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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牠——香港野外動物手札

我們上山去。在林間、
溪澗、岩石邊，甚至抬頭看
天空，偶爾會看到一個個
「牠」。牠是哺乳類動物，
牠是鳥兒，牠是兩棲或爬
蟲。不會一直待在同一地
點，只能巧遇，牠或者一看
到你就會「嗖」地躲起來，
或者戒備地觀察你，或者衝
過來搶走你手上的零食，或
者跟你對視，與你對話。

牠，是香港野外動物。葉曉文這次不「尋花」，而去
「尋牠」。她走在香港山林間，把遇到的野外動物一
一繪下來，記錄牠們的習性、特質，找典籍，尋回
憶，寫下她眼中牠們的故事。

作者：葉曉文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失眠的人

1996年出道的莫子儀，
作品橫跨舞台劇、電影及電
視，演員之路至今已超過
20年。然而褪下戲服、化
妝，從舞台聚光燈走下後的
莫子儀，在人生這齣沒有劇
本的戲劇裡，最常對戲的對
象其實是失眠。在失眠的夜
裡，他開始書寫自己的憤
怒、悲傷及無奈，這些關於
表演、生活和感情的文字，

在世界都沉沉睡去的每個夜裡傾洩而出。這本莫子儀
首次文字及影像集將於11月8日上市，其中收錄40
篇文字作品，文體遍及散文、詩、對話及劇本，文字
或長或短，篇幅不一。

作者：莫子儀
出版：新經典文化x有享影業

寂寞芳心

英國犯罪小說天王約翰‧
哈威最為知名的「芮尼克探
案」全系列作品首度完整引
進。單身女子雪莉‧彼德斯
遭勒斃，陳屍家中，兇案調
查指向她有暴力前科的前男
友。數日後，另一名單親媽
媽瑪莉‧薛帕遭暴力襲擊，
倒臥自宅後院。受害人生活
全無交集、犯罪手法完全不

同的兩樁兇案會有關聯嗎？是情殺？是仇殺？還是變
態殺手狠心擊碎寂寞芳心？千絲萬縷的案情，等待芮
尼克抽絲剝繭……芮尼克在《寂寞芳心》首次登場，
反轉一般警探小說的硬漢風格，以細膩的心理刻劃呈
現有血有肉的人性真貌。罪行是一面映照社會人心的
鏡子。犯罪偵查不僅僅是追索正義的善惡鬥爭，更是
對社會變遷與人性幽微的省思。

作者：約翰.哈威
譯者：李靜宜
出版：東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徐皓峰武俠雙書：道士下山+刀背藏身

「北方理念，刀法是防禦
技，刀背運用重於刀刃，因
為人在刀背後。」新派武俠
名家暨名導徐皓峰，熟悉民
國時期武林人物、江湖掌
故，閱讀量驚人，對佛、道
教及東、西方電影皆有研
究。他筆下的武俠小說，細
膩生動地描繪出前輩武人的
行止遺風，同時織進許多上

輩人日常生活的講究和細節，人物對白機敏而充滿餘
韻，令人回味再三。本書收入徐皓峰2003年至2013
年間五個武俠短篇作品︰〈倭寇的蹤跡〉、〈民國刺
客柳白猿〉、〈柳白猿別傳〉、〈師父〉、〈國
士〉、〈刀背藏身〉，以及兩篇散文，呈現徐皓峰十
年武俠短篇創作的軌跡和變化。

作者：徐皓峰
出版：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Manhattan Beach

普立茲小說獎得主《時間
裡的癡人》作者珍妮佛．伊
根睽違七年，回歸傳統小說
的敘事方式，帶來黑色電影
風格的歷史小說。在二十世
紀上半葉的美國布魯克林，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身負
養家重擔的她，與多年前掌
握家中經濟的神秘男人相
遇，她決心找出父親失蹤的
秘密……作者以海岸與水的
意象，平衡沉重的歷史細

節，藉主角的活動探討兩兩相對的概念：不管是力量
與脆弱、深度與表面、過去與未來，或是生與死，以
黑色電影的風格，再度展現純熟的寫作功力。

作者：Jennifer Egan
出版：Corsair

書評

2016年的本屋大賞冠軍，是宮下奈都
的《羊與鋼之森》。那是一本徹頭徹尾
的職人小說，而且如果對職人文化於日
本流行文化中的表現熟悉的話，不難看
出小說背後大量的脈絡承傳。
提起職人小說，於日本流行小說界別
中，最成功的作者或許就是三浦紫苑。
她筆下的職人小說如《哪啊哪啊神去
村》（2009）及《啟航吧！編舟計劃》
（2011）均已拍成電影，而且同樣叫好
叫座。前者的職人對象是林木匠，後者
則是辭典編輯，兩者均屬鮮為人知的職
業——我想這也是職人小說的方程式之
一，即必須挑選對大眾而言具神秘陌生
感的行業為對象，才可以吸引大家的注
意力，同時也可喚起讀者對作者的崇敬
之心，因為可以看得出創作人的深入調
查探究。
與《啟航吧！編舟計劃》不同的是，

