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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風景

現任《香港文匯報》副總
編輯的尹樹廣，曾於上世紀
90年代任人民日報駐中亞五
國和外高加索三國首席記
者，採訪過多位獨聯體國家
領導人。從駐外記者到編輯
部老總，喜愛書寫、與讀者
分享生活觀察及感觸的他，
近日推出了首本個人作品
集。書中的文章，是其專欄
「見多識廣」中文字的集

結，按內容分為「香江拾趣」、「鄉情裊裊」、「絲
路駝鈴」和「寰宇走筆」四個部分，分別記錄了他對
香港生活的所思所感、心之所繫的家鄉風情、早年在
中亞五國的採訪趣聞，以及對國際時事的解讀評說。
「窗外風景」此名不僅是其對人生旅途的隱喻，亦是
他對世界永葆好奇心的目光所向。

作者：尹樹廣
出版：中國文化院

觀看的歷史

他談的是觀看，但讀完之
後你會懂藝術。彷彿一部電
影，穿越由圖像組成的人類
大歷史。 「跨世紀繪畫大
師」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與英國知名藝評
家馬丁．蓋福特（Martin
Gayford）橫跨東西方藝術
三萬年，用三百張人們認為
已熟知的傳世名作，帶領讀
者走入前所未見、別具啟發

的藝術時空之旅。繪畫是不朽的創作形式，在不同時
空背景與技術發展下轉變樣貌。世界在人們的眼中，
或透過感官，或透過光學，在不同大師的詮釋下被以
各種方式「壓扁」於平面。而這些「敘述所見之物」
的作品，又回過頭暗示人們該如何觀看世界。這綿密
的視覺輪迴，絕不是傳統藝術史的範疇所能表述。透
過兩位大師級作者的精彩對話，我們得以重新認識繪
畫、攝影、電影甚至雕塑、劇場等視覺藝術，也開始
明白它們的精神與價值。

作者：大衛．霍克尼、馬丁．蓋福特
譯者：韓書妍
出版：積木文化

香港出版總會與香港印刷業商會合辦、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創
意香港」）贊助的「騰飛創意─香港館」
項目將於10月11日至15日於德國「法蘭
克福書展」內設立「香港館」，以推廣香
港出版業及印刷業，並協助業界尋找商
機。
每年「香港館」的參展均會配合不同主

題，而今年則以「創意成就香港」（Cre-
ative Achievements of Hong Kong）為主
題，而為了配合主題，主辦方特意為「香
港館」加入更多本地元素，在館內的「產
業介紹區」新增「香港特色」類別，集中
展出有關本地社會、文化的近五十本精選
書籍，讓世界各地的人士均能認識到香港
這個華洋雜處之地的獨特文化。而據
2017法蘭克福書展「香港館」項目籌委
會委員尹惠玲表示：「以往香港各類型的
書籍都受到海外買家的歡迎，而其中與本
地文化或東方文化有關的書籍亦受到不少
海外買家的青睞。」
今年，「香港館」內亦設有兩大展區，

包括產業介紹區及企業產品展示區，而為了展示香港出版
業的成就，「香港館」將首次與本地三個出版獎項，包括
由香港出版學會主辦的「香港出版雙年獎」、香港電台及
香港出版總會合辦的「香港書獎」以及香港流行圖書出版
協會的「金閱獎」合作，在當天的書展中展出得獎作品。
記者在場所見，發現書籍的種類繁多，例如獲得「香港金
閱獎2017」最佳醫療健康書、由獨立記者陳曉蕾所寫的
《香港走好 怎照顧？》、獲得本年「香港書獎」、由本
地作家潘國靈創作的《寫托邦與消失咒》及獲得本年「香
港出版雙年獎」、由彭文輝所創作、講述香港特有的天台
耕作文化的《天台耕作──由憧憬到豐收》，此外，亦有
不少與本地文化有關的書籍，均會到法蘭克福與海外買家
見面。
此外，本年度「香港館」亦會繼續設立去年首設的

「Creative Corner」，以「個性化 × 香港本土文化／中
華文化」為主題，展示部分參展商的特色展品，例如有描
繪香港風景的畫冊、以香港社會面貌為主題的個人記事本
及月曆等。

