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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方
式，全民閱讀也呈現更加多元的變化。
「我喜歡科幻小說，感謝浙江圖書館

的活動讓我便捷地接觸了這麼多高質量
的圖書。」4月19日，網友小李讀完
《三體》後在浙江圖書館微信公眾號
「21天閱讀」欄目裡上傳書評，簽到
打卡。近期，浙江圖書館推出了「閱讀
靜心，書香戰『疫』」系列活動，「21
天閱讀」欄目為讀者推薦了15本佳
作，讀者用手機掃描二維碼就可以免費
閱讀。
隨着智能終端的普及，數字化閱讀日

益流行。4月23日開幕的2020年中國
數字閱讀雲上大會專門設置了行業抗
「疫」成果展示。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

協會副秘書長王勤介紹，協會於1月30日發出《數字閱
讀行業戰「疫」倡議書》，各大網絡文學平台積極參
與，帶動數千部獲獎作品、傳統文學精品和現實題材的
網絡文學佳作上線，《大江大河》、《慶餘年》、《琅
琊榜》等熱門IP作品廣受歡迎。每年的4月23日，各
類新書推薦和閱讀推廣活動扎堆，今年，不少活動搬到
了線上。打開一些出版社、書店或者讀書會的微信公眾
號，就會看到密密麻麻的直播預告。
科技手段正在不斷開拓全民閱讀「入口」。24小時

書房也在恢復運營。江蘇省揚州市為每個城市書房都配
備了「一站式」閱讀體驗服務，方便讀者自助辦證、閱
覽、外借、數據庫檢索和二維碼書刊資源下載等，書房
實現無人值守，依靠人臉識別管理。「如今，24小時書
房靠的不僅是情懷和燈光，還有不斷提升的數字化、智
能化管理手段。」揚州市圖書館負責人說。
當前社交活動大幅減少，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從閱讀中

汲取力量。閱讀的影響不僅僅是抽象的「腹有詩書氣自
華」，也是具體的「開心明目利於行」。「閱讀某種程
度上也是一種情緒疫苗，幫助我們抵抗病毒。」作家麥
家說，最近他有了更多的讀書時間，在閱讀中思考人
生。「我們總是鼓勵小孩多讀書，卻放任自己不讀書，
這也是一種『病毒』。大家不如趁着疫情期間社交活動
減少的時機，守在家裡多讀幾本書，以『讀』攻毒。」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負責人則認為，疫情對閱讀的改

變將是深遠的。過去一段時間，經濟高速發展，生活節
奏加快，一些讀者閱讀更重視功能性。疫情過後，人們
除了關注健康，也會更多關注和體味生活，對非功能性
的閱讀需求會有所增加。 文：新華社

書書介介

那些年，那些人和書──
一個出版人的人文景觀

本書共22萬字、78張
圖，是作者38年編輯生
涯的重點記錄，從他如何
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完成校
對培訓後爭取進入編輯
部，對其上司的許多判
決，如何從不理解到許多
年後變成理解。當中有小
編碰到初出茅廬的作者，

大家如何相濡以沫支持對方的工作，並取得超
乎想像的成功。也談到如何爭取到一些重量級
作者的授權，如李敖、楊振寧、王鼎鈞等等，
當然最讓人嘖嘖稱奇的是他如何在眾多競爭對
手中突圍而出，取得《鄧小平時代》的出版
權，並贏得百萬冊銷售的佳績。此外，書中提
及兩個版權糾紛，錢鍾書《圍城》及王世襄
《明式家具珍賞》，都是一個時代的印記。同
時也不忘記述他接觸過的出版家，香港三聯書
店的藍真、蕭滋及台灣三民書店劉振強對出版
業的貢獻。同時難得的是，作者有記日記的習
慣，所以他留下了許多細節，包括在宣傳新書
的路上向吳敬璉的請教，向楊絳的三次道歉，
以至其他重要通信，都一一記錄，因此本書是
編輯必看之書，也是愛書人欲了解出版背後的
故書的必看之書。

作者：李昕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武矣定傳奇

夷陵作家易曉燕，骨子
裡對周朝盛世800年情有
獨鍾。她歷經10年時間系
統梳理西周資料，通讀了
《史記》、《周禮》、
《夏商周》等各個時期三
百多萬字的文獻資料，最
終創作出此書。作者以公

