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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
閒看蒼蠅搓手腳

日本，可以從餐桌上品嚐，風景中領略，
更可以從文學裡欣賞和理解。久居日本，吃
什麼不驚，看什麼不怪，淡然處之，寫日本
也就正常而平常，自然更真切。此書匯集了
作者三十年來有關日本作家及作品的隨筆，
作者對日本研究多年，和不少日本作家亦有
交往，書中對日本文化的描述細膩獨特，文
字幽默跳脫，足以讓人和日本文學零距離接
觸。從日本作家、文學看日本，新鮮有趣，
一冊在手，可以縱覽當代日本文學的世相。

作者：李長聲
出版：天地圖書

人間有知音：金耀基師友書信集

此集所收的書信主要來自金耀基兩岸暨香
港結識的師友，一類是他讀書求學結識的師
友，一類是他工作中結識的師友，一類是因
他的書寫（學術、事(政)論、散文與書法）
而結識的「同聲相應」的師友，包括錢穆、
王雲五、余英時、殷海光、余光中、李歐
梵、楊振寧等。從中可見金耀基從少年到老
年生活的點點滴滴，可謂金耀基半部「回憶
錄」。

作者：金耀基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

我是漫畫家

本書是日本漫畫界一代宗師手塚治虫親筆
寫下、波瀾壯闊的人生談。從童年沉迷寶塚
歌劇、迪士尼電影、天文學，到戰爭時期邊
躲避炸彈邊畫圖；他出道成為漫畫家，卻在
學醫與畫漫畫之間瀕臨精神崩潰；他一躍成
為國民漫畫家，一手創立的動畫公司卻直直
走下坡，更不得不公開坦承，自己深愛的作
品，是輸給金錢與名聲的最大失敗……漫畫
大師自述充滿光榮與挫折的海海人生，與世

界大師華特迪士尼、史丹利庫柏力克、藤子不二雄的精彩交往，
同時也是手塚向各方小說家、漫畫家蒐羅而成的日本漫畫史第一
手記錄，同時收錄一百多頁圖文隨筆「我的漫畫記」，滿載大師
珍貴的創作筆記與手稿。

作者：手塚治虫
譯者：謝仲其
出版：麥田出版社

冬日太陽——醫患相交真情紀事

醫療現場、病房內外，總有種種挑戰：未
知的疾病、解決不了的醫療問題、傷心失望
的情緒……但同時亦見證着生命力的躍動、
無私的大愛、手足的情深、至死不渝的愛
情……以及，醫護人員從病患中獲得的反思
和啟發。醫院管理局一群員工便按動電腦鍵
盤，寫出他們的所見所行、所思所感。本書
收錄了其中的二十篇，作者包括醫生、護

士、專職醫療、社工、藥劑人員及文員，內容都是醫患之間的生
命交流紀實，並配上藝術家彼得小話的插畫。

策劃：醫院管理局
出版：mccm creations

日前，香港浸會大學宣佈，內地作家劉慶以小說《唇典》奪得第七
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頒獎禮將於今年9月舉
行。
第七屆「紅樓夢獎」決審委員會的評語指出：「劉慶的《唇典》是
一部氣魄宏大的作品，描寫烏拉雅族人如何在動亂的世界中掙扎求
存，調整了自己與人世的關係。」「劉慶還描繪了許多角色。雖然時
代混亂、角色繁多，卻能穿針引線，條理分明，人物個個鮮活……劉
慶善於描繪人的感情，如為母則強，為了保護嬰兒或胎兒，為母者能
與大狼或強暴者格鬥，又如病弱的郎烏春為了報仇，成為勇猛的戰
士。小說更呈現了在中蘇邊界上烏拉雅人的村鎮中，多元種族的混
合，包括滿人、漢人、俄國人、日本人之間的互動和交流。」「《唇
典》是口耳相傳時代留下來的經典，生動地呈現了整個族群，在動盪
戰亂中鮮活的人物列像，以及薩滿文化的餘暉和沒落，是一部史詩般
的巨構。」
劉慶於吉林省出生，畢業於吉林財貿學院統計學專業，現任華商晨
報社執行社長、總編輯。他由1987年開始發表詩作。1998年出版長
篇小說《風過白榆》，2002年出版長篇小說《冰血》。2004年出版
的長篇小說《長勢喜人》，被中國小說學會評定為2004年中國小說
長篇小說榜的上榜作品。2005年出版短篇小說集《信使》。他的長篇
小說《唇典》發表於《收穫》雜誌2017年長篇小說春季號，其後獨
立出版，獲東北文學獎、長白山文藝獎、吉林文學獎等多個獎項。
此外，獲得第七屆「紅樓夢獎」的「決審團獎」的作品，包括連明
偉的《青蚨子》和格非的《望春風》，而劉震雲的《吃瓜時代的兒女

