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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
文豪偵探

當偵探小說已經精緻化到
具備自身獨立的美學標準的
時候，曾經有這麼一群人在
努力發掘其普世性，找到讓
它得以扎根於日本的可能。
而後世的我們，也可以從偵
探小說剛在日本萌芽之際，
發現這群文豪是怎麼看待與
理解偵探小說，進而寫下帶
有他們獨特風格的同時也有

着偵探小說趣味的作品。由台灣出版社獨步文化精心
策劃的出版企劃《文豪偵探》，為讀者特選10篇由
日本近代史上最耀眼的五位文豪所寫下，堪稱奠定日
本偵探小說榮景的原點之作。並邀請推理小說研究者
曲辰全方位導讀作家及時代背景，重回那段大雜院和
十二層高樓遙遙相望的時代，閱讀一個個名為「人
心」的謎團。

作者：夏目漱石、泉鏡花、谷崎潤一郎、
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曲辰

譯者：王華懋
出版：獨步文化

仙靈傳奇3：畫仙

繼《詩魂》、《詞靈》
後，華文奇幻暢銷作家陳郁
如，再次以中國古畫打造
《仙靈傳奇》續作。秦王政
三十六年，一顆預言皇帝死
期的隕石降下人間，秦始皇
聽聞後勃然大怒，下令誅殺
那一帶所有村民。而吸取了
怨氣的隕石，則長成一顆具
有巨大黑暗能量的闇石。一
日，曄廷在二手書店中翻閱

畫冊， 卻意外從唐朝畫家張萱的《搗練圖》來到畫
境中。畫仙告訴曄廷，千年前她曾封印住闇石，但
近來畫鬼愈發猖獗，畫境也岌岌可危，種種現象皆暗
示闇石將重返人間。 從先前的詩詞，到現在的古
畫， 不約而同的遭到黑暗力量入侵， 背後只是巧
合，還是隱藏着什麼邪惡的陰謀？ 而曄廷是否能及
時悟出五行的循環奧妙，成功守護畫境？小說融合水
墨畫的優美意境，奇幻小說的無窮幻想，跟隨主角冒
險的同時，感受畫家的創作情懷。其中收錄包含故宮
知名館藏《早春圖》在內，十餘幅畫作及賞析練習，
同時提升藝術美感與鑑賞力。

作者：陳郁如
插圖：蔡兆倫
出版：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日前，長篇歷史小
說《軒轅黃帝》作品
研討會在鄭州舉行。
《軒轅黃帝》由河
南省青年作家，許昌
市文聯黨組書記、主
席張小莉創作。這部
小說以軒轅黃帝征服
東方、統一萬國、創
舉龍圖、劃地九州的英雄史實為背景，演繹了其從一個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的稚嫩孩童，最終成長為一個英
明睿智的君王的傳奇故事。張小莉在零散的史料基礎上充
分發揮了想像力，把神話傳說還原為英雄故事，小說裡的
軒轅黃帝不僅僅是一個能征善戰、掃清四合、統一華夏的
威嚴帝王，更是一個有喜怒哀樂、七情六慾的普通人。
據張小莉介紹，她自幼喜愛金庸，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就已經讀過金庸的小說。受金庸的影響，她在《軒轅黃
帝》中將黃帝從一個神話人物還原成一個英雄人物。
參加研討會的專家則一致認為，黃帝文化是中華文化的

「活水之源」，今天回溯歷史，尋找精神家園，必然繞不
開「人文始祖」——黃帝軒轅氏。張小莉作為「公務員作
家」，主動承擔起文學講述的社會責任。她不因循守舊，
塑造別樣的黃帝形象，追求自己的文學個性，這樣的膽識
和魄力令人欽佩。
與會專家還認為，《軒轅黃帝》不同於其他長篇歷史小

說，帶有濃烈的青春氣息，適合青少年閱讀。而張小莉也
表示，這也是其創作《軒轅黃帝》的初衷，希望更多的青
少年能夠了解中國傳統歷史，能夠了解黃帝到底是怎樣的
人。
張小莉先後出版有《醉顏紅塵》、《人生不能重來》、

