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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
生來奔跑：

藍領搖滾教父布魯斯．史普林斯汀的生命故事

出生紐澤西小鎮，為了夢想和
現實不停碰撞，最終成為傳奇巨
星。他是「藍領搖滾教父」布魯
斯‧史普林斯汀。他叱咤歌壇
45年，影響了Lady Gaga、紅
髮艾德……成為「史上最傑出藝
術家」。他能讓16萬聽眾跟
他唱、讓奧巴馬落淚、讓村上春
樹震撼， 從代表作《生來奔

跑》專輯開始，他始終為普通人而唱，為那些在日日
求溫飽中有希望也有絕望的人們，唱出救贖的力量。
他費時七年，完成這唯一自傳，字字句句坦白率真，
動人心弦。

作者：布魯斯．史普林斯汀
譯者：洪世民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巫王志
(精緻燙銀典藏書盒版)

「女版金庸」鄭丰力作《巫王
志》完美收官。《巫王志》故事
設定在「商代」武丁即位讓大商
強盛，隨之而來的遠古偉大王朝
皇室傾軋，列王更迭奪嫡（歷經
武丁、祖庚、祖己、祖甲四
王），動盪起伏的秘史。鄭丰緊

扣「商代」歷史史實發展出的傳奇故事，更將武俠風
格融入玄幻元素，情節曲折離奇極富張力。該典藏書
盒內含《巫王志》最新卷（卷四、卷五），及武俠短
篇精選《杏花渡傳說》。

作者：鄭丰
出版：奇幻基地

書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河南報道 日前，余
秋雨2018年散文新作《古典今譯》在鄭州
首發。余秋雨憑借其30餘年的文化考察和
對古今美學的認知，探尋中國傳統文化的古
典與現代美學表達。
《古典今譯》是余秋雨2018年獨家授權

作家出版社的一部散文新作，書中余秋雨將
中國古代歷史上10篇風格迥異的古典美
文，以詞美意達、文氣飽滿貫通的文字翻譯
成現代散文。這其中有屈原、莊子、司馬
遷、陶淵明、韓愈、柳宗元、蘇東坡等大家
喜愛和熟悉的作品。活動現場，余秋雨對其
《古典今譯》中選擇的10篇美文進行了講
解。他特意提到沒有選擇明清的文章，「宋
以後文氣已經散了，弱了，不在具有典範性
文本的範疇之內了。」在譯文中，余秋雨不
拘泥於具體詞彙、句式的對應，而重在氣質
接近、氣韻相合，達到了與古人心靈相通、
精神交融的境界，讀來確有美感洋溢、酣暢
淋漓之感，可以說為普通的閱讀者遞上一根
枴杖。

余秋雨的散文始終貫穿一條鮮明的主線，那就是對中
國歷史、中國文化的追溯，思索和追問。在《古典今譯》
中，他仍未忘記追問。他說，中國文化光輝燦爛，但並不
是古老的東西就是好東西。他指出，現在一些人不加選擇
地閱讀古文，認為上了年代的就是優秀的。但他在考察世
界文明後發現，「沉重的歷史包袱有可能會成為一個民族
往前走的負擔，即使包袱裡面都是財寶，也影響了這個民
族創新、改革、往前跳躍的步伐。」
為此，余秋雨倡議要對古代的優秀文化進行選擇，要選

擇古代文化的現代力量。「如果不懂得選擇，一定導致年
輕一代的步伐越來越沉重，在他們處於創造的年紀而沒有
創造，革新思維淡化，往前走的力量就會減弱。這是我們
不願看到的。」在他看來，中國需要一批古文化的闡釋
者，在保護和尊重的過程中，尋找和當代人心靈相通的
美。「在具有強大文化背景之下，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投

入到古典今譯之中，尋找能為
現代使用的古代經典。」黑格
爾在《美學》中說，歷史是一
堆灰燼，但灰燼深處有餘溫，
余秋雨借用這句話說，「不要
總是翻歷史的灰燼，要把手伸
向灰燼深處，尋找仍有餘溫的
地方，並用自己的體溫去觸
摸，看看有沒有可能被重新點
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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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之孤城