們》、王定
國的《昨日
雨水》和張
翎 的 《 勞
燕》則獲得
「專家推薦
獎」。

簡訊

第七屆「紅樓夢獎」揭曉
劉慶以《唇典》摘得首獎

由香港亞洲周刊、香港中華出入
口商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攜手舉
辦、零傳媒協辦的「我們一起悅讀的
日子」今年邁入第六屆，主辦方首次
邀請到來自台灣的中學生參加活動，
兩岸暨香港共千名學生齊聚灣仔會議
展覽中心，與六位知名青少年文學作
家交流閱讀寫作心得。
活動於上周四（19日）拉開序
幕，開場前由來自香港、貴州和台
灣三地的學生，同台朗誦《三字
經》，雖然事先未有全體一齊排
練，但仍配合默契。教育局局長楊
潤雄在致辭中，提及北宋文學家歐
陽修和台灣作家白先勇勤奮讀書的
例子，勉勵在場學生培養閱讀習
慣，通過閱讀提升自我。楊潤雄又
提到下學年會為香港中小學生提供
閱讀津貼，希望學校購書之餘亦可
舉辦推廣閱讀興趣的活動。至於幼

稚園方面，楊潤雄表示正在與業界
商討，相信今年9月會公佈詳情。
今年主辦方請到香港作家黃虹

堅、台灣作家管家琪和上海作家殷
健靈，以閱讀歷史為主題，為中學
組做分享。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的
管家琪指，教科書的歷史敘述太過
平面，光看年份數字難有感觸，建
議同學們不妨換算歷史人物的年
齡，看看他們在哪個年紀經歷了哪
些事情，如此便會有趣很多。而來
自上海的殷健靈則說，歷史課本上
的公元紀年等數字沒有表情和溫
度，頭腦記住了，心卻記不住，而
小人物所經歷的歷史故事更能打動
人心。殷健靈十年前開始接觸歷史
題材，從不寫大事件、大人物，而
是希望透過描寫普通民眾在特殊年
代的命運，令讀者感受到歷史的溫
度。她舉例自己近年的作品《野芒

坡》，原型是上世紀初一間位於
上海、由法國人開辦的孤兒院，
主人公由多位歷史人物原型糅合
而成。這部小說前後寫作耗時五
年，尤其是歷史考證工作耗費她
不少時間與心血。現場有同學提
問，在學校寫作文是否可以效仿
她的寫法？殷健靈則說作文與文
學有本質區別，文學會有虛構人
物和情節，而作文很少虛構，因
為文學虛構需要一定閱歷，對中
小學生而言要求太高。她又指學生
時代練筆可寫自己最獨特的真實經
歷，用真情實感打動閱卷者。
香港作家黃虹堅就告訴學生們，

學歷史的方法可以很有趣，例如中
國古代的朝代更替，可以一首歌謠
來記誦。她又告誡在場學生寫好文
章的關鍵是熱愛生活，用一顆真心
去寫生活，舉例說福樓拜寫《包法

利夫人》中的情節，寫到自己感動
流淚。
聽完作家分享後，學生們在義工

的帶領下參觀書展，其後會在作家
指導下現場寫作。同往屆一樣，主
辦方會將優秀作文輯錄成冊，計劃
於2019年初出版，幫助孩子們「圓
作家夢」。

文、攝：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劉悅

「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
兩岸暨香港師生作家齊聚書展

快知實驗室合夥人方軍將知識
付費形容為一個「中國現

象」，源於中國內地近年來所興起
的與知識相關的互聯網產品熱潮。
打開手機，你可以上喜馬拉雅app
聽蔣勳講《紅樓夢》；可以上「知
乎」尋找各種千奇百怪問題的答案
或是參加知乎讀書會；可以打開兒
童故事app「凱叔講故事」，讓知
名主持人王凱用迷人的低音炮給孩
子講上兩集《西遊記》……而與過
去在互聯網上免費搜尋資訊不同，
這些服務大部分不是免費的午餐，
卻有數百萬的用家心甘情願地「掏
腰包」。
知乎、喜馬拉雅、得到、分答、

