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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莎士比亞 5：轉學生

成長過程中，我們都曾
感覺到格格不入─上課鐘
響到放學後，友誼之手為
何引他踏上玩火的險路？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獲
獎名作家、享譽國際的小
說家崔西．雪佛蘭，重新
想像莎士比亞悲劇《奧賽
羅》。身為外交官之子的
奧賽伊，早習慣了不斷轉
學的生活。就在他轉入新
學校第一天，前所未見的

情況出現了：全校最受歡迎的女孩牽起他的手，友情
與愛情開始萌芽。然而，並不是所有同學都樂見這樁
美事，毀滅性的動機在某人心中燃起火苗，就在上課
鐘聲響起，到放學鐘聲鳴盪之間，四名11歲學童的
人生，將從此徹底撕裂……

作者：崔西．雪佛蘭
譯者：顏湘如
出版：寂寞出版

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大城市夢

美國知名記者史密茲
1996 年以和平隊（Peace
Corps）志願者身份首次抵
達中國四川，2010年遷居
上海後六年，決定以自己生
活環境為主題書寫中國。他
居住在上海前法租界的長樂
路，不但融入當地生活，更
與居民發展深厚情誼。本書
描繪這些尋常小人物，如何
從上海的天際線看到未來之

光，又如何創造命運的新機會。

作者：羅伯．史密茲
譯者：葉佳怡
出版：時報文化

空臉

香港知名作家韓麗珠最新
長篇小說，描寫當人們從日
常昏沉中猛然驚覺，換臉法
案即將立法通過，還來不及
反應，負責推行的官員已經
指出，贊成立法的群眾，是
社會上的大多數。換臉的
人，都會經歷一個臉的真空
期，稱之「空臉」。埋在一
張臉和另一張臉之間，每個

還未癒合的傷口裡，還沒有成為過去的痛楚之中，和
每一塊還未能卸去的繃帶和紗布之下。或許，遺忘就
同時在發生。沒有人知道，下一刻將會發生什麼。

作者：韓麗珠
出版：聯經

幾千之夜，昨日之月

日本當代三大女作家之一
角田光代，最清透颯爽的夜
行散記。角田光代自年輕時
代便開始大量旅行、閱讀、
寫作，就算四下眾聲喧嘩，
仍不畏孤獨地自我對話，拆
解黑暗的本質，看透人世的
曲折卻不妄加評斷。相較於
小說的濃烈揪心，散文的言
詞輕倩，一重一輕的對照，

呈現出作家完整的心象。

作者：角田光代
譯者：林美琪
出版：青空文化

新華社倫敦電 2017年度英國布克文學獎6部入圍作品
的名單日前公佈，其中兩部作品為青年作家的長篇小說
「處女作」。
根據布克獎評委會公佈的名單，今年入圍作品的作者男

女各佔半數，其中3人來自美國，兩人是英國作家，還有
一人來自巴基斯坦。
英國廣播公司報道說，兩部「處女作」入圍作品其一是

《埃爾梅特》，作者為現年29歲的菲奧娜．莫茲利，來自
英國約克郡，她平時在一家書店兼職打工；另一部是《狼
的歷史》，作者為美國青年女作家埃米莉．弗里德隆德。
其他4部入圍小說分別是：現年70歲的美國作家保羅．

奧斯特的《4321》，小說內容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
新澤西州為背景；巴基斯坦作家穆赫辛．哈米德講述難民
故事的《西出口》；美國作家喬治．桑德斯以美國前總統
亞伯拉罕．林肯為主角的靈異小說《煉獄中的林肯》；以
及曾3度入圍布克獎的英國女作家阿里．史密斯以「四
季」命名的作品集裡的第一部《秋》。
布克獎評委會主席洛拉．揚說，本屆布克獎入圍作品涉

及「非凡的情感、文化、政治和智慧」，其「對人類思維
的挑戰展現了文學的力量」，最終評選結果將於10月17
日在倫敦揭曉。
布克獎名稱源自其設立之初的贊助商——英國食品銷售

