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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食控

《贖罪》作者麥克尤恩跨足
間諜小說，媲美大師約翰．勒
卡雷的精彩傑作。1972年冷
戰時期，英國情報局發起一項
秘密行動，暗中資助右派作家
寫作，意圖進行思想控制。

莎琳娜．符閏，這位美豔、
聰慧的劍橋女大學生，因為一
場不倫之戀，陰錯陽差地加入
了英國情報局，並奉命執行這
項秘密行動，任務代號「甜食
控」。就此她踏入了新秀作家

湯姆．海利詭譎多變的文學世界……經由湯姆．海利的
短篇故事，莎琳娜遊走於虛實之間，窺探她的作家情
人，並且抽絲剝繭找尋潛藏在謊言之下，似有若無的真
相……本書主角湯姆．海利宛如麥克尤恩年輕時的翻
版，書中也穿插多段麥克尤恩的往事和作品、好友馬丁
．艾米斯和英國文壇八卦等等，使得虛實更為難辨；同
時這也是一部關於作者、寫作與故事的力量的小說，是
迄今為止麥克尤恩自己最喜歡的作品。

作者：伊恩．麥克尤恩
譯者：趙丕慧
出版：漫步文化

共情時代

本書作者弗朗斯．德瓦爾，
是荷蘭著名的動物學家，且是
2007年《時代週刊》百位最有
影響的世界名人之一。德瓦爾
在黑猩猩中研究人性，得出
「道德不需要宗教」的結論。
就像黑猩猩安慰失敗者一樣，
我們要安慰他人，需要了解他
人的情緒，感同身受，也就是
具有「共情能力」。在本書
中，德瓦爾再一次證明和發展
了《黑猩猩的政治》中的觀

點：道德並不是從天而降的東西，「它是進化的產
物。」（文：李青霞）

作者：弗朗斯‧德瓦爾
譯者：劉暘
出版：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棟方志功——美術與人生

這是一名靠自學成才的藝術
家的軌跡。他的學歷只有小學
程度，少年時代在青森縣的家
鄉被人稱為「畫痴」。二十一
歲隻身來到東京，在畫界闖
蕩，到處跌碰，仍然勇往直
前。漸漸，版畫的才能開花結
果，又在尊敬的人生導師的啟
蒙下，打開了通往佛家的大
門。正因為他沒有受過正規的
學校教育，才能以最質樸的心

參悟禪機，把《華嚴經》的教誨在板木上刻成莊嚴的作
品。終於，他把自己的木版畫稱為「板畫」，並以充滿
日本東北鄉土情懷的畫風，在世界各地的美術展中贏得
國際性的榮譽，卓然而成大家。本書作者與志功相遇相
知，通過近距離的交往和觀察，娓娓道來志功如何貫徹
「畫痴」的人生。

著者：海上雅臣
譯者：楊晶、李建華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HQ事件的真相

2014年震撼全球書市，引
爆話題的犯罪小說。二十八歲
的馬庫斯．勾德曼，在兩年前
出版了第一本小說，旋即躍升
為全美超級暢銷新銳，結果在
收了出版社鉅額的預付版稅之
後，就得了作家病，可怕的
「白紙症候群」。一個字都寫
不出來的他，為了躲避出版社
和文學經紀人的奪命連環
call，決定逃到新罕布夏州的
歐若拉鎮拜訪他的恩師，也是

美國文壇巨擘哈利‧柯伯特（Harry Quebert）。本來
想靠恩師幫忙找回創作靈感的他，卻在偶然間發現哈利
不可告人的秘密……

作者：喬艾爾．狄克
譯者：尉遲秀
出版：愛米粒出版

What I Know for Sure

時代百大人物、慈善家、
美國最具影響力非裔名人之
一，成名於脫口秀主持人——
歐普拉，勵志最新作品，將
「O, The Oprah Magazine」
中的專欄，首次改編，將14
年來的生活經歷一次集結成
書。你可以在書裡遇見她的聰
穎與巧慧。看這位在世上擁有
耀眼成就的女性，如何面對生
活的甘與苦。而面對如此坦
率、有活力、充滿希望且毫無

