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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

從482頁的《天工開物．栩
栩如真》、上下合計共886頁
的《時間繁史．啞瓷之光》
到710頁的《物種源史．貝
貝重生之學習年代》，董啟章
從2005年起潛心構築的鉅著
「自然史三部曲」，來到了新
作「自然史三部曲前言後語」
──《美德》。本書故事承接
《學習年代》，成為此後長篇
故事的序曲，故事背景設定在

《學習年代》四年後。對於董啟章來說，小說世界就像
這個溜冰場，是一個劇場般的存在。在這劇場裡，懷疑
將被懸置，人物將在一部部小說裡重生，如同董啟章筆
下的貝貝變成栩栩、變成恩恩、變成啞瓷，在《美德》
裡又變成了維真尼亞。

作者：董啟章
出版社：聯經

奈特杜納的告白

《蘇菲的抉擇》作者威廉．
史岱隆1968年普立茲文學獎
之作，《時代》雜誌百大最佳
英文小說之一，靈感來自美國
史上唯一一次大規模的黑奴暴
動事件發起者──奈特杜納在
獄中寫下的告白書。奈特自小
飽受折磨，1831年，他號召
十多個黑奴起義造反，殺了五
十多個白人，不久之後即被捕
入獄處決。他在獄中告白書中
痛陳千千萬萬同他一樣黑皮膚

的人所受的屈辱，訴說一個良善的人如何被白人逼到牆
角，進而步上復仇之路……史岱隆以歷史學家之眼、社
會學家之胸懷、良知雕刻家的手、心理學家之刀，以及
豐富的小說家想像力，構築黑人牧師奈特杜納曲折的一
生，將這份告白書成就為經典之作。

作者：威廉．史岱隆
譯者：謝瑤玲
出版：自由之丘文創

往事不曾離去

風潮英劇《唐頓莊園》的才
子製作人、《迷霧莊園》奧斯
卡金獎編劇朱利安．費羅斯自
傳式的深情絕讚小說。四十年
前，當事人與德米安是同學，
將他帶進外人難以闖入的上流
生活圈，結伴青春年少朋友，
後來卻恩斷義絕，原因到底是
甚麽?擅長觀察英國舊階級與
新世界的變化，並以這類題材
作品屢屢拿下大獎的朱利安．
費羅斯，在這本小說中展現他

對時間更替、文化衝擊和人心深度的描寫功力。

作者：朱利安．費羅斯
譯者：宋瑛堂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I Am Pilgrim

Pilgrim（朝聖者）是個代
號，其背後是個從不存在的
人。這人原本是美國一個富裕
人家的養子，曾經替美國情報
單位領導底下的秘密間諜部
門工作。隱姓埋名退隱江湖之
前，他寫了一本談鑑識犯罪調
查的書。想不到這本書後患無
窮，將他牽扯進一宗迷離謀殺
案——手法與書中描寫如出一
轍。這古怪謀殺案竟還牽連出
一連串的恐怖事件，Pilgrim
一路跟着案件從麥加、土耳

其、亞爾薩斯追查到中亞興都庫什山脈，天涯緝兇，務
必找出幕後黑手並加以制止……

作者：Terry Hayes
出版：RANDOM CENTURY GROUP LIMITED

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

香港邊境禁區位於新界北
部，毗鄰深圳，範圍由沙頭角
海伸展至后海灣，面積達
2,800公頃。自1951年禁區設
立以來，成為香港與中國內地
兩地間邊界的緩衝區域，並能
防止非法入境及其他邊境罪
案。近年來，港府提議縮減禁
區範圍，將有超過20條村落
被釋出禁區範圍。本書以明清
時的新安縣發軔，叙述了該區
在港英、日治及大陸文革等歷

史階段裏，深港邊界在保安對抗、鄉村沿革、風俗民
情、經濟教育、自然及人文景觀等方面的不同歷史面
貌；並附有掌故軼聞，以村民作為主體去透析他們怎樣
再創造文化特性，勾勒出香港邊境禁區六十多年的歷史
脈絡。

