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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土記

暢銷書《羊毛記》的
震撼結局來襲。現在，
茱麗葉是第十八地堡的
首長，可是，她一直守
在最底層，親自操縱鑽
掘機，拚命要打穿地堡
外牆。只有她知道，就
在牆外，埋藏着一部巨
大神秘的機器，找到機
器，她就可以從地底接
通到第十七地堡……她

念念不忘孤兒和那幾個孩子，他們還孤零零的困在那廢
棄的死亡地域。她曾經許下承諾，會回去救他們。當她
終於穿破了外牆，牆外，只見一個巨大的圓洞，洞口是
一整片巨大的鋼板。茱麗葉知道，她找到機器了，她可
以去救孤兒了，但她不知道的是，五十個地堡底下都有
一部同樣的機器，而所有的機器都設定通往同一個地
方……

作者：休豪伊
譯者：陳宗琛
出版：鸚鵡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巴黎地鐵站的歷史課

作者以大家熟悉的巴黎地鐵
站，一站一站為大家揭露更多
與地鐵站相關的「巴黎人也不
知道」的法國史與巴黎史。這
是一場迷人的散步之旅，我們
會看到聯盟的爵爺、反叛的親
王，以及所有形塑法國的人
物。我們會看到城牆被建蓋起
來，抵抗侵略者；教會在騷
動；商人樹立權威；藝術家在

掙扎；大學安置在莫貝廣場的乾草堆上；巴黎民眾起義
──暴力、血腥、充滿象徵──如此構成了整個法國歷
史。

作者：羅杭．德奇
譯者：李桂蜜
出版：商周文化

清須會議

一代霸主織田信長忽然被殺
了，留下一片龐大的遺產，以
及未曾指明的繼承人選。

為了爭奪信長留下的這塊大
餅，各懷心思的織田家部下
們，紛紛踏上了旅程，他們的
目標，全都指向了織田家的根
據地——清須城。枱面上的候
選人雖然是笨蛋殿下織田信
雄，與氣血激昂的織田信孝，
但任誰都知道，真正角逐天下

的，其實是底下抬轎的兩個人——熱血樸直的老武將柴
田權六勝家，以及以善於掌握人心的猿面冠者羽柴秀
吉。而圍繞在兩人身邊，徬徨不知所措的武將們，以及
隱藏在背後，推動事件發展的女性們，他們又將如何牽
動籠罩在清須城上、難以預料的詭譎氛圍呢？ 「三谷
流」的娛樂傑作，充滿笑聲與驚奇！

作者：三谷幸喜
譯者：蕭雲菁
出版：新雨出版社

微塵眾：紅樓夢小人物 I

「我喜歡《金剛經》說的『微
塵眾』，多到像塵沙微粒一樣的
眾生，在六道中流轉。」 蔣勳
說，很少有一本書像《紅樓
夢》，可以包容每一個書中即使
最卑微的角色。裡面的芸芸眾生
都有作者的巧思塑造。《紅樓
夢》或許在說一個世俗不知道的
族譜，這族譜不是血緣親疏，而
是對生命的另一種牽掛緣分。而

蔣勳穿透人生寫出的紅樓人物，情感至深，令人追戀不
已。

作者：蔣勳
出版：遠流

小兒子

本書收錄平日駱以軍在Face-
book上書寫張貼父子間逗鬧的生
活瑣事，而這些種種的細微物
事，堆疊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生
活連續面的組成呈現。從內向的
大兒子、古靈精怪的小兒子、美
麗嫻雅的妻子到溫暖堅毅的母
親，還有一窩在屋裡四處衝竄的
狗兒組成的家庭群像，看駱以軍
在各種角色的轉換間，細細地磨

出生活況味，並且在幽默搞笑之餘，始終也不忘時時提
醒着自己和孩子們「我們是有靈魂的人」，要溫暖更要
堅強。

作者：駱以軍
出版：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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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紀，隨着西方殖民步伐加速，全世界都
進入了西方世界的視野和管轄，其中印度是第一個
被西方最大殖民強權英國納入殖民統治範圍的文明
大國，隨着鄂圖曼和波斯等傳統伊斯蘭國家的衰
落，埃及、伊朗也相繼陷入英國的陰影下，中國南
疆的中南半島則落入法國等西方強權之手。西方強
權以其科技、軍事技術證明其文明比亞洲各國更為
優勝，尤其引起歷史悠久的亞洲各國知識分子反覆
思忖，一則其文化是否比歐美低劣，次則如何才能
自保，甚至反敗為勝。印度裔作家潘卡吉．米什拉
的著作《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就是從這些歷史背
景中展開的。
這是一本獻給三位對穆斯林世界、印度和中國影
響深遠的亞洲知識分子的書。潘卡吉．米什拉沒有
追蹤主張現代化的知識分子如胡適、陳獨秀等人的
思想軌跡，也沒有探索以領導國民走向革命及獨立
的政治家如納賽爾、凱末爾、毛澤東、甘地、尼赫
魯等人的生命歷程，而是尋找三位以傳統對抗現代
的知識分子，評價他們對本國人民的影響，他們是
哲馬魯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
梁啟超和泰戈爾。
這三位反抗殖民思潮的領袖並非傳統知識分子，
在西方肆虐的年代，傳統教士、縉紳及受教育階層
正逐漸消亡，要不就轉變成與親西方或保守政府合
作者。他們也覺察到西方現代化進程扼殺了傳統價
值和信念，所以雖然他們曾大力吸收西方文化並表
示仰慕，卻很快因為其侵略本質，因而以激進姿態
站在其對立面，在他們當中尤以哲馬魯丁的反抗最
震撼西方。

