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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turn: Fathers, Sons and the Land in Between

2017 年普立茲文學獎
（Pulitzer Prize）及佛立歐
文學獎 (The Folio Prize)得
獎作品。本書是曼布克文學
獎得主希沙姆‧瑪塔爾的最
新回憶錄，述說父親坎坷傳
奇的流亡生涯。瑪爾塔19
歲那年，他曾任利比亞外交
官的父親賈巴拉．瑪塔爾為
異見人士，而被政府綁票入
獄，從此他再也沒有見過父
親。20年後，格達費政府

的衰敗，內戰尚未爆發，他終於有機會再度回到家
鄉。這部非凡的回憶錄真實重現令人沉痛的戰亂時
期，以及對極權政府帶給人民分崩離析生活的分析與
哀悼。書中不只記載沉重的過往，同時還有對家人之
愛、文學及藝術慰藉的沉思。這是一本關於「人」的
偉大紀實。

作者：Hisham Matar
出版：PENGUIN BOOKS LTD.

墜落之前

燒腦神劇《冰血暴》編劇
精心打造，奪得2017「愛
倫坡獎」最佳小說。一個濃
霧彌漫的夏夜，一架載有十
一名乘客的私人飛機從瑪莎
葡萄園島起飛，準備前往紐
約。機長向乘客保證，大霧
並不會影響飛行，然而在十
六分鐘後，飛機墜入海中。
默默無聞的畫家史高與媒體

大亨家族的四歲男孩奇蹟似地生還，男孩也因此成為
龐大財產的唯一繼承人。媒體炒得沸沸揚揚，陰謀論
四起，史高一邊安撫事發後變得沉默寡言的男孩，一
邊必須面對輿論的質疑。飛機失事也許是意外，但要
怎麼解釋史高在搭上飛機的許多年之前，就已經開始
創作飛機失事的畫作？或許，你所認為的巧合，其實
都不是巧合。因為偶然加上偶然，就會成為必然。

作者：諾亞．霍利
譯者：王瑞徽
出版：皇冠

寂寞的大狗

從小就習慣了一個人獨
處的奈良美智，連作畫都喜
歡自己一個人。他不愛說
話，但是他從不停止思考。
他畫小女孩，他畫大狗，他
畫的都是內心裡的自己，是
自己與自己的對話。只要能
一直畫畫 就很快樂。這本
書將帶大家回到他的創作初

期，等待了18年，終於可以收藏最動人的初衷！

作者：奈良美智
譯者：王筱玲
出版：三采

搞笑的教養科學

育兒生活是否讓你感到無
力又鬱悶？「家長必讀部落
客」諾琳．朵金和「2014
年幽默之聲」潔西卡．齊格
勒，將真實育兒情境對應科
學定理，用另類幽默的觀點
帶你尋找教養真相，保證讓
你笑破肚皮，並保有在教養

路上持續前進的勇氣。例如：生物的「穩定狀態」：
這是每位累壞的新手父母最渴望遇到的時刻──不管
晚上你去孩子房間偷瞄幾次，寶寶就是一覺到天明。
化學的「燃燒作用」：你是否很想放任小傢伙們打
架，讓他們徹徹底底地把賬算清楚？物理的「時間相
對論」：孩子彷彿一眨眼就長大了，但當你早上在等
三歲小娃便便時，時間卻又慢得像冰河期。 數學的
「幾何定理」：當你陪孩子睡覺，醒來後你們的角度
永遠成垂直狀態……

作者：諾琳．朵金－麥克丹尼爾、潔西卡．齊格勒
譯者：黃庭敏
出版：大好書屋

任何年齡都美麗

如果覺得自己「已經老
囉……」的人，請一定要看
這本書。40歲的瑪利亞為
什麼比 20 歲的女兒有魅
力？50歲的娜塔莉為什麼
每個月出差還是精神奕奕？
60歲的賈姬為什麼能自信
地擔任內衣模特兒？80歲
的卡門為什麼仍活躍於各時
尚大秀伸展台？因為她們
「不怕老」，連時間都拿她

