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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少人多，閒暇時不

少人都愛到戶外遠足郊遊，

但原來「郊遊」這個概念是

上世紀三十年代由英國帶到

香港的。作者郭志標多年來

涉覽群山，熱衷鑽研本土歷

史文化。這次以本土旅行為

題，為大家尋回年輕時的郊

遊回憶，更勾勒出幾十年來

香港社會、經濟及民生的變

化。從十九世紀時重陽節登太平山，發展到今天的郊野

公園及完善的郊野管理，當中見證了農業的式微、工業

的興起、鄉郊的城市化、城市的急速發展等，本書可謂

一部本土旅行演變史。

作者：郭志標

出版：三聯

473天環遊世界

環遊世界是不少人的夢

想 ， 可 是 有 多 少 人 能 像

Natalie和Hiro一樣有勇氣，

毅然放棄高薪厚職，用473

天遊遍46個國家和200多個

城市？經歷近一年半的旅

程，從浮華都市到貧乏村

落，從遠洋深海至高山極

地，他們以行動去親身體驗

這個世界，把旅遊變成生活

的一部分。完成創舉後，他們更樂意透過不同途徑與人

分享精彩有趣的經歷，宣揚環遊世界並不是不可能的任

務，積極鼓勵年輕人尋夢。準備好你的背包，與他們一

起環球旅行吧！

作者：Nat & Hiro

出版：一丁文化

湘西往事：黑幫的童話

湘西，洞庭湖往西，五河

交匯之處，十萬大山中的一

片蠻荒之地，自古王法不

及，外人罕至。上世紀八十

年代橫行一時的流氓頭子安

優就地伏法，成為造就新時

代的梟雄。渴望金錢的小混

混姚義傑邁入了冒險天堂的

大門，在刀槍的洗禮中達到

人生的巔峰。二十多年後，

這位「問題富豪」富甲一方，心裡卻總想金盆洗手，但

錯綜複雜的黑道恩仇早已將他牢牢綁定，挾進萬劫不復

的黑道深淵。這是一部在30年社會巨變中，一代迷失青

年的暴力成長史詩。

作者：浪翻雲

出版：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縫補靈魂的天使

世 上 有 這 麼 一 位 「 天

使」，七歲就被父親狠狠遺

棄，因其天神般的美貌被賣

到「公爵」，成為男人之間

的玩物。因而她的內心沒有

愛只有恨，靈魂早已崩裂，

只用徹底的冷漠面對這個世

界。然而在她遭到毒手性命

垂危的時刻，卻有個堅毅的

男人，願意把這人人眼中墮

落的靈魂娶回去，讓她相信生命可以十分美好。縱然如

此，她殘破的靈魂還是無法承受如此深刻的愛，因此選

擇離開他。用真愛與等待是否可以縫補一個受創的靈

魂？在這場愛情協奏曲中，你將發現愛、信仰與希望。

作者：法蘭辛．瑞維斯

譯者：陳宗琛

出版：春天出版社

童年樂園

小時候最常到的遊樂場是

屋苑那個還是海洋公園、迪

士尼樂園？「彈起系列」作

者劉斯傑將大家童年時美好

的遊樂記憶變成這本立體

書，將屋 遊樂場的鞦韆、

轉、攀爬架及大型遊樂

場荔園，通通透過立體紙藝

或機關重現，純熟的技巧及

複雜的組件更為讀者帶來無

限驚喜。作者將值得分享與保存的本土事物變成立體

書，讓回憶不再局限於平面的影像及文字中，而是實實

在在地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中。

作者：劉斯傑

出版：三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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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竹本健治的名字，對一般讀者來說可
能有些陌生，但他的名作《匣中的失樂》

（1978）與夢野久作的《腦髓地獄》、小
栗蟲太郎的《黑死館殺人事件》及中井
英年的《獻給虛無的供物》並列為日本
四大推理奇書，可見地位之崇高。而與
此同時，他對後來一眾新本格派的重要
作者如綾　行人及有栖川有栖等，均有
直接及關鍵性的影響，所以要了解日本
當代的推理小說演化，竹本健治實屬不
可忽視的殿堂級人物。

多元角度的推理世界

事實上，竹本健治自出道已屬年少早慧的天才式作
家，他於1977年唸大學之時，已在著名的推理小說雜
誌《幻影城》上開始連載《匣中的失樂》。據當年

《幻影城》的主編傅博憶述，此書當年確屬一本奇
書，他名之為「超推理小說」，可惜由於七十年代日
本推理小說風潮以社會派為正色（以松本清張為最重
要的代表人物），所以《匣中的失樂》當時沒有得到
應有的肯定。而傳博也認為完成《匣中的失樂》後，
竹本健治也陷入虛脫的狀態，相隔兩年後才再有新作
推出，可見處女作《匣中的失樂》消耗了他多大的能
量。

