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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山之家

鐵山之家是在北卡羅萊納州
山區的一所孤兒院，對麥可和
他的弟弟朱利安而言，這是一
個黑暗的地獄。自小被遺棄於
河畔的兄弟倆，從來沒有遠離
過麻煩，特別是朱利安。飽受
欺凌的他忍無可忍殺了其中一
名長期欺負他的院童，為弟弟
頂罪的麥可遠走鐵山之家，兄
弟倆的人生從此踏上不同的道
路……約翰‧哈特創造了麥可

這位特立獨行的豐富角色，當他宛如暗夜的孤獨幽靈般
巡遊在黑白兩道，所有人性的殘酷和善良、背叛和恐懼
也將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作者：約翰．哈特
譯者：尤傳莉
出版：春天

魔戒何佖人中土之旅

岳圖是魔戒迷，小時候看過
《魔戒》原著後，即對書中的
史詩式背景及奇幻經歷着迷不
已。因為一份執念，他開始翻
譯「港版」中譯本《魔戒》，
結果一耗便是二十多年歲月。
翻譯工作接近尾聲，岳圖率先
推出漫畫風格的繪畫插圖集，
當中夾集不少岳圖對《魔戒》
人物、人名的理解，獨特又具
新意，可將之視為「港式解
讀」。此插圖集為《魔戒》港
譯本的前奏曲，大家可率先一
睹作者岳圖的「魔戒旅程」。

作者：岳圖
出版：葵花書屋

回應桑德爾及其他

本書是著名哲學家李澤厚八
十歲後的最新著作，回應目前
在東西方都很火紅的哲學家桑
德爾 (Michael Sandel)，關於
市場與道德，關於公正以及各
種批評。市場經濟走向「市場
社會」，一切均可你賣我買，
世道已再無道德可言，桑德
爾 (Michael Sandel) 深深憂
慮這種市場對道德無孔不入的
侵害。李澤厚回應指出，桑德
爾卻並不反對市場經濟，也未
提出反對這個「侵入」的底

線，市場和道德的分界線在哪裡，到底什麼是金錢不能
買的？在此，他既回應桑德爾，也回應自由主義。李澤
厚無意把倫理道德的根源簡單歸結為理性，他反覆強調
的是歷史和教育，通由歷史生存的「情」境中產生出
「禮」，經過教育，「禮」成為個體的善惡觀念，有待
中國哲學登場。

作者：李澤厚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小心

富裕而仍感空虛的少婦，有
外騖心，對丈夫友人心猿意
馬，漣漪暗蕩；初入社會的少
女，已知可利用貌美天賦得償
所願，尺度漸寬，後果堪虞；
舞會結織的男士，帶來的並非
長流細水，乃是幾乎不着痕跡
的傷痛；為家計而當上計程車
司機的兩女之母，發現丈夫留
情處處，更對自己懷有歹
意……女子要小心——是作
者——編劇高手陳韻文睽違多
年帶給讀者們的囑咐。

作者：陳韻文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萬字固定

對《鹿男》天才作家萬城目
學來說，平淡的日子裡總有最
精彩的細節，無聊的小事也永
遠最值得迷戀。於是無論寫
作、旅行、美食，還是青春的
記憶，都因為與奇妙的瑣事相
遇而樂不可支，回想起來，就
是許許多多的會心一笑。難以
形容的奇想，無法言傳的幽
默，這是只有萬城目學才能寫
出來的一本書，生動呈現「作