《愛之殤》等多部長篇小說。創作了《托起明天的太
陽》、《代價》、《畫皮》、《畸變》等多部電影劇本。
其中《托起明天的太陽》被國家廣電總局列為全國百部優
秀農村影片，廉政題材電影《人生不能重來》在河南、湖
南、雲南等多省黨員領導幹部中引起較大反響。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河南報道

張小莉新書《軒轅黃帝》
把神話傳說還原為英雄故事

簡訊

早就聽說這本書了，最近出了新版
就忍不住買來一讀。奧斯維辛集中營
臭名昭著，而我們對於其中的細節卻
知之甚少，也許在這方面遠不如歐洲
人。作者作為集中營的親歷者，提供
的正是想要知道的細節，這些細節有
助於思考為什麼一群人要殘虐另一群
人？
作者多次提到尼采的一句話：「知
道為什麼而活的人，便能生存。」不
平把一切令人愉快的事情給了強者，
同時也給了他們狂妄；殘忍把一切令
人痛苦的東西給了弱者，但也給了他
們激發無窮潛力的希望。作者說：
「努力發現生命的意義正是人最主要
的動力。這就是為什麼我用『追求意
義』一詞，而不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
說強調的快樂原則（我們也可以叫它

『追求快樂』），也不用阿德勒心理
學派的『追求權力』或者『追求優
越』之說。」生命的意義究竟是什
麼，存在各種說法，而作者說：「生
命的意義在每個人、每一天、每一刻
都是不同的，所以重要的不是生命意
義的普遍性，而是在特定時刻每個人
特殊的生命意義。」生命意義在於滋
養內心的自由，而自由歸結到最後，
還必須明白「負責任就是人類存在的
本質」。負責任既是對自己的生命而
言，也是對整個人類命運負責，因為
人區別於動物。如何阻止把人性和人
類的命運當賭注，仍然是現實中嚴酷
的課題。
人們經常面臨選擇，「要麼保持自

我內在的自由，同時也將決定你是否
成為環境的玩物，是否拋棄自由和尊

嚴而變成標準的囚
徒。」追求優越和最
求享樂，並不一定能
獲得自我內在的自
由，「人越是忘記自
己——投身於某種事
業或獻身於所愛的
人——他就越有人
性，越能實現自己的
價值。絕不是指某種
可以實現的目標，因
為人越是追求這個目
標，越容易失去它。」並不是說不要
目標，而是說自我內在的自由，督促
我們在忘我努力的過程之中實現其價
值，但如若刻意地追求難以預知的目
標，既容易迷失了目標也容易迷失了
自我。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環境下，會

有不同的選擇，同樣是被
關進集中營的囚徒，也會
有人當起了敵人的幫兇。
本書強調了這麼一個理

念：「即使在可怕的心理
和生理條件下，人也能夠
保持一定的自由和意識獨

立……人們一直擁有在任何環境中選
擇自己的態度和行為方式的自由。」
而沒有了精神，沒有了內在的自由，
沒有了個人的價值，也就喪失了生命
的意義。生命的意義必須有一個積極
生存的理由。

書評尋找生命的意義享受忘我的過程
《活出生命的意義》
作者：維克多．弗蘭克爾
翻譯：呂娜
出版：華夏出版社

文：龔敏迪

大動盪中的世界重塑大動盪中的世界重塑

李慶義
法學博士、高級記者、俄羅斯問題和國際戰略問題專家。1965年

生於黑龍江，畢業於吉林大學法律系，後赴蘇聯留學，就讀於莫斯科
大學法律系，獲法學博士學位。曾任《中國青年報》駐莫斯科首席記
者，在國內外報刊發表大量作品，多次獲得中國國際新聞獎，著有國
際評論集《縱橫談》（上、下冊）。