哲馬魯丁生於十九世紀的伊朗。當
時在政教方面領導伊斯蘭世界的鄂圖
曼帝國，是第一個接受西方式改革的
伊斯蘭國家，他們進行坦志麥特
(Tanzimart）改革已有一段日子。但
西方式改革也造就了一群西化派的既
得利益者階層，而依舊順從傳統宗教
的低下階層，則受西方和親西方派的
剝削。
有趣的是，哲馬魯丁出身於貧窮家

庭，所受教育不多，也不是熟悉伊斯
蘭法典的穆斯林，然而在西方現代衝
擊之下，卻日益擁抱伊斯蘭傳統，以
團結穆斯林對抗西方霸權。當英國人
在印度引入用豬油紙或牛油紙包裝的
子彈而引發僱傭兵叛變時，哲馬魯丁
當即煽動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反抗，總之是所有東方
人，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應該聯合起來對抗
殖民者。本書作者梳理當代泛伊斯蘭運動的歷史，
發現有很多新概念，例如將反西方的聖戰解釋為每
個穆斯林的個人義務，都是從這時候開始產生，儘
管是由哲馬魯丁的同時代人提出。哲馬魯丁的影響
力，使得後來面對巴爾幹半島民族紛紛獨立、國力
日衰的鄂圖曼政府，不得不招納他入宮充當土耳其
民族主義運動的參謀。雖然他最終在君士坦丁堡宮
內去世，但對鄂圖曼帝國境內的伊斯蘭運動，尤其
是對於埃及本土及對英國殖民者和親英的穆夫提政
府的反抗運動，甚至在納賽爾獨立後日漸壯大的穆
斯林兄弟會，都有深遠的啟發作用。

米什拉筆下的另外兩位人物，
就是我們熟悉的梁啟超和泰戈
爾，他們同樣不是接觸西方或反
抗西方的第一代知識分子。其中
梁啟超受當時翻譯西方理論的嚴
復和主張《大同書》及重振儒學
的老師康有為影響，在晚清支持
光緒維新失敗後，與康有為的思
想漸行漸遠，又因為感受到歐美
諸國的先進，而到這些國家遊
歷，其中在美國目睹不少社會不
公平現象，最終發展出一套新的

反西方民族主義觀念。他和泰戈爾一樣，對西方世
界巧取豪奪的現象深痛惡絕，漸漸對於進步、科學
的觀念產生懷疑，泰戈爾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
在美國演講時直斥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一種亞洲
反抗西方的觀念，逐漸成形。
作為現代的推手，西方近幾百年來，一直自視為

進步、文明的主流，而米什拉的著作，就展現亞洲
知識分子如何試圖推翻這種霸權。直至今日，西方
依然主宰世界形勢，911揭開了全球反恐戰的序幕，
而全球化經濟雖將許多非西方大國引入西方主導的
全球經濟，但基本上美國才是其中的老大哥。在廿
一世紀回顧亞洲各國如何承繼反抗西方殖民、重新
解釋傳統的思潮，似乎最終又讓我們看清全球化對
非西方世界的影響，發人深省。

他們如何回應西方殖民主義？ 文：彭礪青

書評

書名：從帝國廢墟中崛起
作者：潘卡吉．米什拉
出版：聯經

西西新作連載

2013年香港文學的其中一個亮點，便是西西的新作連載。2009年的《縫熊志》，
2011年的《猿猴志》，西西一邊做布偶，縫製毛熊
與猿猴，一邊思考人類本源，以手中玩物扣連歷
史。2013年她開始書寫第三部曲《非洲夏娃》，文
章在《字花》上連載，西西寫她關於非洲的歷史、
傷痛，與人，同時繼續縫製，四下追尋那些非洲花
布，製成一個個布偶：阿卡、恩東戈、赫雷羅、辛
巴，一個個民族獨特的扮相，與他們的苦難。那些
非洲女子的布偶面上木然，可是文字娓娓道來，我
們得以追尋那些被湮滅的歷史，與人文足跡。
非洲夏娃的故事，從納米比亞的赫雷羅說起，這
個民族女子的服飾層層疊疊，紋理突出，相鄰的辛
巴卻活潑開朗，只用簡單的布或者獸皮包裹腰間。
於是不同民族的特性鮮明，辛巴是遊牧民族，逐水
草而居；赫雷羅是農耕民族，安於守護一方土地。
然而不論是甚麼民族都好，面臨外來文明的侵
入，總是措手不及。西西筆下的非洲夏娃們，見證
了歷史洪流中民族的種種災難。
非關個人，這些都是人的歷史。
西西向來不愛曝光，但創作不輟，近年她亦在報
章寫專欄，一個月兩篇，談她的閱讀。但都不像
《非洲夏娃》。
那是承接《我的喬治亞》、《縫熊志》、《猿猴
志》而來的脈絡。自《我的喬治亞》後，她既像重
新尋回童真般，從喬治亞娃娃屋開始，尋覓配件組
合，到後來的《縫熊志》與《猿猴志》，手製布
偶，雖是不同系列，創作思考卻一脈相承。於是來
到《非洲夏娃》，同樣的手製布偶切入，繼續追尋
一個DIY的歷程，卻一針一線穿起關於歷史與文明
的進程，當然，也有野蠻與殘暴的事實。

