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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向上游——香港五十年代社會影像

本土歷史專家鄭寶鴻收藏大
量有關本港發展的史料，亦曾
出版不少香港專題的著作。最
新著作以影像反映歷史，以超
過200張珍貴老照片，分為18
個篇章呈現昔日香港的面貌，
內容涵蓋社會、交通、房屋、
工商業、醫療、教育等。新書
以張國榮的名曲《默默向上
游》命名，寓意香港在上世紀
五十年代的困苦中掙扎奮鬥，
奠定往後的輝煌成就。

作者：鄭寶鴻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書介 圖文：草草

談愛說情

素黑、深雪、王迪詩、劉嘉
玲、楊采妮、楊崢、廖碧兒、
莫文蔚、李嘉欣、霍汶希、鄭
嘉穎及黃子華，與著名財經及
企業管理人盧永仁博士不但是
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有些更是
相識數十載的舊友。在盧博士
的這本首作中，他與一眾受訪
者暢談愛情觀、婚姻關係、人
生挑戰，與成功之途。

作者：盧永仁博士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蔡康永的說話之道 2

僅僅聊天，就可以讓一個節
目在華人世界歷久不衰，長紅
10年。蔡康永的說話之道，
一如他的處世哲學，在嬉笑怒
罵間自然淬練。40則心得分
享，幫助你提升自信、潤滑關
係，待人接物更自在。 「說
話，就是和別人相處，和別人
相處得好，你才會過得更開
心。」這次還請來彎彎配上插
圖，幽默指數絕對破錶。

作者：蔡康永
插畫：彎彎
出版：如何出版社

無聊的魅力

最能以小喻大、言外蘊旨的
英倫才子作家艾倫．狄波頓，
以機智幽默的筆鋒，對歷史上
的作家、畫家、思想家的作
品，提出最精妙深刻的評論。
翻開本書，跟着狄波頓的腳
步，從一幅畫、一幢建築、一
次旅行、一段感情，從每一個
生活的點滴裡發現美好。庸常
的日子裡也能發現點亮心靈的
感動，或無聊、或憂傷、或孤

獨、或無助的時空，都變成了忘我的豐富，這就是──
無聊的魅力。

作者：艾倫．狄波頓
譯者：陳信宏
出版：先覺出版

黑白閻連科：中篇四書（卷二）

本叢書一套四本，選入閻連
科最經典的中篇小說。閻連科
以自己出生的村落（河南嵩
縣）和生長的文化景況為基
調，細細描寫着那些微小的存
在與消逝。看那些介於大城與
小村的人們，他們的過去、當
下與未來，以及生活──充滿
艱苦、奮鬥、有時歡愉、有時
哀慟，或許茫然也依然前進的
生活。一套四本共八篇小說，

每篇小說都設定以河南嵩縣的耙耬山這個地點貫穿不同
人物的生命故事，作者娓娓道來在他所構築的耙耬山世
界中，農民對權力的崇拜，及生命的價值在權力面前遭
到否定時，所體現的積極的人生意義。

作者：閻連科
出版：二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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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修一最近成為台灣的寵兒，小說作品大規模全
方位地中譯，而且不同出版社都加入爭逐版權的戰
場，看來他勢將成為繼村上春樹之後，另一位在中文
世界人氣急升的日本作家。其實他的小說一向擅於捕
捉大都市的感性特質，在早期作品中早已流露這種優
點，不如就以《公園生活》（日版 1996，中譯
2003）為例說明吧。
《公園生活》選擇了以日比谷公園為故事的中心場
景，那是一個毫不起眼的公園，大抵無論在任何的指
南觀光簡介中，均屬不可能推介刊載的「景點」。吉
田修一把一雙於地下鐵中偶然認識的男女之交往，以
公園作為兩人見面交流的主要地點，從而一點一滴鋪
陳出大都市中的一段人際往來小插曲。有趣的地方，
是作者描繪這段交往，由始至終均恪守針對視線的角
度出發。
大家都明白生活於大都市中，人與人之間的視線是
一種非常有趣的關係。大都市的特質是陌生人滿溢，
沒有人可以避過他人的目光，彼此的視線交匯又構成
一種曖昧的關係──可以是互不相干，也可以是關係
的開端，簡言之就是充滿不同的可能性，其中正好蘊
含了對他者的好奇心，回頭又呼應街上滿是不認識的
陌生人基點。
林道部在《坐在長椅上──〈公園生活〉論》中，
正好留意到以上的特性。事實上，吉田基本上僅以
「我」和「她」來命名小說中的男女主角，後者極其
量按消費習性，被「我」和友人近藤冠上「星巴女」
之名，這種匿名式的設計本來早已屬從大都市的陌生

