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盡頭的盡頭

踏上世界的盡頭（南極
冰原），反而令法蘭岑更
珍惜鏡頭之外的畫面，更
想擁抱人；思考地球的盡
頭（氣候變遷、物種消
失），反讓法蘭岑更關注
「具體事物」，體認到應
該要從「可以贏得小小成
績」的事情做起。25 年

來，強納森·法蘭岑的小說即使已享譽世界，
他仍持續不懈地扮演着「冒險散文家」的身
份。在科技成為催化種族仇恨的工具、地球被
一連串非自然災害圍攻的此刻，他帶着新的文
集回來了，提醒我們這世界有更人道的生活方
式。法蘭岑對文學和鳥的愛無比巨大，本書正
是對這兩個主題的激昂論述。無論談哪一個題
目，法蘭岑的散文總是對收到的看法保持懷
疑，機鋒凌厲，對自己的失敗也坦言不諱。他
對鳥類的報道和思考，既是對牠們的美麗與適
應力的感動歡呼，也是一次請大家採取行動的
呼籲—拯救我們所愛的一切。

作者：強納森．法蘭岑
譯者：張茂芸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書書介介

小人物：我的爸爸是賈伯斯

「對他來說，我是他邁
向成功的一個污點，與他
想擁有的成就與美德格格
不入。我的存在中斷了他
的人生連勝局。對我來說
正好相反。與他愈親近，
我愈不會感到羞愧。他屬
於世界的一部分，他會加

速我走向光明。」科技傳奇賈伯斯（喬布斯）
被消失的大女兒麗莎‧布倫南－賈伯斯親筆寫
下此本成長回憶錄，以女兒的視角，記錄她眼
中的父親賈伯斯。這不是另一本崇拜賈伯斯商
業天才的傳記，也不是揭露賈伯斯私人生活的
八卦爆料，而是從孩子的視角仰望大人的世
界，未經修飾卻細微深刻的成長軌跡。

作者：麗莎．布倫南-賈伯斯
譯者：韓絜光
出版：天下雜誌

怪

眾生中混有披着人皮的
惡鬼，就像是站在你面前
的我……日本國民作家宮
部美幸以最溫柔冷靜的目
光，寫盡潛伏人心的
「魔」，與隱身魔性中的
「人」。書中收錄〈打盹
殉情〉、〈影牢〉、〈棉
被房〉、〈天降梅花

雨〉、〈安達家的妖怪〉、〈女人頭〉、〈陣
雨惡鬼〉、〈灰神樂〉、〈蜆塚〉等九則恐怖
短篇。看不到「鬼怪」，是否證明了一個人的
善良？然而，說不定活得像個「人」，才能看
見鬼怪……

作者：宮部美幸
譯者：高詹燦
出版：獨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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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來勢洶洶的疫情讓日子變得既緊張又拘
謹，足不出戶的生活安靜得讓人有些透不
過氣，而這個星期，天文台多次發出寒潮
警告，以致於最冷的那天早上，窗子上滿
是冷熱交匯霧濛濛的水珠。可是，當陽光
透射、霧氣散去，鄰家陽台上的三角梅透
過窗子一下子躍入我的眼簾，平日裡不聲
不響的它們，竟然在這倒春寒裡綻開了！
密密匝匝，紅燦燦地爬滿了外牆，如此堅
韌，又如此淡然！我凝視着它們，一首四
十年前的詩在耳邊倏然迴響——
「是喧鬧的飛瀑，披掛寂寞的石壁/最有

限的營養，卻獻出了最豐富的自己/是華貴
的亭傘，為野荒遮蔽風雨/越是生冷的地
方，越顯得放浪美麗/不拘牆頭路旁，無論
草坡石隙/只要陽光常年有，春夏秋冬都是
你的花期……」
舒婷的這首《日光岩下的三角梅》，陪
伴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長。而這首詩發表的
一九七九年，二十七歲的舒婷已經創作並
發表了《致橡樹》《祖國啊，我親愛的祖
國》等膾炙人口的詩篇。這些詩，都被收
錄在一九九四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舒婷的
詩》裡。《舒婷的詩》共收錄了一百四十
首舒婷早期創作的詩歌，不論是主題的選
擇、意象的豐富，還是高超的修辭技巧，
都表達了對祖國真摯的愛、對時代真誠的
感激、對真善美的孜孜追求。年輕人奮發
圖強的意志、自強不息的勇氣、堅韌不拔