作者：阮志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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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氏素以擅長搜羅史料著稱。由於蔣介石日記原
件至今還未出版，因此，書中揭示蔣氏日記中的一
些內容，不僅對於廣大讀者，而且對於包括一些難
以閱讀到蔣氏日記的研究者來說，都是很新鮮的。
非但如此，作者在每篇論文中都廣泛引述了大陸、
台灣和國外的許多檔案和其他史料，參考了各個論
題既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對論述到的每一
人物事件的來龍去脈都梳理得一清二楚，因此，此
書不僅使讀者了解到民國政治的許多內幕，而且澄
清了以往一些歷史誤傳和錯誤論斷。《蔣介石日記
解讀（三）》中每一篇文章都富有新意。

揭露歷史秘辛
楊天石解讀蔣介石日記的第三集論文，用豐富的
史料為讀者編織了一幅幅民國後期的政治畫圖。不
僅可以加深對抗戰後期起中國政治的認識，也有助
於深入了解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統治最後階段的走向
失敗、中共取得革命勝利並奪取全國政權的大勢。
楊天石根據史料，揭示了許多過去人們所不知曉
的歷史情節及其歷史背景。試舉二例。
一為蔣介石對待貪污的懲治態度。以往人們只知
道在抗戰時期和戰後，國民黨政府貪污腐敗嚴重，
但是很少知道，蔣介石主觀上也是想肅清貪污腐
敗，並採取了行動的，然而收效甚微。蔣介石決定
處決孔祥熙親信是顯著一例。楊書中寫道：「蔣介
石此後也曾多次多方設法，甚至企圖開展『肅清貪
污運動』，藉以解決普遍瀰漫於國民黨官場的嚴重
貪污現象。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他雖曾命令自己
的兒子蔣緯國退回非法取得的『敵產』，卻無力改
變國民黨官場的普遍現實。在他主持的（國民黨）
六屆四中全會上雖曾制訂《當前組織綱領》，規定
黨員應登記財產，凡拒絕登記者不得成為國民黨
員，但從未付之實行。貪污現象日
益發展氾濫，終於迫使人民對這一
政權完全喪失信心和希望，蔣介石
不得不敗走台灣。」作者還從中引
出歷史教訓：檢視蔣介石反貪史，
他「確有反貪之願，……但終未奏
效，最後丟失大陸，敗走台灣。貪
腐可以亡政，信然。」「豪門越
『豪』，處理其貪腐，就應該越堅
決、果斷、及時，這就是歷史教
訓。」
一為1948年蔣介石曾動員胡適參
加總統競選，而其背景是：先有李
宗仁勸胡適參選，蔣介石得知後一
面對「桂系攜貳益顯」表示顧慮，

一面又想，「只要有人願負責接替重任，余必全力
助其成功」。同時，軍統報告：國內有部分勢力欲
蔣下野，美政府人士醞釀讓蔣「讓位」。美國司徒
雷登、馬歇爾都對國民黨政府有強烈批評，國民黨
政府在國共內戰中屢屢敗績，在東北戰場緊急之
時，美國遲滯對華援助。這些都是促使蔣決策推舉
胡適競選總統的因素。連蔣經國也一再建議乃父任
行政院長。當然，蔣介石是在打算，或當軍隊參謀
總長掌握軍權，或當行政院長執掌行政權力。

抽絲剝繭的史料分析
楊天石解讀蔣介石日記的論文中，引用蔣的日記

文字並不多，每篇只有幾段，但為了弄清日記中的
幾句話，卻要搜集大量的資料，才能將某一事件、
某一問題的背景原委結果，及其內在矛盾和演變過
程說清。這一文集中每個論題，即便對於民國史多
少有些研究的學者也只能大致了解其外貌輪廓，但
對其中內在經緯脈絡理路未必了然。而楊書論述每
一個政治話題，卻像畫出一棵棵大樹的植物生理
圖，運用史料將樹的主要根系、主幹、枝蔓，直到
葉脈，都一一清晰地繪示出來。書中論文對每個論
題所涉事件人物作了細緻的掃描透視，使讀者能對
歷史的一些關節點有深切的認識。這是學術研究水
平的體現。
而能做到這一點，一方面有賴於作者廣泛搜羅可

