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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
聚散有時

愛倫坡終身大師獎得主卜
洛克廣受全球萬千書迷喜愛
的馬修．史卡德系列最新力
作。距離史卡德初登場，已
然四十載；距離上次現身，
一晃眼，接近十年。美國重
量級推理大師勞倫斯．卜洛
克筆下最著名的角色終於回
歸。《聚散有時》不只是一
個扣人心弦的推理故事，卜

洛克還以依依不捨的濃情筆觸，勾勒這個落拓紐約的
無牌偵探，讓他力抗無情歲月的侵蝕，向年輕的閱讀
世代證明，他的身手，一如往昔。對史卡德全球的百
萬粉絲（包括改編自《行過死蔭之地》的電影《鐵血
神探》，透過雷恩．尼遜認識史卡德的影迷）來說，
《聚散有時》是個意外的驚喜──史卡德隆重謝幕，
讓讀者永遠不會忘記他的身影。

作者：勞倫斯．卜洛克
譯者：劉麗真
出版：臉譜出版社

大英博物館裡的中國史

以物觀史，以時間為序，
以文物為點，勾勒出七千年
的中華文化史。聆聽古老的
器物娓娓道來，講述它們的
出身、遭遇和故事，呈現其
背後的社會萬象，與當時人
們的生活與文明。大英博物
館中國館共有文物約3萬
件，是內地及台灣外收藏中
國文物最多的博物館，其中

收藏的唐摹本《女史箴圖》被列為大英博物館三大鎮
館之寶。2018年11月，中國館在閉館18個月以修
繕升級後重新開放，伊利沙伯二世女王親自為其剪綵
揭幕。本次修繕擴充了很多展品，將一些書畫和織品
等過去因條件限制無法展出的藏品，第一次開放在眾
人面前。此外，還展出了新近收藏的中國當代藝術
品，以求更全面而完整地呈現中國的面貌。本書是伴
隨此次重整展廳的重量級出版作品。作者霍吉淑是大
英博物館中國館館長，她是英國知名漢學家，曾策劃
多個中國文物展覽。本書由霍吉淑執筆，30餘名專
家參與，歷時18個月，精選600件文物，被BBC稱
為「美麗而全面的中國歷史導論」。

作者：霍吉淑
譯者：顧雯、謝燕
審訂：施靜菲
出版：聯經出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蕊通訊員
邵鮮艷）蒲公英、白頭翁、長尾灰喜
鵲、綠色的林莽、豐饒的原野……當
代著名作家、茅獎得主張煒在全新力
作《我的原野盛宴》中以第一人稱的
敘述方式，從自己的童真生活寫起，
再現了半個世紀前的濱海荒原，同時
講述「人在大地上詩意地棲居」的故
事，用最強的筆力真摯書寫勇氣、憐
憫、哀傷、友誼、忠誠、犧牲和愛等
成長過程中的情感，展現個人的成長
史和心靈史。早前，在中國國際展覽
中心北京圖書訂貨會上舉行了這部書
的首發式。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張煒是新時期

以來一直活躍在中國當代文壇的著名作家，自1975年開
始創作生涯，至今已發表作品1,700餘萬字，包括《古
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獨藥師》等21部長篇
小說和《一潭清水》等大量中短篇小說，以及詩歌、散
文、文論作品。2011年，張煒憑借《你在高原》榮獲第八
屆茅盾文學獎。他還曾獲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
獎、全國精神文明五個一工程獎等海內外100多個重要文
學獎項。創作範圍廣泛的張煒重新審視在海邊林野間度過
的難忘童年歲月，以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創作了《我的原
野盛宴》，這是他唯一的長篇非虛構作品。
張煒於海邊林野中長大，對自己多姿多彩的家園有着難
解難分的情結。那裡的山川海灘、風花雪夜、飛禽走獸、
自然萬物、風俗人情，深深扎根在他的記憶裡。童年的光
芒照亮了張煒一生的寫作生涯，讓今日的他感激而悵惘，
乘着記憶的時光機回到當年，張煒通過以質樸的筆墨盡寫
野地悲歡、萬物競逐來記錄那段難忘的生活經歷，講述幾
十個天真感人的故事，涉及文學閱讀和寫作，理想和努
力，向我們指引出人生的永恒夢想和生活的至真之樂。
張煒說童年的這段經歷是他個人最重要的一部分生活儲