《羊與鋼之森》針對的並非御宅族的市
場。前者是把御宅族的觀念，套用在辭
典編輯身上，為御宅族加以平反，從而
結合職人文化及御宅族背後共通的專業
精神。後者的主角來自北海道的深山小
村，並非都市人，所以與御宅族的文化
無關。

反過來而言，我認為《羊與鋼之森》
乃是一次對《哪啊哪啊神去村》進行逆
向操作的書寫嘗試。前者的主角外村是
由深山去到小城市的樂器行工作，與後
者的都市年輕人平野去到老遠的深山內
做林木工作剛好相反——由鄉入城及由
城入鄉表面上好像構成對比，但探索職
人專業技藝之路其實不變，也即是只不
過屬修煉的場域及過程有異罷了。
此外，宮下奈都也揚棄了《哪啊哪啊

神去村》的陽氣活力青春筆調，改為走
文藝內斂的風味。那正是一種逆向的設
定思維，試想想來自山上每天與大自然
打交道的大男孩，反過來原來是文靜穩
重的敏感男生，本身已有一定的新鮮
感。再加上《哪啊哪啊神去村》的青春
小說模式已珠玉在前，總不能改易場景
後便全盤挪用，此所以作者的心思還是
明晰可尋的。
好了，《羊與鋼之森》的真身，我想
指出其實同樣是2016年的日劇作品《校
閱女孩河野悅子》。《校閱女孩河野悅
子》由小魔女石原聰美擔大旗，她飾演
的悅子，是一名百分百的時裝狂迷，由
中學開始已每周購下大量時裝雜誌收
藏，然後加以分類及眉批，畢業後也只

一心希望考進大型出版社內工
作，希望可以在心儀的時尚雜誌
LASSY下工作，結果卻僅被校對
部取錄，唯有暫時寄棲，冀盼有
朝一天可以在出版社內轉職至
LASSY。那是一場曲折迂迴的體
現職人精神過程。
但我想說的是，劇中以菅田將

暉飾演的折原幸人作為悅子的對
照映襯，他是一名大學生，是筆名「是
永是之」出道寫下受歡迎的小說，但卻
無以為繼，因緣際會被人勸誘成為男
模，於是展現了另一不同的探索之路。
創作人的用心明顯不過，在追求夢想途
上，有人早已起步，有人一直苦無機
會，但其實只要用心生活，一切都是修
煉過程，沒有先後之分。
回到《羊與鋼之森》，小說中有一對
雙胞胎姊妹和音與由仁，兩人都甚有彈
鋼琴的天賦，後來妹妹由仁得了怪病，
一把手指放在琴鍵上便動不了，結果唯
有放棄，改為追隨外村的腳步，希望成
為調音師。事實上，在人物設定的關鍵
上，《羊與鋼之森》和《校閱女孩河野
悅子》幾無異致——兩者同樣把人物分
成為一早鎖定夢想方向，以及仍在探索

的兩大類別。《羊與鋼之森》的外村正
屬前者，而由仁則是後者。但由仁其實
也是一種轉化角色，與《校閱女孩河野
悅子》中的折原相通。
折原當上男模後，並沒有為他帶來突

破的體會，反而因被悅子的熱情感染，
於是開始去採訪不同行業的職人生活，
以報道作家的身份完成了新作。而此正
是由仁在走的路，即使因病令由仁不能
追尋鋼琴家的夢想，然而她其實從來也
沒有離開深愛的鋼琴。調音師正是與鋼
琴家並肩作戰的好夥伴，而由仁的目標
正是為姊姊和音的鋼琴調音，等同折原
出版報道作品，也沒有偏離作家之路。
唯有全力貫注去努力充實自己，職人

