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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自二零零四至二零零
五年本土文學雜誌的二十二
篇小說，包含了二十一位活
躍於文壇的香港作家的佳
作，讓華文世界的讀者了解
香港的短篇小說在這段期間
所綻放的姿彩。當中的作品
不單圍繞本土的社會大事，
更從中點出人與人的相處點
滴。作品的呈現亦各具風

格，從板間房寫到圖書館，從身邊的「她」寫到養在家
中的謎「鴉」，以不同的時、地、人、動物，吐露人文
關懷，展現香港的獨特風貌及歷史痕跡，呈現出文學的
永恆性。

編者：鄭政恆

出版：三聯

急症室的福爾摩斯

香港瑪麗醫院急症科副顧
問醫生及香港政府飛行服務
隊飛行醫官鍾浩然的首部著
作，向大眾親述急症室診
症、意外出勤及飛行服務隊
執勤的真實故事。本書打破
大眾對急症醫療的謎思之
餘，亦探討具爭議性話題，
例如國慶海難的危機應變、
雙非孕婦急症室產子、急症

的分流制度等。除此以外，鍾醫生還告訴讀者不少有趣
的小知識，例如錯誤使用救生衣，原來會大大減低逃生
機會；醋原來可以紓緩被水母螫傷的劇痛等。

作者：鍾浩然

出版：商務

北歐式的自由生活提案

世界「幸福指數」排行榜
中，北歐各國經常高踞榜
首，相反生活富裕的日本只
能居於第81名。為了追求幸
福的真諦，本田直之走訪排
行榜前幾名的北歐各國，體
會當地人簡樸而充實的生
活。他從中領悟到幸福的最
大條件，無非是拋開物質至
上的傳統價值觀，並設法從

制約中解放，少一點物慾，換來更多的時間和更多的興
趣，改而追求工作、居住和生活上的自由，達到真正的
快樂。

作者：本田直之

譯者：張秀慧

出版：聯經

紙之月

銀行女職員梅澤梨花侵吞
了一億日圓公款後逃亡海
外，她對金錢的慾望和對脫
離枷鎖的渴望，也同時在她
身邊的人之間激起了陣陣漣
漪。她的前男友山田和貴娶
了一個勢利的沒落望族；同
學岡崎木綿子強迫全家人過
節約的生活；失婚好友中

條亞紀則不斷購買品牌紓
壓，每個人都在現實中浮沉掙扎⋯⋯不知不覺中，梨花
一事竟變成了他們對自身的提問。而活在異鄉的黑暗陰
影中，梅澤梨花到底展開了一場怎樣的逃亡？她是否真
能逃過這一切？

作者：角田光代

譯者：李璦祺

出版：台視

繁花

擱筆二十年之後，金宇澄
以滿紙上海話完成了這部描
寫上海百姓生活的三十五萬
字長篇小說，以一百多個人
物，呈現出三十餘年來上海
驚心動魄的蛻變。閣樓、老
虎窗、霓虹燈光、鶯聲燕語
⋯⋯引子盡現上海味道，由
阿寶、滬生和小毛三帶領讀
者走過上海的馬路弄堂，體

驗真正的上海風情。雖然作者以上海話思考及寫作，卻
不會妨礙非上海語言讀者閱讀，既有的方言色彩展現了
上海人講話的語言方式，本書猶如現代版的《清明上河
圖》。

作者：金宇澄

出版：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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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旅途中，人人都有各自的索求。有人留戀風
景、有人熱衷美食，有人則只是追求「在路上」的感
覺。但在孤獨星球最佳創意博主馬克．塞雷納看來，
衡量一段旅行是否有質量，取決於一路上遇到了多少
「有趣」的人。塞雷納環遊世界，搜羅「有趣」的
人，精挑細選「25強」，讓他們在《二十五歲的世界》
中，娓娓道來自己的故事。
1983年出生於西班牙的馬克．塞雷納，曾做過多種