元前1047年至1036年歷史為大背景，純美愛
情一線穿珠，將西周初期朝局動盪、內憂外
患、家國天下的逐鹿，用150萬字傳奇故事呈
於讀者眼前。

作者：易曉燕
出版：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

書評

以《記憶傳承人》領軍，依序延伸
出《歷史刺繡人》、《森林送信
人》、《我兒佳比》等故事的理想國
四部曲，是露薏絲．勞瑞所創作的科
幻小說系列。《記憶傳承人》奠基於
崇尚制式規範的同化社區，主述場景
為未來的烏托邦。靈感可追溯至作者
童年時代居住日本的經驗。當時，雙
親刻意提供仿造美國生活的熟悉環
境，立意雖是保護，卻遏抑了異鄉文
化可能迸濺的璀璨火光。生活無虞就
能獲得幸福嗎—這個叩問，適切地融
入她的創作，不僅豐盈了青少年與成
年人的閱讀饗宴，亦敦促人們對於完
美世界的過度憧憬進行思索。
同化，並非童話，而是主角喬納思
的日常。秩序井然的社區，各種注意
事項已條列成法則。「長老會」為權
力最高的組織，不管是婚姻配偶、小
孩的申請（每戶擁有男嬰、女嬰各一
名的領取額度）、職業等決策，都交
由他們全權處理，以免居民做出錯誤
判斷。每年的十二月，他們照例替十
二歲以下的兒童舉辦進階典禮。十二
歲之後，年紀不再重要，大部分的居
民甚至忘記自己究竟幾歲。若想知

道，還必須到開放檔案大廳查詢呢。
十二歲晉升者的工作派令，由首席

長老頒佈。兒童依據原始的出生編號
逐一上台，最後都能聽到「謝謝你奉
獻了你的童年」這句制式結語。典禮
進行得很順暢，但某件怪事引起觀眾
竊竊私語—首席長老竟跳過了喬納
思，未指派工作。喬納思亦感到羞愧
與恐懼。因為造成大家的不安，首席
長老首先鄭重致歉，繼而宣佈喬納思
成為記憶傳承人的接班者，將由現任
的記憶傳承人（此後尊稱為傳授人）
負責訓練事宜。
在揭曉喬納思的職業之前，作者利

用文字娓娓勾勒出同化社區的輪廓，
讀者依據蛛絲馬跡可自行捉摸環境樣
貌，充分沐浴於幻想流域。製片商以
影像技巧來經營這部小說的氛圍時，
觀眾則受到特定的視覺引導。假設你
尚未閱讀書籍，先看了電影，或許會
狐疑：「怎麼是黑白畫面？」關於這
項疑問，不用多久，你就能找出答
案。畢竟，無論是觀看一部電影或閱
讀一本書，比起喬納思歷經十二年的
漫長等待，簡直等同於獲得了超速行
駛的優惠禮遇。只不過，即使迅速知

悉解答，你願意追隨喬納
思的腳步逆向奔走嗎？
喬納思遠離舒適家園，

悖逆了居民堅信的方向，
走上孤寂之路，豈非自討
苦吃？社區受到優良管
控，戰爭與饑荒皆消失，
人們得以樂業安居，當然
應該知足懷恩，但當喬納
思接收的記憶愈多，情緒
反而愈複雜。他喚醒熟睡的心靈瞳
孔，重新端詳「滅」與「存」的軌
跡。雪，妨礙農作物生長，容易影響
交通運輸，被廢除；山丘，減慢車輛
行進速度，增加了物品搬運的不便，
被同化。太過整齊的絲絲縷縷，車載
斗量。昨存今滅的物事，恒河沙數。
唯獨記憶傳承人能保留初始記憶，其
他人則持續被蒙在鼓裡。
訓練初期，喬納思接收的記憶大多

是愉悅經驗，可惜嶄新的知覺只允許
獨享，即便他違反規定偷偷告訴朋
友，亦無人理解。記憶千層百疊，快
樂僅為歲月況味之一，喬納思終究得
迎接疼痛。平常時候，止痛藥很容易
取得，而今他必須遵守戒律，跟訓練

有關的傷害不准服
藥。
默默承受痛苦

的喬納思聽見家人
笑聲如昔，意識到

「他們從不知道什麼是痛苦」，更覺
孤寂。喬納思的痛楚，連最親近的家
人和朋友都無法明白。逆向奔走，將
記憶全部歸還給居民，果真是最佳決
定嗎？
我們僅為局外人，回饋的答案若太

過輕淺，恐有隔書觀火之嫌。但既然
以讀者視角見證了喬納思逃亡的始
末，至少允許想像。假如，面臨了傳
授人所言：「擁有記憶並不痛苦，真
正的痛苦是孤寂，找不到人分享這些
記憶」的相似情境，你會用哪種姿態
去擁抱孤寂呢？請嘗試將它視為自己
重獲選擇權之後的第一道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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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奔走，選擇面對孤寂
《記憶傳承人》
作者：露薏絲．勞瑞
譯者：鄭榮珍
出版：台灣東方

