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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
許鞍華電影四十

許鞍華的作品包括驚慄
片、鬼片、文藝片、武俠片、
紀錄片、半自傳、輕喜劇和歷
史劇等，類型多變。更難得的
是影片不隨俗又不離地，緊跟
時代又不失自己的觀點和風
格，人文視野及香港關懷貫徹
始終，在香港影壇實屬難得一
見。本書由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於兩年半前開始策劃，分為專

題文章和人物專訪兩部分，藉與她相交多年的影評人
從多角度縱論，剖析她的影視作品之風格特色，以及
許鞍華和她的工作夥伴的訪談，嘗試以親身角度進入
她創作和製作的世界，了解背後鮮為人知的苦與樂，
有系統地展示她四十年來拍過的電影和事業發展。

作者：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貓頭鷹在黃昏飛翔：
川上未映子VS村上春樹訪談集

芥川賞作家川上未映子用同
為寫作者與讀者的雙重身份大
膽提問，以兼具女性的細膩觀
察與資深書迷對文本的熟稔揭
開村上春樹前所未有的作品樣
貌與創意風景，深度剖析《身
為職業小說家》與《刺殺騎士
團長》的背後創作秘辛，更大
膽提問那些從未曝光的作家思
緒脈絡。為何優秀的打擊樂

手，不會敲出最重要的樂音？地下二樓究竟發生了什
麼事情？失眠的夜晚，和胖郵差一樣罕有？即便沒有
了紙張，人們仍會繼續敘述？關於人人都想知道，卻
又無法詢問的問題。就由川上未映子以深刻犀利的提
問來引出。

作者：川上未映子、村上春樹
譯者：劉子倩
出版：時報文化

小島經濟學：
關於魚 (金錢)、漁網 (資本)、

儲蓄及借貸的經濟寓言

懂一點經濟學，是掌控人生
的武器，在重要的時刻，讓思
維邏輯有更高的格局，作出更
好的選擇。這本關於魚、漁
網、存錢、借錢的故事揭示了
經濟是如何運行，映射出當今
經濟體制與政策暗藏的漏洞。
希夫兄弟用插圖＋寓言＋故

事引申＋現實對照的方式，以
機智幽默的手法闡釋了經濟增

長的根源，貿易、儲蓄及風險三者的重要性，通貨膨
脹的原因、利率的影響、政府的刺激機制、消費信貸
的破壞性本質等問題。這些問題經常被討論，卻常常
被誤解。對於那些想走出誤區，理解經濟學基本理論
與常識的讀者，一定能獲得驚喜。

作者：彼得．希夫、安德魯．希夫
出版：三采文化

翻牆讀金庸

如果我們生在金庸的小說
裡，會是怎麼樣的一個角色？
因為不可能先讀過原著，根
本不會知道某月某日，必須趕
到張家口，且一定要善待一個
貧嘴的小叫花子；某月某日，
必須在樹林裡準時燒一隻雞，
以便引來路過的洪七公。在這
種情況下，別說是攜書彈劍縱
橫四海， 看來我們就連大

俠、中俠、小俠都做不了。武俠江湖不比社會簡單：
開會有特別規矩，戀愛也有法則；武林高手們愛當老
師難相處，好不容易出名了粉絲們卻更是難伺候；有
些友誼來了我們沒發現，有些感情就這樣蹉跎了過
去。埋頭沒入，抽絲剝繭卻發現細節中還有細節；抬
起頭來，卻也驚覺現實仍是一樣的江湖。一樣的金
庸，以前所未有的視角，讀出不一樣的味道。不僅有
對金庸故事的分析，也有對社會的思辨；不僅對過往
江湖犀利調侃，也對現實批評建言。

作者：六神磊磊
出版：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朋友之間

以色列國寶級作家奧茲曾經
在基布茲生活了超過三十年，
即使已離開多年，至今仍對這
個地方魂牽夢縈。他嘗試不
帶懷舊色彩地回頭觀望，也不
帶憤怒，而是力求精確、滿懷
同情地凝視那裡的一切，並以
《朋友之間》的八則短篇對人
性提出最深沉的質問：為何在
這個最不該讓人孤獨的地方，

卻讓人發現自己置身在更深的孤獨裡？

作者：艾默思．奧茲
譯者：鍾志清
出版：木馬文化

書評

看過一些寫日本與日本人的文章，
印象最深的一點是，日本人不願意麻
煩別人，日常工作生活總是小心翼
翼，生怕給同事朋友增添麻煩。最極
致的一個事例是，為了不耽誤上班
族，有自殺者專門挑選末班列車臥
軌，把處理後事的麻煩程度降到了最
低。
我喜歡這種不願給人添麻煩的行事
方式，原因很簡單，我們的工作生活
環境中，辦事、社交等方面的麻煩太
多了，無論是機構還是個人，似乎都
以給人添麻煩為樂事。除了「麻煩」
之外，人們面臨的日常煩惱中還有一
個關鍵詞叫「抱怨」，「抱怨」與
「麻煩」一道組成了令無數人感到頭
疼的障礙。
最近讀到譚飛創作的新書《不抱