網易雲課堂……這些層出不窮的互
聯網產品正極大改變人們獲取知
識、傳播知識的方式。繼資訊（微
博、微信等）、文娛（優酷、騰訊
視頻、愛奇藝等）、遊戲（騰訊遊
戲、盛大遊戲、網易遊戲等）後，
知識產品是否能成為互聯網數字內
容中的第四板塊？方軍認為其前景
可期，「據預測，到2020年，互聯
網知識將服務2億人，其市場將達
到千億級。」
總結過去兩年知識付費領域的發
展，方軍認為有四個新現象。首
先，一批新明星正在出現。他們有
些曾是傳媒人，如馬東、吳曉波、
羅振宇；有些是文化領域的明星或
暢銷書作家，如蔣勳；有些是互聯
網的從業者；還有些是年輕的90
後，「用年輕人、新一代人能理解
的方式來講理財等話題。」受到年
輕族群的喜愛。其次，知識的範圍
被極大地拓展。「過去我們覺得老
師講的，教科書裡面的才是知識。
現在，在知識付費的領域，可能所
有可以提升人的生活的、提升人的
技能的，都是知識。」他舉例，有
人做了一個產品，專門用視頻的方
式教七線、八線小縣城中的人用氣
球來製造拱門。「過去我們會認為
這不是知識，但放在現在的環境
中，它提升人的技能，改變人的生
活，也能被理解為是一種知識。」
三是新平台的出現，這其中，音頻
產品因為在製作成本和傳播效能上
最能取得合理的平衡而成為大潮中
的主流。第四，則是獲取知識的邏
輯發生了改變。

「在面對知識付費時，人們的一
大疑問是為什麼我要花錢去訂閱一
個專欄，難道這些知識不是已經在
書裡或是網上了嗎？」方軍說，
「這個邏輯是對的。但是現在知識
付費的邏輯是另一種。過去圖書的
邏輯是，知識是稀缺的，你看我這
本書就能了解相關的知識；而知識
付費的邏輯是，互聯網上的知識是
非常豐富的，而我們在豐富中迷失
了，需要有人帶領我們走出來。所
以說今天知識付費的角色是有點類
似嚮導的角色。」

傳統出版可結合互聯網
在靠譜的嚮導的引領下，更有效

地獲取所需要的知識。如方軍所
說，知識付費是將人類的學習轉移
到互聯網上，知識的獲取和傳播、
學習過程的體驗都發生了極大的變
化。例如購買一個 app 的讀書服
務，其內容可能包含下列幾個方
面：每天在「領讀人」的督促下，
撥出固定的時間閱讀；定期撰寫讀
書報告；在微信群或是其他線上讀
書群中與小夥伴討論圖書的內
容……這其中，互動和社群體驗尤
為重要，正是這些體驗讓線上讀書
會在閱讀具體書籍外，還具備了某
些電影院、健身房和咖啡店的功
能。
那麼傳統出版業如何可以獲益於

知識付費的熱潮呢？方軍認為，知
識付費首先是一個互聯網現象，它
雖不是一個典型的出版現象，卻和
出版的關聯性很高。具體體現在，
這其中很多的作者是圖書業的作
者，很多相關的服務與促進閱讀有

關，很多相關的產品是圖書的衍生
品。「當這些產品在互聯網上火熱
起來後，又會再回歸到圖書，以圖
書的方式來出版，接觸更多的讀
者。」看來，在未來的世界中，出
版業除了考慮數字出版的各種可
能，還可以在知識付費領域多作設
想，將出版的產品和服務輻射到更
廣闊的人群中。