類型的記者，任職過加泰隆尼亞電台、西班牙國家電
視台、加泰隆尼亞報等媒體。25歲那年，他決定放下
一切，到世界各地旅行。他想了解其他國家年輕人的
生活，希望透過當地年輕人的觀點，來看這個世界的
現在與未來。因此，他撰寫了來自25個國家、25個年
輕人的故事，並把這趟旅程記載在他的個人博客上，
他的博客還因此被孤獨星球全球評審團評選為年度最
佳創意博客。
馬克新書《二十五歲的世界》中文版日前在內地上

市，這名西班牙80後也來到上海做客讀書會，與讀者
分享他25歲的旅程，講述世界各地的青春故事。馬克
表示，他一開始並不清楚自己會去哪些國家，與怎樣
的25個年輕人共處。「我不是說一定要去找到甚麼
人，」馬克說，「通常每到一個國家，我會先感受一
下這個國家特有的氣息，然後買一份當地的報紙，體
會風土人情，再來決定人選，跟 感覺走是一件非常
重要的事。」
至於為何將目標鎖定於25歲，馬克解釋說，在25歲

的時候，很多事好像懂了，但又好像沒懂，或許對未
來想要的有個大概認識，卻依然走在路上，很多事情
在急速變化中，所以這是非常有力、非常具有存在感
的年齡。最終選定的年輕人裡，有富國的窮人和窮國
的富人、有文化的和沒文化的、狡猾的平民、城市的
精英、男孩、女孩、成家的或單身的、立志改變世界
的、循規蹈矩的、榜樣或反例⋯⋯在馬克看來，這才
是全球青年的真實寫照。
在南非，馬克近距離與黑人DJ聊天才發現，聲稱解

除了種族隔離的南非依然充滿了各種隔膜與界限。當
他第一次來到約翰內斯堡的貧民窟，一個黑人小孩甚
至驚恐地哭了起來，而得到的解釋是，這裡從未有白
人出現。在被通貨膨脹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津巴布韋，
所有的商店空空如也，唯一只有取款機前排了長長的
隊伍，因為人們知道，今天若取不出一麻袋錢去買麵
包，明天可能就需要兩麻袋。正是這樣的環境下，馬
克遇到了一名美國留學回來的女詩人，在詩人的朋友
們紛紛用各種手段逃離祖國時，這個年輕的女孩選擇
留了下來，並堅持做一名詩人。女孩說，她希望用詩
歌喚醒自己的族人。
從貧瘠的非洲前往高度消費主義的日本，馬克遇到

一名年輕的和尚。和尚虔誠但不古板，他一樣會用
iPod，聽搖滾樂，但修行得極度認真。在柬埔寨，他
發現了整個吳哥窟修復工程中唯一一名本國女孩，她
沒有去讀大學熱門的市場營銷等專業，而是選擇了考
古。在泰國，一名女拳手為了生存而搏擊，而在越南

胡志明市年輕的服裝設計
師已經開始經營自己的服
裝品牌。當新西蘭的毛利
人依然努力宣傳他們的傳
統文化時，印度的一名男
同性戀者打破歧視，冒
坐牢的危險走入了婚姻的
殿堂。
「我來衡量這個旅程是

否有質量，不虛此行的
一個標準，並不是說我行
了多少公里，我是環繞了
地球還是去了多少個大
洲，而是在旅途中邂逅了
多少有趣的人，」馬克說，「在旅行的時候一定要張
開雙眼，帶 開放的心態，敏感、敏銳地感知周圍的
一切，否則就不叫一次旅行。」
在外人看來，25歲時環球旅行，是件很酷的事情，

但馬克卻奉勸，並非人人都適用於此道，「我把這次
環球旅行比作25個蛋糕，對於職業吃手來講，吃掉25
個蛋糕不算甚麼，但對另外一些人而言，吃了就可能
會鬧肚子，所以這些都是因人而異的事情。」他表
示，是否要拋下一切去環球旅行，取決於每一個人，
「你覺得甚麼是最重要的？如果工作對你重要的話，
你就應該專注於工作；甚麼在你生活中排第一位，你
就勇敢去做。」

孤獨星球最佳創意博主
25座城市25個人記錄世界年輕一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圖：本報上海傳真