怨，把握人生的分寸感》之後，頗有
收穫，感覺這本書是針對當下環境中
人們無法擺脫的兩大煩惱而寫的。
「不抱怨」的指向性很明確了，而
「分寸感」恰恰可以理解為不要隨便
去麻煩別人——或者說，要用恰當的
方式去處理與不同人之間的關係。作
者在書中列舉的種種事例表明，這兩
點貌似很簡單，但想要學習到自己身

上，還是挺困難的，最後真正能做到
的人，都有機會成為「人生贏家。」
與其它針對「抱怨」主題進行寫作
的書不同，譚飛多以影視圈的著名娛
樂人物為例子，使得內容看上去既輕
鬆又具有說服力，有段時間娛樂圈流
行明星工作很辛苦、大家都很不容易
的說法，在反駁這個觀點的時候，譚
飛舉了葛優的例子，葛優大概是這麼
說的：「這個行業沒那麼辛苦，況且
給大家的錢都還挺多的」，瞧瞧，葛
優說話就是這麼直白又實誠，哪個行
業不辛苦？拍戲淋點冷水、扭了一下
腳脖子，對比不菲的片酬，有什麼值
得抱怨的？
《不抱怨》這本書談了很多近年來

的熱門社會話題，比如努力究竟有沒
有用，父母究竟給予子女多少才算合
適，低配的肉體如何承載高配的靈
魂，別在最好的年紀活得那麼安
逸……全書讀下來的一個感覺是，作
者的三觀特別正。如此正的三觀是如
何煉成的這令人好奇，要知道，在眾
聲喧嘩的社交媒體時代，很難發現有
人在談論諸多話題時能做到不偏不
倚、直中命門。譚飛的話語不可謂不
犀利，許多字詞明顯能擊中很多人的

痛處，但整本書的格調卻是溫暖的。
這不是一本雞湯書，而是一杯曾經沸
騰過的溫開水，是最健康的「補
品」。
能做到這點，我想，作者其實是找
到了一個方法或者說竅門的。這個竅
門即是，他與這個世界建立了一種平
視的關係，他的視野既不向上仰視，
也不向下俯視，而是面對自己所看到
的一切，發出源自心靈深處的聲音。
能夠與這個世界進行平視，是許多人
普遍缺乏的一種能力，正是因為這種
能力的不足，才導致了大家時而會感

受到生活裡有種種不平之氣在竄動，
情緒經常被外界因素干擾，丟失了部
分看待人與事物變化時應該具備的理
性與客觀。
何謂平視？辛棄疾的那句「我見青

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算是
一種，紀伯倫所說「大殿的角石，並
不高於那最低的基石」算是一種，公
園裡的小女孩告訴蕭伯納「回家也告
訴你媽媽，今天和你一起玩耍的是著
名的小姑娘卡嘉」算是一種……與山
水自然平起平坐，不向權威卑躬屈
膝，不對卑微者頤指氣使，如果可以
盡可能地接近或做到這點，人生何來
抱怨一說？
向外發出的抱怨，其實是對自身不

滿的一種表現，是對自我缺陷的逃
避。由抱怨而產生的負能量，不但會
困擾自己，也會影響到別人。有抱怨
的時間，不妨多閱讀這個世界，把視
線從一米內挪到百米、千米、萬米之
外，便會覺得抱怨的無用與無趣了。

與這個世界建立平視的關係 文：韓浩月

《不抱怨，把握人生的分寸感》
作者：譚飛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十八小時頭腦風暴
在家中丈量世界

