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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介介

葉靈鳳日記

葉靈鳳，原名葉蘊璞，
江蘇南京人。生於1905
年，1925 年加入創造
社，1930年加入左翼作
家聯盟。1937年抗日戰
爭爆發，在上海參加《救
亡日報》工作，1938年

廣州失守時適在香港，未能北返，遂在香港定
居，直到1975年病逝。葉靈鳳的著作主要有小
說、散文和隨筆，也從事文學作品的翻譯。又
是著名藏書家，對香港史地中外文收藏尤其豐
贍，對香港歷史風物深有研究。其讀書小品雅
淡雋永，知識與趣味共融，自上世紀八十年代
輯為《讀書隨筆》三冊以來，一直深受國內外
讀者喜愛。葉靈鳳的生平，難以擺脫與魯迅之
恩怨，及香港淪陷期間曾為日偽機構工作的問
題。《葉靈鳳日記》簡略而真摯的剖白，為其
最後三十年行事提供耐人尋味之線索。

作者：葉靈鳳
策劃、箋者：盧瑋鑾
註者：張詠梅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五神傳說 首部曲

雨果獎最佳奇幻長篇系
列。在經歷那場圍城戰的背
叛與出賣後，「我」不再是
從前的卡札里了。那些慘無
人道的奴隸歲月，波濤洶湧
的絕望黑暗，使「我」的肉
體和意志都被摧磨殆盡。

「我」只能抱着不安又破碎的一點希冀，尋求
從前效忠的領主家庭庇護——卻又意外落入喬
利昂宮廷的詭譎局勢中。曾經熟悉的故國如此
陌生，當朝大君軟弱無能、皇儲年幼無知，王
室成員噩運不斷，過去的古老詛咒籠罩，權臣
更趁隙一步步蠶食、謀奪大位。然而，眾神卻
冷眼旁觀，對所有的悲鳴毫無憐憫。而「我」
的忠誠與死亡，竟是這一切悲劇的唯一解方？
這次，五神是否會應允「我」的祈願？

作者：洛伊絲．莫瑪絲特．布約德
譯者：章澤儀
出版：奇幻基地

御伽草紙

「御伽」指寓言、童話，
「草紙」則指大眾讀物、話
本，因此「御伽草紙」即指故
事書。此書是太宰於二戰期
間，為躲避東京空襲帶着家人
逃難至妻子娘家時寫成。在
《御伽草紙》中，太宰以幽默

又嘲諷的筆法，翻案書寫日本知名童話故事，
如〈摘瘤爺爺〉、〈浦島太郎〉、〈喀擦喀擦
山〉、〈剪舌麻雀〉，引領我們進入一個令人
目眩神馳、細緻豐富的世界。太宰以獨特的幽
默碎語風格，「吐槽」人性和命運，寫活了人
生的無奈、缺憾，與人際交涉的虛妄與膚淺。

作者：太宰治
譯者：劉子倩
出版：大牌出版

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

塔拉·韋斯特弗17歲前從來
沒有上過學。她的童年由垃圾
場的廢銅爛鐵鑄成，那裡沒有
讀書聲，只有起重機的轟鳴。
不上學，不就醫，是父親堅持
的忠誠與真理。後來，韋斯特
弗通過自學考取楊百翰大學，

之後獲得蓋茨劍橋獎學金，2009年獲劍橋大
學哲學碩士學位。2010年，她獲哈佛大學獎
學金，成為訪問學者。2014年取得劍橋大學
歷史學博士學位。這本處女作《你當像鳥飛往
你的山》正是根據她成長和求學經歷寫成的回
憶錄。2019年，韋斯特弗被《時代周刊》評
為「年度影響力人物」。「我曾怯懦、崩潰、
自我懷疑，內心裡有什麼東西腐爛了，惡臭熏
天。直到我逃離大山，打開另一個世界。那是
教育給我的新世界，那是我生命的無限可
能。」

作者：塔拉·韋斯特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活過，愛過，寫過

生於1950年代，李銀河一
生的命運轉折和苦悶彷徨，帶
有鮮明的時代烙印，是那一代
人從理想狂熱到獨立思考，再
到致力於社會進步的縮影。與
眾不同的是，她一生都堅定地
追求真我與自由：不顧一切與

