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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水回眸──小思訪談錄

小思是香港文學口述歷
史計劃的發起人，給她訪問
過的人多不勝數，但以小思
為主要的受訪對象，與她詳
談和香港一起成長的故事倒
是第一次。本書以「文化人
眼中的香港」為主題，輯錄
各代文化人，包括楊鍾基、
陳永明、鄧仕樑、樊善標及
黃念欣教授與小思(盧瑋鑾)
於 2014-2017 年間進行的

多次訪談精華，內容涉及香港的文學、文化、歷史等
話題，可說是小思與香港一起成長的回憶記錄。全書
兩冊，上冊談小思在成長過程中，香港文化、歷史和
教育狀況；下冊論及小思寫作、治學、文化觀察以至
對香港的凝眸細看後滋養出來的歸屬感。

作者：小思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廚房裡的人類學家（2018新版）

莊祖宜說：「想想是怎麼
開始學做菜的，還真得感謝
人類學。」12年前，她在
廚房裡找到人類學之外的廣
袤田野，在部落格上記錄下
學廚初心，在筆刀之間燃起
普通讀者不凡的熱情，從廚

藝學校的學習寫到米芝蓮餐廳看到的大陣仗，書裡留
下精彩冒險又激勵人心的小學徒闖蕩記，也見證了一
個新時代飲食寫作的開端。如今多年過去，從學院到
專業廚房再到家庭，莊祖宜的身份幾經變換，不變的
是對廚藝的熱忱，透過烹飪教學視頻、撰文分享，甚
至是食譜《簡單．豐盛．美好》的出版，她一次次以
行動證明做菜的快樂，以熱情領人走入廚房。

作者：莊祖宜
出版：新經典文化

試刊號

一代大師的完美句點，艾
可最後一部小說終於問世，
意大利文版熱賣突破25萬
冊，版權銷售40餘國。兩
個月前，「我」被重金聘請
擔任《明日報》的主編，但
這是一份永遠不會出刊的報
紙，捏造新聞，只為成為金
主威脅政商名流的武器。
「我」的團隊負責撰寫「試

刊號」，遵循「不是新聞成就報紙，是報紙成就新
聞」的原則，我們盡力影射，讓意見變成事實；先杜
撰來函投訴，再杜撰來函澄清；在沒有新聞的地方，
製造新聞；不報道書，但可以報道作家之間的批評；
我們的星座運勢必須正向而且模棱兩可。「我」的一
位編輯提出想刊登「墨索里尼未死之謎」的專題，據
說他掌握的消息足以推翻歷史，進一步影響政治局
勢，「我」視為無稽之談。然而數天後，包括「我」
在內，知悉此事的三個人，一個死了，另一個不見蹤
影……

作者：安伯托．艾可
譯者：倪安宇
出版：皇冠文化

A Hero Born: 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1

金庸的《射鵰英雄傳》首
次被譯成英文，由英國
MacLehose Press 出版社
面向全球發行。譯者Anna
Holmwood有一個古典的
中國名字「郝玉青」，父親
是英國人，母親是瑞典人的
她在英國長大，曾於牛津大
學攻讀歷史，十多年前她到
中國遊學，從此醉心於中國
古典文學及歷史，在進入金
庸的世界前，她曾翻譯了

《山楂樹之戀》。這一次，她用了將近6年的時間完
成了《射鵰》的翻譯，不求字字直譯，而更注重通順
易懂，希望達到「就像金庸在和讀者用英文講話」的
效果。在外國的書店中，這本書被放在奇幻的類別
下，甚至有書店將其與《魔戒》相類比。金庸筆下的
炫目武功與快意恩仇如何虜獲外國讀者的心？令人好
奇。

作者：JIN YONG（金庸）
譯者：Anna Holmwood
出版：MacLehose Press

金陵福：史上第二偉大的魔術師

二十世紀初，人類魔術戲
法的黃金時期，傳奇魔術師
金陵福、程連蘇、胡迪尼齊
聚倫敦。中國環PK射穿公
主，大缸飛水對決空竿釣
魚，台上演的是入壁術、逃
脫術、空手接子彈，台下抓
的是拳匪、偽裝者和革命
軍。還有渾身藥草味的雜貨
店老闆、身懷絕技謎一般的
女子，以及死命追查獨家的