的毅力，在字裡行間流淌。這些詩，既
見證了舒婷的青春和成長，更溫暖和激
勵了幾代中國人的青春，成為改革開放
初期神州大地億萬青年大軍報效祖國而
不懈進取的時代縮影。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舒婷和顧城、海

子等人，被視為「朦朧詩派」的代表人
物。但事實上，舒婷的詩，呈現出明麗雋
美的意象，亦富有縝密流暢的邏輯思維，
從這方面來講，並不「朦朧」，相反，它
呈現出的是一種更為厚重的藝術力量。比
如，在《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中她這
樣寫道：「我是你的十億分之一/ 是你九
百六十萬平方的總和/你以傷痕纍纍的乳
房/餵養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騰的我/
那就從我的血肉之軀上/去取得/你的富饒
你的榮光你的自由/祖國啊，我親愛的祖
國！」當時，一場浩劫剛剛過去，苦難尚
記憶猶新，廢墟上又升騰着希望，痛苦與
歡樂，失望與信仰交織於人的內心。人們
看到了祖國的貧窮落後，熱切盼望着祖國
早日強大，並決心為祖國的強盛奉獻自己
的一切。舒婷敏銳地捕捉並藝術地表現了
祖國人民的這種感受，別具匠心地對祖國
各個歷史時期的屬於意念性的感受轉化成
意象的「我」，而後又把「我」轉化成鮮
明的形象，超越特定的時空，在廣闊的宇
宙之中，複雜的心態迸發出既悲愴又激昂
的祖國戀歌。這種直接把意念轉化為形象

的手法，即便在四十
年後的今天重讀，仍
然讓人耳目一新。
讀舒婷的詩，常常
會慨歎於詩句裡象徵

手法的運用帶來的多重意象，不論是《致
橡樹》中「分擔寒潮、風雷、霹靂，共享
霧靄、流嵐、虹霓」的木棉花，還是《神
女峰》中「衣裙漫飛，如翻湧不息的
雲」，都能夠讀出女詩人內心裡的一份堅
定與果敢，既可以理解為她追求女性自尊
自愛的一份「自立宣言」，也可以理解為
她將自己融入時代、融入改革開放洪流的
一份青年擔當。我認為，這也是所謂「朦
朧詩」的魅力所在。我曾好奇於舒婷如何
成為影響一個時代的女詩人。她的青少年
時光，並不幸福：到偏僻的閩西山村「插
隊」，好不容易返鄉卻因失去升學的機
會，只能做一名日夜守護在流水線的女
工。但她不甘於命運的安排，她在工餘如
飢似渴地偷偷閱讀，聶魯達、惠特曼，這
些中外古今優秀的詩人，喚醒了她潛藏於
心靈深處的詩情，讓她在寂寞無望中把寫
詩作為人生的無限生機，終於在新時代的
黎明降臨時開始了新的生活。
在這個春天，讓我們讀一讀《舒婷的

詩》，在書卷的香氣中間，看那平凡又堅
韌的三角梅在悄然綻放，心裡一定會增添
一份溫暖、一份力量。

《舒婷的詩》
作者：舒婷
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春天裡的三角梅
—重讀《舒婷的詩》

文：趙陽

汪朗是汪曾祺的長子，1951年出生
的他是散文作家、美食家。在直

播分享時，汪朗開門見山地說道：「我
自己選的題目是談老頭汪曾祺的隨和和
固執，談談我對他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
感受。」但在切入正題前，汪朗「爆
料」了汪曾祺的三條「劣跡」。「這些
劣跡都不是我憑空編出來的，都有《汪
曾祺全集》裡邊文章作為實實在在的證
據。」
汪朗說，這個「劣跡」可以加引號，
也可以不加引號，因為確確實實是父親
幹的一些按照現行標準來說不太正面的
事情，但是也是挺好玩的事情。「第一
條是他上大學的時候當槍手，被聞一多
先生發現了；第二條是他上大學的時候
賣弄文采，被沈從文先生批了；第三條
是他當了『右派』以後死不悔改，檢查
裡頭還死氣白咧地要搞文學創作。」