——寫寫在在《《大動盪大動盪．．大變局大變局》》出版之時出版之時

■■作家張小莉作家張小莉。。
劉蕊劉蕊攝攝

光陰似箭光陰似箭，，歲月如梭歲月如梭。。冬春交替之際冬春交替之際，《，《大公報大公報》》副總編輯李慶義先生的國際評論集副總編輯李慶義先生的國際評論集《《大大

動盪動盪．．大變局大變局》》與讀者見面了與讀者見面了。。

本書選取了作者二本書選取了作者二○○一五年至二一五年至二○○一八年間在一八年間在《《縱橫談縱橫談》》專欄以施君玉筆名發表的部分評專欄以施君玉筆名發表的部分評

論及論及《《大公報大公報》》社評社評，，共計五百篇作品共計五百篇作品。。文章記錄了這一時期發生的重大國際事件文章記錄了這一時期發生的重大國際事件，，分析了分析了

其背後原因及影響其背後原因及影響。。書中所論述的新聞話題雖已成為過去書中所論述的新聞話題雖已成為過去，，但文章的觀點和方法並不過時但文章的觀點和方法並不過時，，

對讀者分析研究國際問題對讀者分析研究國際問題、、準確把握事件本質和走向仍有重要參考價值準確把握事件本質和走向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文文：：姜在忠姜在忠

香港香港，，
這十一年這十一年 ■■《《大動盪大動盪．．大變局大變局》》

當前，世界局勢風雲變幻，國際
關係錯綜複雜。大國力量對比

此消彼長，正經歷着冷戰結束後最
劇烈的變化，世界格局加速調整，
正步入二戰以來最深刻的重組，中
國和世界一起站在大變革的歷史交
匯點。
中共十九大報告在談到當前國際
形勢時指出，世界正處大發展大變
革大調整時期，和平與發展仍然是
時代主題。在去年六月舉行的中央
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在評
判中國和世界大勢時也強調，當前
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發展時期，
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
同步交織、相互激盪。

「危險」中蘊育着「機遇」
作為職業新聞人，李慶義先生是
幸運的。二○○八年來到香港不
久，即爆發了席捲全球的金融海
嘯，國際體系遭受重大衝擊，國際
格局重心由大西洋轉向太平洋，亞
太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金融危機
改變了世界，也給國際新聞報道和
國際評論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話
題。如何看待這一變革？如何認識
中國在歷史交匯期的坐標和角色？
成為國內外各界矚目和熱議的焦
點。
金融海嘯爆發後，國際力量板塊
發生了深刻變化，全球治理機制面
臨重大挑戰，世界秩序面臨重塑。
美等發達國家國際地位下降，百年
來所形成的西方主導國際政治的格
局正在走向終結。與此同時，包括
中國在內的一大批新興經濟體崛
起，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
擎，世界權力首次向非西方國家轉
移，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以和平方
式實現新舊轉變的可能。
特朗普上台後，大開歷史倒車，
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甚囂塵上，世
界動盪加劇。美不顧他國和全人類
利益，企圖用「美國優先」重建國
際 政 治 經 濟 秩 序 ； 美 任 性 退
「群」，多邊規則遭受嚴重破壞，
全球和地區熱點頻現；美一手挑起
貿易戰，致使以WTO為核心的貿易
體系幾近癱瘓，全球市場硝煙瀰

漫；美對中俄等「戰略競爭對手」
的圍堵，大國博弈加劇，衝突風險
大增。美已成為現存國際秩序的
「破壞者」，全球動盪之「源」。
所謂「危機」，正是「危險」中
蘊育着「機遇」，「大變局」總是
與「大治理」相伴而生。作為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成功抵禦了國
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在世界經濟中
分量進一步提升，在國際舞台上的
影響力和話語權明顯增強，發揮了
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應有作用。當
前，中國致力開展全方位外交，推
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正以嶄新姿態、信
心滿滿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本書通過對重大國際事件深入分

析，探究背後原因，預測未來發
展，為研究國際問題、把握世界大
勢提供新視角。作者通過客觀、理
性看待事態演變，解讀國家立場，
發出中國聲音，為科學定位中國國
際角色、準確理解中國特色大國外
交拓展新視野。