文：余孟書

大眾眼中「腫脹」的「情色作
家」，突然對戰略管理頭頭是

道，自然先要為「轉型」正名。「我
聽過別人這麼評論，說馮唐只是一個
情色作家，就覺得特別委屈。」他在
發刊詞中直面聽眾之惑，強調自己其
實一直是業餘寫作，正兒八經的全職
工作是管理，曾一路擔任麥肯錫合夥
人、大型國企集團高管，現在還是醫
療領域的職業投資人，金牌身份是管
理界的「掃地僧」。
「管理是一生的日常，成事是一生

的修行。」《成事心法》主要目的是
讓大家日常「能成事，多成事，持續
多成事。」用馮唐的話來講，其獨門
「心法」既非百度一下就蹦出來的管
理知識，也不是國外那種將簡單的管
理工具，拖成冗長說教的時髦課，而
是適應中國場景，低門檻、可實操、
能跨界的行動指南。
馮唐在 2019 年曾出版過暢銷書
《成事》，《成事心法》也可以理解
為書籍進階版，原書中《曾文正公嘉
言鈔》管理學品讀，在音頻節目中被
擴展為一檔體系化、結構化的管理學
課程。「掃地僧」從「知己、知人、
知世、知智慧」四大板塊切入，融匯
東西、識古通今，將成事心法娓娓道
來。

十字箴言抗逆境
《成事心法》首集自新冠疫情切

入，落於「逆境管理」。歷經順境
時，馮唐曾總結過九字真言「不着
急，不害怕，不要臉」，如今新冠病
毒令人類身陷百年難遇的逆境，他再
度奉上逆境版十字箴言「看腳下，不
斷行，莫存順逆。」
「看腳下」容易理解，最重要的就

是疫情來了、逆境來了、大困難來
了，不要驚慌失措，自己先別把自己
嚇着，首先要做的是改善現金狀況。
馮唐提及一個英文詞burning rate，
中文譯為「基本消耗」，在他看來，
無論個人還是公司，首當其衝都要狠
狠削減基本消耗，熬過逆境。
於持家來講，即需盡量減少衣食住

行的基本開支。「衣，你真的需要那

麼多衣服嗎？食，你真的需要吃那麼
多嗎？你確定你想那麼胖嘛？住，我
問過一個建築師，一個人最少到底需
要多少居住面積才感覺合適？他的答
案非常清晰：12平米，包括看書和享
受，12平米就足夠！行，出行可以靠
腿。」
對公司而言，現金流更是生死命

脈。「如果你的現金能夠支撐六個
月，甚至十二個月，你死得晚的可能
性要大很多，而死得晚，換一個角度
就有可能活下來。」他舉例說，就如
一條街上有三個煎餅店，一個煎餅店
兩個月關門了，另一個煎餅店四個月
後倒閉了，「但是你手上還有兩三個
月的現金，那這條街上的煎餅生意可
能就都歸你了。」
「看腳下」穩住自己後，還要堅持

「不斷行」，即不要停止努力，逆境
時期該幹嘛就幹嘛，能幹嘛讓幹嘛就
幹嘛。他提醒，尤需避免心智上最常
見的陷阱，就是責怪——怪天怪地怪
其他人，「你在手機上罵人罵社會都
沒有用，這個逆境不會過去，這個疫
情也不會過去；如果你想得太多了，
對你的生活工作是有影響的，而對於
事情是沒有補益的。」

「宅」成更好的人
「我們特別忙的時候常在想，如果

有一段自己獨處的時間該有多好！但
是真實情況是，真開始宅了，一周、
兩周、一個月、兩個月……你才發
現，『宅』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容
易。」他在節目中也反省，疫情之初
也曾如獲至寶地捧着手機，翻看各種
微信群，偶爾希望、時常感動、總是
義憤……使用手機的時間從平均每天
三個小時，飆升至九個小時。
「以前我總是信誓旦旦地說：『時

間是一個人唯一真正擁有的財富。我
的餘生只給三類人花時間——真好玩
的人，真好看的人，真的又好看又好
玩的人。』但這次宅下來，我越宅越
不自在，忽然自省自己真的是個好玩
的人嗎？如果自己都不是一個真好玩
的人，憑什麼要求別人是個真好玩的
人？如果自己都不是一個真好玩的

人，即使遇上真好玩的人，又有什麼
資格佔人家的時間？那些宅不住的
人，宅不爽的人，也是不能和自己相
處的人。不能和自己相處的人，早晚
也是別人的麻煩。」
他建議自省之後就要重新振作，珍

