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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
香港人應該思考的40個哲學問題

以香港人為對象，用輕鬆親切
的筆觸、有趣的例子，闡釋和解
答與香港人息息相關的40個哲
學問題。有學術知識，但不故作
高深，正是此書的原則。作者曾
瑞明，八十後，畢業於香港中文
大學哲學系，其後取得香港中文
大學哲學碩士，香港大學哲學博
士學位，專研倫理學、政治哲

學。現職通識科教師及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講
師。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詩集《上有天堂
的地方》，編有《守住這一代的思考》及審訂《哲學
百科》。

作者：曾瑞明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d the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mericas

完整記錄最偉大的科學旅行家
亞歷山大‧洪堡德創下的歷史性
遠征－美國和巴西，甚至將這
次遠征讚頌為「美國科學新發
現」之旅。書中所收錄複雜且精
細的全彩圖像，充分展現洪堡德
在植物學上革命性的全新發現，
他歷經險難穿越叢林、橫渡河
川，翻越險峻的高山和奇異地

形。書中收錄的插圖皆提供英文和拉丁文植物學名，
搭配詳盡的索引。由享譽國際的植物學家H. Walter
Lack提供他專業的植物知識，搭配迷人有趣的文
章，探討洪堡德無與倫比的偉大貢獻及科學研究成
果。透過完美精細及栩栩如生的印刷技術與插圖呈
現，重現洪堡德探索美洲時精彩動人的科學新發現。

作者：H. Walter Lack
出版：PRESTEL PUBLISHING LIMITED

食指大動

這本食譜，是波登與家人朋
友分享的美食與回憶，除了波
登最愛的拿手好菜，還有（至
少在波登看來）人人都能學會
的美味料理——媽媽做的番茄
濃湯、旅遊中邂逅的異國佳
餚、生命中重要時刻的美食、
保證讓賓客為之瘋狂的沙嗲雞
肉串、法拉利等級（而不是豐

田Prius）的美味牛小排……每一道都是波登珍藏的
回憶。在這本獨一無二的家庭烹飪手冊中，波登以組
織完善、有策略也有效率、且毫無壓力的方式呈現上
述來自自家廚房與異國文化的材料，並附上效果卓越
的戰略技巧，幫助你展現效率極高的手藝，讓家人朋
友大吃一驚。

作者：安東尼．波登、勞莉．屋勒佛
譯者：朱崇旻
出版：時報文化

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召開
前夕，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前
所長米哈伊爾．季塔連科和高
級研究員弗拉季米爾．彼得羅
夫斯基合著的《俄羅斯、中國
與世界秩序》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發行。俄羅斯知名漢學家的
著作在京付梓也為俄羅斯總統
普京訪華增添了學術氛圍。
該書是以中國和俄羅斯視角

剖析全球治理與世界秩序、豐
富當代國際關係理論、構建新
型大國關係的又一力作。作者以俄羅斯的新歐亞主義思想
為主要理論基礎，提出新歐亞主義將決定俄羅斯與歐亞和
亞太國家的關係，以及歐亞一體化的進程，認為俄中全面
互信的夥伴和戰略協作關係正成為構建世界新秩序框架的
基石，將推動雙方在全球治理和區域一體化方面深化合
作。
該書的作者之一是已故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塔連科，曾

長期擔任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所長和俄中友協主席。該書
也是季塔連科院士創作生涯中的最後一部著作。另一位作
者彼得羅夫斯基為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中俄關係研究與預
測中心首席研究員、軍事科學院院士，主要從事國家體制
理論、多邊安全機制等問題的研究。兩位漢學家從政治、
哲學、歷史、經濟、文化、倫理、國際關係等多學科角
度，闡述了不同類型的文化和文明在當今世界經濟和政治
新秩序形成過程中的相互作用，分析了文明因素和文化傳
統對於世界發展以及解決區域安全與經貿合作問題的影
響。
此書譯者粟瑞雪，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史學博