李雅言，妙人也。我認識他的時間不算很長，但總覺得，如果

人也能fusion，那他就是一大fusion。他早年在普林斯頓學的是心

理學，之後曾在中大任教八年，教授的「創意心理學」和「思維心理

學」是明星課程。他也熱愛古典音樂，從小拉小提琴，2017年，他為香

港電台主持的《非常音樂家》，將心理學和古典音樂相結合，榮獲紐約節

全球最佳電台節目銅獎（資訊紀錄及文化藝術類）。他的另一個節目《樂

非天籟：理工如何改變西洋古典音樂》，探討的則是科學和工程發展如何

影響音樂的發展……更別提他懂漢、英、德語，略微通法語及西班牙語，

全年大部分時間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永遠在路上！

這麼一個人，思維永遠活泛得過分。所以嘛，當他早前說寫了一本遊學

書時，我一點都不驚訝，豐富的外遊經歷再加上他跳躍的思維和生動的知

識聯想，這些見聞集結成書，絕對是精彩紛呈的。可直到這本《十八小時

環遊世界》來到手上，我才真正傻了眼——足不出戶十八小時環遊世界？

遊學還能這麼玩？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受訪者提供

這幾年來，雅言寫專欄、
玩音樂、教學，也愈發

關注文化交流與教育問題。在
他看來，香港，或者整個亞洲
的教育，缺少的是什麼？「科
技、自然、醫學……很多科目
的創始在歐洲。香港的學生、
內地及台灣的學生，或者亞洲
的學生，比如在醫學上，他們
做事情都很快，有很多的想
法，但是對醫學的大歷史知識
是比較淺薄的，這就也影響了
他們問的問題有多深。也許你
在很多小玩意上很聰明，但是
沒有大歷史觀，問問題的方法
是不同的。這是香港可以做得
更好的。又比如音樂，資訊性
的東西很多人背得很快，但是
音樂是什麼呢？裡面的文化意
義，它和其他學科、其他藝
術，或者和生活的各個面向有
什麼關係呢？我們在這些方面
比較薄弱。」
如果可以有機會讓香港的學
生多接觸這些背後的知識和故
事，從一個點聯想開去，往不
同的方向抽絲剝繭，學習會變
成無比有趣的過程，視野也會
豐富許多。之前任教時，雅言
也曾鼓勵學生用設計遊學計劃
的方式來打開思維。比如讀
social work的學生，是不是可
以研究下英國和德國的煤礦城
市的發展如何改變社會生活的
面貌？由此聯想開去，英國和
德國的足球發展，和這些煤礦
城市之間的關係如何，又和工
人階層生活的聯繫如何……由

點及面，由面再
到更深的點，每
一個看似理所當
然的現實背後，
都有豐富有趣
的歷史源流。
「我覺得現在

文化倒退，一方
面是你覺得好像
開放了許多，但
另一方面其實是
深 度 差 了 很
多。」雅言說，
「比如以前有很
多 比 較 文 學 學
系，現在就比較
少，但很多東西
都 是 比 較 出 來
的。」所謂的比較，不是將A
和B看作是固定不變的範本，
而是秉持這種思維方式來看
待流變的生活。

從家中到世界
一直好奇

所以說，遊學到底是什麼？
對於雅言來說，自然不只是到
一個地方，看看玩玩，然後回
來有樣學樣，這些不過是表面
功夫。「關鍵其實不是他們有
什麼，那我們也試下，這是通
病。而是，後面的道理是什麼
呢？比如香港人喜歡吃意大利
粉，各種粉的名字如數家珍，
但為什麼有那麼多種意大利粉
呢？當然和意大利的文化、美
術史、藝術有關係。意大利是
分裂了很久的國家，19世紀中

才統一，你現在去意大利，南
北部差異很大，每家每戶都有
自己的傳統，意大利粉的傳統
也如是。法國又不同，歷史上
一直是中央集權制，東西全部
集中去巴黎。這些仔細一想就
都很好玩。如果你不是只知道
意大利有100種粉，而是也知
道背後的歷史等，了解的深度
會深很多。」
於是乎，《十八小時環遊世
界》不是旅遊書，倒像是思維
地圖，正如書封面所言，是
「思維訓練 18 講」。一開
篇，作者就反過來將讀者一
軍——想十八小時環遊世界？
「做人可不要那麼貪心」。接
下來卻筆鋒一轉，別開生面地
邀請讀者來一場「有深度的紙
上談兵」。十八個篇章，從認

識自己的周遭環境開始，慢慢
延伸到不同文化間的比較。每
個篇章提出一個議題，如地理
與資源、文字、系統與制度、
數據、飲食等等，既用輕鬆的
筆觸分享自己的各地見聞，又
引導讀者思考如同打通不同的
學科，通過觀察、描述、推
敲、找難、解難、組織、表達
等學習技能來穿梭不同的文
化，實現「環遊世界」。
「我對外國的理解，來自對

不同事物的好奇。」雅言說。
秉持這份好奇，在具體的專業
知識外，嘗試接觸、感受、比
較、理解更多生活表面背後的
歷史、文化、藝術源流，會收
穫想不到的風景。
從家中到世界，遊學也能這

麼玩！

■■《《十八小時環遊世界十八小時環遊世界》》作者李作者李
雅言於科索沃文化名城雅言於科索沃文化名城PrizrenPrizren
之古堡俯瞰全城之古堡俯瞰全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