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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納

法國國寶級漫畫大師墨必
斯（Moebius）的經典大作
Le Monde d'Edena終於有了
中文版。令人反覆咀嚼、驚奇
連連的哲學大作《伊甸納》系
列，被喻為「墨必斯的自傳式
作品，如水晶一般的科幻經
典」。天才機械修復師斯迪
爾，與夥伴阿丹在執行例行任

務時太空船燃料不足，因而迫降在一顆隕星礦場上，
卻發現隕星上原有的工作人員全都消失了！這時，不
明力場使得隕星墜落於滿佈沙漠的行星「九號球」。
行星上有一座能凍結時間的神秘金字塔，斯迪爾受到
召喚而啟動了金字塔，金字塔遂將他們傳送到更加晦
澀難解的原始世界——伊甸納。在那裡，斯迪爾與阿
丹被拆散，並與想要統治伊甸納的邪惡帕坦神，以及
大量的複製生物鼻啪人展開了一段生死搏鬥。最後，
斯迪爾究竟能不能找回阿丹，順利逃出？

作者：墨必斯
譯者：陳文瑤
出版：積木文化

決斷的演算

本書訪問近五十年來最知
名演算法的設計者，了解工
程師如何教電腦發揮最大效
用，並將所學用於生活。書
中各章以日常問題開場，從
釐清它們的演算結構手，
以問題所屬類型為骨架（副
章名），扎實的電腦科學發
展史為血肉（章名），探討

一代代的研究者為這類問題找出什麼解決方案，這些
收穫顛覆了我們對於「合理」的看法，不僅幫助其他
領域獲得新進展，也為個人生活帶來實用啟示。

作者：布萊恩．克里斯汀、湯姆．葛瑞菲斯
譯者：甘錫安
出版：行路出版

The Obelisk Gate

以 三 部 曲 The Broken
Earth 之 首 部 曲 The Fifth
Season獲雨果小說獎的作家
N. K. Jemisin最新作品。在
名叫「靜止」(Stillness)的世
界中，地震的毀滅性頻率造成
的後果稱之為「第五季」。少
數民族orogenes擁有操弄
熱力的能力，能夠平息地動、
轉移災難。Alabaster是其中

最有力量的orogenes，他從飄浮在空中、令人難解
的方尖碑獲得了力量，企圖運用方尖碑的力量，打破
這病態的社會秩序。然而，要利用方尖碑，必須付出
代價，Alabaster逐漸變成了石頭。女主角Essun必
須從Alabaster那裡學到所有知識來完成他的工作，
以便終結五季。而此時，敵人正在向他們逼近……

作者：N. K. Jemisin
出版：Orbit

書評

「我們這個時代有報紙，它盡可能使
每塊陸地和海洋在早餐桌上向你報道它
的情況。」這是美國哲學家Ralph Wal-
do Emerson（愛默生）於1904年發表的
《Works and Days》中，對當時急不及
待地邁步前進的社會的描述。
一百多年過去，愛默生已然是美國文
化精神的代表人物。但是，世界卻早已
變了樣。忙報道各路消息的不光是報
紙，還有電視、手機、平板電腦……網
絡上，小至友人八卦，大至國家交惡，
都在大大小小的屏幕裡日夜轟炸。至於

你的早餐桌呢？它在資訊汪洋裡漂浮
。
有說，如果真有古代人能從過去「穿

越」到今天，光是接收爆炸式的資訊就
足以把他/她逼瘋。遠的不說，如果來
者是從愛默生年代「穿越」而來的美國
人，天天聽到總統先生大呼小叫，想必
也是精神折磨。
時代轉變，對新聞工作者來說，新媒

體、自媒體的衝擊成了雙面刃。在所有
人都可以在網絡上更快地取得即時資訊
的同時，任何人也都能發佈真假難辨的
「第一手消息」。在新聞彷彿變得廉價
的時代，到底何處是現場？有前線記者
的答案是：無處不現場。
鳳凰衛視高級記者黃芷淵在新書《我

們在現場──從香港出發》中記下了她
在2015年初採訪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
的「誤報風波」：當時李光耀在醫院接
受治療一個多月，外界不斷傳出其「死
訊」。至李光耀逝世前數天，網上忽然
流傳一張新加坡總理公署網頁上的公
告，指李光耀已在當日與世長辭，多家
中外媒體紛紛報道李光耀「逝世」的消
息。晚上的新聞直播連線在即，於當地
採訪的黃芷淵卻始終無法登入公署網
頁，不能求證消息真偽。她在最後關頭
仔細檢視所謂的「公告」，發現上面的
網址與官方網站不一樣，而更新日期更
是在 2014 年，可信度令人存疑。於
是，黃芷淵和團隊在當晚的直播連線中

