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0 文匯副刊讀書人 ■責任編輯：尉瑋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4年3月17日（星期一）

書介 圖文：草草

最後的大亨

1930年代的荷里活，知名
製作人門羅．史塔有權、有
勢、聰明且深具魅力，對電影
的每個面向都非常熟悉，並且
建立起一個由他主導的製作體
系。他在23歲時就征服了荷
里活，35歲時已經是一個掌控
上下游所有角色的大人物了。
但他的人生卻是一片空白。除
了電影之外，他的生活乏善可
陳，直到他因為片廠突然出現

的一場意外中遇見了她，美麗的凱薩琳．摩爾，一位無
法在人間看到的，酷似他前妻的女子。除此之外，他還
要面對另一項沉淪，即是權力……《大亨小傳》費茲傑
羅未完成的遺世長篇小說，繁體中文版首度上市。獨家
附錄〈費茲傑羅小傳〉，完整收藏其書信手稿、工作筆
記、小說情節表、打字稿、珍貴日常照片與作家生平紀
事。

作者：史考特．費茲傑羅
譯者：黃福海
出版：野人文化

Game of Thrones Pop-Up

本書是星際大戰與變形金剛
立體書的作者Matthew Rein-
hart奇幻新作，忠實呈現HBO
熱門影集《冰與火之歌：權力
遊戲》的維斯特洛大陸。全書
五個頁面，每頁平均四個小
pop-up，所有的pop-up均伴
隨講述七大王國悠久歷史的精
美文字，絕對是權力遊戲最佳
的動態指南。書中壯觀的視覺

效果與迷人的精湛紙藝絕對會令大批冰雪之地的粉絲高
聲驚呼。

作者：Matthew Reinhart
出版：Insight Editions

張大千與張學良的晚宴

一張菜單，一場飯局，一路
追索，小說家張國立以一段上
世紀八十年代的逸史，細筆描
摹緊湊生動、機關處處的菜餚
政治學。1981年農曆新年，
大畫家張大千籌備家宴，欲邀
請張學良夫婦吃飯。為了這場
宴席，張大千親自擬定菜單並
下廚做菜，結果這頓原定於大
年初一的飯局，拖到了十六日
才吃成。攔截到雙張相約的消

息，情治單位精神緊繃，如臨大敵，全盤揭露飯局外的
戒慎、疑懼、緊張與肅殺，連綠豆與雞都觸動敏感的政
治神經，引領讀者回返這段來幽微不明的歷史時光，窺
看兩位大人物的晚年，以及彼此的相惜與交陪。

作者：張國立
出版：印刻

文明的故事

美國「歷史頻道」同名電視
系列紀錄片共同製作的年度大
書。 全書共分12章，完整呈
現人類文明的歷史，追本溯源
從地球的誕生開始說起，並一
一紀錄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重
大事件。書中收錄超過300幅
的彩色照片與地圖，生動呈現
了趣聞軼事，更以第一人稱戲
劇性地描述歷史上的關鍵點：

鐵器的發明、耶穌被釘十字架、羅馬大劫掠、成吉思汗
的統治、黑死病肆虐、印刷機發明、新世界之探索、工
業革命的誕生、蒸汽機發明、全球遷徙之興起、兩次世
界大戰，以及電腦的發明等等。

作者：潘蜜拉．托勒、以安．莫里斯/前言
譯者：洪世民
出版：聯經

深夜食堂 12

被喪服牽動姻緣線的阿範、
想穿着英文外衣的春山先生，
雖然沒什麼道理，但搶到「限
量品」的幸運感卻能增強自
信；相看得飽到打嗝的夫妻，
在意外降臨時，才確認彼此依
存的心……安倍夜郎的作品
《深夜食堂》以都會區巷弄裡
從深夜開始營業的食堂為舞
台，將老闆做出的平民料理，
與形形色色的客人的故事融