王小波熱烈相愛，全心投入中國婚姻、性與家
庭研究，通過學術實踐打破偏見、為少數群體
發聲……李銀河在書中回溯近七十年的歲月流
光，落筆坦蕩，純真率性。人們眼中特立獨行
的她，在除去種種標籤之後，只是一個敏感、
純粹、為了愛和美而真實地活着的人。

作者：李銀河
出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書評

當初留意《平行世界的愛情故
事》，主要原因並非在於東野圭吾，
而是開首出現的鐵路場面。那屬十分
私人化的記憶，就是序章中提及的山
手線與京浜東北線的離離合合幻象－
有時候完全不同路線的列車，會駛在
相同的方向，而且會停靠在相同的車
站。由田端至品川一段，兩條路線重
疊在一起，所以彼此的列車有時遠，
有時近地並列行走，東野就利用此特
質，為男女主角的接觸奠下浪漫的基
礎。
我在東京唸書時，正好居於田端，
而兼職的地點在御徒町，所以山手線
及京浜東北線正是每天往來的必乘交
通路線。事實上，對大部分人來說，
山手線及京浜東北線，兩者的聯想甚
少從浪漫的想像開始，反而一般而言
是從實用性的速度角度來憶記──兩
者並行的路段，因為京浜東北線在繁
忙時段有快速列車通行，簡言之可以
大大省下由田端至品川的時間（七分
鐘），對於上班族而言乃十分重要的
考慮因素。換句話說，東野圭吾作為

炙手可熱的暢銷小說家，機敏之處就
是正好把群眾功能化至極的日常接觸
工具，來一次幻想性的浪漫解放，好
讓大家用心理上接受及進入思想冒險
的準備，那正是他成功的技法之一。
是的，作為暢銷及多產的小說家，

引人入局的招數當然不下十數式，
但招式噱頭可以圓渾無瑕至終，就
真的有起有落了。有時候，問題屬
先天性的，好像《平行世界的愛情
故事》的主題是虛擬實境以及記憶
存記的糾結，那不得不面對一定程
度的時代局限性。簡言之，以科技
為素材的推理小說，先天上不得不
面對的疑問，乃時代隔閡下的耐讀
性考慮。與東野的兩大系列不同，
加賀恭一郎系列針對人性的陰暗及
光明兩端轉化而發，無論處理什麼
素材都沒有過時的尷尬；而伽利略
系列的科學設定，較多處理普遍性
的科學定則，而非時代話題的轉
化，因此以上的困擾不會太大。
但《平行世界的愛情故事》不同，

書成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當年的虛擬

實境水平，與今天當然
有天壤之別。而小說中
想處理的，正是透過科
技的介入，反思當中人
物如何利用此技術去左
右自己的情感世界，簡
言之就是當中的三角關
係──崇史、智彥及麻
由子。其實主線上的方
程式，仍是非常東野的──故意利用
情節來誤導讀者，從而去披露人性的
陰暗面：當我們看着智彥與崇史因麻
由子而友情無存，自然有此聯想。到
最後智彥的自我入睡，才撥亂反正，
嘗試帶出人性光明的一面來。那正是
東野的方程式所在，透過他人的犧
牲，令主角認罪悔改，改邪歸正。只
不過可以說，今天看來，利用虛擬實
境的科技去述說以上的程式，就有點
徒勞吃力了。
是的，此所以2019年日本上映《平

行世界的愛情故事》電影版，由衷而
言頗感意外，印象中在芸芸東野舊作
中，絕非可造之「材」（素材）。岔

開一筆，我一直認為
1991 年 的《天使之
耳》，是東野極被低估
的短篇舊作，小說環繞
不同交通意外而發，絕

沒有時空隔閡，一旦加以重構整理，
把六個短篇故事串連，已屬極好的電
影底本，可惜仍然沒有人具慧眼改
編。電影唯一的亮點，是供玉森裕太
及吉岡里帆作熱身，前者星途一直上
揚，最近在《東京大飯店》中，竟然
可以在木村拓哉的陰影上，把飾演的
平古祥平生下另一同步系列支線，令
人刮目相看。至於吉岡，早在《寬鬆
世代又如何》及《四重奏》奠定邪氣
狡黠的新生代女優形象，風格獨特，
絕對可以獨樹一幟。而大抵《平行世
界的愛情故事》電影版的價值，就在
於為未來發光發熱的兩人，譜寫多一
行履歷上的資料吧！