備，但是很久以來一直不捨得去碰，他一直在尋找一個時
間，用最大的力量、最強的筆力、最濃烈的色彩、最投入
的情感把它表達出來。「在今天這個數字化、碎片化、物
質主義和商業主義的時代，哪怕寫下來一個自然段，甚至
是一句話，都要有很多的理由才能讓讀者在你的文字面前
駐足，讀者才不會流失。」
在文學創作這條路上，張煒一直堅守文學的品質。他認
為人不能被物質和慾望所左右，應該有人文精神和擔當。
「在如今碎片化的時代，文學語言藝術的創作，是一個非
常苛刻、非常有難度的事情。」 但張煒認為恰巧在這樣
的一個時期才是產生好作品的時候。一部分自覺的、頑強
的、能夠對應這個時代不斷的調整、調試、苛刻要求自己
作品的作家才能夠寫出很好的作品。「我覺得這個目標對
我來說，它既很遙遠，但是又能夠看得清晰，《我的原野
盛宴》直接或者間接地回答了我剛才的這些思考。」

簡訊茅獎得主張煒首部非虛構作品
《我的原野盛宴》：
投入最強筆力書寫心靈成長史

《先生們》是學者李輝的一本新
著，書稿內容主要寫作於2017年。我
在「六根」公號做後台編輯，文章於
網絡發表時已陸續讀過。如今一本
472頁、36萬字的紙書握在手中，十
分厚重。
李輝老師從《人民日報》副刊退休
之後更忙了，除了主編幾個系列的叢
書之外，還開始動筆撰寫計劃裡的諸
多文章，「先生們」即是他為「六
根」公號專門撰寫的獨家文章。文章
是發在公號上的，但與「公號體」卻
絲毫無關，他仍然延續着以往嚴謹、
縝密、細緻的寫作思路，好玩的是，
他的文章是「反公號體」，然而是
「六根」公號上閱讀量最高的，我們
都開玩笑說他是「流量擔當」。
這幾年與李輝交往甚多，從他那裡
學習到很多，比如認真、勤奮，再比
如保持樂觀、天真。但有一點是沒法
學到了，即他對資料的掌握，這些資
料包括來自巴金、冰心、黃宗英、賈
植芳、汪曾祺、吳祖光、黃永玉等諸
多先生們的題贈著作、往來通信、委
託他保管或捐贈的文字史料等，將他
稱為現代文化名人的「移動資料庫」
完全沒問題。
李輝的文章在移動閱讀時代受歡
迎，是有諸多原因的，其一，他是堅
持嚴肅寫作的人，本着對歷史負責的
精神，他寫到的人物，採取的多是交

叉印證的方式進行描述，所採用的資
料均為當事人親筆，同樣的一件事
情，不同的當事人以接受採訪、書信
的形式呈現出來，讀者讀後，自然會
有明辨。
其二，他的文章除了有厚重的歷史

感之外，還有鮮明的文化意識。在李
輝的研究與寫作領域，十分注重文化
人的思想情感表達，也在意文化人於
生活細節中體現出來的底線與操守，
此外，對於現代文化名人的社會影響
與價值體現，也常有角度新穎的發
現，閱讀他的文章，不由會對他筆下
的人物肅然起敬。
其三，李輝的文章之所以會讓不少

讀者讀後感動甚至流淚，是因為他寫
出了人物的命運感。他採取草蛇灰線
式的寫作筆法，把人物與時代的關
係、人物一生的大起大落、生活情感
的幸福悲苦等等，都隱藏於一封封書
信、一段段文字當中，讀者自然能夠
敏感地捕捉到這些信息，並感同身
受。
李輝與先生們走得很近，在於他抱

有一顆平等而真誠的心。他用同樣的
態度對待每一位自己認識的先生們，
得到了先生們的信任，黃宗英曾親切
地將他稱呼為「小李輝」，直到現
在，95歲高齡的黃宗英還會給他發來
視頻告知近況。不過，李輝在與先生
們交往的過程中，也不是沒有過「交

鋒」，在寫王世襄時，
寫到有一次因為一件小
事王世襄發了脾氣，李
輝如此記錄：「我其實
也是一個脾氣不好的
人，越想越窩火」，決
定不再過多打擾王世
襄，沒想到三個月沒去
看望王世襄，王世襄打
來了電話說：「你怎麼
最近沒來了？哪天你開
車來，我們一起去找個
小館子吃飯去。」這樣
的描寫真是讓人莞爾。
李輝還介入過先生們之間的矛盾調

停，蕭乾因某事與恩師沈從文交惡，
兩人多年不曾聯繫，李輝多次與沈從
文談及，後來沈從文終於鬆了口，大
概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他想見我
我怎麼會不見呢」，但就在蕭乾高興
地想要去沈從文家拜訪的時候，沈從
文卻去世了，蕭乾在文章中遺憾地寫
到，「1988年春，《人民日報》記者
李輝告訴我，沈老師同意見我。由於
李輝要出差，我們商定，他一回來就
陪我去崇文門沈老師的寓所去拜訪
他。沒想到，五月間沈從文老師這顆
文壇巨星，突然隕落，就失去了機
會。」
這樣的細節在《先生們》一書中比