文化才得以薪火相傳下去。《羊與鋼之
森》正是職人小說範疇下的另一作品。

作為職人小說的《羊與鋼之森》
《羊與鋼之森》
作者：宮下奈都
譯者：王蘊潔
出版：尖端

文：湯禎兆

上世紀八十年代，剛從日本留學歸
來的陳萬雄加入了香港商務印書

館。他自小對文化感興趣，在日本學習
時最愛就是逛書店。當時日本出版業正
值興盛，書店之多，書店之好，讀書風
氣之炙熱，都讓陳萬雄興奮不已。他用
「美輪美奐」來形容當時日本的出版盛
況。「70年代之間，日本出了很多大型
的畫冊，重要的出版社更是每年都有特
別的規劃。這也因為當時彩色印刷剛開
始進入發達時期，技術的進步帶動了出
版的風潮。」所有的這些，都對他有很
大的刺激。
陳萬雄回到香港時正值中國內地剛剛
開放，全世界都向這個曾經與外界阻隔
的東方國度投射出好奇的目光，了解中
國的歷史文化成為一股新的潮流。「如
果要介紹中國的歷史文化，要怎麼出
書，才能令到海外的中國人、華僑，或
是外國人感興趣呢？」陳萬雄不停琢
磨，而日本的經驗告訴他，畫冊，也許
是最好的選擇。

從遭冷遇變貴賓
當時香港商務有一份雜誌叫《風

光》，介紹內地的風土人情，也不時有
關於中國文化、故宮文物的文章。「我
們覺得既然世界上有這樣的潮流，不如
將雜誌裡面關於故宮的文章圖片編輯成
畫冊，帶出去世界。」圖錄的樣書做出
來，陳萬雄滿懷希望地到日本去向出版
社推銷，卻遭到了冷遇。「當時也覺得
很委屈的，但也激發了我的信念。」他
笑說，「我們的圖冊，不論攝影、印
刷等各方面都和日本當時的出版要求距
離太遠了。但以中國的文化、文物、風
景，我們絕對可以做出一本國際性的
書！」
回到香港，他對時任聯合出版集團總

裁的李祖澤說：「除非不想打入國際市
場，不然一定要有國際市場的水平！」
李祖澤對陳萬雄的想法表示大力支持，
於是香港商務動用大量的財力和人力，
專門組織攝影團隊前往北京，與故宮合
作拍攝大型畫冊，這就是1982年面世的
《紫禁城宮殿》。陳萬雄回憶道，當時
光攝影師的人工每日就高達700港元，

整個團隊更在北京拍攝兩月有餘，「這
樣的出版項目，香港的出版社還沒人試
過。」
《紫禁城宮殿》一出版，立刻在香港

造成轟動，第一版印了7000多冊，三個
月內就已售罄。「當時定價400塊一
本，很多人的薪水那時也才每月1000左
右。」不僅在香港賣得好，也售出了多
種外文版權，北京故宮亦將這本書作為
贈送外賓的禮物。1986年英女王伊莉莎
白二世訪問中國參觀故宮，外交部長吳
學謙就以此書作為禮物送給英女王，成
為一段佳話。
帶這本書重新「殺」回日本的陳萬

雄，可謂「一雪前恥」。「我再去日
本，去見幾間最大的出版社，講談社、
小學館、學研社、中央公論社等。先見
了講談社，他們答應出2000本。接我
去中央公論，他們是一個獨立的樓，樓
下是小小的會見室。編輯見了我，一翻
完書，就問我可不可以上二樓，去見畫
冊的編輯主任。我到了二樓，主任看完
後就說讓我去三樓，找總編輯。總編輯
看完後很感興趣，又讓我上四樓見社
長。社長看完很快拍了板。」說起這段
經歷，陳萬雄仍是忍不住莞爾，但雖然
在中央公論享受了「步步高陞」的美
運，畫冊的最終版權仍是給了講談社，
「雖然中央公論給的印數多，但是對當
時日本來說講談社是NO.1，包括他們
出的畫冊都是不得了的。給他們，對我
們的書和香港商務來說都是一個很好的
宣傳。」

為大眾編撰畫冊
《紫禁城宮殿》的成功牽起了香港商

務與故宮的不解緣，隨後出版的《國寶
薈萃》、《國寶》、《清代宮廷生
活》，又或是再次轟動出版界的六十卷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逐步
奠定了香港商務在文化藝術畫冊領域的
領先地位。陳萬雄說，當時的出版「正
趕上了好時機」，「文革十幾年的封
閉，讓大家對中國的發展很有興趣，對
中國文化很渴望。而八十年代時香港已
經進入現代發展，產生了一批中產階
級，他們對文化品位和知識追求有要

求。另外，很重要的，香港八十年代時
已成為日本以外印刷水平最好的地方。
所有的這些條件，再加上我們攝影的美
觀、故宮的全力以赴等，促成了書的成
功。」
然而除了天時地利的加持，故宮畫冊