千街晶之在〈竹本健治論〉說得好，她認為一般的
推理小說都會提供充分的資料情報，供讀者一邊閱讀
一邊同時思考解謎，當然作品中也有其他資料可能誘
發讀者作出不同的解釋。但她指出在普通的本格推理
世界中，一旦讀者可以從其他資料建構出另一種推理
可能，那一般便會被人視之為失敗作。但竹本健治的
小說正好抗拒此觀念，在他的名作「吞尾蛇」系列中

（1991年的《吞尾蛇偽書》、1995年的《吞尾蛇基礎論》
及2006年的《吞尾蛇統正音律》），恰好透過提供大量
似是而非的資料情報，讓讀者自我挑選組織，把解讀
權力送還讀者手上。她認為那正是一種類似《迷離劫》

（Twin Peaks）、《新世紀福音戰士》和《NIGHT
HEAD》等的策略，透過製造「過剩之謎」去牽扯讀
者的注意力，最終則以沒有「最終解決」來收結把受
眾的期待推翻，從而建構出一種新型的推理小說美

學。

回到《匣中的失樂》

還是先回到竹本健治的出發原點《匣中
的失樂》吧。傅博用「超推理小說」來形
容，是因為推理小說中另有一篇虛構的推
理小說存在，於是兩者構成套書的關係，
彼此互動且催生更多更大的謎團。五章小
說中奇數是「現實小說」，偶數是現實小

說中主角片城我創作的「虛構小說」，而「虛構小說」
中的人物又以「實名」出現──換句話說，每個人在
兩篇小說中都以相同姓名出現，於是令人看得如墮五
里霧中。

除了敘述上的詭計播弄外，更重要的是作者的野心
設定。小說中十二名登場人物均屬推理小說迷，在小
組內出現的命案，由始至終完全切斷了警察搜查或是
傳媒的取材介入，簡言之就是把所有的外部連繫閉
鎖，把小說自身鎖定為一個巨大的紙上密室。然後在
推理過程中，所運用到的知識範疇包括心理學、物理
學、花語及九星占星術等廣博的百科系譜，於是解謎
追尋反過來一直導引進更多不同程度大大小小的新迷
宮。最終一眾年輕推理迷就好像被困在匣中的牽線木
偶，在其中糾結作繭尋樂。

巽晶章在《推理讀書指引日本篇》中，以極致的秀
逸來形容《匣中的失樂》，而千街晶之也認同小說最
大的成就在顯露出青春小說的秀逸。前者認為《匣中
的失樂》的魅力，可見於一眾年輕推理小說迷結聚停
滯之時，每一次只會無休止地不斷製造出新境況，也
正因為他們的才能，以上的變局才出現契機。於是無
論在下雨的微昏午後，又或是課室的一角也好，總言
之在貌似無謂閒扯言談的時間流逝中，就產生將會有
甚麼事件發生的預感。而《匣中的失樂》正是一本預
兆感覺滿溢的小說。

好了，說到這裡，看來最適合的回應就是趕快拿起
這一本號稱為日本四大推理小說之一的奇書來細味品
嚐。

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的新作《未來：改變
全球的六大驅動力》中譯本日前舉行內地首發儀
式。據稱，戈爾的新書中，「中國」一詞出現的
頻率不下百次，可見在這位美國前副總統心目
中，中國地位的舉足輕重。

《未來》由蘭登書屋於今年1月出版，簡體中
文版則由上海譯文出版社獨家引進。戈爾在新書
中，共分六個章節介紹了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
六個驅動力——地球公司、全球意識、權力的較
量、不可持續增長、生物科技新突破，以及人類
和自然的衝突，闡述它們是如何交匯和互相影
響，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媒體、
能源、環保、法律、倫理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

據悉，有關中國發展的篇章是《未來》的一大
亮點。戈爾在書中對
於中國社會正在經歷
的老齡化、經濟發
展、收入不平等、互
聯網使用、GDP等
問題和焦慮進行了探
討。他盛讚中國的生
物科技領先全球，同
時亦對中國的一些社
會問題、生態環境問
題提出警示。

年屆七十八歲的倪匡，未見一絲老態，早前出席書展活動時，仍
精力充沛，說話妙語連珠。多年的歲月，他不僅累積了數百本創
作，更沉澱出年輕人望塵莫及的睿智。

倪匡是一個思想豐富多元的人，這可從他所創作的衛斯理系列或
木蘭花系列看出來。他的小說看似輕鬆消閒，但深入細讀的話，可
以從字裡行間找出哲理，真真是書如其人。倪匡的好友兼香港小說
會創辦人施仁毅便說，倪匡的書留給他很深刻的印象，《達文西密
碼》揭開西方宗教的面紗，《少年PI的奇幻漂流》描繪了印度宗教
的脈絡，而衛斯理系列中的《頭髮》，同樣對宗教有深刻的反思。
小說裡提到，人類是被複製出來的生命，一出生即有原罪，但作者
偏偏反問，人類有罪的話，造物者也有責任，為甚麼要把有罪的人
複製出來？