家的日常」與「異想天開的世界」。特別收錄：萬城目
學的台灣見聞記。

作者：萬城目學
譯者：涂愫芸
出版：皇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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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明代文人的命運，是個誘人的話題。明朝的皇
帝大多沒什麼文化，文人們的命運自然就比較微妙
了。復旦大學歷史系樊樹志教授的這本書，是對明代
著名文人生命歷程的研究力作，以個案分析式的方
法，對明朝十七位文人進行了論述。不僅資料詳實，
筆觸細膩，而且往往發前人所未發，極具可讀性。
文人士大夫具備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意識，於是就
有了現實的舞台上，允許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作者
論述錢謙益：「雖然修齊治平是每一個傳統士大夫都
孜孜以求的目標，但實際上，並非每一個學問淵博的
文人都適合從政為官。」文人並不一定要從政為官，
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正如錢謙益寫的高攀龍神道碑
銘所說：「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其應和益
廣。」但他卻忍不住一再渴望從政為官，最終演繹
了：「因為書生氣太足而玩不轉政治，卻被政治所玩
弄，直到被政治所拋棄。」的悲劇。「直如弦，死道
邊；曲如鈎。反封侯，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一直面臨兩
難的選擇，剛直不阿，定為當道所不容，曲學阿世，
則為後世所不齒。有明三百年，直如弦，死道邊的士
大夫前赴後繼，曲如鈎，反封侯也代不乏人。充分體
現了士大夫個體的價值觀與道德取向。」從明朝開國
時的劉伯溫、宋濂，直到明末一塌糊塗腐敗現實中的
錢謙益，並沒有像姚廣孝對朱棣說的那樣，殺了方孝
孺，讀書種子就斷絕了。而這些前赴後繼的文人，在
與現實的碰撞中形成的張力，正是本書的精彩看點。
看一本書是不是有「營養」，除了看提供的思想火
花，還有知識性的一面，如作者介紹了何大成的《唐
伯虎先生外編》，證明了唐伯虎點秋香的故事並非小
說家所言；對於一些學者批評東林書院的黨爭弊病，
也用《東林會約》等證據做出了否定的判斷；而王陽
明之所以在龍場驛靜坐頓悟，是因為那裡沒有書，以
及他的「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的不容於世的
論述，也都讓人受益不淺。
此書還有《沈萬三事跡考辨》一文。沈萬三不過是

一富翁，所以放在了附錄裡，但這一畫蛇添足之
舉，卻是作者看走了眼的結果。其本意是指出顧
誠教授《明朝沒有沈萬三》的「結論並非毫無根
據，卻難以令人信服。」但他自己卻重蹈了覆
轍。顧誠教授把文士沈達卿與沈萬三後代的沈達
卿混為一談。但明人陳基《夷白齋稿》載：「檇
李（嘉興）沈君達卿，起家儒林」，就把他作為
論據的中高啟《寄沈達卿校理》；楊基的《雨中
懷沈達卿、茂卿》；還有姚廣孝為沈達卿所建
《清安堂》寫銘和序的事，反過來說明了此沈達
卿非彼沈達卿。樊教授則說：周莊的沈廳是沈氏
後人在乾隆年間建造的。而明人劉昌的《懸笥瑣
談》記載：「沈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
甚宏壯，殆中人家製爾。」
兩位教授都沒有注意到打開沈萬三之謎的鑰

匙，在明人高士奇《天錄識餘》的一段話：「洪武初
年，每縣分人為哥、畸、郎、官、秀五等，家給『戶
由』一紙，哥最下，秀最上；而每等之中又有分等，
鉅富謂之『萬戶三秀』。如『沈萬三秀』，即為秀之
三者。」莫旦的《吳江誌》明言：沈萬三（沈富）在
張士誠據蘇州時就死了。而其弟沈貴，則去終南山隱
居，這應該是可信的。但明朝人還是繼續說：「南京
的沈萬三，北京的枯柳樹。」明人筆記《蓬軒吳記》
還把沈萬三誤認為是排行老三。「沈萬三」是指一富
戶人家，這也是「揚名立萬」的由來。沈萬三的傳說
雖然有些撲朔迷離，但從沈家人的墓誌銘，以及其姻
親莫旦等人的著作中，還是可以大致了解沈家真實情
況的。
陰太山的《梅圃餘錄》說：「張士誠稱王，勒萬三

資犒軍，又取萬三女為妃。」與張士誠周旋的，是第
二代沈萬三沈榮、沈旺等人。明朝建立後，沈家又舊
戲重演，除了送錢糧、出資築城，還玩犒軍的舊把
戲，但情況不同了，朱元璋明白文化和財富是可以與
權力抗衡的。要不是馬皇后說了：「民富敵國，民自

不祥，天降滅之。」
提醒朱元璋慢慢消
受，他們當時就被滅
了。
一個農民想要在元

末動盪的時局中驟然
發財，除了意外之
財，無外乎勾結權
勢。所以沈萬三的聚
寶盆在某種程度上
說，就是難以明言的

生財之道，這也是一個意味深遠的寓言。應該說，務
農是沈家最初的基礎，陸道原分財應該是關鍵。
莫旦的《吳江誌》、明中期楊循吉的《蘇談》等書
載：汾湖富家陸道源家，將財產分給了幫他打理的沈
富和葛德昭兩家。陸道源看到了動亂中財富的危險而
選擇了放棄。當時還有無錫的倪雲林、崑山的顧阿
瑛，朱元璋時有嘉定的萬二都是如此。沈、葛二家後
人分成「四葛四沈」，沈旺和第三代的沈玠當了不敢
要俸祿的小官，最終都逃不掉被牽扯進朱元璋一抓就
靈的「胡藍案」中。第四代沈德全時，連同沈旺等都
被一鍋端了。聚寶盆招來了財富，也招來了滅門之
禍。王世貞的《明史·佞幸傳》說：其後人沈文度拿
錢財去投靠宦官紀綱，說明朱棣時沈家還有漏網之
魚。「四沈」並非被一次性處理，說其後人被流放到
了雲南和遼陽，都是說得通的。
《明代文人的命運》一書由中華書局於2013年8月

