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ge coach

Talking to yourself, and other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wisdom

智慧的導師
by FRANK BURES

跟自己對話，運用技巧來發展智慧
撰文：法蘭克‧布爾斯 Frank B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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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可以使他慢下來。
他告訴我：「人生不會停止，除非您不
再努力生活。」「而且不論您有多老，也不
管 您 身 體 有 多 殘 缺， 假 如 您 有 某 方 面 的 知
4/6/17
識，假如您的大腦仍在運作，那麼，您就還
有貢獻這個社會的能力。您總可以做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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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幫助別人。」
很多人有知識，但他們完全不設立目標。
人活著，機會完全是得靠自己創造的。
我曾經從歐提斯那裏收到一張便條，是
關於他寫的書──「如何準備年老的生活 ( 還
可 以 享 受 人 生 )」How to Prepare for Old Age
(Without Taking the Fun Out of Life)；裡面寫了
他對於變老的觀察，他還給了一些很實際的建
議。( 而且，他還從我在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專
欄裡的一些文章節錄了一些話下來。) 歐提斯
花了他大半人生的時間設計拉斯維斯的飯店，
到現在他在 LinkedIn 上還是很活躍；他在上
面分享了很多相關的文章，還提供免費的電話
諮詢。( 他最近才協助兩個前同事設計蘋果總
部的新餐廳大樓。) 最近他也接下了格倫戴爾
影展的董事職位。大部分的時間他專注於傳授
及回饋他的人生經驗及知識予社會。
歐提斯說：「很多住在老人之家的人士其
實完完全全有充足的能力，他們有知識，他們
有能力做事情；但他們完全不為自己設立新的
目標，也完全不計畫任何事。人活著，機會完
全是得靠自己創造的。假如您有某方面的知識
或長才，就去找可以用到您知識的人。我沒有
一天是白活著而不去幫助人，而我很享受這樣
的生活。」
歐提斯所說的就是心理學家艾瑞克‧艾
瑞克森 (Erik Erikson) 所提出的「傳承創新」
(generativity) 一詞的概念，意思是一個人將畢
生所學或自己的智慧貢獻給社會，傳承給下一
代，傳遞到未來。這對我們自己的生命後半段
很重要──在我們找到愛，找到工作，找到我
們自己的地位及自己的社會價值之後。養育
子女是一個方式，但可以做的其實更多，而
這全都有助於導向心理學家所說的永久幸福
感 (Eudemonic well-being) ──因人生在世上的
意義跟價值所得到的幸福感，與瞬時快樂感
(hedonic well-being) ──短時間內自身所感到
快樂的量有多少，是不同的。
有這樣大器想法的才能是優雅老去的其中
一個關鍵，但是很難達成，更別提要維持了。

( 我懷疑歐提斯是否一直都擁有這樣的想法。)
雖然還沒有一個精確的標準來界定一個人是否
擁有智慧；可是還有其他的能力，包括了認知
到自身知識的界線；能夠用別人的觀點來看待
事情；學會妥協；管理好自身的情緒；認知到
改變是無可避免的；體悟到有些事情會以不同
的形式發生。學者有時會界定智慧──仁慈、
有哲理，而且實際──而他們一致都認同智慧
並不等於智能。您可能很聰明，但您不見得擁
有智慧。
關於智慧，一個比較普遍的講法是智慧會
隨著年紀而增長。( 這種說法要向艾爾凡瑞茲
醫生致歉 ) 但事實上，智慧是隨著不一樣的文
化會有不一樣的變化的。幾年前，加拿大滑鐵
盧大學智慧與文化研究室的執行長艾格‧格羅
斯曼 Igor Grossmann 做了一個研究，結果顯示
美國人判斷是非及領悟的能力確實是隨著年紀
而增長，這其中包含包容了別人的觀點、知道
自身知識的侷限、知道妥協的重要性。但在日
本，這些能力從年輕到老年都維持一樣，因為
日本人甚至在年輕的時候就會使用這些能力。
格羅斯曼是少數研究智慧有無侷限的科學
家，他指出那些告訴您如何變得快樂及健康的
心靈成長類的書大部分都沒有數字的根據。
現在格羅斯曼跟其他的學者在收集一些數
據，看來我們對於智慧的假設大部分都會被推
翻吧。而另外一個被提出來的論點是，智慧其
實是一種品質，是人格特質，或者是某種我們
一但達成就不會失去的狀態。根據格羅斯曼的
說法，智慧是會隨狀態改變而顯現。
他說：「關於智慧，既定的信念是非黑
即白，沒有就不可能會有；有智慧的人，他
的智慧會一直存在；而我們大部分的人是沒
有那個智慧。」「但事實並不是這樣，事實
是我們每個人，依情況的不同，多少都會貢
獻 智 慧 出 來。 而 這 些 智 慧 的 展 現 是 有 變 數
的，事實上比起跟別人比較有多少智慧，變
數更多來自於自身的情況。舉例來說，您可
能可以在 A 情況充分展現智慧，但在 B 情況
卻變得完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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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很糟的消息，代表智慧並不可能
輕易獲得。但好消息是格羅斯曼以及其他學者
找到一些方法，讓我們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增
加我們的領悟力──透過「抽離自我意識」的
方式，或者說以一個旁觀者的觀點來看我們所
處的情況。而我們可以運用一些技巧來幫助自
己：試著對假想的 12 歲小孩解釋自己所處的
情況；或者是從一個小鳥的角度來觀想自我；
或者是以一個第三者的觀點檢視自己一番。
格羅斯曼說：「這些技巧讓人變得比較少
以自我為中心，而且對於助增進智慧是很有效
率的──像是在做重要決定前用第三人觀點問
問您自己。問自己：『法蘭克會怎麼做？』，
而不是『我會怎麼做？』。」
接下來的幾天，我就試著這麼做。一開
始可能會覺得有點怪異，但其實後來發現這麼
做並不像我原先想像的瘋狂。事實上，我變得
更冷靜、思緒更加清晰、更能從遠處看問題。
我很驚訝這樣轉換的過程居然可以帶來這麼大
的力量；看著自己變成自己想成為的人的感覺
多麼奇妙。我不再害怕事情不照著我想像的方
向走，對於任何可能會發生的事我變得更加開
放心胸了，從別人的觀點來看自己變得更加容
易了。
這還不算是擁有智慧，但我希望這是一個
開始，或許我還有一些時間，可以優雅一點老
去，以及增長更多的智慧。

作者法蘭克‧布爾斯 Frank Bures 是「瘋狂
世界」(The Geography of Madness) 的作者，
同時也是國際扶輪英文月刊 The Rotarian 的
長期投稿人。他刊登於 2015 年八月號的專
欄：「難以置信」(Beyond Belief) 獲選收錄
在 2016 美國散文集裡「值得關注」的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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