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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一餛飩《我和媽媽的味道因緣》

廣東的雲吞和上海的餛
飩，讀音相同，文化有異，
很多食客一知半解，往往張
冠李戴，失禮了食物和廚
師，也失禮了自己。作者小
時候與母親一起包上海餛
飩，那份植於回憶深處的味
道，在母親因癌症離世後，
成為親子間的一線連繫，促
使他四出尋找餛飩的各種故

事。本書走訪了多間餐廳，從中式的餛飩、雲吞、抄
手，乃至西餐中異曲同工的菜式；從歷史背景、烹調
方法到飲食習慣，帶讀者領略那一小塊麵皮下包的
乾坤。

作者：于逸堯
出版：三聯出版社（香港）

七層足印—李鄭屋徙置區口述歷史

1955年發現古墓，1956
年發生的雙十暴動，一道深
深的歷史痕跡落在這十九座
的七層大廈。李鄭屋徙置
區，原來滿載歷史。作者林
喜兒，踏上尋找舊日足跡的
旅程。她搜集舊照片，重新
挖掘自己所住屋邨的歷史，
記錄下上一輩的故事與回
憶，流傳下去。「想像五六
十年前發生的事，戰後的香

港，火災頻仍的年代， 他們懷興奮的心情搬到李
鄭屋徙置區，只求有瓦遮頭，三餐溫飽。這裡也成為
了小孩的遊樂場、美食天堂，艱苦卻快樂的生活構成
了獨有的回憶。曾經有過百萬香港人在徙置區生活，
相信任何一個在徙置區生活過的人也會在這些故事中
找到共鳴。」

作者：林喜兒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消失物誌

細數香港近年來已消失
或消失中的一百件事物，如
公眾電話、皇后碼頭、油麻
地戲院、麵粉公仔、叮叮
糖、平安小姐、菲林等。作
者被這些已消失或消失中的
美吸引，拍下了大量充滿溫
度的照片，並以感性的筆觸
記錄及書寫，與讀者一同回
憶這個城市的美。全書分八
個章節，涵蓋各式微物、人

物、地方、光影、肌理、質感，打開消失的維度，書
寫其多重歧義，由物而思及消失的本質。

作者：潘國靈
出版：中華書局

兒童雜事詩箋釋

周作人《兒童雜事詩》七
十二首詩，分甲、乙、丙三
編，分作兒童故事和兒童生
活。描寫兒童樂趣，記敍民
俗名物，由豐子愷繪畫插
圖，最初上世紀五Ｏ年代在
上海《亦報》連載。鍾叔河
是周作人研究專家，自一九
八九年起為《兒童雜事詩》
作箋釋，在詮釋民俗，考證
名物以外，更自周作人百萬

言著作爬梳材料，印證詩文。數十年來先後四次增
訂，本書為最新最全的詩圖箋釋版本。別冊附有周作
人手書《兒童雜事詩》全本兩種，分別於一九五O年
與一九六六年寫就，兩次心境大有不同，寫法用筆皆
有微妙差異。

詩：周作人
畫：豐子愷
箋釋：鍾叔河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147人生傅家俊

傅家俊推出自傳，書寫
自己與桌球的點滴緣分。從
香港出生，童年已開始接受
爸爸的桌球訓練，到12歲
移民加拿大，再回流香港桌
球打遍天下無敵手，然後成
為全職桌球手，與世界高手
一決勝負。再細說結婚、生
育後的人生態度，最後寄語
一眾香港年輕人，做任何職
業，即使是運動員，也要努

力讀書──為他自己曾經說過「唔使讀書」的失言
作一個完美回應。

作者：傅家俊
出版：萬里出版社

近年，獨立電影、獨立音樂出現的
頻率越來越高，本地獨立電影節

迎來第十個年頭，獨立音樂也存在一段
時間，伴隨着最近的「Hidden Agen-
da」事件，令獨立音樂更受注目。獨立
電影和獨立音樂之所以紛紛冒起，其中
之一的原因是主流的品味已不能再滿足
大眾，商業模式對部分觀眾而言，是
「可一也可再」，而獨立音樂及獨立電
影所涉及題材多是另類，「可一未必可
再」，加上製作人用心創作，令觀眾更
受落。然而，相比起獨立電影與音樂，
獨立出版似是寂寂無名，獨立出版在香
港究竟處於什麼樣的境地呢？趁着書展
期間，我們不妨來探討一下。