老頭兒不介意「沒大沒小」
汪曾祺從1940年開始發表作品，其

創作生涯歷經半個世紀，跨越兩個時
代。他前承五四新文化傳統、師從沈從
文，後啟尋根文學回歸民族傳統的思
潮。他的創作，小說、散文、戲劇、文
論、新舊體詩等諸體兼備，皆取得很高
藝術成就，堪稱文體家；又兼及書畫，
多有題跋，以博雅名世。他的作品，深
受中外讀者喜愛，也是文學研究者普遍
關注的對象。
汪朗說，父親「老頭兒」的稱謂是
「自找的」，全家人都這麼叫，就連孫
女外孫女也是如此。「 由於他脾氣比

較好，所以在家往往被人呼
來喝去，家庭地位也不高，
他總是排在我們家幾口人的
最後，剛結婚的時候肯定他
是二把手，有了孩子他就
是三把手、四把手、五把
手，有了孫女、外孫女他
就是六把手、七把手，我
們家沒養貓和狗，要不然
他還得往後排。」他笑。
其實，汪曾祺還曾專門
寫過一篇文章來論述他對
「沒大沒小」的看法，這
就是好多人都熟悉的《多

年父子成兄弟》。文章中有一段是這麼
說的：「我的孩子有時管我叫爸，有時
管我叫老頭子，連我的孫女都跟着叫，
我的親家母說這孩子沒大沒小。我覺得
一個現代的、充滿人情的家庭，首先必
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
筆管條直，最沒意思，兒女是屬於他們
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
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
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
而且可惡！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該
盡量保持一點童心。」
孫女和外孫女不但管汪曾祺叫老頭

兒，還經常給他上課，對他的文章說三
道四。一次全家人在一起聊老頭兒的作
品，大家都說的是好話，只有他孫女汪
慧氣哄哄地說：「爺爺寫的東西一點也
不好，沒詞兒。」當時她上小學四五年
級，老師讓他們從文學作品裡找點名言
警句用在自己的作文裡，於是她找了爺
爺的書翻了一遍，結果一個名言警句也
沒找着，於是很生氣。她的表妹比她低
一年級，也站在一邊敲邊鼓。她還說：
「另外，中心思想一點也不突出，扯着
扯着就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按照我們
老師的評分標準，最多算個二類文。」
汪老聽完一點不生氣，還哈哈笑，嘴裡
一再重複着：「沒詞沒詞，說得好說得
好。」

對作品固執 想透了再動筆
汪曾祺對一般的事情隨性，但對自己

的作品卻十分固執，「往往是想透了再
動筆，輕易不進行修改。」
他的「固執」很大程度體現在他的

「摳字眼兒」上。汪朗說，這很大程度
來自於汪曾祺的老師沈從文的一句教
誨，那就是「貼到人物寫」。對於這一
點，汪曾祺有許多的闡述，其中有一點
是說：「寫其他部分都要附從於人物，
比如說，寫風景也不能與人物無關，風
景就是人物活動的環境，同時也是人物

對周圍環境的感覺，風景是人物眼中的
風景，大部分時候要用人物的眼睛去看
風景，用人物的耳朵去聽聲音，用人物
的感覺去感覺周圍的世界。你寫秋天，
寫一個農民，只能是農民感覺的秋天，
不能用寫大學生感覺的秋天來寫農民眼
裡的秋天。」這就是他對「貼到人物
寫」的一些感受，他的許多作品的行文
用字都體現了沈先生對他的教誨，這是
他的一個固執。
又比如說另一篇《黃油烙餅》，有一
段寫的是蕭勝和他的爸爸到壩上的見
聞，其中寫到蕭勝看到一片馬蘭花。文
章裡說「呵！這一大片馬蘭。馬蘭他們
家鄉也有，可沒有這裡的高大，長齊大
人的腰那麼高，開着巴掌大的藍蝴蝶一
樣的花兒，一眼望不到邊。這一大片馬
蘭，他這一輩子也忘不了，他像在一個
夢裡。」汪曾祺後來在一篇文章中說，
如果蕭勝是一個城市裡的孩子，他看到
這片馬蘭的感覺就應該是進入一個童話
世界，但是這個八歲的農村孩子不會有
這樣的詞彙，因此他只能寫成他像在一
個夢裡。
汪曾祺寫過一首詩，前面四句是：
「我有一好處，平生不整人。寫作頗勤
快，人間送小溫。」在汪朗看來，「人
間送小溫」是父親的作品特別是60歲以
後作品的一個底色，別人很難改變他，
這就是汪曾祺的固執之處。
汪曾祺還寫過一篇散文叫《隨遇而