士。2006-2007年，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任訪問學
者，已出版專著《薩維茨基的歐亞主義思想研究》（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和譯著《蘇聯解體：二十年
後的回憶與反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俄國19、20世紀之交法政文獻選編》（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6年）等，在各類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譯文等
四十多篇。

坦白從寬，我對《校對女王1》的興
味，肯定是由石原聰美而來。石原聰美
一向是日劇的收視保證，最近她飾演女
法醫的《UNNATURAL》（2018）平
均收視率為11.1%；再之前就是在《校
對女王1》（2016）飾演河野悅子，同
樣有12.4%。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角色塑
造出色，令人過目難忘，印象深刻，所
以找回宮木あや子（中文翻譯本中也不
用漢字表述）的原著來看，也屬順理成
章之事。
一看下去，登時便明白小說和日劇
版，的而且確帶出不同的欣賞角度及經
驗。雖然我喜歡看日劇版，但最初的感
覺，也認為是《啟航吧！編舟計畫》
（電影版名為《字裡人間》）的變奏
版。兩者同樣以書刊出版的幕後專業世
界為背景，同樣突顯出無論是字典編輯
又或是校對部門的落低古舊死板定見，
從而吸引大家的興趣去注意當中的獨特
世界觀。兩者也可以說是同樣用了跨界
混糅的crossover書寫策略，前者是把御

宅族的時代氣息，借屍還魂地套在字典
編輯身上，令人明白到從本質上而言，
其實無分新舊，兩者屬性都是從專業精
神出發，以一絲不苟的態度去成就大
業，從而令字典編輯忽然溢出型酷氣
息。至於《校對女王1》更加直接為河
野悅子定性為時裝女孩，只不過陰差陽
錯地進入了校對部，後來才逐步體現到
當中的工作價值，以及自己的發揮空間
來。在扭轉定見的基本設定，以及把陳
腐職種重塑建立與世俗相融的吸引力
上，用心企圖可謂同一，只不過選取的
手段有所出入而已。
但回到宮本子的小說版中，與日

劇版最大的閱讀差異是，影像版中當然
會出現不同的文本，而河野悅子就是校
對文稿，提出鉅細無遺的對照考證，以
及針對作者筆下的疑點作出質詰。好
了，在小說原著的世界中，其實所有出
現的文本，包括河野悅子手上正在校對
的，其實都是源自作者宮木あや子的手
筆。

簡言之，《校對女王1》
正是一次借校對生涯為背
景，從而令宮木あや子可以
化身成不同類型及性質作者
的一次變身機會，而她演繹
文字變色龍的角色也稱職出
色。正如為《校對女王1》
撰寫解說的另一日本知名女
作家角田光代所言，她認為
宮木あや子非常大膽且無所
畏懼。因為她敢於在小說裡
頭又寫其他小說，而且也不
會流於瑣碎地，因憂心讀者
不明白校對工作而作過分繁
瑣的說明。我覺得角田光代所言甚是，
此所以宮木あや子除了以校對為現實背
景寫下河野悅子的經歷，同時要創作純
文學小說《好像狗》（第二話），時裝
教主的流行隨筆（第三話）和歷史小說
（第四話）等，本質上就是分身式的
crossover策略，令自己可以同步在書寫
不同類型的小說及散文，在此一點上的

確是精密同時又大膽
的設計了。
去到《校對女王

2》，其實重心出現
了微調轉變，各話焦
點由校對的文本本
身，改為成為身邊的
出版界同僚，即森
尾、米岡、藤岩、貝

塚及蕈菌身上。當中有上司，有同事，
有學妹等不同身份，但整體上就成了以
人為本的處理脈絡。對改編成電視劇來
說，可謂有莫大的方便及更大的市場價
值，但作為展示作者宮木あや子多才多
藝的寫作平台，效果就不如《校對女王
1》般明顯，這也是方向更易後的少許
遺憾。