們無可奈何！性感沒有賞味期限，不受年齡限制的美
和自我風格是最美好的。

作者：Catsua Watanabe
譯者：陳美瑛
出版：方舟文化

書評

公開試的應試期剛過去，不少考生曾
經費盡心力去拚搏的日子，已成為日後
回憶的片段。無論回憶起來，是甜夢還
是噩夢一場（那大抵要待放榜的一刻才
可分辨），均屬不能改變的現實。可以
做的，不妨趁此契機，看一看與考試有
關的考試小說，從中去感受一下自己的
經歷，究竟是在天堂還是地獄呢？
因《告白》而成名的湊佳苗，現在已

成了日本一線的暢銷作家，而且與影視
界的連繫也愈來愈緊密。一般而言，大
部分的日本小說家都是先寫了作品，待
作品有了一定口碑，加上又被影視界看
上了，然後再賣出影視版權，最終便有
電視版和電影版的出現。但湊佳苗的人
氣，早已進展至可以在小說界及影視界
兩棲遊走的地步。12年她第一次為電視
劇執筆寫劇本，為富士電視台完成了
《高校入試》，由長澤雅美主演。而劇
本當然也同步在《小說野性時代》連
載，後來又潤色為小說版刊行，可以說
是一次逆向之旅──即由影視劇本回流
至小說面貌的嘗試。
湊佳苗很聰明，她在小說劈頭便抓緊
讀者的眼球。「有沒有想過，即使賭上
人生去參加考試，那些改考卷的傢伙可

從來沒想過，自己批改的考卷會影響別
人的人生。」正是從彼此深有共鳴的考
試制度中出發，令到大家的神經拉緊至
同一起跑線上。
小說以簡稱「橘一高」的「橘第一高

中」為焦點，它是縣內數一數二的升學
名校，縣內學子無不以進入橘一高為目
標，甚至有「進入橘一高就是人生最輝
煌時刻，之後就算進入三流大學也無
妨」的說法。
以上背景與香港學生有一定出入，因

為香港的中學是一貫六年制，中途不用
再考試。但其實無論日本，又或是中國
內地，升高中試都是人生大事。高中的
實力直接影響到將來升讀大學的機會。
湊佳苗把焦點鎖定在高校入學試，而非
大學入學試，我認為是正想把壓力的嚴
重性更進一步交代清楚。連高校入學試
都這樣，何堪大學的公開試呢！更為甚
之，是當中提及的地域文化，即在地域
之中自有不少不能以理性分析的潛規則
及氛圍存在。作者設定就是對當地人來
說，能進「橘一高」就好像人生任務，
等同進入了勝利組。小說中提及的例
子，是情侶打算結婚時，發覺男方什麼
都好，工作盡責又體貼又顧家，可是唯

一缺點就是在二流高中畢業，而
女方是「橘一高」的畢業生，於
是婚事唯有告吹。因為在當地文
化下，丈夫較妻子頭腦不靈光，
一定會成為周遭鄉里嘲笑的對
象，而且彼此同年齡的朋友一定
也來自不同圈子，將來尷尬事肯
定源源不絕，所以只好作罷。
而在小說中，一切張力置於入

學試上。在橘一高入學考試前一
天，有老師發現教室黑板上貼着一張
紙，紙上預告着「要搞垮入學考
試」！而在考試過程中，某位考生的作
答用紙離奇消失、考試進行中卻不停有
試題被洩露在網絡上、手機在考試中響
了起來……凡此種種，均突顯了入學試
背後所蘊藏的恨意。是的，這也是湊佳
苗的本色，迄今為止她的小說也可籠統
地稱之為「恨意書寫」，把潛藏人心的
各式陰暗面逐一展現。在《高校入試》
中，她的「恨意書寫」的變奏，是把以
前集中於某人（即主角）身上的深層恨
意探究，改為分散延伸的結網經營，把
「要搞垮入學考試」集團由虛化實，利
用人人不同程度的恨意，匯聚成終極創
傷來。

回 頭 說
來，湊佳苗的
小說一向被人
形容為會看得
人很累。但有

時候，我認為也不妨借此來紓緩一下自
己的對照狀況。擱下小說的懸疑佈局得
失不談，作者把入學試的兒戲與地域文
化中的無比重視構成強烈反諷，好讓大
家想一想視之為人生基石的高中資格，
背後的含金量真的名副其實嗎？
與此同時，對香港學生來說，鋪天蓋

