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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介介

正常人

為何我們渴望關係，卻
又一再受傷？全球暢銷突
破百萬本現象級小說，改
編同名影集深獲好評。康
諾和梅黎安在西愛爾蘭的
小鎮一起長大，但兩人的
共同點僅止於此。在學校
裏，康諾人氣高，大家都
喜歡他；而梅黎安則是獨

來獨往。然而當兩人一開始對話，那是一段尷
尬卻振奮的對話，足以改變他們人生的變化就
此展開。本書是關於兩個人互相吸引、友誼與
愛的小說，從第一句對話開始，展開長達數年
的故事發展。我們陪這對年輕人，看他們
想離開彼此身邊，卻始終做不到……

作者：莎莉．魯尼
譯者：李靜宜
出版：時報文化

終結狩獵的女孩

「千禧系列」華麗最終
曲。莎蘭德決意迎戰此生
死敵，因已再無可避。一
連數月，她持續追蹤獵
物，低調潛行，抹去現
實、網絡上一切蹤跡；變
換造型，移除身上穿環打
洞可辨特徵，打扮得宛如

上班女郎──其實卻是隻穿上套裝的獵豹，內
藏駭客高能，身上的疤痕與紋身更時時提醒
她，曾怎樣熬過那些活不下去的日子。她的對
手跟她一樣強悍，畢竟她們是同年同月同日同
一位母親生下的，養成卻是天差地別。那一個
莎蘭德有龐大的幫派、軍系人馬助陣；這一個
卻只有正義熱血的「小偵探」布隆維斯特和一
幫駭客朋友……拉格朗茲把千禧系列寫到了終
曲，雖是小說筆法卻把當前政局的暴力作了文
學角度的剖析。

作者：大衛．拉格朗茲
譯者：顏湘如
出版：寂寞出版

千面英雄

《時代》雜誌評選「創刊
以來最具影響力100本英文
好書」之一，影響荷里活編
劇理論之70年經典新版上
市。在本書中，美國神話學
大師坎伯整合並分析了世界
各地的神話與宗教故事——
希臘、斯堪地納維亞、埃

及、印地安與中、南美，還有印度、日本、中
國等地的神話——得出一套「英雄」神話母題
在跨文化神話背後的心理普遍原型。坎伯認
為，英雄是那些能夠了解、接受挑戰，進而克
服挑戰的人。他們離開安定的日常生活，遠
行、尋找、深入、高攀，在那裏找到原來的世
界所欠缺之物，並在過程中得到啟發，最後帶
更成熟的身心回到原來的世界，展開新的人
生——這是全世界最受歡迎故事的基本模式，
也因為坎伯的《千面英雄》挖掘出這個「原
理」，從此被荷里活奉為故事創作的王道。

作者：喬瑟夫．坎伯
譯者：朱侃如
出版：漫遊者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 無懼疫情，
第31屆香港書展將於7月15至
21日舉行，對愛書人來說無疑
是一大好消息。屆時，主辦方
將帶來超過600項線上線下文
化活動，包括文藝廊展覽、作
家講座、名人講故事等。今年
書展以「心靈勵志」為年度主
題，屆時，設於書展三樓展覽
廳外的「文藝廊」，將特別呈
獻名為「從心『書』發」的專
題展覽。專區將介紹香港多位
心靈勵志作家與精選書目，包
括阿濃、鄭國江、李焯芬、蔡
元雲、胡燕青、羅乃萱、陳美

齡、沈祖堯、素黑及陳塵等。展覽將展出作家的藏品及作品，包括書法作
品、絕版精品、填詞手稿、絕少曝光的讀者來信，以至「沙士」期間前線
醫護衣物及口罩等，讓讀者多角度了解心靈勵志書籍及作家的創作歷程，
部分作家更會出席講座，分享其創作心得。
另外，文藝廊還專門策劃「我們的快樂回憶——兒童樂園」及與李小龍

會攜手合作設置的「不朽巨龍：李小龍傳奇80載」展區，前者展出不同
年代的《兒童樂園》珍貴刊物及相關精品，後者匯聚收藏家借出有關李小
龍的珍藏。
由於疫情原因，境外作家難以來港，備受期待的名作家講座系列將部分移師

網上舉行，但匯集精彩文化人的講座仍不少。屆時，內地作家梁鴻、雙雪濤將
在網上分享創作經歷，「敦煌女兒」樊錦詩亦將和顧春芳教授對談。現場講座
部分，今年是張愛玲誕辰100周年，許鞍華、許子東與宋以朗的現場講座「百
年張愛玲：香港的傾城之戀」自不能錯過。另外，導演楊凡將與張艾嘉圍繞在
威尼斯影展獲得最佳劇本獎的《繼園臺七號》展開對談。喜歡體育的讀者，更
不能錯過孫玥主講的「打不死的女排精神——我在中國女排的日子」。
關於香港書展2020的更多精彩內容，請留意本版後續報道。

■（右起）香港作家陳塵、香港出版總會
會長暨香港書展2020文化活動顧問團成
員李家駒、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周啟
良、《亞洲週刊》總編輯暨香港書展
2020文化活動顧問團成員邱立本及著名
填詞人鄭國江日前一同出席書展記者會，
介紹今年精彩內容。