簡訊

香
港
三
大
出
版
獎
得
獎
作
品

現
身
「
法
蘭
克
福
」書
展

文：朱慧恩

國家強大與否，不僅要看GDP，在世界
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導彈航母充其量起到
的是威懾作用。而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文化
軟實力才是大國的標配。幾年前坊間流傳
一個段子：撒切爾夫人不擔心中國人生產
的電視機佔領英倫，但害怕我們的電視節
目霸佔他們的屏幕。如此看來，讓中華文
化如何能以更有效的方式被世界所認知，
的確是一個國家戰略的問題。
在這方面，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柳若梅教
授為中國文化的傳揚做了非常有意義的工
作。她所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外譯項
目，經過長時間艱辛的努力，終於圓滿結
題。柳教授的團隊成功將葉嘉瑩所著的
《〈人間詞話〉七講》翻譯成俄語，並由
俄羅斯科學出版集團東方文學出版社出
版。此書一經面世便受到俄羅斯漢學界和
俄羅斯中國文化愛好者的廣泛關注，成為
中華文明向外傳播非常成功的案例。
柳教授的團隊所選的漢譯俄文本具有非
常深厚的文化內涵，這同時也增加了翻譯
的難度。葉嘉瑩所著的《<人間詞話>七
講》是以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為中心，
論點涉及宋玉、釋惠洪、鍾嶸、朱熹等十

餘位詞學家的思想，分析了
中國詞學史上的諸家觀點，
展現了中國詩詞理論發展的
歷史。在學科方面，該書屬
於文論類，是對研究的研
究，翻譯的難度可想而知。
主持此項目的柳若梅教授

俄語功底深厚，學術涵養豐
富，出版過多部學術專著和
譯著，享譽國內海外漢學研
究領域，她的團隊由莫斯科
大學和聖彼得堡大學的資深
漢學家組成，實力令人矚目。初譯工作由
俄羅斯漢學家葉卡捷琳娜．扎維多夫斯卡
婭女士擔任，她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並
在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獲得副博士學
位，學術功底扎實，翻譯經驗豐富。為了
領會該書深邃的學術奧義，扎維多夫斯卡
婭精心研究了王國維著作原文和葉嘉瑩著
作，認真對待校譯和核譯環節反饋的問
題，並全面配合翻譯出版環節的工作，為
造就優秀的俄譯本奠定了基礎。全書由柳
若梅教授負責審閱、復譯、修改，最後向
俄羅斯讀者呈現出一部將中國文化和詩學

理論的精妙細微與俄語的優
美嚴謹完美結合的佳譯。在
編輯過程中，譯者、俄羅斯
從事本領域研究的漢學家和
文學理論家溝通合作，確保
語言符合俄羅斯讀者閱讀習
慣，力爭打造最完美的中華
譯著。
本書得到著名漢學家、中

國政府頒發的中國文化傳播
獎獲得者С . М . 阿尼蓋耶
娃社長的鼎力支持，她親自

擔任責任編輯，嚴把質量關，俄羅斯東方
學學術出版界最權威的機構俄羅斯科學出
版集團東方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此年度巨
獻，無論從內容還是質量，乃至裝幀，皆
體現了出版社的職業素養和柳教授領導下
團隊的合作精神和敬業態度。本書是俄羅
斯出版的第一部研究王國維的學術思想的
著作，有助於幫助俄羅斯讀者了解中國古
代文人的精神世界和價值觀念，在此基礎
上幫助俄羅斯讀者了解當代中國所賴以存
在的文化基礎，從而為溝通中俄兩個民族
的相互理解、推動中俄友誼盡一份力量。

書評

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史研
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
要研究方向為中俄文化交流
史、中俄比較文學與比較文
化研究、俄羅斯漢語教育
史、俄羅斯漢學史。撰寫、
編著、翻譯學術論著多種，
主持、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項
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及
其他省部級項目多種，主持
國家文物局、澳門特別行政
區文化局等橫向學術研究項
目多種，發表學術論文數十
篇。學術兼職為俄羅斯科學
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學術委員
會外籍成員、世界漢語教育
史研究學會副會長、國際比
較文學協會會員、中國中外
關係史學會副秘書長、中國
國家圖書館外文古籍鑒定專
家。

文：鄭永旺（黑龍江大學俄語學院教授）中華文化需要輸出
——中華外譯項目《<人間詞話>七講》圓滿收官

柳若梅教授簡介

令人吃驚的是，原來日佔時期，台
灣同胞身為亡國奴，徹底被剝奪

使用漢語的權利，當時的台灣從官方到
教育清一色日文，禁止使用中文。一九
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殖民政府更嚴
禁使用台語，同時廢止報刊雜誌上的所
有中文欄目。漢語只能被當作一門外語
來學，而且必須由日本人授課。即使在
此情況下，懂日文的葉石濤父母，在家
中、在子女跟前仍無講過半句日語。當
時的台灣知識分子只能從事醫生、小學
教師，其餘的要害部門都不得涉及。葉
石濤唸中學時上過日本人教的漢語課，
可是用日語把字句倒過來唸的中文，非
常彆扭，所讀的《出師表》等古文也很
快就忘記，根本看不懂白話文，《紅樓
夢》等四大名著也都只能看日文版。就
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作家如郁達夫、郭
沫若、魯迅的作品，他們也都是通過日
文譯本接觸的。日本人即使譯得再好，
可至信達雅，但是無法傳遞中文特有的
韻味。「至於民族風格更不用說了，日
本人常有意無意地損傷了中文原有的民
族風味。」書中如實記述了台灣人民被
剝奪使用母語的悲情一幕。