宗澤亞，早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曾在中國科學院從事

研究工作。理工科背景的他，以特有的嚴謹、精細和大

量的史料——尤其是典藏在日本國會圖書館、防衛省防

衛研究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文獻，從改革視角完成

了《清日戰爭》這本對1894年甲午戰爭進行全面剖析和

反思的著作。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時至今日，部分國人仍舊以「小日
本」一詞來稱呼我們這個東鄰。但一
個事實卻是，自明治維新以來，無論
是哪個時期，哪怕是二戰後，日本相
較於中國，都是一個強國。假如我們
大，究竟大在何處？人口、土地、歷
史文化還是資源？《清日戰爭》一書
已說明：部分國人的此種自信，是多
麼不合時宜與不堪一擊。

表面強大的自信

北洋水師和日本聯合艦隊，軍官多
為留學英國的同學。兩軍顧問也均聘
請自英國。清日戰爭前，曾經是北洋
水師顧問的英國人瑯威理，最終敵不
過清國腐朽的官場政治。因為北洋軍
官對其陽奉陰違，瑯威理受到清國官
僚的排擠，辭職而去。而同樣是英國
人的英格斯，擔任日本海軍顧問，則
受到彼方的優待，不但獲得貴族頭
銜，還委以實權，日本軍人令行禁
止，嚴格訓練。英格斯對日本海軍的
培訓工作取得巨大成功，最後光榮退
休。
趕走英國顧問，並沒有讓北洋水師

覺得不快。相反，為了展現「大國雄
風」，北洋水師曾訪問日本長崎，結果
卻發生了清國水兵因為嫖妓等問題與
長崎民眾鬥毆的事件。那時，一位年
輕的日本海軍軍官感慨：「清國真有
錢，能買這麼大的軍艦。」但吳鎮守
府參謀長則安撫他說：「清國只是已
經生 的刀，他們的水兵將衣服晾曬
在炮管上；在重要的軍艦通道上賭
錢、進食；軍紀渙散，我們一定能戰
勝他們。」這位吳鎮守府參謀長，便
是後來打響甲午海戰第一炮的指揮官
東鄉平八郎；而那位年輕軍官，就是
後來成為將軍、在日俄戰爭中發明新
戰法擊敗俄軍的作戰參謀秋山真之。
諷刺地看，北洋水師確實只在出

訪、演習和提升內部士氣上能夠有所
建樹。在朝鮮仁川試炮演練，打消了
當地人的獨立慾望；停靠日本，刺激
了日方全民捐款購艦的熱潮；對清國
自身，則成為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時挪
用軍費修頤和園的理據；財政支持不
足，靠走私和以「海防捐」為名的賣
官鬻爵養兵。這樣的水師，雖有「亞
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名號，實際的

戰鬥力卻未有多少。表面強
大，一旦遭遇到真正對手，
必然一敗塗地。可是失敗來
臨前，朝廷包括李鴻章在
內，卻對這支軍隊充滿了自
信。

金玉均遇刺悲劇

《清日戰爭》一書對甲午
戰爭的重要導火索─金玉均
遇刺身亡，作了詳盡的記述
和分析，提供了從改革史觀
來看待這場戰爭的思路。
金玉均，十九世紀朝鮮改

革運動先驅。有感於日本明
治維新後的強大，金玉均希
望自己的國家學習日本，走
上近代化道路。因此，他曾
與朝鮮一大批政治家組織開
化黨，發動武裝暴動。遭到
鎮壓後，他曾流亡日本，從
此成為故國守舊派的眼中
釘。終於在1894年3月，金玉
均遊歷中國上海時，被朝鮮
守舊勢力串謀清廷暗害身
亡。金玉均遺體運回朝鮮之
後被凌遲，其家人也被處
決。而日本則以金玉均的幾
根頭髮和衣物，在東京為其
舉行了隆重的安靈葬禮，還
為其修建了衣冠墳塚。此
後，日本與清國開戰的理由
之一，便是「日本試圖協助
金玉均對朝鮮進行改革，卻
遭到清國阻撓。」
抗拒改革，頑固不化，屠戮維新志