保留的歐普拉，你更能從中找出讓自己成長，並且更好
的方法。

作者：Oprah Winfrey
出版：Flatiro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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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中國，「七零後」是個多少有些尷尬的群體：
他們不夠資深不具備一呼百應的地位和架勢，也早過
了發夢的年紀；他們不夠幸運，又不至於絕望厭世；
他們見過空中飄着白雲飄着雨，也見過空中飄着大把
的錢，卻總砸不到自己頭上。將這個大敘事凝縮在文
學語境裡，也是如此。年長些的作家寫上山下鄉寫意
識形態種種，後輩寫手動輒哈根達斯星巴克，玄幻穿
越無所不用其極。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們，似
乎什麼都沒趕上：文革那會兒，他們還小；等到裹挾
一切的物質文明湧入，他們又早過了追逐欣羨的年
紀。
不過，有一件事他們趕上了：離鄉。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公辦大中專學校不再為畢業
生分配工作。鐵飯碗端不住了，這些生於七十年代的
年輕人紛紛離開生養於茲的故鄉，去北京，去廣州和
深圳等更遠的地方，為一個愈來愈模糊的理想埋單。
內地「七零後」作家徐則臣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耶
路撒冷》，以四十餘萬字篇幅講述的，正是這群人為
生計或者說得形而上些，為理想遠行、奮鬥、掙扎以
及堅守的故事。
男主人公初平陽是個典型的「北漂」：辭了南方小
城的沉悶工作進京，考北大博士不中，與同鄉女友租
住未名湖畔簡易房，一年後女友回鄉嫁人，不久，他
考中博士，三十多歲仍孑然一身。故事由初平陽回鄉
變賣祖宅「大和堂」起，以倒敘手法，牽出其少時好
友易長安、秦福小和楊傑離鄉十餘年間各自的變遷遭
逢。全書分十一章，章名均為書中角色，每章末尾附
一篇初平陽為北京某報撰寫的專欄文章《我們這一
代》。如是「群像式」寫法，看得出作者為「七零
後」群體立傳的野心。
書中主角，不論北大社會學博士初平陽，辭去鄉鎮

教師工作去北京代辦假證假牌照
的易長安，水晶商人楊傑抑或離
鄉十六年輾轉漂泊多地的秦福
小，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鳳
凰男（女）。這個意指離鄉進城
群體的有些輕薄的稱謂，多少含
了當下中國城鄉文化中愈發難掩
的矛盾糾葛。這樣的互不理解，
註定了這群花街（可與蘇童書中
的「香椿樹街」和閻連科的「耙
耬山脈」對照審視）少年，不管
怎樣的事業有成家庭和美（至少
表面看上去是這樣），卻永遠無法融入所謂的「自由
之地」。秦福小在深圳時想家想得肚子疼，楊傑將名
字在「楊傑」和「楊傑出」間改來改去，易長安不間
斷地靠一夜情尋求性慾刺激……書中種種細節無不在
替大城市中群體性的不安以及身份模糊作證。人生而
自由，卻常在枷鎖中。當年為理想離鄉，如今竟在異
鄉的燈紅酒綠繁華中迷失，於是回鄉，想再看看童年
的雲。與《小鮑莊》和《上海往事》等「五零後」和
「六零後」中國作家的作品相似，《耶路撒冷》也是
一場轉身回望。如果說初平陽變賣大和堂這一舉動是
某種割離過往的年代隱喻，他身邊人爭着買下大和堂
的情節，則更像一場意味深長的追懷：福小買給領養
的兒子天送（天送長得很像她自殺死去的弟弟天
賜），齊蘇紅買給精神失常的丈夫呂冬，楊傑原本想
買後來自願讓給福小（楊傑當年的一把手術刀間接導
致天賜的死亡）。
「買」這個如此商業化的概念，竟搖身變為書中人
實現自我救贖的抓手，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巨大的反
諷。

書中反覆出現的「十字架」意象，曾當過
妓女的秦環奶奶背負着，其他曾經執着曾經
虛榮自私的角色同樣背負。耶魯撒冷這個對
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遙不可及的宗教名詞，也
因初平陽的又一次出走（赴以色列希伯來大
學深造）而有了某種地理和心理上的親近
感。作者借天賜的死，秦奶奶口中的耶路撒

冷，以及淮海斜教堂中穿解放鞋的耶穌，暗示了一代
中國人的找尋與掙扎。與老輩作家不同的是，七零後
作家尋找「原鄉」時，困難重重。即便找到了，那個
所謂的「鄉」，早已不是當年風貌：斜教堂被妓女翠
寶寶紀念館取代，大和堂落入當地政府名下，平陽的
初戀女友舒袖，也嫁人生子剪去了長髮。
用四十萬字篇幅講述一代人的故事，並不算長，但