簡訊

俄知名漢學家力作北京出版
深度剖析中俄關係

《校對女王1》的變色龍風格 文：湯禎兆

《校對女王1》
作者：宮木あや子
譯者：許婷婷
出版：台灣角川

書評

鄧佩儀畢業於香港知專設計學院視
覺傳意系，畢業後曾從事平面設

計工作，亦兼職中學課外活動視藝班導
師，現職插圖。她曾獲得2017青藝節
「青少年藝術家年賞」（插畫）、亞洲
青少年童書插圖大賽 2016 創意大獎
等。
鄧佩儀從小喜愛畫畫，最開始的時候

因喜愛卡通片，畫的都是大眼的日系美
少女。後來她接觸到內地的繪本類月刊
《繪心》，一下打開繪本的大門。「這
本雜誌裡面有很多不同的作者，用如同
漫畫的形式來表達故事，但是風格很多
元，未必是日系的大眼的公仔。當時就
覺得，這種形式的插圖很漂
亮。」後來她接觸越來越多不同
藝術家的畫作，隨着年紀的增
長，反而不想再畫太繁複的東
西，越來越追求簡單，這次參加
香港圖畫書創作獎的比賽，也是
一種不同風格的嘗試。

颱風天的不尋常旅程
鄧佩儀說，自己以往畫畫，並
沒有什麼明確的目標，只是不停
觀摩不同風格的畫作，然後不停
地作練習，想到哪畫到哪。「以
前總覺得，大家很喜歡說靈感，畫東西
時的『feel』。哪有那麼多feel啊，我畫
畫的時候沒有那麼多 feel的哦，隨便
畫。」直到這次參賽，構思的過程才真
正讓她體會到那如同閃電劃過般的決定
性瞬間，真正跨進了所謂的創作大門。
「去年颱風的時候，一下子有好多畫面
在腦子中出現，很想馬上畫出來。」當
有了那股衝動，剩下的事情便順其自然
地完成了。
她獲得香港圖畫書創作獎首獎的作
品，名為《老鼠傑克被吹走了》。因為
颱風，小老鼠傑克被吹到香港的不同角
落，洶湧的大海邊，水浸的街道前、無
人的遊樂場……這是一次「非常」的旅
行。鄧佩儀構思時，希望以颱風為主
題，又將香港不同角落的場景帶入其
中。「從很有邏輯的角度來說的話，如
果主角是一個人，要故事的連接性很
強，才可以被吹到不同地方。但怎麼樣
可以讓一個人被吹到不同地方呢？我於
是排除了人作為主角。最後挑了小動
物，對小朋友來說也比較容易接受。老
鼠比較輕，也很常出現在童話故事裡
面，於是最後，輕飄飄的小老鼠在街道
上被吹到了不同地方。」
評審認為鄧佩儀的創作，不僅展示了
香港的本土風貌和氣候特色，也表現出
颱風天人們的反應。通過小老鼠的旅
程，大雨天中孩子興奮的視角被展示，
所見到的生活場景充滿了溫熱的色彩。
而對於鄧佩儀來說，這本她包辦了文字
與畫面，甚至書籍裝幀的作品，是一次

完整的創作嘗試。最重要的是，比賽讓
她有機會進入兒童繪本的圈子，與更多
的創作者進行交流。「至於自己的創作
手法，未來可以很多變。我本身不是執
着某種風格的人，最重要的是如何去將
故事的感覺傳達，例如要講很柔情的故
事，也許要用很淡的水彩來畫，這些都
可以跟着故事來改變。」

繪本不是只給小孩子看
剛開始創作時，鄧佩儀並沒有想着是

要畫給小朋友看，後來當自己的畫風轉
換得比較簡單的時候，才有了類似的想
法。當時的她，對兒童繪本或圖畫書都
沒有什麼概念，直到參加了香港兒童文
學文化協會舉辦的多次講座，才慢慢摸