人角度設定而發。而兩人的結識正是源自地
下鐵車廂內的一場視線遊戲，「我」以為友
人在背後，於是開口搭訕，可是原來只有陌
生的「她」，而「她」竟然也若無其事恍如
熟友般回應攀談。「她的口氣簡直像是和十
多年的老友說話一般。這下子我可不只是面
紅耳赤，腋下還被滲出的汗水給濡濕了。乘
客似乎認為我們兩人只是好一陣子沒有交談
的朋友，便失去了探究的興致。」這裡關鍵
的是旁觀者的「失去興致」，小說的啟端已
點明了視線的「攻擊性」──它可以惹來尷
尬，而且也側面道出大家在別人視線下生活
的「表演」需求。
後來小說交代，兩人時常都在日比谷公園出沒。而
「她」其實早有留意到「我」的存在，而且當「我」
得知後，也禁不住着意究竟「她」在看「我」的甚麼
──「她」甚至形容為「看不膩」。而事實上，當中
正好包含了無限空想的可能性，在文本中也成為一段
關係的曖昧起點。其中正好道出視線的兩面性──它
可以起冒犯的挑釁，但同時也可以屬恭維的肯定，一
切視乎與視線來源之間人際互動交往。
吉田修一對陌生人的視線描寫甚為敏感，而且貫徹

在大小的細節上。正如交代「我」和友人近藤的閒聊
中，後者便直指「她」是愛喝摩卡的「星巴女」，因
為她的紙杯上有一個「Ｍ」字。這些都是城市符號，
而作者正好提醒彼此正是透過閱讀及擷取不同的視覺
資訊，來建構大都市中與陌生人之間的關係。然而就

在男方視線凝視的解讀背後，
吉田也提供了另一方的角度。
「她」表示自己從來不喜歡獃
在星巴克，因為「坐在那家店
喝咖啡的時候，女客不是會一
個接一個進來嗎？那些人每個
看起來都像我自己。算是一種
自我厭惡吧。」吉田了解清楚
視線的表裡差異，從而道出內

外的變化。旁觀者自詡的視線解讀，在凝視對象身上
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內在反應，但我們正是生活在大同
小異都市視線解讀的氛圍中，甚至可說樂在其中，當
中容許無限想像，同時也有大量的誤讀曲解，但這正
是都市生活的豐饒本質來。
此所以小說僅以「她」表示「我決定了」來為關係
作戛然而止。決定了甚麼，文本上下容許有廣闊的解
讀可能性，吉田自身也顯然不想為小說定調。在《公
園生活》中，他不斷竭力提供都市觀照周遭的可能角
度，由公園中放汽球上天空想看公園鳥瞰景觀的老男
人，乃至「我」用遊戲程式讓虛擬分身去秋田觀賞
「竿燈祭」等，均屬突破現實限制下，所採取觀看身
旁陌生世界的其他角度。唯其如此，才可透過好奇心
的鼓動，才成就出都市的生命活力來。