地的描述，均離不開考生面對無比的壓
力。但只要放眼對照周圍的地方，不論
是日本及中國的高校入試文化（已不談
高考文化），又或是更為嚇人的中國、
日本及韓國等地的補習文化，大抵我們
已算是小巫見大巫。唯有認清現實，再
鎖定步履，決定何地何方的升學／讀書
文化適合自己，才是不二法門。

考試時節的考試小說
《高校入試》
作者：湊佳苗
譯者：王蘊潔
出版：台灣東販

文：湯禎兆

據悉，此一「雙年獎」是香港首次
舉辦的出版業界專業獎項，由香

港出版學會在政府「創意香港」的贊助
下，以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民政事務
局、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貿易發展局
及香港出版總會的支持下所設立，歷經
近一年的評選工作才選出各獎項得主。
李家駒介紹道，整個比賽以意念技
巧、出版經營和設計裝幀為評選準則，
吸引了超過80間出版社提交400多件作
品參賽。獎項共設立了十個類別，包
括文學及小說、藝術及設計、社會科
學、商業及管理、生活及科普、心理勵
志、 語文學習、兒童及青少年、圖文
書及電子書，每個類別均設「出版獎」
及「最佳出版獎」。
初選階段由本港40間出版社的資深
專業代表進行評選，選出各類別的「出
版獎」作品；決選階段則請來兩岸三地
十多名資深出版人和其他界別的專家，
以小組討論形式，從各「出版獎」作品
中選出最優秀作品，授以「最佳出版
獎」。「每組評審都要包括內地、香
港、台灣的學者專家。」李家駒說，
「最終的獲獎名單反映出不同（規模、
內容）出版社的特色，圖書的內容跨度
也大，從社會議題到香港歷史……體現
出本地出版業一定的百花齊放。這次也
是難得有機會將兩岸三地的專家學者聚
在一起，來聊聊出版。」
「雙年獎」發佈會上，各評委按類別

公佈獲獎名單。到底有哪些好書？請隨
小編看一看。

香港百年變！變！變！
怎樣才能讓小朋友直觀地感受香港百
年來的變化？這個小漁村如何變成今日

的國際大都市，這期間又發生了什麼重
大事件？新雅出版社的創新繪本《香港
百年變變變》就是由此發想，奪得「兒
童及青少年」類別的最佳出版獎。書中
用圖畫展現維港兩岸海岸線的變化，藉
由這一固定地點的變遷來展示百年中的
滄海桑田。其中更融入歷史、人文、地
理、經濟、民生等小知識，讓小朋友一
邊看一邊翻一邊找，歷史頓時也變得充
滿趣味。
顧問兼決選評審嚴吳嬋霞認為，該書

是「當歷史遇上新科技，擦出了火
花」。原來，《香港百年變變變》不是
單純的繪本，而是結合了擴增實境效果
（AR effect），當讀者用專門的apps掃
描書頁，就會看到關於該頁所描繪年代
的短小動畫，比如啟德機場的飛機升
降、叮叮車的出現，又或是日據時候的
空襲轟炸，用立體的圖像、聲音和影像
來讓讀者體會歷史瞬間。
「雙年獎」項目籌委會執行主席尹惠

玲與記者分享該書的策劃過程。該書作
者劉斯傑之前因為立體書《香港彈起》
系列而為讀者所熟知。在尹惠玲看來，
他善於繪畫，又願意做香港研究，是創
作《香港百年變變變》的不二人選。
「劉斯傑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去搜集資
料，因為每幅畫都橫跨三四十年的時間
跨度，沒有一張實際的、現成的圖片可
供他參考，他要找到很多資料去判斷某
個時期的建築、場景變化。」最終考證
出來的結果細節豐富，獲得了歷史學家
丁新豹的讚賞。至於將繪本與AR技術
相結合，能立刻給小朋友以直觀的感
受，增強他們探索書中細節的興趣。尹
惠玲強調，在出版物中運用電子媒體，
不應「為做而做」，否則因為電子媒體

而干擾了小朋友的閱讀將是得不償失。

花園街的人類學家
另一本獲得評委大讚的是香港三聯書

店出版的《我是街道觀察員——花園街
研究》。作者郭斯恆是香港理工大學傳
意設計系助理教授，從小在花園街長大
的他，從城市和街道空間理論出發，細
細觀察、剖析花園街不同攤檔特色；再
加上檔主們的口述歷史，將這條老街的
變遷娓娓道來。
嚴吳嬋霞評論道，作者將自己對街道