獨立出版的定義
張小鳴（Albert），是「出版前沿共
同體」的召集人，在主流出版機構工作
多年，反讓他慢慢步向獨立出版，他成
立了獨立出版單位dirty press，並擔任出
版總監，dirty press亦是是次參展的獨立
出版單位之一。這個看似特殊的群體在
書展佔了一角，然而，對許多讀者而
言，也許聽過「獨立出版」這個名詞，
但卻不一定清楚是怎樣一回事，那麼何
謂獨立出版呢？
在主流出版的市場裡，大型出版社選
擇出版書籍時多會以商業利益作考慮，
出版社會考慮書的內容是否迎合大眾口
味、出版後是否暢銷等，而獨立出版則
不然。根據Albert的說法，獨立出版的
定義是出版社出版書籍，不以商業利益
作主要考慮，也未必會考慮主流市場的
需要，出版的題材多是較另類或被社會
排斥的議題，這些議題正是絕大多數主
流出版社未必喜歡的題材，獨立出版則
正正填補了出版界的一塊空白位。
位於灣仔的藝鵠專門出售獨立出版書
籍，例子如冷門的歐洲文學、題材另類
的藝術類書籍等，都能在藝鵠找到。藝
鵠主席馮美華(May)表示，現今社會早已
存在一套既定的出版系統，大型書商會
考慮主流的口味，而獨立出版則不受主
流價值影響，也不受大眾口味影響，背
後更不需要大財團的資金支援。

未能聚沙成塔
在香港人眼中，台灣是個文化發展蓬
勃的地方，就獨立出版而言，當地有獨
立出版聯盟，旨在促進當地各獨立出版
社的交流，集合當地獨立出版力量。劉
霽是獨立出版聯盟理事長，也是「一人
出版社」社長，他表示，自從開了出版
社以後，就發覺越來越多獨立出版社成
立，未來可能有越來越多人想脫離主流
群體，做自己想做的事，當時在國際書
展上，他們邀請了其他小型出版社一齊
參加，後來發現獨立出版社越來越多，
於是在2015年成立聯盟，提供資訊平
台，把資源集中起來，在聯盟中尋求新
的可能性。

反觀香港，則是另一種境況了。「其
實香港一直有人從事獨立出版的行業，
但是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是各自在單
打獨鬥。在社會中，獨立出版的可見度
低，各獨立出版單位未能聚集，分享資
訊。」Albert說。正因為獨立出版的透
明度低，大眾不甚了解，獨立出版的力
量微薄，所以亦推動了「出版前沿共同
體」的成立。

大眾欠缺認知
Albert指出，現在一些有點「江湖地

位」、近乎主流的出版社都是由獨立出

版走過來，可惜在香港，即使存在了好
一段時間，也未能打入大眾眼中，Al-
bert表示，少人認知獨立出版，絕非理
想的狀態，他以超市及士多作比喻。
「超市和士多，從購物的角度來看，兩
者沒有分別，看書亦如是，讀者不會考
慮讀物究竟是獨立出版，還是主流出
版，然而，當多數士多被各大超市主宰
時，小店的生存空間被抹殺，漸漸消
失，當小店被淘汰，變相由超市作主
宰，當超市不售賣某產品，我們的選擇
便變相減少。」他說。套用在獨立出版
和主流出版的情況下，可得同樣道理，
當主流的出品佔據市場時，變相牽引讀
者的口味，令讀者更少機會接觸和認知
獨立出版，是惡性循環。
現時，本地的獨立電影和音樂發展愈

趨成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去幾
年一直有一批有心人去推動發展。以獨
立電影為例，在合眾人之力下，不難看
見獨立電影多了放映空間，加上消費者
開始願意衡量商業與非商業產品的價
值，因此，獨立電影的生態發展越來越
健康。然而大眾卻未能把該想法套在獨
立出版上。Albert表示：「對於香港的
讀者而言，書就是一本書，不會考慮到
生產機制，然而，這個認知的過程很重
要，因為影響着他們對書的選擇，讀者
的閱讀、購買書籍刊物的行為，背後影
響着出版單位對書籍刊物的選擇空
間。」

困難掣肘多
獨立出版，沒有大財團的支持，而且

單靠出版人單薄的資金來源，加上獨立
出版發行量少，變相令成本高。Albert
解釋：「香港過去都採用傳統出版方
式，在印刷廠印刷時，要印一定的數
量，否則數量少，令書本的成本太高，
出版社不但賺不了錢，甚至蝕本，印刷
書籍，所掏的錢肯定不少，但對很多從
事獨立出版的人而言，平時都需要打份
工，印刷要自己掏『荷包』，風險很
大。」
此外，由於獨立出版所選擇的書籍題