書評《公園生活》的都市視線
《公園生活》
作者：吉田修一
譯者：鄭曉蘭
出版社：麥田(2008年3月9日）

文：湯禎兆

兩岸四地齊競技
今年的比賽主題為「發現」，香港三聯書店

副總編輯李安笑言，這個題目很有「鼓動
性」，希望能激發年輕人的無限創意。去年的
比賽首次推廣到內地，最終獲出版的十本書
中，有近半數出自內地作者之手。李安說，兩
地年輕人的創作風格很不同，內地的作品有時
代厚度，香港的作品則注重自我的內心表達。
例如漫畫《去一個不用被吃的地方》，作者陳
妮妮從蘿蔔與小兔的故事說起，探討何所謂價
值，與如何去走自己的路。「我覺得很有寓意
在其中，也許是內地過去一直以來要很重視集
體而犧牲自我，這些東西都在作品中有呈現。
例如還有一本《不存在的旅行》，內地的交換
生去外國很多地方，所敏感的是那些自己不能
暢所欲言的人，以及在很多文化交雜下的一種
困惑，或是自己的身份問題。內地還有一本書
是《往回跑》，作者創作短篇小說來回應古今
的詩歌。像這些創作，香港可能比較少。」
但香港年輕人的創作特色是富創意地使用各
種媒介來呈現自己的生活、內心，或是面對人
生十字路口的選擇。比如設計感十足的《69°
N 51°W》便是結合文字、插畫和音樂，來講
述作者由冰島遊歷到格陵蘭的見聞及想法，整
本書呈現的除了書寫與記錄，還是一種充滿藝
術感的「書」的概念。
李安說，剛開始將比賽範圍擴展到內地，心
中是有些擔心，「怕和內地比。」後來完全放
心，「香港的年輕人很有個性，而這正是創作
所需要的。所以香港這些書的設計，每本的大
小風格都不一樣。等到北京三聯出簡體版，我
們又請了內地的設計師重新設計，封面變得較
為統一，看起來是一套。這說明兩個地方審美
也不同，都很好，只是那種好是大家不一樣
的。」
今年比賽範圍進一步擴展到台灣和澳門，李
安希望能激發年輕人心中「那團火」，也促進
兩岸四地年輕人的文化交流。「太多人說年輕
人很負面，但我覺得，如果他的內心世界被你
激發，他們會很投入。過去有些作者，甚至真
的辭去了工作來創作。他們其實不為甚麼，不
知道自己會不會贏，贏了也只是出本書，沒有
甚麼錢，但他們想完成這件事，因為這是代表
他自己的。你知道寫一本書和寫一篇文很不一
樣，一篇文最多和別人合集，但一本書是屬於
你的，整個設計、美學你都能參與。」
她忍不住要給想參賽的人一個小tips：「很
多朋友以為贏不了就等於沒有機會出書，其實

不是，他們不了解這個行業是可以自己來敲門
的。所以這對我來說是很珍貴的平台，我們很
難去找他們，由他們來找我們其實容易很
多。」

評委陣容分量十足
比賽還有一個特色，入圍者有機會接受評審

的一對一創作指導。本屆請來的評委陣容份量
十足，包括著名作家王安憶、台灣著名演員張
艾嘉、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晉導演黃修平、
北京劇場導演田沁鑫、作家鄧康延、香港網頁
設計師兼新媒體藝術家朱力行、台灣書籍裝幀
設計師黃子欽、插畫家鄒駿昇，以及澳門作曲
及填詞人李峻一。黃修平表示，香港電影最缺
劇本，劇本寫作在文學根底層面十分薄弱，希
望通過比賽「為電影界添新養分」，也讓喜歡
影像的人與文字人有交流。黃子欽則認為，比
賽的可貴之處，不是最終的成果，而是「看不
見的種子」。他動情地說，種子是寂寞而安靜
的成長過程，真正的創作也正是孤獨的過程。
「年輕的作品最可貴在於提問的態度和提問的
可能性，創作的本質已經蘊含其中。」鄒駿昇
則鼓勵年輕人突破文字的框框，他笑言自己小
時候成績不好，因為對文字的專注力不夠，但
對藝術則非常敏感，現在通過創作也闖出自己
的一片天——創作與生活都應有各種可能。長
期從事紀錄片製作的鄧康延也是本屆的評委之
一。他認為，不僅僅是書才可以被閱讀，紀錄
片也是一種閱讀，紀錄片也是書，並表示本次
評選中也會關注在紀錄片方面有所特長的優秀
者，因為之前的幾屆評選中，還沒有紀錄片類
型的出版物。
比賽詳情請參考活動的臉書專頁(www.face-