大記者……台灣小說家張國立用精彩筆法，寫下這魔
術史上最慘烈的一役。

作者：張國立
出版：印刻

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正值回鄉過年，
隨身攜帶的書，名字叫《童年與社
會》，是本心理學著作，作者是美國的
愛利克．埃里克森，對於普通讀者而
言，這本書的專業性未免太強了些，裡
面的諸多描述，都指向複雜繁複的人性
層面，看不太懂是正常的。
但從大眾閱讀的層面進入這本書，也

能發現它的價值，它通過一些具體的案
例，把兒童成長期間遇到的一些心理疾
病問題，與家庭、以家庭為核心的小環
境、乃至於所處時代的社會大環境，建
立了綿密的聯繫。它催人思索：果然孩
子不僅是家庭的產物，也是社會的產
物，沒有什麼能比孩子——這張通常會
被比喻為一張白紙的個體身上，能更清
晰地觀察到社會的光怪陸離。
比如現在正值寒假期間，應當是孩子
們盡情放肆的時候，滿街跑，買鞭炮，
進遊戲廳，混在大人的酒桌邊，收壓歲
錢……但事實的情況是，無論是上小學
還是上中學的孩子，竟然都在不約而同
地補課。問了一位做補課工作的老師，
他也苦不堪言，說補課都是家長們逼
的，老師也想趁寒假休息，但家長覺得
假期不補課，開學時孩子的成績就會錯
過超越其他孩子的機會。
很難想像，當大人們在酒店或家庭的

餐桌上推杯換盞、歡聲笑語的時候，孩
子們還在補習教室裡苦讀，回家後依然
要完成沉重的作業……不要覺得這是一
件正常的小事，按照埃里克森在《童年

與社會》裡的說法，不乏有個別孩子在
無法擺脫的環境壓迫下，有了不易覺察
的心理狀況，缺乏歡樂的滋潤，是造就
孩子產生心理問題的主要原因，而在這
個絕大多數人衣食無憂的時代，孩子的
童年缺失最多的，居然是歡樂。
成年社會很少站在兒童的角度去考慮

問題，這是因為，孩子們總是用他們很
強的適應力，去學習進入大人設定的規
則圈子，另一方面，因為種種壓力導致
情緒與心理崩潰的孩子，畢竟是少數，
當悲劇發生，人們往往覺得這是個例，
很少從社會的角度，去觀察孩子的心靈
與成長。如果大人不努力去為孩子創造
一個好的成長環境，那麼這些孩子長大
為成人之後，就會不自覺地複製他們所
經歷的一切，最終變成他們所反感的那
種人。
《童年與社會》所描寫的個例以及理

論建立的基礎，多是以家庭為單位展開
的。孩子與父母的關係，孩子與整個家
族的關係，家庭氛圍對孩子的影響，孩
子的個性特質與父母遺傳，父母與孩子
的交流技巧……如此種種給人的錯覺
是，家庭是造就喜劇與悲劇的唯一地
點，和社會沒什麼關係——這也符合中
國人對家庭的價值判斷，一切問題不走
出家庭，以在家庭內部解決所有矛盾為
榮，動輒拿社會說事會被當成推卸責任
的行為。
而在埃里克森看來，家庭是個放大

鏡，它聚焦了來自社會上一切或明或暗

的光線，放大了
來自於外界的一
切聲音，民族、
國別、文化、戰
爭、自然災害、
政治運動……這
些均會通過家庭
這個放大鏡，被
成 人 傳 遞 給 孩
子。所以很多時
候，家庭所提供
的保護功能，不
能僅僅是身體的安全，更要針對外界信
息，進行有效地遴選、屏蔽，最好的屏
蔽體，就是家長自我的言行榜樣。遺憾
的是，幾十年來投射在中國家長身上的
矛盾與複雜，幾代人都沒有很好地解決
掉，只能任由孩子去繼承那些不好的
「遺產」，讓孩子去承受不必要的痛
苦。
年齡愈小的一代兒童，他們的成長環