集團布克．麥康奈爾公司。該獎項於1969年首次頒發，
是英國最重要的文學獎之一。布克獎每年頒發一次，獎金
為５萬英鎊（約合43萬元人民幣），主要授予當年出版
的優秀長篇英文小說。在2014年之前，只有英國、愛爾
蘭和其他英聯邦國家的作者有資格參評。自2014年起，
該獎項擴大甄選範圍，凡是用英文寫作、並在英國出版的
小說均可參選，不再局限作者國籍。 去年獲獎作品是反
映美國種族歧視的小說《背叛》，其作者保羅．貝蒂因此
成為首位贏得布克獎的美國作家。

簡訊 兩部小說「處女作」
入圍英國布克獎

貫井德郎的《愚行錄》一出版即廣
獲好評，電影版也瞬即改編推出，由
石川慶執導，演員陣容有妻夫木聰及
滿島光等好戲之人，結果也成功在威
尼斯影展參展，成為近年令人眼前一
亮的日本電影。小說與電影之間的互
動轉化，也是另一趣味所在。
身為記者的田中武志（妻夫木聰
飾）正在調查一宗發生於一年前的東
京滅門慘案，死者是田向浩樹（小出
惠介飾）及太太夏原友季惠（松本若
菜飾）以及他們的兩個孩子。為了追
尋真相，武志一直向夫婦的舊同學、
同事及鄰居等不同人士進行訪問，希
望可以找出兇手，以及偵破背後的重
重疑團。與此同時，小說的另一條線
索是開頭的新聞報道：「三歲女童衰
弱致死，母親疑虐童被捕」，被捕人
名為田中光子（滿島光飾）。貫井德
郎明顯想利用敘事詭計，令到讀者不
斷思考滅門慘案與虐童悲劇的關連，
而田向及田中的姓氏，自然也令人產
生不必要的聯想。小說每一章均以兩
部曲的形式進行，前者是武志的採訪
記錄，以第一身的角度披露不同受訪
者對受害夫婦的看法──當中有人覺
得他們是模範夫妻，也有人覺得他們

人際相處上手段高明，總之可謂人各
言殊，愈探訪下來只會出現更多參差
不齊的碎片；後者是女性的自白曲，
一直回溯由小至大遭受家暴及性侵的
經歷，以及當事人與兄長的親密關
係。小說去到終章，才披露武志與光
子的兄妹關係，而光子正是滅門慘案
的兇手，她本身是夏原的大學同學。
而武志在採訪過程中，發現其中一位
舊同學宮村淳子（臼田麻美飾）對光
子懷有疑心，認為她有殺害夏原向她
報復的足夠動機，於是暗中把淳子殺
死，從而令妹妹處於安全位置。可是
人算不如天算，光子竟然因為虐兒而
被捕，一個飽受父母凌虐的女孩，長
大後竟然成為了另一位魔鬼母親──
作者正好借此突出現實眾人愚行的荒
謬，同時也牽引出現實的不可預測性
來。
小說中的武志是一個接受的載體，

大體上由始至終均沒有表露什麼自己
的情緒反應，只能按他一些追問受訪
者的提問，從而去推敲出一點性格形
象來。當然，此也無可厚非，因為小
說的最大逆轉，正好在於追訪的記
者，原來是兇手的幫兇，目的並非是
為了成書，而是希望可以進一步殺人

滅口，以確保真兇可以逍遙
法外。
電影起用妻夫木聰出任武

志，當然不會浪費他的存在
魄力。一開首便安排了一場
小說所沒有的公車讓座場
面，好讓觀眾感受到武志壓
抑下去的陰暗魔力，為最終
的邪惡真身先留下伏線。在
公車上，基於眾人的壓力，
武志被迫讓座給一名老婦，
但他起來時卻以跛行來加以反擊，諷
刺世人只看表象，不明真相的愚昧─
而此正是小說的核心精神，也可以說
電影的改編團隊牢牢抓緊小說精髓，
來進一步潤色發揮。
此外，電影也放棄了小說的兄妹懸