成為了最早
澄 清 假 消
息，作出正
確報道的華
語媒體。
黃 芷 淵

說：「新聞
要快，但更
要準。」
傳統媒體

工作者的堅
持，竟然三
番四次地在
這個80後記者身上看到，實出乎不少
同行意料。在保鑣的槍口威脅下訪問泰
國前總理英拉、喬裝成度假遊客採訪
MH370乘客家屬、在火場十米外直擊牛
頭角迷你倉大火……每則新聞裡都能看
到忠於記者職業的黃芷淵。她把報道中
的每一方寸陸地和海洋帶到觀眾面前，
又生動地在書紙、油墨間呈現出「我們
在現場」這個概念。
新聞記錄的既是世界某一角落的歷史

真相，也是專業記者與攝影師的真實足
跡。黃芷淵在書中，邀請讀者看看鏡頭
背後的另一面，套用鳳凰衛視的名言就
是─「大事發生時我在場」。這一次，
主角不再是世界大事、社會焦點，而是
換上記者與攝影師們親自講述他們的故
事。除了黃芷淵入行以來的採訪經歷、
點點滴滴外，更有趣的是，大學主修藝

術的她還在書中分享了自己
在新聞現場畫下的素描速
寫。
黃芷淵與合作無間的攝影

師們訪談是《我們在現場─
─從香港出發》的另一亮
點。鏡頭背後默默用影像記
錄現實的攝影師，原來有
形形色色、引人入勝的故

事。有人在汶川大地震時於準備安放遇
難者遺體的屍袋裡睡了一夜；有人在利
比亞內戰時困在酒店被當成人質；有人
在小型飛機上拍到福島核電站反應堆爆
炸的畫面；有人出發到戰地採訪前拿
遺書去上班……攝影師們最為真實的內
心自白，是一段段美好又煎熬的回憶。
有不為人知的感觸，也有無能為力的無
奈。他們的世界之所以精彩，是因為工
作，是因為信念，也因為他們身處的每
個地方，無處不現場。
如果你也在資訊汪洋裡漂流得累了，

不妨讀一本書，聽聽別人的故事，讓自
己從臉書、微博、朋友圈的轟炸中解放
出來。就如黃芷淵在書中所說：「不如
停一停，回頭看一看，聽一聽新聞發生
時我們的心跳，說不定會有一番新的體
會。」 文：韓晞汶

鏡頭背後，我們在現場 《我們在現場──從香港出發》
作者：黃芷淵
出版社：鳳凰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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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商的名字叫佩爾杜，作家的名字
叫馬克思。這兩個人，內心都有

道過不去的坎兒，佩爾杜感覺被他的情
人曼儂拋棄，而馬克思則陷入成名之後
無法定心寫作的困擾，他們都急需離開
巴黎——這個浪漫而舒適的環境，去
製造一點兒困難，來激發沉睡的情感。
那封放置了21年的信，成為撬動這

個故事的關鍵點——雖然作為讀者來
說，能這麼長時間不打開熱戀對象的最
後一封信，帶來了足夠強烈的戲劇矛盾
衝突，但多少都有些不可信。
而「不可信」、「誇張」、「一點

點的矯情」……這些元素在《小小巴
黎書店》中，恰恰又神奇地展現出其珍
貴的一面。比如佩爾杜先生為離去的情
人守身如玉二十年，不禁讓人想起《霍
亂時期的愛情》中阿里薩對費爾米納所
說的謊言，但阿里薩的謊言對於費爾米
納來說，何嘗又不是甜蜜的情話？
能讓《小小巴黎書店》實現包括
《美國獨立書屋》、《明鏡周刊》在內
數十個暢銷榜大滿貫成績的主要原因，
恰恰是妮娜．喬治把一份不太可信的愛
情，描述得無比傳奇、忠貞、動人。
《小小巴黎書店》面世後已在33個

國家出版，不難找到它受歡迎的原因。
這個故事是以書為載體展開的，每一個
小章節的扉頁，都提示了將要展開情節
中會出現什麼樣的書籍，這使得整個故
事，瀰漫文學氣質，這氣質一定程度
上對愛情的表演性質起到了昇華作用。
它還模糊了故事的時代背景，拒絕

使用那些意味「淺薄、速食、無趣」
味道的工具，比如「電話、手機、電子
郵件、臉書」等。在一個文化保守的氛
圍下，去講一個驚濤駭浪的情慾故事，
這製造了不錯的反差效果。