平行世界的幻象
《平行世界的愛情故事》
作者：東野圭吾
譯者：王蘊潔
出版社：皇冠

文：湯禎兆

今年的世界讀書日，馬慧娟的新書《走出
黑眼灣》迎來了首批讀者。書中，她參

照身邊故事，用文學手法刻畫了十多個小人
物從故土難離到喬遷驚喜，再到脫貧致富的
曲折人生。
「我一直想寫一本講述中國農民生態搬遷
故事的書，醞釀了十年，終於完成了。」馬
慧娟說，書中折射的是中國農民憨厚樸實、
百折不撓、與命運抗爭的精氣神。
黑眼灣村是馬慧娟的老家，距玉池村500
多公里，地處素有「苦甲天下」之稱的西海
固地區。對於飢餓與貧窮，書中這樣描述：
「黑眼灣的女人們為了讓自己的娃吃頓飽
飯，也是窮盡所有的思路。切洋芋籽的時候
偷着揣兩個洋芋，篩麥種子時抓兩把麥子回
家，路上挖一把野菜，山上薅幾根白蒿。各
種心思用盡，也只勉強拉扯孩子活命。」
馬慧娟從記事起就經常聽村裡女人拉家
常，積累了大量這樣鮮活的素材。在農村，
儘管借書曾一度比借錢還難，她卻愛書依
舊。「文字於我，於我的生活，是照亮內心
的一束光亮。我從小的夢想，並不是當個作
家，而是可以走出大山。好在書本給了我最
大的想像空間，讓我知道遠方的具體樣
子。」她說。

建書社讓知識改變生活
得益於中國政府的易地搬遷扶貧工程，馬
慧娟一家2001年搬遷至紅寺堡區，在羅山腳
下、黃河岸邊的這片荒漠上扎下根來。如今
這裡已累計移民20多萬人，發展成中國最大
的易地生態移民集中安置區。
移民後，種地、養牛、餵羊、
顧家、打工……成為馬慧娟在
內的移民村婦女的生活常態。
「農村女人苦得很，但她們
不抱怨，每天都在努力地生
活，期待明天會更好。」馬慧
娟說，內心總有一股衝動讓她
去記錄她們身上的這種堅韌和
力量。
馬慧娟打工買來的第一部手
機實現了她的願望，如今這部
已經「退休」多年的老式按鍵
手機磨損得厲害，部件「凋
零」。
2010年，馬慧娟開始用它

「寫字」時，周圍人眼神裡卻寫滿
了「不務正業」、「寫字能當飯
吃」等質疑。當她發表文章並獲得
第一筆稿費後，人們看到了文化的
力量，開始追逐她的筆尖。
書和手機改變了這個農村女人

的命運。馬慧娟先後當選自家小
鎮的文化站站長和全國人大代
表，並在村裡成立了「泥土書香
讀書社」，希望更多農村女性通
過知識活得更好，讓文化在黃土
地裡生根發芽。
然而，大多社員是文盲，讀書

社變成了「識字班」。最初馬慧
娟有些頭疼和灰心，但後來「我
覺得她們上了年紀，養牛養羊，
又要顧家，的確不現實。讀書不是唯一目
的，而是讓她們知道生活可以換種活法，引
導下一代重視知識。」她說，「有時碰見路
上捧着書讀的娃娃，我特別感動這種改變，
但安全起見還是勸他們回家再看。」
而她自己，再忙也不曾停下讀書和寫作。

田埂間、炕頭上、被窩裡……馬慧娟只要有
空，就拿出手機，在她的農閒筆記公眾號
上，或記錄黃土地上的那些人、那些事，或
分享對生活的思考，樸實的語言和真摯的情
感已吸引了上萬名訂閱粉。
「這是一個純文學平台，有這麼多朋友關
注，我很感動。」馬慧娟說，「故事源於生
活，雖然只有90%的真實，但生活遠比故事
要精彩。」