的感情融入文字間，十分動人。「他本
身是學者，寫來很有趣味。就好像帶着
你重新遊花園街，讓你看到平日看不到
的東西。他的眼光獨到、無微不至，雖
然融入了大量的資料，但一點不枯燥。
有數據，有調查，亦有訪問，非常豐
富。」最讓她欣喜的還有書籍的裝幀設
計，將書中的內容及氛圍準確傳達。如
同許多招牌選用的字體，封面的書名也
用隸書書寫，書脊則仿照線裝書樣式，
有中國傳統文化味道。翻開封面，首頁
拉開成一張白描的檔舖結構圖，直觀地
介紹不同排檔三呎乘四呎的空間如何變
身成為商品展示空間。水果檔有水果檔
的擺法，書包檔又有書包檔的擺法，各
有精妙之處。「這圖畫更勾起人填色的
慾望呢。」嚴吳嬋霞笑着說。從內容到
設計，心思盡在細節中，相信這正是該
書得獎的原因。

珍惜當下向死而生
繼《死在香港》系列之後，記者陳曉

蕾花費三年時間尋訪調查，集結其成果
的《香港好走》系列在「雙年獎」中奪
得心裡勵志類別的最佳出版獎。

系 列 共 包 括 《 香 港 好 走 有 選
擇？》、《香港好走 怎照顧？》、
《平安紙》三本。《有選擇》聚焦病人
面對死亡時的醫療選擇——預設醫療指
示、預設照顧計劃、不作心肺復甦法文
件、持久授權書等等，繼而牽引出病
人、家屬以及醫務人員之間的想法和分
歧。《怎照顧》則走訪醫院、護老院
舍，在醫療政策和臨終照料等方面繼續
深挖。《平安紙》則用溫暖的筆觸，述
說遺書該如何書寫。
決選評審許朝英說，剛開始看到《香

港好走》系列，覺得其設計老實，一看
下去，才覺內容沉實，讓讀者了解社會
資源、醫療系統及臨終時的各種選擇，
情理兼備、引人深思。「它封面上寫着
一句話：這本書，關於所有人。的確
是！」他說自己用36個小時不眠不休
閱讀該書，其中的許多案例讓他忍不住
流淚。讀罷掩卷，感到思索死亡，令人
更懂得珍惜當下。「這本書，你30歲
未讀，對不起家人；40歲未讀，對不起
朋友；50歲未讀，對不起自己；60歲
未讀，則對不起國家。」他動情地說。
其他獲得最佳出版獎的還有《太古之

道——太古在華一百五十年》、《王實
味——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紫禁
城100》、《青春的一抹彩色——影迷
公主陳寶珠》、《悅心文言讀本（全二
冊）》及《外傭——住在家中的陌生
人》，另有82本作品獲「出版獎」。
電子書類別，因參賽作品未有達到評委
標準，因此從缺。
在書展中，主辦方將會公開展示「最

佳出版獎」得獎作品及所有得獎作品資
料，大家別錯過。

書展尋好書書展尋好書？？
參考香港出版雙年獎參考香港出版雙年獎

香港書展即將開始，愛書

人可以逛展買書聽講座，出

版業內人士亦可在「國際出

版論壇」中交流取經。而早

前，首屆「香港出版雙年

獎」（下簡稱「雙年獎」）

亦公佈了其得獎書籍名單。

「雙年獎」籌委會主席李家

駒感歎道，擁有一個權威專

業的獎項是出版業界多年的

願望，今日終於成真。今年

的書展，除了看新書，不妨

也找找這些獲獎書的身影，

別走寶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主辦方提供

■■《《香港百年變變變
香港百年變變變》》結合結合ARAR技術技術。。■■陳曉蕾陳曉蕾《《香港香港

好走好走》》三部曲三部曲

■■郭斯恆帶讀者重新探
郭斯恆帶讀者重新探

訪花園街訪花園街。。

■■左起左起：：尹惠玲尹惠玲、、李家駒李家駒、、創意香港助理創意香港助理
總監林惠冰總監林惠冰、、嚴吳嬋霞嚴吳嬋霞、、周蜜蜜周蜜蜜、、許朝英許朝英
出席出席「「香港出版雙年獎香港出版雙年獎」」新聞發佈會新聞發佈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