惜逆境時能閒下來的時光，比如說堅
持微型改進直至戰勝拖延症、七步洗
手法、戴口罩、喝大量的水、按時睡
覺、睡前不看手機、一星期認認真真
運動至少兩到三次，行為心理學研究
表明，每天做的事兒堅持三個月，就
會形成習慣，這樣一來宅了三個月待
疫情過去後，身上還多出四、五個好
習慣，變成了一個更好的人。

莫存順逆 平常心面對
「曾國藩說：『大局日壞，吾輩不

可不極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
日，撐一日』。「大局日壞」就是說
整個局面越來越差，像現在疫情爆
發，先在武漢，然後全國，然後歐洲
和美國，每天看到的都是壞消息……
曾國藩也面臨當時晚清每天的崩潰。
『吾輩不可不竭力支持』，就是我們
不能不把自己的心氣兒提起來，能努
力做多少就做多少，做一分算一分，
在一日撐一日。就是曾國藩這樣的一
方大員、國家重臣，他都覺得『我沒
法看未來太多的事情，我沒法做太長
遠的計劃』，但是不做嗎？不是的，
還是要不斷行，做一分算一分，在一
日撐一日。」
十字箴言中的最後四字「莫存順

逆」，關乎心性。馮唐認為，不要兩
分看所謂境遇，境遇沒有順逆，它都
是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生
命總有起起伏伏，就像一年總有春夏
秋冬，所以要用平常心去看。
「大約二十年前，我曾在沖浪勝

地、加州Half Moon Bay 出差，有
七、八個人穿着黑色鯊魚式游泳服，
站在沖浪板上，一會兒被浪頭推得很
高，一會兒被浪頭捲倒打翻在
地……」馮唐說，「在這種輪迴裡，
在這種無常裡，能夠平衡，能夠立
住，浪就會讓你往前走，日子就會往
前，你會迎來好時光。」

馮唐首檔音頻節目上線

十字箴言 直面「後疫情時代」
偽裝成「情色作家」的管理專家，受過麥肯錫十年

訓練的曾國藩死忠粉，協和醫學博士出身的投資界男

神，翻譯泰戈爾詩歌的古器物愛好者……「多棲」發

展高手馮唐跨界「打怪」能力再升級，其首檔音頻節

目《馮唐成事心法》日前在蜻蜓FM上線。蛻去「油

膩老祖」的外衣，馮唐重拾管理老本行，將他「吃過

的苦、踩過的雷、翻過的山、交過的人」，總結為

70集「成事心法」，並以十字箴言「看腳下，不斷

行，莫存順逆」，為「後疫情時代」逆境管理指點迷

津，「不要浪費任何一個危機，不要蹉跎任何一個逆

境，管理好逆境，在逆境中，脫胎換骨；當逆境過

後，脫穎而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近年來，在線音頻
平台在內地迅速崛
起，成為文化圈的靚
麗風景線。自 2016
年進軍內容付費領
域，蜻蜓FM已先後
推出高曉松、蔣勳、
張召忠、許知遠等多
名大咖精品內容。新
冠疫情雖令內地線下
文化活動多少受到影
響，但在「後疫情時
代」危機意識下，內
地網民急於「充
電」，反令文化大咖
們的各類線上課程更

為火爆。艾媒諮詢的一項調查即顯
示，有63.1%的用戶在防疫期間購
買過知識付費產品，其中主要以個
人成長、職場技能類內容為主。事
實上，《馮唐成事心法》即是知識
付費行業在2020年的首個重磅頭
部音頻IP。
也有不少線上文化節目立足於娛

樂休閒。4月，蜻蜓FM與高德地
圖還共同上線了一檔節目《城市文
化地圖》，帶領聽眾「雲旅遊」。
有意思的是，「博學導遊天團」由
各大城市的「土著」文化名人擔
當，北京的王剛、上海的錢文忠、
杭州的華少、南京的葉兆言、長沙
的譚伯牛、蘇州的朱文穎用各自特
有的風格、新鮮的角度，講解所在
城市的著名景點和熱門地標，重釋
城市內涵，令文旅融合在疫情期間
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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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城市文
化地圖化地圖》》由由
各大城市的各大城市的
「「土著土著」」文文
化名人組成化名人組成
「「博學導遊博學導遊
天團天團」，」，帶帶
領聽眾領聽眾「「雲雲
旅遊旅遊」。」。

■■新冠疫情持新冠疫情持
續續，，數碼技術持數碼技術持
續改變閱讀方續改變閱讀方
式式。。 新華社新華社

■■「「多棲多棲」」發發
展高手馮唐跨展高手馮唐跨
界界「「打怪打怪」」能能
力再升級力再升級，，其其
首檔音頻節目首檔音頻節目
《《馮唐成事心馮唐成事心
法法》》日前在蜻日前在蜻
蜓蜓FMFM上線上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