出版以來，受到了許多愛書者的好評，讀起來也確實
會感受到作者「精神的寄托，思想的抒發，個性的張
揚。」

書評《明代文人的命運》的精彩與蛇足 文：龔敏迪

《明代文人的命運》
作者：樊樹志
出版：中華書局

故事以台灣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大學生活
為背景，蔡智恆講述一個校園的純愛故事：「我」是
一位靦腆害羞的高中男孩，「她」是一位擁有如梔子
花般美麗臉龐的高中女生，他們在公車上「不斷地偶
遇」。雖然她打動了「我」的心，但「我」卻沒有進
一步追求，兩人只是在公車上簡短客氣地交流，彼此
不知道對方的名字，不知道對方的住處；但他們有着
一種無聲的默契，每天似乎都在期待着這個搭車的美
麗時刻。梔子花女生身上散發的香氣細膩且濃郁，
「我」只是周而復始地站在梔子花女生旁邊，不逾
矩……相見不如懷念，所以上了大學，「我」依然默
默地等待與尋覓，在茫茫人海中與「她」再次相遇。
「阿尼瑪」一詞出自瑞士著名心理學家榮格心理學
理論（「阿尼瑪」和「阿尼姆斯」是榮格提出的兩種
重要原型。榮格認為，無論男女都會有異性的潛藏性
格存在：「阿尼瑪」原型為男性心中的女性意象；
「阿尼姆斯」則為女性心中的男性意象）。換言之，
「阿尼瑪」是每個男人心中都有的女人形象，是男人
心靈中的女性成分——它身上有男性認為女性所有的
好的特點。按照蔡智恆自己的解釋：「阿尼瑪」的意
思為每個男人心中唯一認定的女孩——不管曾經邂逅
多少女孩，他的心中永遠只會有一個阿尼瑪。
蔡智恆以「阿尼瑪」為書名很容易讓人想到柏拉圖
在《會飲篇》提到的我們人類的另一半：每個男生都
有他唯一的「阿尼瑪」，而每個女生卻有好幾個「阿
尼姆斯」。這也許便能夠成為女生偶爾犯「花癡」的
最為「科學」的有趣解釋。「舞會」、「露營」、
「迎新」、「社團」……這些最能夠代表大學生活的
字眼，無意間會讓同齡的讀者都能身臨其境。雖然蔡
智恆之前的作品常提及校園生活，但《阿尼瑪》偏重
在「社團」方面，這是他以前很少碰觸的題材。
小說的故事並沒有因為榮格的複雜心理學理論而變
得枯燥，但簡單的愛情故事反而動人：在那個電腦、
手機、微博、微信、QQ等還沒有普及或者還未出現
的年代裡，「我20歲的人生像白開水一樣，雖然平
淡，但很健康。只因認識了梔子花女孩，我才會沸
騰」，這讓小說整體散發出一股復古的氣息。由此，
人們從《阿尼瑪》中也可以明顯地感受到蔡智恆早期
作品裡獨有的青春氣息，排版也保留了當年BBS的寫
作風格。雖然作家的閱歷並沒有在小說中得到體現，
但小說描繪的依舊是純純的校園之愛，如同進入琥珀
之中被永久地保留了一般。

相忘於江湖或執着回憶
早在1998年學水利工程出身的蔡智恆用「痞子
蔡」的網名在BBS上發表純愛小說《第一次的親密接
觸》，「輕舞飛揚」和「痞子蔡」成為了一代人的網
絡記憶。其清新的文筆、幽默的文風、網絡對話式的
語言，給人們帶來「陌生化」的閱讀體驗，也令蔡智
恆迅速成名，無數人特別是年輕男女感動於「輕舞飛
揚」和「痞子蔡」的愛情。尤其是小說中的一些特別
句式，曾經像病毒一樣傳播着，成為一代網絡文學讀
者的「暗號」或印記。
由此，《第一次的親密接觸》迅速竄紅網絡，翌年
以紙質方式出版，引來讀者對網絡文學的極大興趣，