到門道。「當時其實是參加了一些給學
校老師舉辦的講座，教老師怎麼把繪本
帶入課堂。這才發現，圖畫書有很多我
們意想不到的地方，很有趣。」鄧佩儀
笑說，自己創作兒童繪本有着天然的優
勢，她來自一個大家庭，有着許多兄弟
姐妹，「小的那些幾乎是從小看到
大」，有很多和小孩子相處的經驗。
「於是我去看圖畫書時，對其中一些小
朋友才有的想法和舉動，就會明白多
些。」
她發現兒童繪本一點不簡單，文字的

文學性、圖畫的藝術感，乃至封面和封
底的設計，都十分講究；其中所表達主
題之豐富，更是讓人歎為觀止。「繪本
不是只給小朋友看的。」她說，「小朋
友會看到他們看的東西，而大人也會看
到不一樣的。」就像得獎繪本《團
圓》，在外地打工的父親新年時才有短
短時間回到家中與妻女團聚。小朋友看
到的也許是其中所描繪的新年民俗和紅
紅火火的熱鬧時光，大人卻反倒因為裡
面淡淡的溫情和微妙的離愁看得眼濕
濕。又比如《我選我自己》，森林中的
動物舉行總統大選舉，每個動物都站在
自己的立場發聲。作者藉着如同童話般
的故事來向孩子傳達公民社會的概念。
「這其實是很大人的主題，卻表達得非
常簡單，讓小朋友都看得明白。」又比
如《地球星君和他的十二個兒子》，充
滿中國傳統之美的木刻板印畫，以類似
民間傳說故事的方式，讓孩子們明白所
謂年、月、日的概念，又帶出團結協
作、互相包容理解的主題。講述大人自

以為熟悉的複雜主題，但卻用別出心裁
的角度來切入，這便是繪本帶給鄧佩儀
的驚喜所在。

香港本地繪本數量少
說到現今香港原創繪本的創作，鄧佩

儀認為數量仍是不多，大多繪本都是翻
譯書，本地書中，數量較多的也是教科
書類別，藝術文化方面的比較少。「香
港繪本的創作人也不是很多，一來是行
業的相關信息比較少，沒有專門的學科
可以學。關於兒童方面的學科，我們有
幼師、心理學、文學，但是各個類別是
隔開的。寫故事的人未必會畫畫，畫畫
的人未必能寫故事，做老師的未必能講
故事……沒有人把兒童圖畫書當成一個
專業來教授或學習，對於創作者來說，
不懂的時候就很難參與進來。除非有另
外一種形式，就是繪本編輯、畫家和作
家一起合作。那香港有沒有很多熟悉兒
童文學及繪本的編輯呢？也不多。」鄧
佩儀說，真的去了解繪本，會知道這種
創作形式對專業性要求非常高，「不是
那麼簡單的東西，」她說，「很多人覺
得繪本給小朋友看，就是故事書而已
嘛，只要公仔得意就行了，字不要深，
畫不要複雜。結果就是出來很多很低智
的、側重功能性及教育功能的圖畫書。
沒有什麼深度的價值，也沒有什麼文學
性。」
獲得首獎後，鄧佩儀對兒童繪本的興

趣更濃了，作為讀者的我們，也期待她
對這種創作形式再深挖，未來帶來讓人
眼前一亮的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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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一直鼓

勵與推動本土繪本的創作，其所

主辦的第三屆「香港圖畫書創作

獎」早前公佈了獲獎名單，鄧佩

儀以《老鼠傑克被吹走了》奪得

首獎。從小時候愛畫大眼日系美

少女，到現在追求更簡潔獨特的

畫面表達，鄧佩儀在不斷的嘗試

中摸索自己的創作道路，也對兒

童繪本產生了越來越濃烈的興

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老鼠傑克被吹走了老鼠傑克被吹走了》》內頁內頁。。

■■鄧佩儀鄧佩儀 尉瑋尉瑋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