的成功，還得益於其出版方向的專業把
握。陳萬雄心心念念的，是將中國藝術
文化闡述給現代讀者看，不僅給國內讀
者看，還要走向世界。「以往的畫冊出
版，要不就是美術書，要不就是文物
書，都是比較專業的角度和學術的範
疇。但我們是用一個大眾文化的角度，
用文化閱讀的方式去做的。這個出版風
氣可謂是香港商務帶動的。」他說，
「一方面當時我們在香港很有優勢，我
們有很多英文書店，英美出了很多很漂
亮的畫冊，我們可以看到。另外我在日
本也看了很多很美的書。雖然沒有人
教，但看得多了，慢慢就得到啟發，了
解現在外國的閱讀潮流。回到香港後，
我也經常去書店打書釘，躲在裡面看大
型畫冊。當時，建築和藝術是畫冊中很
重要的主題，我就看西方怎麼編畫冊，
怎麼去呈現教堂、城市、古建築，自己
去摸索編輯構想。像在《紫禁城宮
殿》，我們會有整體的建築理論，也有
具體的建築佈局，甚至最後還講到美術
設計的圖樣pattern等細節，當時沒有人
這樣去演繹中國的古建築。可以說我們
是發揮了香港的優勢去做。」
為了拍出宮殿原本的樣貌，攝影組清

晨五點入宮，晚上八點出宮，盡全力捕
捉宮殿的「無人」狀態。更甚者，拍攝
前要花大工夫移去欄杆等現代的擺設，
又或是除去院落角落的雜草，盡全力突
出建築原始的美感。

另一角度看建築
但從不同的角度來詮釋中國建築中的

藝術與文化內涵，在和故宮的合作中也
曾發生分歧。最典型的一次，陳萬雄在

日本出差時被緊急召到北京，原來攝影
團隊和故宮因為太和殿的拍攝角度問題
鬧僵了。「他們不滿意我們的攝影師將
太和殿用廣角的角度，或仰拍的方式來
表現，而認為拍攝皇宮就要用正正經經
的，方正平穩的角度。我就很耐心地解
釋，建築是藝術，這本書不是完全講皇
宮的，我想表達的是中國的建築藝術。
太和殿我們已經拍了一張很正方的，但
這表達不了其背後的人文意念。比如百
官匍匐在太和廣場下面，皇帝端坐在太
和殿上面，龍椅已經很高了。從大臣的
眼來看太和殿，是怎麼一個震懾的作
用？我們要捕捉的就是背後的這個理
念。」最終故宮方面同意了出版團隊的
意見，最終收錄在《紫禁城宮殿》中的
照片，從不同的角度傳達出不同的氛
圍，人與建築的關係，被巧妙地體現出
來。
除了照片，書中所配的文字亦有一番

推敲。「坦白說，以往寫畫冊的專家、
大學者，是從專業出發去寫，他們不知
道以文化閱讀角度出發的畫冊，要tar-
get的不是專業人士，而是相對普通的讀
者。比如《國寶》，我很感謝朱家溍先
生，他寫的每一件文物的條目，每一篇
都是很精細的小文章，我很欣賞，但普
通人可能會覺得深。於是我寫信給他，
向他解釋我們畫冊的設想，是希望受過
大學教育的人，不管你讀什麼科，通過
這本書，都能認識中國幾千年的文化與
藝術。他很好，就全部再寫過。不是我
們的學問比他高，文字比他好，而是作
為出版人，要令海內外的讀者都能看明
白，我們要去引導專家。」
陳萬雄說，作為出版人，最大的樂趣

就是可以接觸各個領域的專家，學習大
量的各種知識。他笑說自己是天生的編
輯和出版人，對任何的學科，編書時都
大量閱讀。做完《紫禁城宮殿》，他便
感歎要是當時選讀建築該多好。十卷英
文版《故宮博物院文物精品集》面世，
走向世界的夢想又進了一步。更重要的
是，在編撰英文版的過程中他發現香港
有絕佳的翻譯人才，既通中英，又對
中外文化都有深厚的理解。「香港真的
有我們的優勢。」他篤定地說。

香港商務香港商務
與與故宮的不解緣故宮的不解緣

香港商務印書館與故宮博物院的緣分始於35年前

出版的大型畫冊《紫禁城宮殿》。在精美的文化畫冊

闕如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編輯團隊從外國的畫冊出版

中吸取靈感，從人文、藝術的角度來走近紫禁城，走

近國寶，編撰出學術與普及性並重、雅俗共賞的故宮

畫冊。今年，香港商務更推出十卷英文版的《故宮博

物院文物精品集》，將故宮文化再一次推向世界。

聯合出版集團前總裁陳萬雄三十多年前加入香港商

務，他說，自己最重要的出版正是從故宮開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陳萬雄陳萬雄 尉瑋尉瑋攝攝

■■英文版英文版
《《故宮博物院文物精品集故宮博物院文物精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