境反而愈加充滿衝突性。這種衝突可以
簡單地形容為粗礪與細膩的對抗。在細
膩方面，體現為兒童被極好地保護了起
來，不會輕易被放到街上或大自然中讓
他們自由奔跑，從出生時喝什麼奶粉，
到三歲後上什麼幼兒園，以及平時的娛
樂怎麼安排，在家長的規劃當中，兒童
成為精緻而不安生活中的一枚棋子。
在粗礪方面，缺乏對兒童心靈真正的

體察，無法與孩子進行真正平等的交
流，以愛的名義進行傷害，讓孩子的童

年缺乏有趣的回憶……這會讓
孩子感覺生活在牢籠當中。在
大人看來，安逸、舒適、平穩
的生活，是歷經艱難困苦奮鬥
得來，而在孩子們眼裡，天生
享受的這一切，並不具備什麼
優越性。在如何教育孩子，如

何讓孩子擁有真正好的家庭生活方面，
很多家長都是茫然的，茫然怎麼辦？就
只能順從已經建立的社會規則，投入到
被規劃好的跑道中去，通過競爭、對比
的方式來獲得一個輸贏的結果，並且憑
借這個結果，來衡量自己對孩子的付出
是否真誠——然而，這是錯的。
大人如果無法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與價

值觀，就會構成一個令人覺得不安的社
會。不安的社會與浮躁的時代交匯，又
會形成龐大的噪音潮流，最終要下一代
孩子買單。「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都是特
定生命階段與特定歷史時期的相遇引發
的種種巧合」，《童年與社會》中的這
句話，很好地解釋了個體、家庭、社會
之間的關係，「巧合」也好，「必然」
也好，我們都要花掉漫長的時間和巨大
的耐心，來最終解決孩子們的童年問
題。今天，請讓我們首先由自省開始做
起。

文：韓浩月
《童年與社會》
作者：愛利克·埃里克森
譯者：高丹妮、李妮
出版社：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18年2月）

書評過於粗礪又過於細膩的童年

《黑》由林準祥編著，為讀者帶來約二百張
彩色照片，為了增強圖片的主
題內容，亦從當年不同的雜誌
中挑選出與標題有關的簡短文
章，原文節錄編輯。同時，由
於照片年代久遠，很多照片都
「受損」了，因此，林準祥特
別邀來了人物和風景專業攝影
師馬家驥（Chris）參與圖片
編修的工作，全力復原照片，
務求令圖片以最美麗的姿態呈
現讀者眼前。

為歷史留色彩
談及《黑》面世的原因，林準祥表示
當時眼見市面上出售的舊照片圖集都以
黑白為主，而彩色的基本上只有過一
本，因此，收藏照片已有二十年的他，
眼見自己有不少彩色舊照，便萌生意
念，出版一本彩色的照片圖冊，「希望
能為香港歷史圖像記錄增一點色彩。」
於是，他便夥拍舊同窗Chris，兩人一起
挑選照片，林準祥主力考證照片與挑選
文字，而Chris則主力「修理」圖片。
《黑》共分八個部分，其中包括「旅
客鏡頭下的香港」、「港九街道景
色」、「活在香港」等，而除了香港以
外，其中一部分也專為澳門而設。二百
多張照片，拼湊出五六十年代的小城風
貌。「今次刊出的香港1950至1960年
代的彩色影像，是從上千張個人收藏的
彩色舊照中，特別精選出來的，大部分
是經由不同背景的旅客，於香港短暫遊
歷時所拍攝的記錄，也是在特定的時
空，快速地留下香港景物的彩色快拍，
亦是以旅客的角度看見1950至1960年
代的香港。」此外，還包括了港、九中
西交雜的街道和建築物、新界農村的風
景和客家圍村的村民等等。

抽絲剝繭考證歷史
為了讓讀者更加清楚明瞭圖片的內

容，每張圖片均配有文字說明。事實
上，林準祥搜集得來的這批照片，本身
並沒有附以任何拍攝地點、時間及相中
人的身份等的詳盡資料，因此考證圖片
內容，成了艱巨的任務。而他用了一年
多的時間，獨力完成所有資料搜集。
考證固然是費時費力，但聽畢他分享