能搜尋到的史料，一方面還要仔細比較深入解析，
這充分顯現出作者的修養和功力。
楊天石對資料的研讀十分仔細，在使用史料敘述

歷史時，也都力求準確無誤。以一個用詞為例。他
在敘述毛澤東原來拒絕接受蔣介石的赴渝邀請，後

來在莫斯科三封來電的壓力下只
好決定接受蔣的邀請時，這樣寫
道：「毛澤東終於決定部分地接
受莫斯科的勸告」。用「部分地
接受」來表達，非常準確。莫斯
科要毛澤東接受邀請赴重慶談
判，其電報中提到，「建議中國
共產黨人改變對蔣介石政府的路
線」。毛澤東接受去重慶談判的
意見，但沒有完全接受莫斯科改
變對蔣介石政府路線的意見。毛
澤東原先對蔣介石的路線是用武
力推翻蔣介石統治，答應去重慶
談判後，提出要「大體走法國的
道路」，進入「和平民主新階

段」，但並不是像法共那樣將武裝交出去，仍然
「堅持保存自己的武裝和抗戰中取得的解放區，不
肯照貓畫虎地全盤走法國的路」。楊文說：重慶談
判中，「中共代表在中共軍隊、解放區、解放區政
權等問題上的堅持，不僅是對國民黨的抗爭，也是
對莫斯科意見和法共道路的逆反。正是這些堅持，
中共才使自己的實力和掌控的地盤基本無損，成為
以後打敗國民黨及其政府的物質基礎。」所以，用
「部分地接受」蘇聯斯大林的意見，前後呼應一
致，同時準確無誤。

還原歷史真相
對於一些歷史事件的情節，出於各種目的，輿論

和傳聞或誇大縮小，或虛構隱瞞，往往有許多錯
訛。揭示歷史真相，是歷史學者的根本任務。楊天
石引據史料，澄清了一些以往傳聞失實之處。例
如，蔣經國上海「打虎」時，查抄揚子公司囤積物
資，過去傳聞孔令侃藐視蔣經國打擊囤積行動，故
意對抗，楊天石論文中引述監察院調查和蔣經國日
記資料，揭示出在蔣經國在宣布「物資總登記」的
命令後，揚子公司確曾向經濟管制督導員辦公室提
交存貨單；揚子公司囤積貨物，「都非日用品，而
外面則擴（誇）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處理，真是
頭痛」。
楊天石解讀蔣介石日記第三集的內容豐富，可圈
可點之處甚多，這裡難以一一述及。只是書中有一
點，是否可進一步探討，即對於蔣經國上海「打
虎」中的揚子公司案，蔣介石究竟有未對孔令侃包
庇。因為從當年的輿論到其後長期的傳聞，都說蔣
經國在揚子公司案碰了釘子，是因為蔣介石聽了宋
美齡的話，包庇了孔令侃。而實際上，蔣經國「打
虎」行動本身就有問題。已有論者指出，國民黨政
府經過抗日戰爭和緊接而起的內戰，經濟竭蹶，財
政虧虛，用發行金圓券、限制物價的辦法，以行政
手段干預市場經濟的運行，本身就違反了經濟規
律，必然會失敗。而蔣經國「打虎」最後碰在揚子
公司案上，社會輿論對官場腐敗、通貨膨脹、物價
飛騰、奸商囤積居奇強烈不滿的情緒，最後發洩到
處置揚子公司案的停頓上。蔣家因姻親孔家的事，
背上了包庇的罵名。其實，揚子公司並未查出違法
問題。當年蔣經國日記記載說：「揚子公司的案
子，未能徹底處理，因為限於法令，不能嚴辦，引
起外界的誤會。同時，自從此事發生後，所有的工
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動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