材較為另類，雖說能為出版界填補了那
一塊空白，可是由於題材小眾，加上被
大型出版社所出版的主流讀物牽制，獨
立出版社便難以保證穩定的讀者群。
May表示要獨立於主流，其實困難重
重，她表示也經歷過即使和不同地方的
小書店聯繫起來，甚至把書送給他們，
卻還是賣不出去。同時，由於獨立出版
社的資金有限，不像大型出版社般能花
大量金錢推廣刊物，變相令作品未能順
利向大眾推廣開去，自然令原本已小眾
的產品更加邊緣化。
再者，獨立出版社出版書籍後，需要

一定的銷售渠道，而其中一個重要的渠
道是獨立書店。引用Albert的說法，因
大集團的發行與連鎖書店未必可以有效

照顧獨立出版的需要，而獨立書店，則
能提供較多元的選擇。獨立出版聯盟秘
書長、逗點文創結社社長陳夏民表示，
當地的獨立書店很多，假設今天有一個
獨立出版的作品做得不錯，大家便會互
相聯絡，幫忙進書，假設能在獨立書店
售出五百本，影響力是非常大的。但以
現在的情況來看，本港的獨立書店未能
聚集成一個群體，彼此間的關係未能建
立起來，資訊的流通亦相對較弱，加上
近年不少樓上小書店或獨立書店，如位
於銅鑼灣的開益書店、旺角的綠野仙蹤
書店結業，令原本的流通渠道變得更
窄。

絕處也可求生
就以上的情況來看，書店的結業、資

金問題，看似令本港的獨立出版陷入困
境，但是否就此走入死胡同，倒也未
必，陳夏民便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說：
「當地的獨立出版做得頗成熟，因為台
灣的出版流程透明度高，在當地，每個
流程都可以拆開，找不同的人做，這些
過程都牽涉技術問題，而台灣的印刷一
直做得很好。同時，在台灣，作者可以
直接聯絡設計師合作，當你很容易找到
人才幫忙時，要出書便相對簡單。」對
於本地的獨立出版前路，他是樂觀的，
他認為，香港不是說做不起來，只是現
在仍處於新的階段，在他看來，香港也
許是需要找個方法，讓人知道有哪些編
輯的存在、有哪些印刷廠的存在，把這
些資訊加起來，成為一個組合，無論對
作者、還是出版單位，都能得到很多幫
助。
雖說獨立出版面臨的難題仍很多，但

Albert亦指出在科技愈趨先進，再結合
不同形式的情況下，令獨立出版相對比
以前來得容易。Albert提出了一個按需
印刷(on-demand printing)的概念。他指
出，這種技術在香港未盛行，但在台灣
卻十分盛行。按需印刷所印出來的書，
與一般坊間的書並無差異，但數量可低
至只印刷幾本亦可，但基於成本考慮的
問題，則通常由數百本開始。Albert指
出，在香港其中一個做出版最困難的是
空間有限，而租金太高，如果用主流印
刷出版是很難應對的，而實行按需印
刷，則較易控制數量，而且「起貨」速
度快。他認為，台灣的出版印刷業行先
於香港，而兩地不妨多交流，參考台灣
的做法，而藉着成立「出版前沿共同
體」，希望亦可促進兩岸業界的交流。
陳夏民補充，在獨立出版這件事上，

不可武斷地否認香港沒有創意，每個地
方所執行的方式都不一樣，但需要把各
獨立單位整合起來，當小單位合作起
來，資源運用亦更得心應手。他表示，
每個出版社都有自己的特色，彼此可以
互相激盪，共享資源，創出有趣的新事
物，讓大家覺得出版也是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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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夏七月，又迎來一年一度的

書展，猶記得每年行書展，總會

見到展場當眼處被大型出版社佔

據。在今年參展商數目創新高的

情況下，有那麼一個獨立出版的

群體，覓得了自己的位置，由十

多間獨立出版單位組成的「出版

前沿共同體」，打「獨立出

版，眾聲起浪」的旗號，悄悄降

臨書展，盼讓讀者知道，主流出

版以外，也有另一種聲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攝：張岳悅

■■台灣部分獨立出版及書店以台灣部分獨立出版及書店以
「「書業風景裡的台味組合書業風景裡的台味組合」」為為
主題在香港書展中設展位主題在香港書展中設展位。。

■「台味組合」區也展出九歌等出版
社的書籍。

■展位中還設有小型活動區，邀來多位作
者與讀者親密邂逅。

■（左起）陳夏民、
劉霽、台灣青鳥書店
店長蔡瑞珊、獨立書
書店文化協會常務理
事及三餘書店店長鍾
尚樺、香港「出版前
沿共同體」召集人及
dirty press出版總監
張小鳴一起探討兩岸
出版業狀況。

朱慧恩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