依筆者所見，部分章節仍存在精簡再咀嚼的可能，文
中穿插的抱怨北京天氣和體制種種弊病等段落，也多
是老生常談，有「炒冷飯」的嫌疑。結尾，易長安為
童年好友團聚也為紀念天賜執意回鄉被警方抓獲（完
成自救），花街少年在深夜火車站（寓意出走）送別
他時，天送說了句夢話，「掉在地上的都要撿起
來」。看似漫不經心的一句，卻是全書一個再好不過
的收束：青豆掉在地上，要撿起來；理想和信仰，也
一樣。作者並不悲觀，他為書中男女各自羅列出「自
救」的日程和清單。夢想破滅，現實殘酷，但一息尚
存，這或許是七十年代出生這一代人的世界觀中，最
浪漫最烏托邦的地方。

書評「掉在地上的都要撿起來」
—讀《耶路撒冷》有感

文：李夢

《耶路撒冷》
作者：徐則臣
出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4年3月）

從Know How到Know Why
鼎泰豐董事長楊紀華有句口頭襌是「數

字非常有意思！」他認為，管理者要善用
數字看清關鍵問題，同時也不能一味相信
表面數字，失去了理解真實的能力。
定量的數字讓鼎泰豐能夠突破手工製作

的限制，追求精確品質；另一方面，他們
也明白數據思考的本質與具體實踐的重要
性──數據的意義在於分析、洞察資料，
進而能看清變化與機會，形成應變。
事實上，從2011年導入視訊會議後，在

楊紀華的帶領下，鼎泰豐人發展出用數據
佐證經驗，解決現場問題與創新產品的團
隊思維。每日的視訊會議都是一場從data
（數據資料）、 decision （決策）到
development（發展）的集體創新過程。比
如楊紀華在店裡有道吃了多年的私房炒混
菜，由三種青菜組合而成，各店大廚們正
打算研發為店裡新菜色，先訂出青菜比
例，再由各家店的後廚分別試炒，實驗出
各店認為最佳製作方法。從三種青菜先後
放入的順序，以及炒的分鐘數，同時拍攝
實品照片，上傳資訊平台，隔天視訊會議
上，九家店進行討論、票選。
內部的資訊系統平台，則隨時更新各項

營運相關統計分析數字與歷年資料，提供
各店主管或決策者參考。
特別是楊紀華，可以從各色報表與統

計數字中，找出數據與現場作業之間的
因果關聯，提出建議。他不會立刻告訴
員工答案，而是從數據裡，帶領大家思
考一個又一個問題，像剝洋蔥似的，從
Know How到Know Why，找到真正的問
題。如此，才不會落入SOP的迷思，在
食材、天氣、環境、人等多種變數之下，
彈性應變，維持「始終如一」的精確品質
標準。

廚房裡的「資料科學家」
在品牌國際化的過程裡，鼎泰豐也充分

進行資訊化與數據化。除了POS系統，逐
年研發出排隊調度系統、戰情系統、視訊

會議、客訴事件、員工工作日誌、排隊叫
號等系統。在輸出全球品牌至海外的過程
中，鼎泰豐利用ICT平台複製服務業管理
模式，如新加坡、泰國導入台灣POS系
統。
2011年，資訊部變身「資料科學家」部
門，依各類狀況蒐集、整理、分析大量數
據，以利團隊決策參考。例如，透過數據
分析，改善了各門市前菜預估過量與不足
的狀況。
央廚小菜組許俊名指出，前菜每天生產

兩次，防止涼拌菜在常溫下超過八小時，
開始滋生細菌。由於一點前就要下單，確
認下午的配送數量，若無法清楚計算中午
前菜總銷售量，導致晚餐尖峰時間，前菜
數量不足，引起客訴、門市又怕訂過量，
結業時只能報廢。
後來，楊紀華請資訊部統計各門市的前

菜銷售時間點與數量，並提供各門市過去
前菜銷售數字與營業額，作為下單參考數
量，改善了各門市前菜預估過量與不足的
情形。「因為我們過去幾年累積夠多的
Data，才能分析、預測銷售量。」張躍騰
指出，導入ERP系統後，結合數據分析，
未來做到精準預測，主動配送。
事實證明，鼎泰豐自行研發資訊系統是