2018本屋大賞第1名作品。
對國中生活充滿期待的「小心」
安西心，才過了一個月就感到徹
底絕望，因為她受到班上同學霸
凌。小心開始足不出戶，將
「心」封閉在自己的房間裡。直
到那一天，房間的大鏡子突然放
射出七彩光芒，小心好奇地伸手
一摸，整個人就被吸了進去。鏡

子的彼端聳立一座孤獨的城堡，小心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以為一切是在作夢，此時一位戴狼面具的
女孩乍然現身：「安西心同學！恭喜妳被選為這座城
堡的特別嘉賓！」這是哪裡？城堡的鐵門緩緩地打
開，裡面還有其他六名跟小心一樣的國中生。狼少女
不疾不徐地向大家宣佈：這裡藏一把鑰匙，找出來
的那個人，就可以實現自己的願望……

作者：辻村深月
譯者：劉愛夌
出版：皇冠文化

自媒體時代的特點之一就是作者不必
被單一平台所綑綁，不合則散，平台只
是記錄的媒介，但偏偏新浪微博平台，
會動輒推出條款。一般用戶覺得不合
理，也就忍氣吞聲或是索性棄用了（這
其實也是微博如今沒落的原因之一），
但像江迅這樣擇善固執的媒體人，「道
別」微博也要有個說法——畢竟寫微博
曾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兩年裡他寫了
近10萬字，字字皆心血，卻一夜之間
被封號清空。身為記者與作者，對於平
台必須尊重著作權這一點，他自有堅
持。而這堅持，也就成為《眉批心魔》
的起點。
這本書的副標雖然名為「江迅微博
選」，但其中卻兼有收錄他微博與微信
朋友圈的文字。幸好自媒體時代有多平
台可供選擇，微信為微博做了「備
份」，才讓書裡這三年多時光被完整呈
現。而讀這本書時，我個人的感受又極
特別，因為書中所擷取的時間段——
2014年末到2018年的三年多裡，我回
到了學校唸書，外面的世界卻發生那
麼多驚心動魄的事：香港梁振英時代落
幕、台灣蔡英文當選、《炎黃春秋》換
血、昂山素姬訪華、杭州G20峰會、陳
映真過世、金正男事件、「一帶一
路」、港珠澳大橋通車……對觀察與記

錄始終保有高度熱忱的江迅，不間斷地
記錄下他作為媒體人的工作與生活，也
就記錄下了這些匆匆而過的大事件。若
干年後，想來這些文字既是一部個人
史，也將成為華文世界大歷史中的吉光
片羽。
他每年都付諸巨大心血的香港書展在

2015年也步入了「後雨傘時代」。目睹
「港獨」與「去中國化」勢力撕裂香港
社會令他痛惜，於是有了「傘裡傘外博
弈」論壇。抨擊逢警必反、損害法治行
為的立場在那一年的香港格外不討好，
卻至少在書展具有包容力的平台上創造
了某種辯論的可能。而那年令人同樣印
象深刻的還有江迅邀請到香港的頗為轟
動的農民詩人余秀華，他也將余秀華寫
給他的詩發佈在了微博上。當然，由於
華文世界的一流作家多是他的莫逆之
交，所以在他的記錄中也時常能見到莫
言、閻連科、倪匡、李敖等大咖。而其
中最讓我撼動的是2017年他寫到林奕
含時的「內心自責」：「我在想，如果
當時邀請她來香港書展，她會不會不再
選擇那條輕生的路，或者緩一緩她走向
輕生的步履。」所謂悲心，不過如是。
因為他太愛重作家，所以會為年輕作家
生命的殞落怪責自己沒有多做一點什
麼。