合，時而溫馨時而憂愁，不僅散發料理的香氣，也洋溢
最質樸的人情味。最新第12集登場。

作者：安倍夜郎
譯者：丁世佳
出版：新經典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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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台灣出版了多本楊照講解經典的導讀書，本以
為文字氾濫，未必都值得一讀，但打開這本講述托克
維爾《民主在美國》的導讀書，又不禁被作者的筆觸
吸引。也許楊照未必有破舊立新的高論，但卻是一個
懂得講故事的人。使得一般讀者對托克維爾的政治思
想產生興趣，這已經是楊照這位文字中介人的一大功
勞了。
托克維爾生於十九世紀初，他在晚年寫成當今成為
中國熱門書的政治經典《舊制度與大革命》，突破德
梅斯特《論法國》的視野局限，客觀評價法國大革
命。不過他在早年遊歷美國後寫出的《民主在美國》
才是他的傳世之作。
《民主在美國》分上下兩卷，上卷純然是對美國的
地理風土和政治制度作描述，而下卷則是對美國社會
現象背後作抽象理論的闡釋。這當然不是一部單純講
述美國民主的著作，而是以美國的民主社會對照翻天
覆地的法國社會。楊照指出，美國也是一個沒有貴
族、人人平等的國度，是以美國立國初期，社會不崇
尚華美的藝術，一切樸素簡單，這恰好也是美國與歐
洲甚至拉美各國在文化甚至政制上的差異。正如托克
維爾說的，美國的民主基礎就在設有議會的大小鄉鎮
(township)，這意味着在基層社會裡，人人都是身份
平等的公民，他們的關係構成了美國民主的核心。
與美國相比，法國基本上是要廢除千百年來的封建
制度及法例，重新建立一套公民權利及法制，這是托

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
第一章裡承認的。與法國大革
命相比，美國在沒有歷史包袱
的空曠大地上獨立建國，看似
輕易得多。所以托克維爾認為
美國真正的智慧，是在建國十
年後耗費兩年時間，重新檢討
國家制度。楊照從托克維爾的
著作裡看出，美國對民主的實
踐不像法國般苦痛地訴諸抽象
原則探索，而是實在地從生活
中處理問題，多少滲雜一點他
對托克維爾的淺白閱讀。

民主須透過「共識」來建立
譬如對於托克維爾在下卷的「社會學」式視野，楊

照簡化地解釋托克維爾解讀美國民主背後的一個涵
義：就是民主必須透過「共識」而不是「革命」來建
立。然而《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讀者，或許會同意，
書寫法國大革命的托克維爾承認了法國大革命斲斷傳
統制度的必然性。另外，托克維爾也在下卷展現了美
國式民主如何塑造美國人的宗教情操、審美觀念、民
情等，凡此種種形成我們今日所謂「民主人」(demo-
cratic man)的楷模。在此，楊照以貴族制或種姓制度
與民主制社會作對比，指出前者重視身份和不變的本

質，而後者重視個性和變化，亦即你的奮
鬥和努力。
全書最有趣和值得思考的，是托克維爾

甚至觀察美國這民主社會運用英語的變
化，一切如楊照所說是「非功能性」的，
隨變化而變化，而此美國文學中也沒有所

謂「經典」(canon)。根據楊照的解讀，這說明美國是
一個重視平等而不是自由的社會，在托克維爾遊歷美
國的年代，美國還沒有出現一部文學經典，然而《白
鯨記》和霍桑的小說就在托克維爾離開不久後誕生，
所以托克維爾的說法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不過楊照
對托克維爾的更大修正也許是，這位法國人沒能指
出，美國人有自我修正的能力，這就是楊照在全書中
一再強調的清教徒精神，令人聯想到韋伯的「新教倫
理」，也許還解釋了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如何繁榮。但
這也意味着自由市場必須受到某種共同的道德約束，
才能蓬勃發展起來。或許，如果托克維爾生於今世，
應進而探討美國資本主義市場面對危機時仍有沒有自
我復原能力，以及對美國公民精神的戕害能否復原。