正確的決策，服務業要能結合科技業，才
能創造新的商業模式。為此，鼎泰豐還把
資訊能力列入廚師主管的升遷標準。

從觀察到洞察，
想在問題發生之前

十多年前，楊紀華讀了嚴長壽的《總裁
獅子心》，裡頭提到了走動式管理的重要
性，令他感同身受，「如果主管沒有確實
執行走動式管理，到每個工作站去看，根
本無法看到問題。」
現在，他認為要做好高品質的服務業，

不但要看到問題，「我們還得想在問題發
生之前。」透過大數據的思考，楊紀華正
帶領鼎泰豐團隊轉換能力，要從「現場觀
察」變成「現象洞察」。
當所有人開心因為信義線捷運通車，帶

來的營業額成長，他卻擔心人潮讓人均產
值增高，品質可能因此下降。
以101店為例，在2013年底通車的前半
年，楊紀華就在視訊會議提醒，信義線通
車會讓101店來客數增加，平日營業額會
提升到假日實力，請大家作好準備。通車
後的第一周平日，101店預估營業額還是根
據過往數字，主管擔心預估過高會造成人
力與物料的浪費，不敢上調數字。
「你們相信我，捷運通車一定會帶來影

響。」後來，楊紀華請資訊部列出通車前
後的營業額，果然如他所料，101店平日來
客皆像假日一樣大排長龍，令員工大感佩
服楊紀華的「神算」！
楊紀華巡店時，發現好幾個員工因感冒

請假，請主管找出注射流感疫苗與請假人
數比例的關連性，然後，在感冒容易流行
的季節來臨之前，公司事先宣導，請員工
抽空注射流感疫苗，以防感冒影響出勤。
他在新聞看到某速食連鎖店發生員工誤

將酒精瓶放置烤爐上，因而着火受傷，隔
天視訊會議，立刻清查各店酒精瓶擺放位
置，提醒務必遠離火源，並要各店統計現
場工作區使用酒精瓶的數量與容量，只留
必要瓶數，每瓶也降低容量，「萬一發生
危險時，容量愈低，波及程度不會那麼
大。」
目前，也正着手研發服務人員室內定位

系統，希望能做到自動偵測人員在每個工
作區停留的時間，不但提升現場主管調度
人力的效率，更能防止勞逸不均問題，工
作績效獎金能更精準根據個人付出程度，
公平發放。
2012年的世界經濟論壇指出，數據就像
貨幣或黃金，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經濟資
產，企業必須擁有對任何種類、任何大小
與任何來源數據的洞察力。全球龍頭企業
亞馬遜、 Zara、 Wal-Mart、 facebook、
Google等都深諳用Big Data（大數據）產
生新的洞察，創造新價值，願意努力練功
的鼎泰豐也正走在這條創新之道。品研部
有專業檢驗儀器，以便能快速分析結果，
立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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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編按：：對香港人來說對香港人來說，，鼎泰豐是食物好吃鼎泰豐是食物好吃、、人情溫熱的台灣名店人情溫熱的台灣名店。。從一家小籠包店到從一家小籠包店到《《紐約時報紐約時報》》評選的全球評選的全球
十大特色餐廳十大特色餐廳，，從台北街頭的排隊店到國際知名餐飲品牌從台北街頭的排隊店到國際知名餐飲品牌，，鼎泰豐的成功秘訣到底是甚麼鼎泰豐的成功秘訣到底是甚麼？《？《鼎泰豐鼎泰豐，，
有溫度的完美有溫度的完美》》一書的作者林靜宜一書的作者林靜宜，，透過第一手的現場採訪與深掘透過第一手的現場採訪與深掘，，為讀者揭開鼎泰豐全球佈局的成功為讀者揭開鼎泰豐全球佈局的成功
關鍵因素關鍵因素。。本版這次所節選的書中部分內容顯示本版這次所節選的書中部分內容顯示，，進行源頭管理進行源頭管理、、用數據佐證經驗用數據佐證經驗，，正是鼎泰豐管理哲正是鼎泰豐管理哲
學的重要組成學的重要組成。。

■鼎泰豐董事長楊紀華（中）帶領
員工一起打造出品牌傳奇。

■嚴格的品管檢查
■■《《鼎泰豐鼎泰豐，，有溫度的完美有溫度的完美》，》，
台灣天下文化出版台灣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