某種意義上，這本
書也成為對「微博徹
底走向沒落」的一種
見證。
江迅剛開始寫微博

時，自媒體的主戰場
其實已經轉向了微信
公眾號，而三年過
去，今天許多人連公
眾號都根本懶得再點
閱，微博更早就不再
被人們視為言論重
鎮，各種限制訪問的
條款之下，微博只能
變成一種小圈子遊
戲，內容也更娛樂化更無關宏旨。所以
在讀到這本書裡江迅對「胡耀邦逝世周
年」、「汶川地震周年」的文字記錄時
會更覺恍如隔世。今天，無論是公知作
家還是一般百姓，都不會再用微博去寫
這些事，他們寧可寫在設定了「僅三日
可見」的微信朋友圈裡……微博的輝煌
永不復還，唯有從江迅的書裡還能回味
出「末代微博」那引人入勝的餘韻。
江迅的「微博體」好看，更在於他不

只寫家國大事文壇盛事，更寫了許多生
活中的重要之事。「生活無小事，日子
才能過成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寫香

港一頭流浪黑牛在馬
鞍山西沙路遭車撞
斃，進而帶出了香港
因農牧業式微而出現
的「流浪牛問題」，
這樣的新聞出現在電
視上許多人根本不會
注意到，但由他一
寫，就勾勒出了另一
個我們所不熟知的香
港切面。再譬如他對
年輕人婚姻特性的敏
銳洞察：「80後還
單身， 90 後 已離
婚」、對枸杞保溫杯

的感慨、對喪茶和空巢青年的描繪，每
一篇不長的小段落讀來都讓人忍俊不
禁，疑惑他怎麼還是一點都沒變——還
是那麼懂得年輕世代的趨勢和年輕人的
痛點，還是有一顆凍齡的心。
當了40多年的記者，江迅至今仍然

還在第一線跑新聞。他說：「新聞在，
記者在；記者在，真相在。」或許正因
為從未間斷地奔走在各種新聞與事件現
場，他對於當下語境的流變和世情的微
妙把握，才會精準如斯。微博會老，微
博的時代會結束，但好的時代記錄者卻
永不會淡出人們的視野。

《眉批心魔》
自媒體時代江迅擇善固執

《眉批心魔——江迅微博選》
作者：江迅
出版社：日月出版

文：賈選凝

《忽如歸》的故事從戴小華的母親在
台灣過世，家人希望母親落葉

歸根開始講起，描寫了戴家近一百年的
生活軌跡。這其中側重於描寫1949年
後戴家遷居台灣後的生活，對「白色恐
怖」的台灣戒嚴時期，特別是戴小華胞
弟戴華光在轟動一時的「人民解放陣
線」中的遭遇進行了細緻的重現。著名
作家王蒙曾評價該書讓他「重新認識了
一段歷史」，戴小華的一隻筆將超越生
死的體驗寫入了書中，「家園，對於她
來說，是故土，是親人，是國家，是心
靈的歸宿」。

紀實書寫民族痛史
從家族史切入，書寫這麼一部「民族

痛史」，戴小華原本想朝小說的方向構
建。「因為如果要寫成紀實文學，難度
太大了，要做很多的考證。時間已經距
離那麼久，我又不在現場，每次寫的時
候都要求證、找知情人，難度太高，寫
寫真的不知道怎麼走下去。就想，不如
寫成小說吧。」這時，著名出版家、三
聯書店原總編輯李昕卻對她說：「正正
因為這個故事太有震撼性，太戲劇化，
寫成小說反而大家不會相信。」他建議
戴小華堅持用紀實文學的方式來書寫家
族記憶，而這也正是這段故事的價值所
在。「它本身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流離和
人民集體的創傷記憶，它不只是一個家
族書寫，還牽涉到兩岸兩黨之間複雜的
關係，這個東西一定要用紀實性來表
達。」為了真實呈現歷史的面向，戴小
華花費十多年的時間進行大量的資料搜
集、人物訪問和求證。「所有的東西都

不能有錯誤。很多人在寫紀實
文學時能精確到事件的年和
月，我則連日期都有，絕對經
得起考驗。」她笑說。
書中分兩條主線展開，一是

戴母，一是胞弟戴華光。不僅
展現歷史和時代的詭譎，戴小
華亦飽含感情，卻用克制之筆
描繪人性的幽微。「忽如
歸」，對她來說，落點是個
「歸」字，是父母回歸故土，
是人心經歷創痛後得以安放，
也是企盼兩岸關係回歸歷史、
回歸文化，「最後在歷史激流中一切都
回歸平靜」。
「實際上談的還是愛和痛交織的東