比皆是，所以，儘管《先生們》是本

人物紀實作品，但
還是有很強的故事
性與可讀性。讀
《先生們》，宛若
重回他們的輝煌時
代，也彷彿重新經
歷過一次他們的失
落時期，時代之潮
與命運之船，讓這
些先生們承受了本
不該他們承受的遭
遇。
但《先生們》並

沒有止筆於此，它
終歸是一本格調明亮之書，因為通過
這本書，可以看到先生們用什麼精神
穿過那段歲月，又是如何憑借身上的
閃光人格、生命的堅韌來走完他們的
一生。「先生們」留下的作品，以及
他們的故事，是雙重的財富。近年
來，諸如沈從文、汪曾祺等諸多先生
的圖書頻繁登陸暢銷書排行榜，已經
證明了這一點：他們的文字與思想，
已經穿過了歲月河流，在浮躁的當下
擁有了撫慰人心的作用。
深讀《先生們》，會再多一次了解

「先生們」的渠道。《先生們》裡的
「先生們」，是和讀者往常認識的
「先生們」有所不一樣的，在書裡，
他們談笑風生、意氣風發，彷彿一直
年輕、不曾老去。

《先生們》
草蛇灰線，寫出先生們的命運感

《先生們》
作者：李輝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文：韓浩月
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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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20年東京奧運女排分組已塵埃落定，里約奧運冠軍中國女排將再次出
征。香港中和出版剛推出的《我們一直在追的中國女排》一書，於陳可辛
執導電影《中國女排》即將上映之際，同步呈現中國女排打不死的拚搏精
神。本書作者劉亞茹是《中國體育報》高級攝影記者，用鏡頭陪伴中國女
排20餘年，積累了大量生動真實的一手素材。在本書中，她為女排人物
們寫下小傳，也用精彩的相片呈現她們的個人風采。本版節選書中關於中
國女排主帥郎平的片段，為讀者呈現真實、鮮活的「鐵榔頭」。

文、圖：劉亞茹
節選自《我們一直在追的中國女排》（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1月出版）

臨危不亂，一錘定音，那是蕩氣迴腸的一戰！攔擊困難、挫折和病痛，把拚搏
精神如釘子般砸進人生。一回回倒地，一次次躍起，一記記扣殺，點染幾代青
春，喚醒大國夢想。因排球而生，為榮譽而戰。一把鐵榔頭，一個大傳奇！

——2015 年《感動中國》人物郎平頒獎詞

郎平， 1960年12月10日出生於
天津，世界女排名將，現任中

國女排主教練。
郎平，曾經強勁扣殺的「鐵榔
頭」，如今郎家軍的「總教頭」。
1980年，入選第二屆中國體育勞倫斯
獎十佳名單。 1982年，獲得世界女
子排球錦標賽 MVP 。 1984年，獲
全國「三八紅旗手」。1996年，獲得
國際排聯頒發的世界最佳教練獎。
2002年10月，正式入選世界排球名人
堂，成為亞洲排球運動員中獲此殊榮
的第一人。2013年4月25日，郎平正
式出任中國女排主教練。2016年8月
21日，郎平帶領中國女排獲得里約奧
運會冠軍。 2016年12月15日， 2016
中國十佳勞倫斯冠軍獎揭曉，郎平獲
得了最佳教練員獎。 2017年10月，
郎平擔任中國排球學院院長。同年，
郎平還獲得大本鐘獎之赫拉特勒斯獎
終身成就獎及十傑華裔教練員獎等。
2019年9月28日，郎平帶領中國女排
獲得第十三屆女排世界杯冠軍。
如果有人問我，「要是提到女排，

你第一個想到的是誰」，「英勇郎
平」一定是一個可以讓我脫口而出的

名字。從運動員時期賽場上的英勇拚
殺，到成為主教練後的運籌帷幄，再
到賽場下對中國女排的點點滴滴，郎
平這大半輩子都奉獻給了中國女排。
正如 2015 年《感動中國》給她的頒
獎詞所說——「因排球而生，為榮譽
而戰。一把鐵榔頭，一個大傳奇！」