書評

托克維爾在美國
書名：楊照的七堂公民課：
以平等之名——托克維爾與《民主在美國》
作者：楊照
出版社：左岸（2013年10月）

文：彭礪青

小說版的《紙牌屋》（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4年
3月第1版），以英國唐寧街為背景，最初發表於
1989年。作者邁克爾．道布斯通過一個「黨鞭」
（原意是英國貴族獵狐時，負責管好獵狗的一個角
色。後指議會內的「紀律主管」，主要工作是說服
黨員按照黨派規矩投票、按照政黨立場行事，以及
溝通黨內領袖和議員們的關係）——弗朗西斯．厄
克特的上位史，將歐美政治的「屋頂」徹底掀開。
從故事情節和幽默語言藝術上說，其可謂是可以與
日本作家筒井康隆的《文學部唯野教授》和美國作
家活地．阿倫的《門薩的娼妓》相媲美。
弗朗西斯．厄克特扶助黨魁競選首相成功，然而
未能如願進一步得到提拔，他為此惱怒不已，發誓
要對背信於己的首相進行報復。利用新首相擬推的
「綜合教育改革法」，暗中操縱女記者瑪蒂．斯多
林在媒體上曝光、洩密。初戰告捷，他旋即指派手
下對新政府開展新的圍剿，同時巧妙化解躲避來自
政敵的明槍暗箭。然而，這並不僅僅是一場簡單的
「屠宰」，弗朗西斯．厄克特的矛頭漸漸指向了權
力的寶座……
透過這部緊湊得幾乎沒有半點多餘情節的小說，

會驚奇地發現，發達國家的政治環境看似透明，但
謀權者在其中的真正遊戲卻是那樣不可告人。暗地
裡的博弈廝殺比表面上的拚搏更為艱難，所付出的
代價也更為高昂。如京劇《三岔口》中劉利華和任
堂惠表現的那樣，兩個武生在黑暗中打鬥，試探、
碰觸、攻擊、防守。這像極了在一片漆黑裡用紙牌
搭建屋子，執行者必得屏住呼吸、控制心跳、精確
每一個動作，容不得半點閃失，否則，摧毀的速度
遠比搭建要快得多。
小說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弗朗西斯．厄克特將報
社的「菜鳥記者」瑪蒂．斯多林追自己要新聞的事
情告訴妻子莫蒂瑪，並和她商議如何利用那個「菜
鳥記者」來達到自己通過輿論打擊對手的方法。莫
蒂瑪明確告知丈夫，可以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
來征服那個「不經世事」的丫頭。牌局之中的家庭
關係是如此令人驚異：每個家庭成員都抱定極為一
致的目標，為了贏得這局遊戲，他們可以無所不用
其極。

「權力」的無力和空虛
其實，「官場小說」的文化意義永遠大於單純的
文學意義，中外莫不如是。《紙牌屋》的作者邁克
爾．道布斯並不是一位純粹的小說家，他的真實身
份和他所傾注的事業正是其小說中描寫的眾多人物
之一——「政治人物」。同時他也區別於以往的
「喬治．奧威爾式」政治諷刺小說，首次將「政
治」題材與「驚悚」元素聯結，使得故事中的「醜

聞」、「交易」與他筆下的人物性命息息相關，對
於這樣的設置，作者曾說：「人生就是一場博弈，
不管我們願不願意，都是這條路上無奈的過河卒
子，只能一路向前。恐懼之力，永比尊敬更甚」。
小說的精彩，還在於邁克爾．道布斯深諳政治局

勢中的火候——他將「過火」和「差一點」的狀態
描寫得如此透徹，以至於有些人即使沒有看過電視
劇，但在讀到弗朗西斯．厄克特得知自己未能入閣
時，也能夠清晰地看到，那一刻他的臉是如何的蒼
白。
較之普通意義上的政治諷刺小說，小說版的《紙

牌屋》確實更是着眼於激發野心的慾望來源，使得
權力鬥爭中所有被扭曲的人性都可得到解釋，也相
應得到同情。更重要的是，小說全篇聚焦權力，但
無時不暗示「權力」二字的無力和空虛。在小說裡
不僅完全沒有道德層面的「好人」，連遵紀守法、
照章辦事的人都幾乎銷聲匿跡——這當然有為了增
強小說故事的戲劇效果而做的誇張記錄和描述，但
做到了細節真實。
小說中的弗朗西斯．厄克特似乎是「唯一笑到最

後的成功者」，但當人們讀完小說後都會禁不住試
圖去窺探他的內心，難道站在碩大的唐寧街首相辦
公室，獨自一人看着窗外的景色，他不會痛苦，不
會孤獨？一路走來，他收穫的是權力和掌聲，丟失
的呢？是人性、情感、友誼與道德和良心。夜深人
靜時，他能安然入眠嗎？回想過去時，他能坦然無
畏嗎？也許就像他自己所說的，「這就是英國政
壇。」