士，引致戰爭災禍。這是清廷和朝鮮
守舊派不曾料到的。日本成功地在歐
美列強面前，透過對金玉均事件的反
應，轉而成為「文明」的象徵。《清
日戰爭》一書指出：沉痛的是，當清
日戰爭爆發時，幾乎沒有國家同情清
國；因為金玉均事件，西方社會多以
「文明對決野蠻」的眼光看待日清衝
突。
金玉均在日本東京的墳塚，曾經在

2005年遭遇「土地使用期滿、若無人
繳費則可能迫遷」的危機。歷史是公
正的。韓國政府基於對這位本國歷史
上的改革先驅的敬意，向日方支付了

費用，讓其英靈得以永存。這也
算是金玉均推動自己國家革新進
步而獲得的一份榮譽。畢竟此時
的韓國，伴隨 文明普及、經濟
起飛，已不再是一百多年前的那
個閉塞小邦了。

文明成果的利用

《清日戰爭》一書提到了日本
對文明成果的利用，值得深入探
討。清日戰爭爆發之後，日本軍
隊迅速建立起記者隨軍報道、外
交官隨軍觀戰等制度。這些制度
的運作，為日本贏得戰爭輿論起
到了巨大的作用。而清軍除了表
面上的武器現代化之外，根本沒
有隨軍記者體制，亦無國際化的
戰情發佈機制。這使得外國輿論
在獲得戰爭資訊時，多是從跟隨
日軍的記者那裡獲得第一手消息
的，偏向性可想而知。
書中還提到日軍的紅十字會制

度。日本為了向歐美列強展現其
「文明國家」的形象，將紅十字
會制度運用於軍隊中，並以此來
進行戰場救護甚至是清國戰俘管
理。日軍四處發佈公告，聲言會
遵守國際公約、善待敵國俘虜。
反觀清國，到處懸賞佈告，激勵
士兵對待俘虜「取其頭顱、割其
首級，凌辱示眾」。在歐美各國
眼中，高下立判。
日本的這種做法收到了實效。

日軍佔領中國旅順之後，對中國
平民進行了屠殺，全城僅三十六

人倖存。毫無國際輿論觀念的清國官
方對此事毫無反應。西方記者將事件
披露之後，日本政府為掩蓋事實，對
西方進行了一系列輿論工作，指責
「是清國不遵守國際法和交戰公約，士
兵隱藏在平民裡，才導致虐殺發生。」
這種論調最終贏得了外部同情。而清
國則因對輿論操作、戰爭國際法、俘
虜制度的一無所知，吃盡了大虧，還
落下了一個「不關心本國民眾死活」
的罵名。

改革帶來進步

宗澤亞評述清日戰爭時曾指出：臣
民無法戰勝國民。國民之國，人人是

國家的主人，人人將國事當作家事，
人人有 真正的愛國熱情。明治維新
後的日本，開國會、製憲法、保民
權，人人得以參與國家大政，社會一
派進取向上的面貌。而臣民國家之
中，民眾對政治是冷漠和避諱的，甚
至對自己的利益也漠不關心。因為臣
民國家中，一切資源甚至國家本身，
都是統治者的私產，大眾無法參與國
事的管理和運作。自然，也就失去了
對國家的感情。
清日戰爭結束後十年左右，日俄戰

爭再次檢驗了日本的改革成果。日本
勝，俄國敗。這使得革命導師列寧對
自己的祖國發出了「立憲的日本擊敗
了專制的俄羅斯」的慨歎。
確實，革新開化，為一個國家帶來

的動力是難以想像的。因為它為社會
中下階層的人、尤其是那些有才華的
人提供了報國與個人上升的出路。只
有當國家真正屬於全體國民、政治真
正成為孫中山口中的「眾人之事」
時，國民才能為國家的前途發揮出巨
大的熱情、創造力和新思維，國家才
能真正獲得進步的動力和基石。甲午
硝煙已經證明：惟有革新進取，才能
為國家和國民帶來希望和幸福；食古
不化、滿足於表面的技術更替，守舊
排外，最終只會帶來屈辱和失敗。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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