2000年初又以簡體版現身內地，發行量達50萬，連
續22個月位居內地暢銷書排行榜前列，給網絡文學
發展帶來極大鼓舞。此後，被譽為「網絡文學宗師」
的蔡智恆陸續承接了他的這一文風，寫出了諸多愛情
故事，尤其是「瓊瑤式」的純情，如《雨衣》、《愛
爾蘭咖啡》、《槲寄生》、《夜玫瑰》、《洛神紅
茶》、《亦恕與苛雪》、《孔雀森林》、《暖暖》、
《回眸》等，故事中的主人公或擦肩而過，或相忘於
江湖，或執着回憶，彼此之間發生淒婉纏綿的愛情故
事。
蔡智恆曾說愛情小說最打動人的是「愛情的本

身」，「就是一個女的喜歡一個男的，一個男的喜歡
一個女的，兩個人在一起生生世世，不一定要聲嘶力
竭。」他的小說內容通常沒有大喜大悲和驚心動魄，
但卻像一杯下午茶，溫暖而溫馨。

理工科「宅男」的青春情懷和思辨
眾所周知，網絡小說發展到今天，已有相當規模和

陣勢，玄幻小說、盜墓小說等借助於網絡或新媒體平
台興起並迅速走紅。對於古典文學以及現代技巧的綜
合運用，加上快餐文化在信息時代的迅猛發展，網絡
小說可謂是「異軍突起」。但是不少網絡作品取材大
多是「男才女貌式」的愛情或者是古代傳說。
與之相反，蔡智恆的《阿尼瑪》等卻僅僅是從青春

記憶裡或「生活周遭」之中取材，對於純情的追求和
嚮往卻能帶動眾多「80後」、「90後」的閱讀群
體，除了迎合大眾品味之外，深層次原因恐怕是體現
了現代社會的信任危機，彼此缺乏精神上的認同和溝
通，人與人之間的「高牆」日益加重，「你的遠距離
外是他人的身邊；他人的遠距離外就在你身邊」，
「如果不再相遇，美麗的故事可以成為美好的回憶。
不過如果美麗的故事繼續，那就要小心翼翼」……作
者思辨式的話語從側面反映出當今失落的精神家園和
人與人之間的某種情感冷漠。
「每個人都借由戀愛，尋找自己所遺失的另一

半」——寫作《阿尼瑪》，或許是蔡智恆這位理工科
「宅男」想要表達的一種青春情懷。大學時代的生活
和愛情，點燃了作者的靈魂之光，書中卻遍尋不到慾
念的火，那種差異在經歷過成年後世俗愛情的人看
來，顯得難能可貴。尤其在網絡上某些人動輒要求女
性「豐乳肥臀」、或是最好是自帶萬貫家財的「白富
美」的當下，蔡智恆的審美觀卻是「喜歡的女生不一
定要長得漂亮，只要讓我有感覺就好。讓我有感覺的
女生，我總會立刻選擇特定的形容詞，然後量化她的
外貌是數據讓我有百分之多少心儀的女生。」
由此，「甜美的珊珊學姐，是屬於讓我45%心儀的

女生。標致的楊玉萱，是屬於讓我35%心儀的女生。
洋娃娃般可愛的Jenny，是屬於讓我70%心儀的女
生。漂亮的張秀琪是屬於讓我95%心動的女生……但
面對高中時代曾經無數次一同乘車『偶遇』的梔子花
女孩，我才明白什麼是自己的100%女孩。只要她不
是梔子花女孩，對自己就毫無意義。我要的只是心中
的『阿尼瑪』」。
純情，也許只有當它低到塵埃裡，才能真正打動人

心。從《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到《阿尼瑪》，總有一
些青春和愛情故事使人感動乃至念念不忘，而蔡智恆
以獨有的方式書寫並宣示真正的純愛是什麼。

「「痞子蔡痞子蔡」」新書內地出版新書內地出版
低到塵埃裡的別樣純情低到塵埃裡的別樣純情
台灣知名網絡小說家蔡智恆（網絡上暱稱

為「痞子蔡」）的《阿尼瑪》圍繞着「愛

情」、「初戀」、「青春」、「暗戀」這些

人們心中永不退熱的主題娓娓道來，在情節

（「傷感＋浪漫」）、敘述（「清麗＋優

美」）、格調（「健康＋陽光」）等方面都延續

了「痞子蔡式」的清新細膩風格，學生時代

的純粹愛情在作者平淡的描述中不禁令人回

憶起自己的青春時代。

文：潘啟雯

■■《《阿尼瑪阿尼瑪》，》，蔡智恆著蔡智恆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42014年年33月月））

■■蔡智恆蔡智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