「他將擔任黨鞭，我們將除掉首相。」
邁克爾．道布斯畢業於牛津大學，是英國政治

家。他1975年步入政壇，開始為保守黨議員撰寫演
講稿，很快嶄露頭角，被稱為「威斯敏斯特的娃娃
臉殺手」，後任政府特別顧問和戴卓爾夫人政府幕
僚長，最終於保守黨副主席的職位上退休，2010年
被英王室冊封為男爵。他曾跟戴卓爾夫人走得很
近：1979年，是他第一個告訴她，她當選了首相；
但是到1987年，她以很大的優勢再次當選後，他發
現自己失寵了。
在《紙牌屋》「後記」中，邁克爾．道布斯風趣
地將寫這本書稱為20多年前「犯下的一個最光榮、
最了不起和最具里程碑意義的錯誤，完完全全地改
變了我的一生」。
「當時我身處一座叫做戈佐的小島上，心情很是

苦悶。我開始抱怨身邊的一切——太陽、大海，特
別是最新的暢銷書。很快我的人生伴侶就受不了
了。『別他媽這麼自大了，』她說，『要是你覺得
你能寫得更好，那看在上帝的份兒上，趕緊動筆

吧。』」邁克爾．道布斯說，在她的「鼓勵」和鞭
策下，開始沉下心來決定寫點什麼。
「我神遊幾個星期之間，想起我如此憤怒和苦悶

的原因。」邁克爾．道布斯回憶起1987年大選日前
的一個星期，當時他是戴卓爾夫人的幕僚長，而戴
卓爾夫人正被「一系列不負責任的民意調查結果和
不知所以的神經過敏弄得心煩意亂，覺得自己可能
會輸」。「有一天，後來我們稱之為『搖擺的星期
四』，她爆發了。她攪起一陣暴風雨，殘忍而不可
理喻。她不斷向我大吼大叫，甚至有拳腳相向的衝
動……」在那場選戰中，戴卓爾夫人輕鬆獲勝，但
也招來了不少勁敵，這也給了作者帶來創作靈感。
當時，邁克爾．道布斯趁休假逃離了倫敦，想借
寫書來排遣他曾受到的傷害，他坐在小島的游泳池
邊，一手握着筆，一手握着酒瓶。3瓶過後，他覺得
自己找到了主人公——他在寫字板上只有兩個首字
母：FU。」FU即是弗蘭西斯．厄克特（Francis
Urquhart）。作者想：「FU概括了整體概念、人物
以及他的名字，他將擔任黨鞭，我們將除掉首
相。」於是乎，弗朗西斯．厄克特和《紙牌屋》就
這樣誕生了。

追看追看追看《《《紙牌屋紙牌屋紙牌屋》？》？》？
原著小說別有洞天原著小說別有洞天原著小說別有洞天
現在回過頭來看現在回過頭來看，，帶有帶有「「步步驚心的政界博弈步步驚心的政界博弈，，激烈精彩的權力遊戲激烈精彩的權力遊戲」」色彩的熱門美色彩的熱門美

劇劇《《紙牌屋紙牌屋》，》，其最初打的僅僅是其最初打的僅僅是「「名人招牌名人招牌」，」，但是火到連美國總統奧巴馬也都按捺但是火到連美國總統奧巴馬也都按捺

不住在社交網站不住在社交網站「「推特推特」」上提醒網友和觀眾們上提醒網友和觀眾們「「不准劇透不准劇透」。」。事實上事實上，，從第一季開始從第一季開始，，

《《紙牌屋紙牌屋》》這部反映美國高層政治鬥爭這部反映美國高層政治鬥爭「「黑暗黑暗」」的美劇就吸引了大批粉絲的美劇就吸引了大批粉絲。。20142014年年22月月

1414日日，《，《紙牌屋紙牌屋》》第二季第二季1313集全部上線集全部上線，，更是引發了另一陣觀劇和點評熱潮更是引發了另一陣觀劇和點評熱潮。。

然而然而，，用對比的眼光審視該美劇和同名原著小說用對比的眼光審視該美劇和同名原著小說，，還是會發現它們之間存在着較大的還是會發現它們之間存在着較大的

差距差距：：小說發生在英國小說發生在英國，，電視劇的背景則是美國電視劇的背景則是美國；；電視劇更傾向於美國時政電視劇更傾向於美國時政，，小說則比小說則比

較完整地展現出身處政治中心的一群人的生存狀態較完整地展現出身處政治中心的一群人的生存狀態。。 文文：：潘啟雯潘啟雯

■《紙牌屋》；邁克爾．道布斯著，何雨珈

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