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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推理史上不朽的名
作，愛戀、哀愁與滅亡的極
致美學。日本大眾文學最高
榮耀—直木獎得主、不世
出的推理與戀愛小說雙棲大
師－－連城三紀彥的傳奇代
表作，推出全新中譯完整
版，收錄花葬系列經典八部
短篇傑作，以「花」之開謝
借喻人生，每則故事皆以一

種花為題材，隱喻一種生命形態或情感。作者筆鋒唯
美，敘情纏綿，篇篇皆有貨真價實的謎團。作品1982
年被改編為電視劇，由以演出《紳士刑警》家喻戶曉
的實力派演員田村正和主演。

作者：連城三紀彥

譯者：劉姿君

出版：獨步文化

定價：新台幣399元

零雜物：讓生活輕盈，讓心更自由

Phyllis的母親學識廣博，
但不善理家，因此Phyllis從
小在雜物堆中長大，只有自
己的臥室是唯一淨土。兩年
後母親過世，身為獨生女的
她，無可避免地承接了一座
龐大的遺物山。為了逃避丟
棄遺物的罪惡感，她的房子
越換越大，房貸也越揹越
重，並開始萌生「人役於物」

的感受。不想再當屋奴的她，讀遍了坊間所有以清除
雜物為主題的書，每讀完一本，便按作者傳授的心法
徹底執行。五年後，她終於擺脫雜物的羈絆，找回自
己想要的生活。本書除記錄她與雜物奮戰的點點滴
滴，也歸納出中外專家達人的獨門技巧，教你從心
理、實務與風水層面，逐一檢視生活中的大小物品，
進而分門別類地面對與處理各種雜物。

作者：Phyllis

出版：方智出版社

定價：新台幣260元

為何心想事不成

《祕密》推薦者李欣頻親
身體驗：發現唯有放掉「正
面思考吸引力法則」的誤導
與迷思，才能心未想，事已
成！「當有人宣稱看了《祕
密》後中彩券頭獎，你知道
這本書的上百萬讀者，有絕
大部分的人是心想事不成的
嗎？我實際應用了五年的

『吸引力法則』，直到我放掉
這法則時，我才真正做到『心未想，事已成』！現在
是你該知道《祕密》哪些地方易被誤導誤讀的時間點
到了！」

作者：李欣頻

出版：平安文化

定價：新台幣240元

有米

繼《香港正菜》後，陳曉
蕾繼續關心本港鄉郊生活。
這次從香港的氣候入手，思
考為何香港沒有了春天，而
沒有春天對我們的生活有何
影響。曉蕾也將視點對焦選
擇「另類生活」的人，有搬
到新界居住的年輕人，有知
足變通的獨居老伯，有自耕
自足的農耕人，有崇尚環保

生活的情侶，看看這些在香港「核心價值」以外的香
港人如何在這裡生活。原來，香港很「有米」！

作者：陳曉蕾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定價：港幣108元

擁抱（精裝版）

一隻紅毛獅打開一本叫做
《擁抱》的繪本，書裡滿滿
是各種動物與小朋友在溫馨
擁抱。一開始紅毛獅非常反
感，漸漸地，卻被書裡面的
幸福所困惑。他的身體慢慢
記起曾經有過類似的擁抱感
覺：當他還是一隻小獅子
時，他是這樣溫柔地被一個
小男孩抱 ，擁有無限的溫

暖。他也想起分開的那天，男孩在路上狂奔，對 載
走紅毛獅的卡車猛揮手。紅毛獅深信在這世界的某個
角落，一定有一個男孩也正在想念 他。於是，他決
定出發去尋找這個溫暖熟悉的擁抱⋯⋯幾米最新作
品，告訴你：沒有任何一個擁抱該被忘記，每個擁抱
都閃耀 動人的秘密。

作者：幾米

出版：大塊文化

定價：新台幣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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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威爾在1945年發表《動物農莊》，恰好二戰
在該年結束，而他發表《一九八四》的年份

（1948年），卻正值蘇聯逐步控制東歐各國，鐵幕
漸漸成形。雖然他的政治寓言和反烏托邦小說針
對當時的局勢，然而即使在今日，我們依然發現
歷史重複 某些情節⋯⋯等到奧威爾在1950年嚥
下最後一口氣時，情況正在惡化，那時候他住在
療養院，不理醫生們的勸告，執意要寫中篇小說

《一個吸煙室的故事》。這部作品最後只留下了大
綱，奧威爾將小說情景設定於英殖時代的緬甸。

緬甸是一個因為極權統治而顯得神秘的國度，
然而對出生於印度、娘家住在緬甸城市毛淡棉的
奧威爾來說，這裡有獨特的意義。終其一生，奧
威爾甚少提及他的緬甸經歷，彷彿緬甸成為他刻
意遮掩的記憶。實情是，他從伊頓公學畢業後，
曾到緬甸擔任殖民地的警察，首先待在仰光，後
曾被派到前朝舊都曼德勒附近、有 蘇格蘭風景
的山城眉苗，又曾派往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區去
巡航和追捕走私者和罪犯的船，那裡附近有關押
緬甸政治犯的因盛監獄，奧威爾還去過北部城鎮
卡薩，據說這項任命多少因為他在〈射象〉裡描
述的殺象事件，所以可算是貶謫。在緬甸遺世獨
立的英國人社群中，奧威爾無論在英國人抑或在
緬甸人中間都顯得格格不入，當時父親在俱樂部
任職的同僚比頓，就指出奧威爾的社交能力很
差。

