或許老賈受啟發時能頓悟。

寧缺勿濫，切忌瞎湊

極簡主義盛行

直覺隨品味而來，這讓老賈學會什

麼是寧缺勿濫。

他家中陳設簡單，尤其他的臥室，

除了地上的床墊、音響和落地檯燈外，

一無所有，原因就是他不願在身旁有任

何看不上眼的傢俱。

他把這個原理推廣到蘋果所有的產

品上，任何設計絕不多餘，絕不拖泥帶

水，寧缺勿濫的極至，就演變成二十世

紀末期盛行的「極簡主義」。

其實去學老賈的寧缺勿濫，就是一

個很好的切入點。

空白並非不美。在適當的地方點綴

一些適當物件，可以把空白變美，但是

再適當的物件，湊在一起，多了，除非

很有技巧的挑選排列，否則一定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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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d自2001年10月問市，一直生產

到今日，衍生六代機種。

瘋狂天才，改變世界

未來無限美好

當時美國音樂產業的兩大龍頭，

一是華納公司，另一是索尼（Sony）。

2002年1月，他們的CEO從美國東岸飛到

矽谷來見臭脾氣的老賈，談合作。老賈

把自己的構想說了，還告訴這些CEO：

歌曲要一首一首的賣，每首的售價為99
美分，蘋果公司提供行銷和平台，從中

抽成29美分，70美分歸音樂業者。

索尼公司認為條件太苛，無意合

作，就自己架平台來販售歌曲，結果

以關站收場。《PC World》雜誌直接以

「超級的愚蠢」來形容這網站，認為音

樂業者根本不知道消費者的需要。

華納和環球音樂同意老賈的條件，

老賈乃把iTunes平台擴大，成立iTunes網
路商店，販售音樂歌曲。這改變音樂市

場的一天是2003年4月28日。

99美分一首歌，有夠便宜，下載方

便快捷，品質又好，大受歡迎，6天內賣

掉100萬首。這個成績，吸引所有的唱片

公司，索尼亦不例外，和蘋果公司簽約

合作。

2 0 11年1 0月4日，蘋果公司宣布

iTunes的銷售總量是160億首歌曲，而且

成長愈來愈快。

老賈僅活了56歲，走了，留下的遺

產，卻逐漸在擴大影響，要把我們世界

變得無限美好。

iPad正在取代書和筆記本型電腦，

iPhone正在發展成萬能生活隨身機，而

SIRI聲控系統勢將顛覆家電，取代所有

開關和遙控器。

蘋果公司名言：「那些瘋狂到以

為可以改變世界的人，才真正能改變世

界。」這話是老賈的最好寫照。（作者

為本會會員）

▲2011年10月19日蘋果公司為賈伯斯舉辦追思會。

這樣的長度，可以在網路上傳遞，盜版

音樂乃橫行。聽眾固然快樂，但音樂人

卻很不快樂。

雪上加霜的是散播免費音樂的網站

在1999年開始出現，Napster、Gnutella、

Kazza等等，多不勝數，最旺的時候，全

世界有好幾億人加入為會員，互相交換

音樂，音樂業者一年損失數十億美元，

乃於2001年提告，美國法院在2003年判

決這些網站敗訴，必須撤站。

其實樂迷傳遞音樂，並非全然出於

免費。他們傳遞的是單首歌曲，而非一

整張唱片。唱片公司在灌製唱片時，一

片不會只灌一首熱門歌曲，而是搭配一

堆不暢銷的歌，所以消費者花好幾百元

買回一張有15首歌曲的唱片，往往只聽

其中一、兩隻歌曲。這固然浪費錢，但

更令人討厭的，是挑選愛聽歌曲時的麻

煩。無論黑膠還是雷射CD，播放設備都

不聰明。

雖然音樂業者勝訴，但消費者已養

成使用MP3聽音樂的習慣，沒網站也沒

關係，朋友間利用電郵交換歌曲，縱使

有人去買CD唱片，往往也把它轉成MP3
格式來聽，還可寄給親朋好友共享。

老賈敏銳的感覺到音樂市場的變

化，也精確的掌握到這股趨勢，他改變

業者的傳統心態，也改變聽眾的消費習

慣，結局是皆大歡喜，而他賺到錢。

老賈曾說，他本來可以不管盜版音

樂，不理音樂業者的死活，但是他無法

坐視掠奪智慧財產權的事件發生，因為

這會扼殺創意。一旦創意死了，創新的

人改行了，蘋果電腦也會玩不下去的。

所以老賈才出手。

老賈的厲害，不僅是在研發新技

術，更在整合市場。後者往往被忽略，

但卻是他人生戰場中最精采的部分。

無法防堵，改用疏導

老賈出手不凡

他知道對付盜版音樂的唯一辦法，

不是用法律防堵，而是提供一個合法的

管道，讓樂迷輕鬆取得高品質的音樂。

他花了兩年時間，分三部分來做。

第一步，他建立一個音樂平台

iTunes。

2001年1月10日，老賈在蘋果電腦

「舊金山Macworld Expo」推出新的軟體

平台，叫作iTunes，用來播放MP3音樂，

而且能管理你電腦中所有的MP3歌曲。

它根本不問你MP3的來路如何，還可在

蘋果電腦和微軟Windows下執行，推出

後很受歡迎。

第二步，老賈在這年10月，推出能

搭配的硬體，叫做iPod，是一款酷炫小

巧的隨身播放器，可以連接電腦用iTunes
編輯，也可以拔下來做隨身聽。

老賈在展示iPod時，把它放在牛仔

褲腰下小口袋中，以表現它的小。iPod
體積雖小，容量卻不小，可存放1000首
歌曲，售價也不低，399美元一個。市場

分析師批評它太貴，但卻賣翻了。老賈

的品味，再一次贏得市場認同。

iPod造型特殊而藝術，而且操控簡

易。它上面只有一個大轉盤，沒有按

鈕，任何人都能憑直覺來操作，幾分鐘

就能上手。這就充分表現了老賈的品

味：科技必須接合藝術與人性。這就是

蘋果公司的核心價值，也是老賈對蘋果

公司的堅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