學習中文的熱潮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宣
佈無條件投降，台灣民眾欣喜若狂，抑
止不住回歸祖國，重做中國人的喜悅。
從八月十五日到十月十七日，等待中國

軍隊登島的六十天裡，他們由鄉紳領
導，自發進行民間自治，維持治安，準
備各種活動迎接中國軍隊抵台，同時管
治長達六十天的「真空期」。其時，島
上還有七十多萬日本軍人、官吏和平
民。台灣百姓在基隆碼頭蓋起了瞭望
樓、 凱旋門，期待第一時間看見自己
的軍隊登陸，洗刷自一八九五年《馬關
條約》以來，被日本統治五十年的恥
辱。
緊接而來的是一股中文學習的熱潮。

戰後的台灣人開始重新學習語文，學習
說寫，絕對不能再使用敵國語文。而之
前的台灣教育從小學開始，一直是以日
語授課，戰後要改為以「北平官話」來
授課。可是很多人連台語都講不端正，
要講一口「北平官話」談何容易？可
是，台灣人民以強烈的民族自尊來實現
這場文字光復。與此同時，各種義教在
台島熱火朝天展開。
葉石濤苦學白話文的方法是：死啃

《康熙字典》，抄寫《紅樓夢》。「我
下決心要學到漂亮的北京官話。學習祖
國語文，不但是做教師的我責無旁貸的
任務，同時我還有野心，想應用祖國語
文去寫出優秀的文學作品來呢！」經過

兩年的努力，葉石濤可以不必經過日
文，直接閱讀由登島軍官借給他看，三
十年代文化生活書店出版的魯郭茅巴老
曹（即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
舍、曹禺）著作。一九四七年，他已能
用白話文發表作品。省籍第一代作家大
都有類似的經歷。

寫活台灣文學史
葉石濤生前命途蹇拙，飽嘗寫作之困

苦：往往在撰寫時一想到作品去向難
卜，「提筆的手都發軟」。身後卻享有
台灣寫作人對他的敬重和追懷。他只上
過一年台南師專，卻在大量小說創作和
評論之外，成為撰寫台灣文學史的第一
人。他不單是小說家，也是一位理論
家，一個從創作中打滾兒出來的理論
家。他對純文學的見地尤其中肯：純文
學都具有反叛性質。書中也談到台灣五
十年代的「反共懷鄉文學」，即反共又
懷鄉，這不啻是一個給人想像空間的奇
妙結合，其矛盾性恰好構成一種異質，
對台灣文學產生一定的影響。《府城記
事簿》從個人視野出發，由一個側面寫
活了跨越六十年的台灣文學史。看封面
作者照，葉石濤似一個典型的台南老

農。事實上他卻是一位創作和理論俱佳
的文學奇才。他在回憶妍媸不一的家族
女性時寫道：「為生存而奮鬥的行為都
是高貴的」。她們所表現的人性弱點也
難免傷及同類，但在葉石濤看來：「這
是個生存問題，考慮道德或悲憤無濟於
事。」
能以這樣的入世精神來經營文學，刻

畫人物，其異乎尋常的善解人意，使我
對接下去要讀的葉著《台灣文學史綱》
別有期待。
《府城記事簿》是彭瑞金教授從二

十三冊，近五百萬字的《葉石濤全
集》中選編而成，某些篇目所憶舊事
稍嫌重複，但作為戰後台灣文學史的
補充，很有可讀之處。葉石濤的文字
樸實到位，不悶不滯，無處不顯的葉
氏幽默更是引人入勝。彭瑞金指出：
「不按牌理出牌的寫作，似乎是葉石
濤文學的特質，而且是從童稚時期就
有的慧黠」。
我非常認同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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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書友推薦，新近讀了葉石

濤隨筆選集《府城記事簿》。這

是一位出身台南，小說、評論、

文學史皆有成就的多棲作家，其

經歷不僅充滿孤憤寫作的悲愴，

也可讓人回顧戰後台灣重新認同

中文的艱難歷程。 文：彌嘉

■位於台南的
葉石濤文學紀
念館

■■《《府城記事簿府城記事簿》（》（台灣文學叢台灣文學叢
刊刊150150），），春暉出版社春暉出版社

■香港三大出版獎得獎作品亦會赴法蘭克福與一眾海外
買家見面。 （朱慧恩 攝）

■■葉石濤雕像葉石濤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