鍾玲玲回歸
去年文壇的另一件重大事件，要數鍾玲玲

在睽違十六年後再度提筆。1997年《玫瑰念
珠》出版時她曾說過，那是她最後的小說
了，如今她再寫下《生而為人》，於去年七
月份的《字花》上首刊，其後每期連載，至
今已連載了二十回。
《生而為人》也是歷史。鍾玲玲一開篇便

說：「一九四八年秋，我出生了。」句子後
來在篇中一再重複，我們以為那是個人的歷
史，但作者談到她所出生的那個年代的種種
大事件，如內戰，如新中國成立，如美蘇冷
戰。鍾玲玲在接受韓麗珠的訪問時坦然承
認，她所寫的小說，主角都是自己。然而我
們讀到的，並不單單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時
代。其後黃碧雲撰文回應《生而為人》首七
回的內容，所指涉的歷史還包括保釣，包括
反貪污捉葛柏，包括鍾玲玲過往所寫過的關
於自己的種種。
我們談歷史，回頭看那些足跡，並不一

定變成鹽柱。
十六年沒有新作，鍾玲玲也把自己收起，

在文壇消失了十六年。於是全新的小說在文
學雜誌上連載，一下子便成為文學圈裡的焦
點。新作依然是作者的自述，坦蕩蕩如紀
錄，她的前半生走過，歷史在穿插，然後，
我們也一同思考，存在是怎麼一回事？
鍾玲玲的回歸無疑是香港文學圈子裡的重

要事件，我們以為，再也無法看到她的新
作，她的舊作坊間已甚難找，有讀者因此新
專欄而四處搜尋她的舊作，當然是極度困
難；也有讀者為了這個連載，而首度，或時隔多年

後再次購買《字花》。

文學，更多可能
但談文學相關的歷史，

不能不談文學館。即使民
間倡議建館尚未得到回
應，然而香港文學生活館
正式成立，落戶富德樓，
首年以活動及寫作班等為
主，嘗試為文學建立民間
聯繫。
另外，去年的文學活動

如繁花盛放，且各種活動
趣味十足，如中大的「書
寫力量」便徵集學生作
品，抄寫於校園各處，如
圖書館、飯堂、車站等的
黑板和玻璃幕牆上，「水
煮魚文化」辦「文學寫
生」，帶參加者夜訪螢火
蟲或探望櫻花，也在電車

上行走港島，閱讀行經地區的相關文學作品，更於
平安夜以文學作品「報佳音」，把文學搬上街頭，
成為公眾表演的一個項目。
除此之外，文藝復興基金的夏令營、香港藝術館

與香港藝術發展局策劃的「身是客」視藝展覽等，
文學都佔有頗重的比例。在「西九自由野」上，香
港文學生活館策動的文學活動「文字．自由野」，
一連兩日在西九海濱進行詩歌音樂會，還有詩社的
文學游擊活動，讓文學成為西九海濱的一個亮點。
也許，我們亦可再談一點歷史。當官方大談西九
文化區之際，文學備受忽視，邊緣得連民間發起建
文學館的倡議，最終也只落入研究的虛幻，與倡議
落空的現實。「文字．自由野」則以最具活力的姿
態，展示文學在西九這個地方的其中一個可能
性——而我們知道，一座文學館的建立，將可令文
學走向更多的可能。
但我城人民不愛談歷史。凡談及歷史，亦例必楚

河漢界針鋒相對。於是我們確實不能回頭。西西從
納米比亞出發，從非洲的女性開始，一一說起那些
在沙漠上掙扎生存的人們，於此世代，愈發叫人看
得心悸。

2013文學回顧
也關於人與歷史
我們往前看，不時看見歷史。於是回顧，就像預看未來。

文學或許身處邊緣。人人都在點算年度新聞，流行文化會有年度作品，而文學寂然，或許，可能數一數有些甚麼書，或許，看一看

有甚麼作家。但2013總要收拾點算，多元化文學活動愈見蓬勃，跨界創作更見深刻，還有，文學生活館正式成立。但2013年的文學

關鍵詞該是「歷史」，西西與鍾玲玲新作連載，離不了人與歷史。 文：洪嘉

■《生而為人》的最新連載。 ■鍾玲玲的《生而為人》在《字花》第
44期上開始連載。

■西西的新作，已在《字
花》連載到第四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