觀時事看天下
《大公報》國際報道一直辦得很
有特色，在本港獨樹一幟，《縱橫
談》專欄功不可沒。每當有重大國
際事件發生，國際版除對新聞事實
進行客觀、詳實報道外，均在專欄
配發評論，即時發聲，表達立場，
起到了畫龍點睛、深化主題的作
用。
該專欄緊跟全球熱點，評析地區

變化，以專家眼光對事件作出理性
判斷，用生動、通俗語言解讀國家
政策，傳遞中央聲音。許多評論文
章獲廣泛轉載，在業界聲名遠播，
影響巨大。隨着專欄文章的傳播，
施君玉也成了叫得響的名號，被作
為知名國際問題專家和資深時事評
論員，在本港學術界和外交圈亦受
到特別關注和敬重。
《大動盪．大變局》出版的目

的，並不是用過去的史實「炒冷
飯」，而是要通過回顧、總結昨
天，更好地警示、啟迪明天。相信
該書將為讀者提供一個觀時事、看
天下的全新視角。

懷着一顆極為忐忑的心，我從近
四年撰寫的評論中選出五百篇，以
《大動盪．大變局》為名結集出
版，奉獻給讀者。二○一五年，曾
出版過國際評論集《縱橫談》一
書，當中匯集了此前撰寫的五百篇
文章。兩書加起來，總共有一千篇
作品，權當給自己在香港的經歷作
個小結。
有勵志格言說，人要做自己命運

的主宰。但現實中，也不盡然，命
運常常並不隨人願，總有許多事是
出乎意料的。想當年，我搞了十年
法律，一門心思要當個法學教授，
卻沒想到一頭闖進了新聞界。更沒
想到的是，若干年後，我這個生長
於祖國最北端的黑龍江人，會來最
南端的香港工作，而且一來就是十
一年。
主持一個專欄很辛苦。報社專欄

多由小團隊運作，至少也是由一名
專人來負責。我的正式崗位是副總
編輯，有部門要管，有報社工作要
參與，寫稿只是兼職，實難做到心
無旁騖。為了完成這份編外評論員
的工作，一些聚會、交往只能忍痛
捨棄，還把晚飯都吃成了凌晨下夜
班後的夜宵。
主持這個專欄不是為「名」。即
便專欄出了名，也是「施君玉」的
名號，報社許多同仁至今未把此公
與我畫等號，以為是國際部團隊在
運作。
寫文章對我來說並不難，但每天

寫下來確實需要點耐心和毅力。有

人勸我放棄，也有人鼓勵我堅持，
為了一份責任和使命，也為了那塊
延續了快七十年的「金字招牌」。
說實話，我也想過擱筆，但一想到
這個廣受稱道的傳統欄目斷在自己
手裡，總有些於心不忍。最後，咬
咬牙，還是堅持了下來。我亦無
他，唯興趣使然，責任使然。
稿子基本上是晚上編前會結束後

的兩個小時內寫成的。這一時段，
版面已定，員工出去吃飯，若無重
大突發事件，工作也一般不再會有
大的調整。在此時，理一理心境，
便可進入自己的時間。泡上一壺
茶，看着開水淋在茶壺上，白色蒸
汽裊裊升騰，水被壺慢慢吸收，心
中悠然生出難得的寧靜，好不愜
意。也就在此時，任性放飛思緒，
「撫四海於一瞬」，「挫萬物於筆
端」，興奮時，間或會湧出一絲指
點江山、激揚文字的豪邁感……
常常會想起魯迅先生《自嘲》中
的那句詩，「躲進小樓成一統，管
他冬夏與春秋」，其中自有其堅韌
不屈的戰鬥精神，但也不乏飛遁鳴
高的孤傲品格。對文人來說，這實
在是一種難得的心境。
感恩香港這十一年，雖有過孤獨

和辛苦，但更多的是收穫後的喜
悅。這些年，留下太多珍貴的記
憶。也因為有了這些年，我的人生
又多了一份別樣的色彩。

文：李慶義
（作者為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

（作者為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標題和內文本報編輯略有改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