本書作者熟讀奧威爾作品和幾本奧威爾的傳
記，她身為美國人，卻生長於亞洲，而且說得一
口流利的緬甸語，她親身前往緬甸，在那裡住了

二十年，後來尋訪奧威爾的記
憶片段，希望印證奧威爾在小
說《緬甸歲月》所呈現或在其
他作品中（如《向加泰隆尼亞
致敬》）偶爾出現的緬甸情景。
如果文學作品呈現的角色和場
景總該與現實經歷有聯繫的
話，那麼我們可以在奧威爾的
作品中尋找蛛絲馬跡。比如

《緬甸歲月》主角弗洛里那張萎
靡的臉孔就是奧威爾的臉孔，
他在緬甸也像其他英國男人般
包養情婦，而且也像弗洛里般
對緬甸籍的僕役呼驢喝雉。奧
威爾活在白種人自詡為主人的
年代，必定和其他英國人一
樣，然而這位將來的作家卻在
這片種族矛盾升溫的殖民地上
暗暗地反省帝國主義加諸人身上的奴役，奧威爾
日後的文學主題，即來自對這種人奴役人的制度
作出挑戰的勇氣。

所以奧威爾的傳記作者D. J. 泰勒認為，奧威爾
並不反對共產主義，而是反對極權主義，湊巧的
是，這片令他感受至深的殖民國度，日後卻成為
亞洲最封閉、最極權的國家之一。正如本書作者
所說，自從奈溫奪權以來，軍政府的統治階級，
像《動物農莊》裡的豬一樣佔住了舊時主人（殖
民地政府）的農莊，自己舒服地生活在人類的房
間，卻勞役外面的動物不斷生產，並且以惡犬來

統治牠們。難得的是，本書記述緬
甸知識分子怎樣引用奧威爾的文學
作品，作為政治的隱喻，這更能把
奧威爾的文學價值連繫到極權社會
的政治現實中。政治隱喻一向是極
權社會（尤其是那裡的知識分子）
所流行的文化詞彙，而緬甸知識分
子甚至可以在《一九八四》主角溫
斯頓．史密斯身上找到自己的影
子，而奧布賴恩這位喬裝地組織領
袖的特務就像緬甸無處不在的告密
者。

緬甸軍政府已發展出一套完善的
告密制度，在軍情局的有效管理
下，人人都是告密者。這裡的傳媒
和出版業也被嚴密監控，任何文學
作品只要是涉及半句抱怨或批判的
話，作者和編輯都會被抓去坐牢。

人民的集會被牢牢地控制，公開傳達訊息的可能
性近乎零。可是在這種高壓的制度下，僧侶和大
學生仍在1988年及以後，發動多次大規模遊行，
雖然這些活動最終被軍政府鎮壓下去。近幾年
來，緬甸的政治狀況似乎有所轉變，昂山素姬被
獲准參加選舉，然而軍政府領導人物一日不肯放
下權力，緬甸依然是專制的國家。從奧威爾的隱
喻，到緬甸的歷史和佛教傳統，作者為讀者展示
今日緬甸極權統治的源頭；但也描寫緬甸人在極
權統治下的幽默和生活勇氣，讓讀者走入這個最
封閉的世界。

最新的電視劇《心戰》，有 一種全香港人共
同的恐懼存在：鄭少秋。是集體意識也好，是自
欺欺人也好，因為鄭少秋的出現，使「丁蟹現象」
再度甚囂塵上。適逢劇集開播之際，全世界股市
都面臨挑戰，港股亦持續下滑，跌勢至今未停。

「丁蟹現象」該是一種想像的恐懼，還是真的
存在 某種無以名狀的連鎖反應？劇集也試圖極
力呈現恐懼，把氛圍弄得有多麼懸疑便多麼懸
疑，把人性弄得有多麼詭異便多麼詭異，然後，
殺人、燒屍，無不令人看得毛骨悚然。

《香港關機》卻大剌剌地站出來，直接書寫恐
懼。

引人追看的長篇連載
恐懼該是激發人類潛力的一種動力。手無縛雞

之力的宅男阿傑，因為恐懼，在生物劑的影響
下，能夠擊倒健碩的黑仔；年逾五十的記者老
馬，為了求生，可以利用一把鋼筆，刺穿發狂的
阿傑的頸動脈。在《香港關機》裡面，即使是弱
小的人，也可能因為恐懼而激發出自身的潛
力，做出超乎想像的事情。