疑佈局，一早便披露了武志與光子的
兄妹關係。而原著中光子以自白形
式，交代悲劇童年經歷的安排，也改
為經心理治療引導，從而說出被性侵
及兄長被家暴的黑暗往事；武志也同
時向律師交代妹妹被性侵的歷史。簡
言之，就是揚棄了作者的敘事詭計，
反過來想把共犯的新主題營構出來。
是的，我認為電影版較小說版更耐

看。一方面刪除原著中一些不合理的

人物，如夏原的
富有外公（若他
存在，那麼夏原
的生活應該更上

一層樓，而不僅屬目前的小康之家）
以及一些受訪對象如鄰居久保塚太太
（焦點在育兒上，而與太太團的交往
特質不過在重複大學時代的把戲），
令到無關痛癢又或是重複的枝節可去
掉。剩下來就可以集中處理兄妹的共
犯關係──小說因為要保持懸念，令
到兩人的親密關係可說陷入描寫中空
的狀態，只得妹妹的片面角度。但電
影版明顯看透此才是兩宗案件背後的
最重要牽連脈絡，所以從多角度去切
入刻畫兄妹的共同背景，以及受虐的
共享體驗，也正因為此，才可以解釋
武志最終為何去殺人為妹妹掩飾罪
行。這才是關鍵所在，電影版正好為
原著潤色生輝。

《愚行錄》電影版更勝一籌
《愚行錄》
作者：貫井德郎
譯者：劉姿君
出版：獨步文化

書評
文：湯禎兆

翻譯《古寺巡禮》一書的廣東外語
外貿大學副教授譚仁岸，在日本

一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專攻近現代
中日文學史、日本思想史的他於自己
博士就讀階段完成了此書的翻譯。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訪問的過程
中，譚仁岸表示，《古寺巡禮》一書
的譯介，對於中國民眾深入了解日本
文化，能夠起到更好的橋樑作用。

原作者乃京都學派人士
京都學派乃是日本思想史中非常重
要的學術流派，其領域涵蓋了哲學、
歷史學、法學等。在研究方法論上，
京都學派主張融匯貫通東西文化。
《古寺巡禮》的作者和辻哲郎便是這
一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據譚仁岸介紹，《古寺巡禮》一書
出版於1919年，乃是1917年和辻哲
郎前往奈良旅行時寫下的遊記。那時
的日本，正處於大正天皇時代，這是
一個已經經歷了明治時期的文明開
化、正逐步全面歐化的歲月，日本呈
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民眾的精
神面貌也較為進取、積極和樂觀。
《古寺巡禮》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
的。
譚仁岸表示，自己翻譯這本書大概
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初衷乃是受中
國內地的學者託付，加上自己也覺得
這本書不錯，所以對《古寺巡禮》進
行了認真的翻譯。雖然和辻哲郎乃以
研究尼采哲學為優勢，但是在寫作
《古寺巡禮》這本書時，卻表現出了
一種極為特別的感性和澎湃。譚仁岸
告訴記者，由於和辻哲郎這本書在本
質上是鑒賞日記，其用字多採取深入
的場景描寫和文學式的抒情筆調，這
為翻譯增加了不少的難度，但是也顯
現出了這本書在內容上的文化價值。

對佛教藝術極為推崇
關於《古寺巡禮》的主旨，譚仁岸
特別向記者表示，這並非是一本探討
佛教教義的書，而是重點講述奈良寺
廟中的佛教藝術。從這個意義上看，
《古寺巡禮》既是藝術評論，也是一
本帶有文化史研究性質的書籍。據譚
仁岸介紹，作者在寫作這本書的時
候，搜尋了大量的資料和文獻，在觀
察視角上，具有青年學者特有的熱情
和大膽。譚仁岸特別向記者提及，在
日本，名人的遊記頗多，但是有關奈
良佛教藝術的鑒賞記，《古寺巡禮》
應該是第一本。