萬科集團董事局主席王石說他不喜歡高爾夫，但希
望所有人都能來看看這本書，因為可以「學會接受失
敗」。作者袁昆是他帶入行的，出任了他曾擔任獨立
董事的俊發房地產總經理，從此踏入地產界，就此結
交近20年。書中，他用高爾夫來寓意人生，王石看
完為他推薦作序，商道即人道也。
袁昆，漢語言文學專業出生，為鄧小平南巡後，儒
生下海闖蕩深圳開拓人生新世界的典型。在地產界
中，他不算年輕，打高爾夫10年，是個有文化的開
發商。全書以屈原《九章》佈局，謀篇指出「人有多
大膽，地就有多大產」面對「純住宅地產、商業地
產、旅遊地產、教育地產、藝術地產」，揭露高爾夫
地產近10年瘋漲現象。
18個洞的標準高爾夫球場，要200名球童300名養
護工人，至少600會員維持周轉。他走過200多個球
場，「高爾夫球場的利潤點不在高爾夫」，而 來自
瘋狂發展的打球熱潮，是公款消費的腐敗溫床，被視

為與夜總會區別不大的娛樂項目。移花接木本該變廢
地為寶的球場卻佔用耕地，是有錢人的商務接洽御花
園，是投資者的搖錢樹，是圈地人的自留地，以房產
溢價做旅遊、休閒、居住、文化等復合相生的經濟鏈
條。袁昆亮出自己與泰格．伍慈，尼克勞斯、霍華
德．休斯等高爾夫名將的交往，指出哪怕是中國高爾
夫之父朱樹豪與長子朱鼎健，連續7年為美國《Golf
Inc》世界高爾夫權力榜排名最高的亞洲人，都不可
能在球場、商場沒有錯過，沒有一場球是沒有遺憾，
世上沒有不勞而獲。
市面上的高爾夫書，都是講球具、球技。《人生不
過18洞》講「高爾夫，一件能給人帶來尊嚴感的活
計」，袁昆打了9洞甩下這些文字，剩下9洞在孔子
好學、韓非子好戰、莊子逍遙中再詳談，打球的人
生，天道勤酬，依舊離不開書中念念不忘的「高人指
點，貴人相助，自我努力，小人監督，菩薩保佑」。
地產界，高爾夫球場不僅是名利場，更是塑造複雜

人物的城鄉結合的時
空，在這裡，路遙筆下
的主角離開了土地又回
到土地，接受了失敗，
學會用自然原則掌握思
想原則笑對人生。球場
上，那些不斷向命運挑
戰的現代青年們是帶着

辛勤、樸實的傳統美德，自信堅毅的品質，有遠大理
想和抱負，最終回到高爾夫球出現的意義——「在綠
地和新鮮氧氣中的美好生活」。

書評要想混進地產界 就得學會高爾夫
—評《人生不過18洞》中國第一本高爾夫人文書籍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霍蓉

《人生不過18洞》
作者：袁昆
出版：清華大學出版社

從蔣介石日記
透視國民政府後期政治

—楊天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三）》讀後
楊天石解讀蔣介石日記，已經出版過兩部論

集，最近又出版了第三集。與前兩集一樣，第三

集的論文仍是以解讀蔣氏日記為引線，實際上是

對中華民國政治的若干專題進行論述。

第三集輯錄其讀蔣氏日記的論文15篇。該集

論文內容所涉時間跨度較大，從1936年的綏遠

抗戰，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書中論題雖有幾

篇文章是研討蔣介石對抗日的指導，和國民黨政

府退至台灣後發生的情況，但絕大部分還是集中

於國民政府後期政治和中外關係兩大領域，其中

尤以抗戰結束前後國共關係和戰後制憲、行憲的

歷史為重心。故似可簡要地說，此書主要內容是

從蔣介石日記透視國民政府後期政治。

文：曾景忠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審，原《抗日戰爭研究》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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