人工智能與大數據運用
培生香港高級出版經理梁若莓則

分享了公司如何與 IBM及微軟合
作，將人工智能（AI）應用於教育
中。例如，培生與IBM合作，將後
者的人工智能引擎Watson與培生的
高等教育平台相結合。Watson可以
根據每個學生的能力和特點，提供
一對一輔導。它會根據課程向學生
提問，再根據回答來層層引導學生
思考，最終獲取答案。老師也可以
根據系統提供的數據，來細化分析
學生的能力層級和個人需要，從而
提供更貼合其需要的指導。培生與
微軟合作的英語學習app「朗文小
英」則是另一個例子。這個應用程
式今年開始在內地試運行，主要從
詞彙、聽力、口語、拼音等幾大範
疇幫助用家提升英語水平。梁若莓
認為，教育領域必然需要與時俱
進，時刻應該保持開放的心。嘗試
將AI融入教育工具，為教育帶來了
新的願景，有可能提供更為個性化
的學習服務，幫助改善大眾的生
活。
閱文集團高級副總裁羅立則展望

了人工智能在數字出版領域的運用
所可能帶來的巨大變革。首先，在

作品的生產上，巨大的數據庫可以
為作家提供大量的資料文件，足不
出戶已可以進行挑選和運用。大數
據分析還能為作者提供「試錯」的
可能，「作品是作家創作的成果，
我們也許不能告訴他們如何可以成
功，但是可以告訴他也許某些方式
行不通。不能告訴他路在哪裡，但
起碼能讓他避開坑。」其次，大數
據的收集和篩選也可幫助作者在浩
如煙海的資訊中辨明資訊的可信
度。「現在很熱門的區塊鏈，是否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再而，營銷
推廣方面也將發生巨大的變革。隨
着新技術的發展，通過KOL（關鍵
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等，有
可能以更低的成本來獲得更好的傳
播。甚至在未來，將人工智能與文
化產業相聯結，有可能真正打破
「次元壁」，讓熱門的虛擬人物替
代真人明星來做宣傳推廣，降低成
本。
借助大數據技術，個性化的閱讀

訂製也將得以實現。羅立表示，科
技的發展，不同載體的使用，將使
得「閱讀」不再局限在書本，同一
個作品，可以以文字、影視、動漫
等多種形式出現，有聲讀物、機械
人閱讀、虛擬實境(VR )和擴增實境
（AR）上的應用，也將更大地擴展
閱讀的定義。「未來如何定義書？
定義閱讀？」羅立說，「我們的視
野應該更加寬廣。」
傳統出版界一直在經歷「狼來
了」的寓言。對於出版而言，新科
技到底是洪水猛獸還是可以借助的
巨大力量？值得每一個業界人士深
入思考。

高科技下的出版業高科技下的出版業
又一又一次次「「狼來了狼來了」」？？

科技如何改變出版業？日前，香港書展

中的「國際出版論壇」，請來快知實驗室

合夥人方軍、培生香港高級出版經理梁若

莓，和閱文集團高級副總裁羅立，分別分

享知識付費熱潮、人工智能運用等新趨勢

對出版所造成的影響。新科技的運用，也

許將極大撬動傳統出版的版圖，舊的玩家

可能離場，卻為新的玩家準備好炙熱的戰

場。 文：草草 圖：香港貿發局提供

■■「「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20182018」」日前日前
在書展拉開序幕在書展拉開序幕。。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鼓勵在場同學培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鼓勵在場同學培
養閱讀習慣養閱讀習慣。。

■■今年的今年的「「國際出版論壇國際出版論壇」」以以「「高科技下的出版新形高科技下的出版新形
態態」」為題為題。。

■■快知實驗室合夥人方軍就快知實驗室合夥人方軍就
「「知識付費知識付費」」展開介紹展開介紹。。

■■論壇講者論壇講者，（，（左二起左二起））培生香港高級出版經理梁若培生香港高級出版經理梁若
莓莓、、閱文集團高級副總裁羅立閱文集團高級副總裁羅立、、快知實驗室合夥人方快知實驗室合夥人方
軍軍，，分享他們對出版科技趨勢與機遇的觀點與經驗分享他們對出版科技趨勢與機遇的觀點與經驗。。

■■署理文學院院長潘明倫教授署理文學院院長潘明倫教授（（右四右四）、）、決審委員會主席鍾玲教授決審委員會主席鍾玲教授
（（左四左四））與決審委員會公佈得獎作品與決審委員會公佈得獎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