作為一名哲學思想
家，和辻哲郎對東西
方文化比較具有非常
獨特的見解和認識。
譚仁岸說，和辻哲郎
對中國古典文化極為
推崇，而奈良古寺在
文化上和中國有千絲
萬縷的聯繫，所以該
書可以看作是中日古
代文化交流的一種比
較獨特的概述和總
結。另一方面，譚仁
岸指出，和辻哲郎並
沒有將佛教藝術局限
在東亞的文化圈中，
而是一直上溯到了印
度、古希臘的文化淵
源。譚仁岸認為，對
於一個青年學者而
言，和辻哲郎寫作這
本書時所表現出來的
文化審美非常深邃：
他比較了日本的佛像
和西方的雕塑，認為
西方的雕塑乃是人類
願望的理想投射，而
日本的佛像則更像是
彼岸之超越者在人體
上的神秘顯現。由此

可見和辻哲郎對日本佛教藝術
的推崇。

開闊的文化觀
近現代的日本史本身是一

個曲折的歷程。經歷了明治時
代的文明開化和大正時代的全
面歐化，日本卻最終在西化和
國粹之間選擇了後者，並且將
其作為一種戰爭動員的精神資
源。在昭和日本時期，國家神
道高於佛教，因為神道乃是用
來培養國民的國家認同。這種
在極端民族主義煽動下形成的
國家意識顯然帶有非常強烈的
排外性、攻擊性。
但閱讀《古寺巡禮》，則
完全不會得出一種國家主義的
叫囂之感。譚仁岸說，書中抽
離了時空背景的古剎和佛像似
乎是在將參觀者從喧囂和不安
的現實中帶入到古寺的柔美和
寧靜中。這種略帶有小資情調
的抒情作品顯然與昭和時代日
本軍部倡導的精神相違背。因
此，譚仁岸告訴記者，在日本
軍部專權的年代中，《古寺巡
禮》曾被禁止再版，恐怕是因
為它無法成為軍部動員國家的
工具，卻提供了反效果的資

源。
這或許就是《古寺巡禮》一書最為
重要的價值。翻譯此書的譚仁岸認
為，這本書的確是一本向自己民族文
化致敬的作品，但是它並非將民族文
化限制在狹隘化的論述之中；作者和
辻哲郎以非常開闊的視野和胸懷甚至
是文明觀對奈良各個古寺中的佛教藝
術進行了深入考察，將多元文化的包
容與審美格局呈現在書中。文化並非
是排他的產物，這可以看作是《古寺
巡禮》的最大傳播價值。
如今，古寺，幽遠在現實的明媚
中。戰爭的時代已經過去，軍部專權
的歷史在日本也早已結束。那段黑暗
的日子真的不應該再回來，因為無辜
的人們都為那場戰爭付出了極為巨大
的代價。雖然戰後的日本經歷了巨大
的變化，但是奈良的這些古寺仍然是
古寺，在講述千百年滄桑的故事。我
們尋找唐宋遺風，最好的去處就是佈
滿了古寺的日本奈良。在這些古寺
中，有唐招提寺，當年中國的鑒真和
尚曾經前往日本弘法講經；同時，這
些古寺也見證了日本派出遣唐使來到
中國的歲月。這些故事同樣不應當被
後人忘記。這些故事最終的主題只有
一個：和平。這是古寺本身的精神意
義和坐標，也是中日兩國世代友好的
堅定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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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屬漢字文化圈的東亞，佛

教文化與藝術乃是中日兩國共同

的文明資產。日本哲學家和辻哲

郎（1889-1960）在他的《古

寺巡禮》一書中，感歎了日本奈

良佛教古剎的藝術魅力和價值，

也對背後的文化發出了更多的讚

美和抒懷。文化是共同的精神家

園，對於中國與日本而言，相似

的文化歷史背景，也構成了未來

世代友好的堅強基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圖：資料圖片

■■《《古寺巡禮古寺巡禮》》的翻譯者譚仁岸副教授的翻譯者譚仁岸副教授。。

■■由譚仁岸翻譯由譚仁岸翻譯、、上海三聯書上海三聯書

店出版的店出版的《《古寺巡禮古寺巡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