令人心疼的郎平
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接觸這把「鐵

榔頭」是在 1995 年，郎平應邀回國
執教。我怎麼都不會想到，當時見到
的那個剛毅的女人，日後用自己的信
念，把「女排精神」硬生生地扛了起
來。可我和我的鏡頭所見證的郎平，
卻是一個讓人心疼的郎平。
最開始我在隨隊拍攝的時候，每天
都能看見一個「 24 小時都在上班」
的郎平。她隨手拿着的筆記本上，密
密麻麻地記錄着女排姑娘們的各自特
點和訓練狀況。她總是眉頭緊鎖，在
小本子上記着什麼。我還開玩笑地
說，我們的「鐵榔頭」現在變成「林
黛玉」了。她自己還說：「我可能看
起來心事有些重。」其實，不用她說
我也知道她的壓力有多大。
1998 年，郎平因病結束了在中國女

排的第一次執教。之後，來到排球氛
圍濃厚的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納執
教。令人想不到的是，這座城市居然
有 100 多支排球隊，但尷尬的是，摩
德納女排成立 27 年居然沒有得過冠
軍。郎平成了尷尬的終結者。她接手
的這支隊伍實際上就是一支「雜牌
軍」，有來自意大利、中國、德國等

多個國家的球員。經過不到一年的訓
練，她帶領該隊在 2000 年獲意大利
女排聯賽冠軍，隨後，獲得了 2001
年歐洲女排冠軍聯賽冠軍， 2002 年
再奪意大利聯賽和杯賽雙料冠軍。帶
領一支球隊迅速崛起，這正是她的能
量和魅力所在。
郎平在意大利執教期間，我和楊瑪

麗應邀代表《中國體育報》去採訪，
在她家住了十多天。也是在那時，我
們成了好朋友。暖暖的陽光灑在桌
上，醇醇的咖啡香在屋內繚繞 , 郎平
會親自煮咖啡、做早餐，我們兩個每
天都是聞着香味起床的。有的時候我
們會跟郎平去訓練，有的時候我們一
起逛街。為了慶祝她主場的勝利，我
們還會和郎平一起做晚飯。她會給我
們做「中國版」意大利麵，洋葱、西
紅柿等簡單的食材在鍋裡烹炒後，香
味四溢。當我們打開窗戶，被香味吸
引的三四個年齡大一些的鄰居趴在陽
台上往我們這邊看。採訪、吃飯、逛
街、遊玩，可以說這是我最愜意的一
次採訪。

真實的「女排精神」
2013年4月，郎平再次決定在中國

女排處於低谷時出任國家隊主帥。而
這一次的郎教練，和她上一次擔任中
國女排教練給我的感覺仍是一樣的。
歲月並沒有在她身上留下多少烙印，
卻讓這個執掌女排教鞭的女人一次次
拚搏前行。
平心而論，當時她接手的女排已不

再是中國女排歷史上最強的陣容。誰

能想到這樣一支年輕的隊伍在郎平的
訓練下仍能重回世界之巔，又有誰能
想到女排姑娘們一次又一次上演奇
跡。
2015年名古屋大戰，中國女排以3

比1的成績力克東道主日本女排。10
勝1負累計30分問鼎冠軍並直通里約
奧運會。當我用相機記錄下女排這一
歷史性時刻時，鏡頭裡每個姑娘都在
閃耀，郎平也被這又一次「燃起」的
女排精神映襯得光彩奪目。
2016年里約奧運會，當中國女排屹

立在世界之巔時，我竟有一瞬間忘記
按下手中的快門。除了影像資料，那
一刻值得所有人用心銘記。郎平敢於
在一些比賽中輸球鍛煉隊伍，敢於起
用新人。八進四的時候，似乎成了郎
平的轉折，正是她大膽起用新人，讓
比賽成了經典。後來，郎平不止一次
對我說：「這次里約之行，就是一次
里約大冒險。我已經無能為力了，我
把能用的都用了。」這是遠遠超過技
術層面的勝利，這是一個奧運冠軍所
不能涵蓋的精神榮譽。
三年之後又是三年，日子在眼前溜
走。在我用鏡頭陪伴國家隊的日子
裡，最美好的時刻就是1995年在機場
時第一次遇到你的時候，我的心裡突
然升起了一股莫名的熱情，它讓我感
受到的，像是面對海洋或天空時心中
的波瀾壯闊。後來我懂得，那就是我
心中稱為驕傲的東西，我也由此明
白，「女排精神」是真切地存在，像
女排手中的這把「鐵榔頭」一樣真
實。

■2016年8月19日，里約奧運會
女子排球半決賽，中國女排3比1
力克荷蘭女排。主教練郎平慶祝勝
利。

■■郎平生活照郎平生活照。。

■■19981998年年，，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在指導比賽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在指導比賽。。

■■《《我的原野盛宴我的原野盛宴》》

■■張煒在現場分享張煒在現場分享
自己的創作經驗自己的創作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