西，用愛來反思痛，用愛來超越痛。其
實，沒有任何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可
以超越人的疆界和偏見。希望把這個正
能量傳播出去。」戴小華說，她書寫坎
坷，但不沉溺於坎坷；書寫苦難，但超
越苦難。「是從親情之愛、民族之愛、
家國之愛，再到信仰宗教的大愛，層層
在昇華。我也希望能夠將這種愛的力
量、救贖的力量，讓人在陷入苦難最孤
寂和悲慟的時候，能夠迸發出奮勇向上
的力量。所以傳播的還是愛的力量。」
於是，不同於一般描寫白色恐怖的作品
多表達批判與控訴，《忽如歸》的重點
是反映歷史，尋找堅韌向上的救贖力
量。「我們沒有參與任何的政黨，或者
說搞政治，只是反映這樣一個真實的故
事。事情總有多種角度，有官方的說
法，也有民間的記錄。歷史需要不斷訴
說和補充，才可以看到一個全貌。這讓

我們能夠更清楚，有更多的東西去反
思，最終吸取教訓，不要去重蹈覆
轍。」

營造懸疑解謎氛圍
雖然追求紀實，在創作時，戴小華也

加入不少文學手法，讓整個故事更加有
可讀性。「這個事情，有牽涉到大時代
的背景，從內地到台灣，整個的時代的
變動。我寫的時候如果用紀實手法，很
有可能會流於一種枯燥的東西，會變成
一個記錄式的作品，因為牽涉到的資料
非常多。我覺得，東西一定要寫真實
的，但是也一定要讓人家看得下去，於
是我也放了很多文學的技巧在裡面。」
她笑說，創作的過程是她自己通過資料
的搜集重回歷史現場的過程，於是乾脆
把書中內容設計成懸疑解謎的過程，讓
讀者跟隨她的眼光，一起去探究歷史的
真相。「在真實的基礎上，用文學的手
法和藝術的加工去處理。」對於人物的
展現，也脫離了資料式的扁平呈現，而
利用不同的象徵和隱喻，來樹立人物形

象。書中呈現歷史的動盪和人性的殘
酷，卻也展現母親對兒子的深情、對自
身的詰問、悔恨與掙扎。藉探究與書
寫，也讓戴小華有機會細微地進入父親
的內心，理解曾為國民黨官員的他面對
兒子遭遇時內心的無力與痛苦。
「寫的過程會是比較傷痛的，眼淚常

常控制不了地流下來，寫不下去。」戴
小華說，「這個時候我就告訴自己要抽
離了，我不想放太多自己的東西進去，
而希望冷靜理性地處理。所以原本我寫
了三四十萬字的，後來砍了一半。」充
滿克制的表達，讓評論人覺得《忽如
歸》用筆很淡，卻很痛。這也許就是戴
小華回望歷史時所下的註腳。

戴小華戴小華談談《《忽如歸忽如歸》》

著名作家戴小華祖籍河北滄著名作家戴小華祖籍河北滄

州州，，生於台灣生於台灣，，後定居馬來西後定居馬來西

亞亞。。早年學商的她早年學商的她，，上世紀上世紀

8080年代後期以反映當時馬來年代後期以反映當時馬來

西亞股市風暴的劇作西亞股市風暴的劇作《《沙城沙城》》

一舉成名一舉成名，，後逐漸走上文學道後逐漸走上文學道

路路，，作品涉及戲劇作品涉及戲劇、、評論評論、、散散

文文、、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小說小說、、雜文等雜文等

等等。。早前的香港書展早前的香港書展，，戴小華戴小華

攜其新書攜其新書《《忽如歸忽如歸》，》，向讀者向讀者

講述其中的家族書寫與民族記講述其中的家族書寫與民族記

憶憶。。講座後講座後，，戴小華接受了記戴小華接受了記

者專訪者專訪。。 文文：：草草草草

用 愛 來 超 越 痛用 愛 來 超 越 痛

■■戴小華戴小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