安》，回憶當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勞
動的過程，「其中看得出來，他實際勞
動改造還是挺苦的，起豬圈、刨凍糞，
扛着170斤的麻袋上高跳，往糧囤裡頭
倒。這活兒我都知道，因為我也插過
隊，那都是苦活累活，那會兒他都是小
四十的人了，能咬緊牙扛過來挺不容易
的。可是他在文章裡從來不願意過多地
渲染這些事情，而是想把生活中存在的
美好的東西加以剪裁或者放大呈現給讀
者。」汪朗如是說。

汪朗憶父汪曾祺﹕
老頭兒的隨和與固執

人民文學出版社用八

年時間傾力打造的《汪

曾祺全集》於去年出

版。該全集收入迄今為

止發現的汪曾祺全部文

學作品以及書信、題跋

等日常文書，共分 12

卷：小說 3 卷、散文 3

卷、戲劇 2 卷、談藝 2

卷、詩歌及雜著1卷、

書信1卷，並附年表，

共 400 多 萬 字 。 據 了

解，《汪曾祺全集》的

平裝本也即將推出。

今年適逢汪曾祺一百

誕辰周年，日前，汪曾

祺的兒子汪朗應人民文

學出版社的邀請，在網

上直播分享「我的父親

汪曾祺——老頭兒的隨

和與固執」。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汪曾祺作品汪曾祺作品

■汪曾祺《羊舍一夕》手稿

陪伴台北人長達30年的誠品敦南店將
在5月31日謝幕，在熄燈前，以特展、
古書、舊書拍賣等活動向讀者告別。近
日誠品敦南舉行最後的舊書拍賣會回歸
初心，聚焦在人文藝術類書籍。
誠品在1990年時舉辦第一次舊書拍賣

就在敦南店，因此，誠品敦南店從即日
起至4月15日舉行的最後一場舊書拍賣
會「敦南晒書節」，備受愛書人關注，
更凸顯誠品敦南店1989年以人文藝術書
店發跡的特色。
根據誠品提供的資料，這次晒書節有
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畫家張曉剛的英文
原版藝術畫冊《Bloodlines：The Zhang
Xiaogang Story》，還有英國搖滾樂團
披頭四（The Beatles）深度全紀錄
《The Beatles： The BBC Archives
1962-1970》，彙整披頭四獲邀至英國
BBC節目訪談及照片等歷史資料；以及
美國傳奇攝影師安妮萊柏維茲（Annie
Leibovitz）的作品集《Annie Leibovitz:
The Early Years,1970-1983》，完整重
現早期攝影風格，更收錄搖滾巨星約翰
藍儂（John Lennon）與小野洋子深情
相擁的時刻。
誠品書店通路事業群資深協理張曉玲

說，晒書節活動命名，就是緣起於從前
家中的線裝書籍，為了去潮、防蠹，每

隔一段時間就必須拿出來曬。她解釋，
誠品的第一次舊書拍賣就在誠品敦南
店，1990年第一屆當時名為「舊書買賣
會」，展場可見到坊間書店不易看到
的、國外進口、高單價的書籍，這類書
籍大多是外文書，像是藝術、建築、攝
影等進口圖像書，這與早年誠品書店聚
焦在人文、藝術類書籍有關。張曉玲指
出，而後發展成每過一段時間，他們就
會將年份較久的書籍，以優質的價格回
饋給讀者，也能夠帶動讀者接觸與閱讀
這些外文、藝術書籍。張曉玲也說，隨
着誠品書店在台灣各個城市展店，擴大
書店接軌文化活動與市民生活，誠品的
晒書也更為多元。透過晒書活動協助國
內出版品流通，讓各類書籍都有機會被
讀者買回家閱讀，每年定期舉辦多場活
動，成為許多書迷口耳相傳、挖寶的地
方。 文：中央社

誠品敦南店即將謝幕
舊書拍賣會 回歸人文藝術初心

■■誠品敦南最後一誠品敦南最後一
場舊書拍賣會場舊書拍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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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汪曾祺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汪曾祺全集》》精裝本精裝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