《香港關機》是在《信報》副刊連載的作
品。曾經有「喬年鑑」、「香江第一遲筆」之
稱的喬靖夫，因為《武道狂之詩》的出版，
早已脫去了出版得太慢的印象，但每周一次
的連載，不論對作者還是讀者，都是新鮮的
體驗。在長篇連載早已絕跡的香港報刊上，
我仍然記得每逢星期三，當喬靖夫的《香港
關機》刊登之日，便有網民爭相奔告，或是
討論劇情，或是回溯前事，好不熱鬧。這星
期的連載看完了，下星期刊登之日，再度重
演這種熱鬧情況。

故事設定於年份不詳的當代，《香港關機》
一開始便從宅男入手，仔細描述每天辛苦工
作十一小時、備受老闆蹂躪的宅男阿傑，正
與朋友連線打喪屍，享受個人的自由時光，
然而在緊張刺激之際，忽然全港大停電。接
下來的劇情，是人心的混亂、搶奪資源、逃亡，
還有吃人的情節。我相信有很多投訴《天與地》
血腥的觀眾，並不會是《香港關機》的讀者，不
然，他們就不會被《天與地》那裝模作樣的情節
嚇倒。

喬靖夫冷靜地書寫宅男阿傑與黑仔要經過海底
隧道前，收費人員正在專注地燒烤 的肉塊，有
意無意地指向了人肉；運動健將Rachel到光華教
會領「聖餐」，那來歷不明、令人垂涎的肉塊，
半明顯地指示出那是一塊人肉；接下來他更赤裸
裸地書寫，教會幹部們正在吃的，早前也是幹部
之一。

吃人，在恐懼時代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

恐懼無處不在
這個年代，恐懼倒成了共同語言。《天與

地》的食人情節，衍生出一齣網民口中的
「神劇」；同一個編審與監製打造的《心
戰》，鋸手、自殺、焚屍，短短幾集已經引起
熱烈討論。大抵是我們的人心早已處於一種
無以名狀的恐懼狀態，於是對於描述恐懼，
或者，露出一丁點恐懼元素的東西，都有強
烈的反應。

小說裡引起「香港關機」的重要事物，是
一種基因生物劑。這種生物劑能夠刺激人的
情緒活動，強化個人的信念與自我形象。當
人處於恐懼狀態，無可避免地出現想使用暴
力時，因為生物劑的影響，便會使人變得更
加暴力，對暴力的崇拜也就處於頂峰。

於是在情況未明的混亂時代，暴力、社
團，似乎成為唯一可以依靠的東西。

最近在看英劇《Black Mirror》，劇集完美

地將恐懼帶給了觀眾。故事中對媒體與社會的批
判、對科技的不安、對記憶的不信任，已到了一
種恐懼的狀態。看過的觀眾無不被折服，再重新
審視我們所生存的社會，那種恐懼原來一直都存
在。

在這個恐懼時代，《Black Mirror》亦征服了所
有觀眾。我絕對相信那是隱藏在我們內心的恐懼
使然，即使沒有受到《香港關機》中的生物劑影
響，對於個人信念與自我形象，都已遭到強化。
面臨社會的更迭，不安的觸覺早已張開。

書寫香港 孤島的恐懼
喬靖夫說，作為一個香港作家，卻沒有好好地

寫一部以香港作為題材的作品。
這次的《香港關機》在設定之
初，他便已將「香港」作為書寫
的對象。封面中的銅鑼灣街道，
中環的金融大廈，轟炸、焚燒、
逃亡，偏偏都是香港人最害怕面
臨的情況，那種恐懼的真實感是
來得如此強烈。

小說中還充滿了被孤立的恐懼
——如果邊緣化等同於遭外界忽
視與棄絕，《香港關機》寫到逃
到邊界的市民遭強力槍械掃射，
船隻未出到公海便已遭炸毀的情
境，那已不是擔心會否邊緣化的
問題了，而是完全地隔離，使香
港變成了孤島。

我還記得2006年因台灣大地震
使中美海纜系統受損，香港頃時成為一座資訊孤
島。當時無法上網，互聯網公司無法運作，資訊
系統大大受影響，而變得無所適從的香港人，豈
不正如小說一開頭的阿傑與大多數人一樣？然而
更大的恐懼來自孤島心態，我們害怕斷絕與落
後，於是《香港關機》裡遭隔離的香港，成為了
這種孤島的恐懼最具象化的描寫。

《香港關機》連載完畢後，我還覺得可惜。時
隔一年，單行本結集出版，網民繼續熱推，銷量
據說亦節節上升。在這個恐懼時代，我們總得看
些東西好抒發我們的不安情緒。小說最後，其中
幾位主角迎來了貌似光明的未來，只是現實中，
未來是否存在？這正是我們最大的恐懼。

事先張揚的極權統治 文：彭礪青

書名﹕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

作者﹕艾瑪．拉金

譯者﹕黃煜文

出版﹕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12年3月

《香港關機》
恐懼時代的來臨

喬靖夫新作《香港關機》出版不久，據說便已加印。這個描述香港遭隔離，金

融都會變成人間煉獄的故事，越是恐懼，越是受歡迎。 文、攝：洪嘉

■喬靖夫

■《香港關機》， 喬靖夫著，天

行者出版，定價港幣7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