「拇指作家」馬慧娟新書發表

種地種地、、顧家之餘顧家之餘，，她大多時候與手機為伴她大多時候與手機為伴。。在在

手機上手機上，，她看書她看書，，也寫書也寫書。。她太喜歡用文字把黃她太喜歡用文字把黃

土地上的時光土地上的時光、、時光裡的人和事時光裡的人和事「「挽留挽留」」在那一在那一

方電子文檔上方電子文檔上，，以致她的手機總是很以致她的手機總是很「「短命短命」。」。

「「這是我的第這是我的第1414部手機部手機，，買了不到一個月買了不到一個月。」。」

她笑着打趣她笑着打趣，，因為要讀書因為要讀書、、寫書寫書，，自己可能是村自己可能是村

裡婦女中最裡婦女中最「「費費」」手機的那個手機的那個。。

她叫馬慧娟她叫馬慧娟，，今年今年4040歲歲，，家在中國西北的寧夏家在中國西北的寧夏

吳忠市紅寺堡區玉池村吳忠市紅寺堡區玉池村。。從從QQQQ空間寫隨筆至今空間寫隨筆至今

的整整十年間的整整十年間，，她用拇指在手機上敲出了百餘萬她用拇指在手機上敲出了百餘萬

字字，，按壞了按壞了1313部手機部手機，，記錄了許多像她一樣的農記錄了許多像她一樣的農

村女人的酸甜苦辣村女人的酸甜苦辣，，其中五本書已正式出版其中五本書已正式出版。。初初

中畢業的馬慧娟也因此被稱為中畢業的馬慧娟也因此被稱為「「拇指作家拇指作家」。」。

文文：：綜合新華社報道綜合新華社報道

「讀書是為了邂逅更好的自己。」
這句話對馬慧娟而言是如此地貼切。
通過閱讀和寫作，馬慧娟寫出了《溪
風絮語》、《希望長在泥土裡》、
《農閒筆記》、《鹽池故事》（合
著）等作品，也寫出了講述中國式脫

貧富民故事的《走出黑眼灣》。
在《走出黑眼灣》中，馬慧娟用樸素的筆觸，書寫故

鄉的變遷。作為移民搬遷的親歷者，她描述故鄉黑眼灣
的往日點滴，又透過十多個普通百姓的故事，在移民搬
遷這一宏大的背景中，點出了小人物與大時代碰撞時的
悲喜、無奈與執着。
1983年，黑眼灣的第一批農民抱着看熱鬧的心情走
出了大山，他們來到銀川市永寧縣蘆草豐茂的蘆草窪，
成為寧夏移民搬遷史初啟序幕的縮影。在這些人中，馬
慧娟選擇了十多個人的故事，他們的親身經歷成為了大
時代的吉光片羽，也展現這二三十年寧夏生態移民、脫
貧富民政策給西海固地區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馬慧娟的書寫不是高高在上的俯瞰，而是充滿了泥土

的味道，質樸而直接。她筆下的小人物血肉豐滿又活靈
活現。例如第一個搬離黑眼灣的高萬倉，曾是抱着走出
去看看的心態搬出大山，卻沒想到人生軌跡由此改變，
再也沒想回來。又比如窮小伙馬萬成，家中兄弟多，曾
經總也吃不飽肚子的他，當年背着一床被子搬到了蘆草
窪，奮鬥經年後已經是小有名氣的小老闆。又比如馬慧
寧，連續三年高考失利，最終老婆也離他而去，人生好
像跌入泥沼中，卻不想在尋找老婆回家的路上也找到了
人生的出口。
這些小人物的故事沒有那麼多的大道理，卻扎扎實實

地點在人的心口上。他們身上有面對時代變遷的茫然與
無措，有對故鄉難以割捨的牽絆，有着生活重擔壓下的
瘀痕，也有對待自身命運的無奈與唏噓……然而每當陷
入生活的夾縫中，他們卻也迸發出野草般充滿韌性的生
命力——那是中國農民身上百折不撓的精氣神。
希望長在泥土裡，「這是一個充滿機遇的時代」。馬

慧娟在書中這樣寫道：「我的變化，是國家改革開放四
十年，脫貧攻堅工作三十多年的一個縮影；我的故事，
是對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和國家大政方針政
策正確性的最好詮釋。」 文：草草

西北移民村裡的婦女、手機和書

《走出黑眼灣》
希望長在泥土裡

■■拇指作家馬慧娟拇指作家馬慧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早前早前，，馬慧娟在馬慧娟在「「雲上閱讀雲上閱讀」」線上直播間線上直播間，，與主持人暢與主持人暢
談談《《走出黑眼灣走出黑眼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