令人神往的「水上文學藥房」
最重要的是，《小小巴黎書店》刻

畫了一個非常理想化的情感模式：一種
躍出於婚姻之外、只求心靈交融的男女
之愛，以及一種掙脫了世俗眼光束縛、
最後實現和解的情敵之愛。這個故事用

它的非同尋常之處，幫助一些有困惑的
讀者尋找到了慰藉之地，哪怕只是借書
中的故事來紓解現實的塊壘，但畢竟那
艘沿法國河流輾轉一圈的書船，載
讀者完成了一個無法完成的旅程，觸碰
到了一個不太可能實現的夢境邊緣。
已經有了那麼多經典的情愛故事，

敘說過愛的迷惑、愛的不公平以及愛的
悲劇，但在此前這些故事多是把重點放
在女性的身上，比如《查泰萊夫人的情
人》、《包法利夫人》。《小小巴黎書
店》顛倒了個兒，佩爾杜和馬克思的身
上，那些不多不少剛剛好的「怨男」氣
質，無疑會讓無數女讀者們傾心……
尤其是在愛情故事徹底進入女性消費主
義時代之後，《小小巴黎書店》可以滿
足多數女性讀者對於城市與旅行、愛情
與情愛、傳奇與浪漫等方面的想
像——文學，在這本書裡成為一個美
好到無可挑剔的背景。
據說《小小巴黎書店》改編自真實

故事，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書商以「文
學藥劑師」的身份，在「水上文學藥
房」中，根據讀者不同的「心靈病
症」，開出適合的書單作為「藥劑」，
來幫助讀者癒合心靈傷痕——這的確
是一個非常棒的創意。
儘管每個人的閱讀口味都是非常私

人的事情，但要是有像佩爾杜這麼一位
觀察力強、又體貼又霸道的「文學藥劑
師」，準確地推薦好書目，恐怕讀者還
是樂意接受的。那麼，《小小巴黎書
店》這本書值不值得推薦？我個人的看
法是，它的確是一本好讀的、有故事
的、文采也算斐然的作品，但讀的時候
不要較真，不要拿「經典」的標準來要
求它。
書與書店，已經成為情懷主義者固

守的堡壘之一，這幾年與書有關的暢銷
小說層出不窮，在電子閱讀和智能時代
快速覆蓋人群的時候，讀書與書店的故
事，並在書與書店中去寄託某些未竟的
情感、緩解一下無法釋懷的惆悵，也許
是一代人最為便捷的尋找共鳴與安全感
的方式了。

一位以船為店售書為生的書商，在打開一紙塵封多年的信之後突然決定

起航。書船在駛離塞納河的最後一刻，一位售出50萬冊作品的暢銷書作

家冒落水危險連滾帶爬上了船——兩個各懷心事的男人，展開了一段沿

河而行的旅程。

旅程中，他們賣了一些書，冒了一些險，遇到一些人，但這無法更改他

們對內心的追尋和對自我的追問。這就是德國作家妮娜‧喬治作品《小小

巴黎書店》所講的故事。 文：韓浩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由著名學者烏丙安、郝蘇民、葛劍
雄擔任總主編，匯集全國400多位各學
科頂尖專家參與編撰的「中華民族文化
大系」開始分批出版，上海書展期間首
批7卷9冊面世，叢書旨在「為每個民
族打造一張文化名片」，推動中華優秀
文化的國際傳播，成為中國民族文化
「走出去」的力作。
「中華民族文化大系」叢書是國家新

聞出版廣電總局「十二五」、「十三
五」重點出版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項
目。叢書以中國56個民族為分卷依
據，預計出滿56卷。
在調研及組稿過程中，編輯團隊發

現，由於受專業性強的限制，民族文化
研究的圖書一般印數極少，隨時間的流逝，許多重要
的學術著作逐漸被湮沒，有絕版失傳的風險；而圖片、
音頻、視頻資料也面臨未有系統化整理、傳播範圍不廣
等問題。
另外，民族文化的大量內容承載在具體的形式中，如

舞蹈、歌唱、儀式等，其中包括許多世界級的非物質文
化遺產，這些通過傳統紙媒無法直觀展現，讀者僅憑閱
讀文字，難以真正感知原生態民族文化的魅力，某些民
族文化，隨生活方式的日益同化和傳承人數的減少，
面臨失傳的危險，如果不能及時以音頻或視頻的形態保
存，後人將無從領略這些真實存在過的優秀文化。
由此，編輯團隊提出創建「中華民族文化經典學術著

作數據庫及數字交流平台」，對已有的民族文化、民俗
文化、民間文化研究著作進行整理、匯總，使之結構
化、數據化、互動化，形成相對完整獨立的平台。

短訊

「
中
華
民
族
文
化
大
系
」

為
每
個
民
族
打
造
一
張
文
化
名
片

■■黃芷淵筆下的大火現場黃芷淵筆下的大火現場。。

■《小小巴黎書店》， 妮娜·喬
治著，凌微譯，中信出版社。

■■妮娜妮娜··喬治喬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