再也寫不出了

說來，倪匡本人便是一個思維怪異、個性有趣的人。創作之初，
他寫科技、寫外星人、寫滅亡，如今，他依然相信外星人存在於宇
宙間、篤信地球終有一天會滅亡。他小時候信佛，後來卻成為基督
徒，但在他心中佛教依然神聖，只是因為佛理過於艱澀難明，基督
教道理簡單易明，適合自己這種懶人。

他多次強調自己是懶人，在宗教的選擇上如是，對自己的作品也
如是。金庸多次修訂其作品，但倪匡卻從不作修訂，他給出一貫的
理由：「你們不了解我，我是一個很懶的人，我不會做這種事。」
他說，金庸第一次修得好，第二、第三次卻很一般，金庸追求完
美，但人不需要做到這麼完美。

所以對於創作，該停就停，不需要留戀。猶記得，倪匡曾對梁鳳
儀說，作家如果停下來不寫的話，很難執筆再寫，如今他已經停下
太久，也不會再執筆，因為寫作配額已經用完了。他笑說，以前寫
一本書很容易，一兩萬字很快就寫好，現在真的寫不出來，這種感
覺強烈到難以忽視。

倪氏一門，個個都才華洋溢。倪匡不用說，妹妹亦舒也是一個傳
奇，直到現在，依然筆耕不斷。說起妹妹，倪匡記得有天妹妹給他
一篇稿，希望他交給出版社，他對亦舒說，我幫你投，人家看在我
的名氣上一定會收。後來，亦舒自己投去出版社，不知道為甚麼，
就成功了。那時，亦舒只是十六歲。亦舒看倪匡的書，倪匡也看亦
舒寫的書，反而覺得妹妹寫書比自己難，因為自己創作很多元化，
可以變來變去，而愛情很難有太多變化。他忍不住讚說，亦舒的書
很奇怪，隨手翻某一本的某一頁，不用看前文後理也能明白到底她
在說甚麼。「她的書我每一本都有看，最近那本書寫男主角很多體
毛。」全場大笑。

蠢人最快樂

倪匡說話風趣，事實上卻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從他的小說不難發
現這一點。「我不看好人類的前途，」他補充道，徐剛當年寫《沉
淪的國土》，裡面所說的現象已經不是預見，而是在發生。即使如
此，他仍然笑看人生，因為命運如此，人難以反抗，「年紀愈大，

書訊文、攝：章蘿蘭

戈爾新作
中譯本內地首發

樂透竹本健治 文：湯禎兆

作者：竹本健治

譯者：林敏生

出版：小知堂

衛斯理五十年
倪匡笑談人生
今年是衛斯理誕生五十周年，也意味 這個出自倪匡筆下的經典角色已陪伴香港人走過半個世

紀。早已抽身的倪匡，笑言雖然衛斯理只是一個虛構的角色，但他還是會自己活動。比如，最新

的動態應該是即將開拍的衛斯理電影，大家最關心的必然是衛斯理這個角色由誰擔演，又能否創

造出這個世代的衛斯理形象。

倪匡筆下的衛斯理歲月，讓人 迷不已。

文、攝(部分)：笑笑

愈來愈相信命運的播弄。」所以，他的作品一方
面透露出悲觀的人生態度，另一方面也不忘寫人
之善。「人性有很多面向，有善有惡，我寫惡多
於善，但外星人侵略地球，人一定要反抗的。」

正因為相信命運，看透世情，對於生活中大大
小小的事，他都不會太執 。「我用悲觀的態度
看透生死，知道人再悲觀也沒有用，不如嘻嘻哈
哈過日子，不要折磨自己。」別人問他孩子適合
看哪些書，他會說，讓孩子自己選擇吧，喜歡看
黃色小說、鬼故事，就讓他們看吧。太太在三藩
市遺失了皮包，他跟她說，如果你命中注定會遺
失皮包的話，那這樣不見了總好過你在街上被人
搶去。如此樂觀的態度，生命中少了百般煩惱，
剩下的只有快樂。

「我不和別人競爭，也不想要任何東西。」
他曾用十六個字評價金庸：金庸小說天下第

一，古今中外無出其右；但在評價自己時，只有
四個字：一個蠢人。他笑呵呵地說：「蠢人也分
很多等，我是在蠢人當中知道自己是蠢人的人，
還有一種是不知道自己是蠢人的蠢人，最糟糕的
是以為自己是聰明的蠢人。」

倪匡開懷時的呵呵呵，如衛斯理般，同樣叫人
難忘。

■新書《前世》

■《支離人》

■《影子》

■衛斯理50周年新圖「飛越之心」。

■倪匡出席書展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