book.com/youngwriters4)。

第五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開鑼
星級評審助你出書

內地導演田沁鑫專程來港參加比賽的公佈儀式，她認為好
作品最重要的是創造力，作者需要有敏感的觸覺，要立意獨
特，將讀者帶入發現的世界，給予讀者安靜的心靈感受。至
於作品的結構、所描述的階層、環境、事件等則不需要有太
多的條條框框。
去年的比賽主題為「存在」，田沁鑫對此深有感觸。她

說，不管現實怎麼樣，都是「我思故我在」，蘊含深遠的佛
理；而象徵着安定寧靜的存在感，正是現在許多年輕人身上
所缺乏的。「現在的香港和以前很不一樣，外來者太多，遊
客太多，這幾年大都市文化遇上大眾文化，香港摩登的東西
在不知不覺中被削減，人流量大會導致人與人溝通變得沒有
耐心，導致環境污染，香港城市面貌發生變化。」她也認
為，強調「存在」意味着「獨立」，「香港很多做創作的年
輕人，做獨立的有思想的創作，但是，獨立不是想獨立就能
獨立的，獨立需要獲得教育，獨立是一種信仰，也是精神，
獨立是培養出來的。」
說到內地和香港年輕作家的區別，田沁鑫坦言，香港年輕

作家非常活躍、極具個性。內地地廣人多，南北方差異巨
大，各地方言文化也不同，不好一概而論。她笑言現在內
地，許多九零後已經開始出來「混世」，他們很多人身上帶
有獨生子女的優越感，有些更自信得「有點莫名其妙」。自
信固然是好的，但田沁鑫更希望年輕人能學習一種樸素、安
靜的創作心態。
電子媒介的流行，令閱讀習慣、書籍形式、甚至創作方式

都產生巨大改變，但田沁鑫認為，紙本書依然具有自己的生
命力和魅力。她表示，自己去英國的時候就觀察到當地人仍
然非常喜歡看報紙與讀書。在她看來，新媒體固然更加快捷
和方便，但紙質出版物經手工化打造、和生命有關，洋溢着
書香氣。「試想，如果有天停電了，整個城市將陷入黑暗，
電腦也無法運轉。然而，只要有蠟燭，依然可以進行紙質閱
讀，度過黑暗。」

對於「年輕作家創作比
賽」，她直言有些驚訝，
「沒想到這裡能做五屆選
拔，還有那麼多優秀者。
三聯書店還提供這麼好的
條件，堅持為每屆比賽的
優勝者出書，為這些有想
法的人去實現他們的願
望，提供重要的成長機
會。」

年輕人心中都有一團火，只要給予

機會，所爆發出來的創作能量不能小

覷。新鴻基地產（新地）與香港三聯

書店（三聯）攜手舉辦的「年輕作家

創作比賽」，自2006年起已成功幫助

33位年輕創作人出版首部個人作品，

發掘出一批潛力新人。今年比賽來到

第五屆，將範圍延伸至台灣與澳門，

讓兩岸四地的年輕人能夠在創作中互

相交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霍蓉、

倪停

田沁鑫：
望年輕人學會「樸素、安靜」

■■新地與香港三聯再次聯手舉辦新地與香港三聯再次聯手舉辦「「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年輕作家創作比賽」，」，評委來自兩岸四地評委來自兩岸四地。。 新地提供新地提供

■■三聯副總編輯李安三聯副總編輯李安
霍蓉霍蓉攝攝

■導演田沁鑫 霍蓉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