如何像查案般，抽絲剝繭地利用相中極
細微的地方揭開謎底，倒是挺有趣的！
以一張名為「摩登香港」的照片為例，
是其中一張花了最多時間考證的照片。
照片內容是一位匆匆行經時裝店的女
士，被櫥窗內的服裝吸引，然後望一望
裡面的衣服。照片內容沒啥特別，問題
就來了，究竟這是哪裡呢？「最初我推
斷是尖沙咀，但後來把底片反轉來，見
到櫥窗裡倒映着一些字，放大原來是牛
奶公司的招牌。」但當時牛奶公司在不
同地方都有倉庫，因此為了引證照片中
的牛奶公司所屬何址，他翻遍了四本電
話簿互相引證，最後發現原來總店與其
他分店的名字不同，才證實原來那是銅
鑼灣皇室大廈（Windsor House）的牛
奶公司招牌。又例如有一張是有梯田
的，林準祥便利用舊地圖，找到當年梯
田的位置，然後推算出實際地點。當
然，亦有一些只能憑相中人的衣着、髮
型去斷定時間，但至於是哪一條街道，
則無法考證了。
類似的「偵探」經驗還不少，因此，
林準祥都出盡法寶，利用了自己收藏的
1930 年至 1970 年的電話簿、商業名
錄 、所有年代的地圖等等考證圖片。
「以商業名錄為例，不能單靠一本成
事，必須要互相印證，這是最困難之
處。」他說。

修復圖片困難多
作為圖片集，照片是靈魂，因此，林
準祥和Chris從過千張照片中逐張仔細挑
選，至於修復任務則落在Chris身上。
Chris作為專業的攝影師，有着豐富的處
理拍攝後照片的經驗，而今次要為這批
照片重新「裝扮」，他花了很多心思，
用了接近四個月的時間，把照片逐張修
復，盡力令照片可達到現時的審美標
準。
事實上，要把每張照片都還原到最佳
狀態，絕非簡單事情。「這些都是菲林
照片，由於以往的沖曬技術不及現在，
九成照片都偏色，因此要把偏色消除有
難度。有些照片本身亦被破壞了，也要
想辦法修復。」Chris說。為了「拯救」
這批照片，Chris施展渾身解數，聽畢
Chris分享他的方法，不得不佩服他很有
想法！「例如有一張照片，裡面的女人
的頭被破壞了，但我在另一張照片找到
這個女人，於是便移花接木。」他說。
同時，Chris又為照片進行「清潔」工
作。「有些照片的畫面很邋遢，例如街
市，有很多垃圾，就會『執』走。」不
過，若有些人沒有了眼睛，Chris又會為
其「點睛」，給回他們一對眼睛。可以
說，Chris為每張照片，都費盡心思。

林
準
祥

美景總會消逝，唯以照片留住舊

日光景。最近，香港大學歷史系哲

學博士、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

物館專家顧問林準祥把自己近年搜

集得來的、關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香港城市及人文風貌的照片集結成

新作《黑白以外—五六十年代香港

彩色快拍》（下稱《黑》）。翻開

書本，彷彿坐上了時光機，上世紀

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舊城風貌一一呈

現眼前。

文：朱慧恩 圖片由中華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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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名稱照片名稱：「：「堤岸嬌娃堤岸嬌娃」」
嬌滴滴的艇娘與美國水兵一嬌滴滴的艇娘與美國水兵一
起拍照留念起拍照留念。。

■《黑白以外──五六
十年代香港彩色快拍》
是少有的彩色舊照圖冊

朱慧恩攝

■林準祥（左）與馬
家驥為《黑》下了不
少心機 朱慧恩攝

■■照片名稱照片名稱：「：「香噴噴的牛雜香噴噴的牛雜」」
19601960年年99月行經澳門內街月行經澳門內街，，被香噴噴的牛雜氣味吸引着被香噴噴的牛雜氣味吸引着，，喜見喜見
路邊售賣熟食的小販路邊售賣熟食的小販

■■照片名稱照片名稱：：
「「導遊小姐導遊小姐『『英英英英』」』」
她屬私營的伴遊小姐她屬私營的伴遊小姐，，
她從九龍國際酒店帶同她從九龍國際酒店帶同
旅客出遊旅客出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