書評

台灣麥田把吉田修一的經典代
表作以新版重刊，大抵最適合新
知舊雨一起共讀重溫。我深信經
典絕不受時空限制，甚至敢大膽
斷言，重讀過程肯定只會有新的
發現。今次我不僅把小說重新捧
讀一篇，同時也把李相日的電影
改編版佳作再看一次，的確又再
產生不同的體會。
嚴格來說，《惡人》有兩段文
字，可說是全文的核心焦點內容。
一是受害人佳乃的父親佳男，他一
心要去找丟下女兒的大學生增尾尋
仇，而增尾的好友鶴田也看不過
眼，於是帶佳男到增尾出沒的酒吧
對質。就在進入酒吧的前一刻，佳
男對鶴田說了一段語重心長的說
話：
「現在這個社會上，連珍惜的對

象都沒有的人太多了。沒有珍惜對
象的人，自以為什麼都辦得到。因
為沒有可以失去的事物，自以為這
樣就變強了。既沒有可以失去的事
物，也沒有想要的事物。可能是因
為如此，才會自以為是個逍遙自在
的人，用瞧不起的眼神去看那些患

得患失、忽喜忽憂的人。但不是這
樣的。這樣是不行的。」
電影深明此乃主旨所在，李相日

為此段對白，配上不同人物的剪接
片段，突出有珍惜對象的人生，即
使滿身傷痕，仍可以步履蹣跚迎向
未來，永不退縮也不言敗，結果在
顛簸之後，終於可以重回正軌。電
影及小說均以佳男及祐一外婆房枝
可說明此事，佳男去福岡「尋
仇」，回到久留米的家，看到從不
拿起剪刀的妻子里子在開店經營，
顯示出兩人終走出陰霾重拾常規。
房枝鼓起勇氣去追討「補藥黨」
後，小說有交代她之前逕自去向佳
乃及光代家道歉，電影則更含蓄地
於佳乃的受害現場勾上祐一送給房
枝的絲布，暗示交代她曾到現場拜
祭。由此可見，此乃作者的深情所
在。
不過更重要的，是由此帶出背
後的偽裝隱喻。我在《日本進
化》中，曾撰文詳釋背後的偽裝
社會脈絡，但當時是以女性變容
為說明依據，現在重看《惡
人》，才驚覺吉田修一的綿密構

思，早已把男女
同質置於日本這
個密不透風的偽
裝社會中，大家
都絕對無路可
逃。上文提述的
對白，佳男所針對的正是增尾這
類富二代，他只曉得嘲笑弱者，
從而誘人相交，以成為眾人的注
目焦點──從逆向反思，增尾正
是只能以偽裝的手段，去逃避自
己人生的可憐蟲，此所以才會出
現他自以為自己是兇手，於是逃
亡了一周的鬧劇。
不過更精準的觀察，正於全書最

重要的另一段對白，那是祐一向曾
鍾情的歡場女郎美保剖白心曲。祐
一自幼為母親依子拋棄，後來才由
外婆房枝撫養成人，長大後其實一
直有與母親依子見面，但逐漸會變
成每次見面都要向她要錢的吸血
鬼。電影也僅交代至此，令觀眾產
生錯覺，搞不清祐一本質上是善是
惡。其實在小說中有精彩的勾畫，
就是祐一向「外人」美保不經意透
露：「其實我根本不想要錢，卻還

是要向媽討錢，真的很
難過。」「……可是那
樣的話（指不向媽討
錢），兩邊都不能變成

被害人了。」
是的，要在日本這個百分百的偽

裝社會生存下去，「偽裝」成受害
人才是苟活下去的重要手段。有了
這一段對白，於是祐一在燈塔上嘗
試勒斃光代便真相大白。為了令光
代成為逃亡中的受害人，祐一竭力
要把自己妖魔化，且盡量迎合警方
及傳媒的獵奇想像──不如此警方
難以結案陳詞，不如此傳媒也難以
終止討論。大家需要一個答案，一
個黑白分明二元對立的簡單結局，
於是祐一「勇敢地」迎難而上，去
滿足偽裝社會中的偽裝要求。因為
他心知肚明，憑一己之力，根本不
可能扭轉乾坤，唯有選擇「同流合
污」下去。
重看《惡人》，更令人徹夜難
眠，多謝吉田修一，為我們狠心地
揭破日本偽裝社會的真貌。

重溫經典時刻
─《惡人》的全民偽裝遊戲 《惡人》

作者：吉田修一
譯者：王華懋
出版社：麥田出版社

文：湯禎兆

「從心『書』發」
香港書展7月照常舉辦

簡訊

自五月起，「回到文學現場，雲遊
大家故居」系列直播已經連續舉

辦了五場活動。人民文學出版社放眼
文化生活，攜廣大讀者跟隨最專業的
講解團隊一起深度遊覽了老舍紀念
館、沈從文故居、蕭紅紀念館、巴金
故居、魯迅博物館等文化名跡。據統
計，直播活動累計觀看人數已超過370
萬。網友讚歎道，這種形式和內容太
好了，讓沒有機會沒有時間去現場的
讀者可以直接去了解大師們更多的故
事。

走進最真實的老舍
「看了雲遊故居系列，才了解老舍
先生過多麼簡單又自律的生活。」
一位讀者在直播間留言道。雲遊老舍
故居的主講人何婷，是北京老舍紀念
館資深館員，2005年起在館內工作至
今。讀者跟隨她，從老舍故居的一
草一木中窺到了不少「冷知識」，恍
若又重新認識了老舍一般。
進入故居後，穿過影壁便能看見兩
棵高大的樹，何婷指導第一視角的
直播鏡頭：「我們能不能轉個圈，環
繞看一下。」1953年，老舍夫婦親
手種下了這兩棵柿子樹，每到10月，
薄皮的小圓柿子綴滿枝頭，紅彤彤的
很好看。「因為有這兩棵柿子樹，老
舍夫人給這個院子起名字叫『丹柿小
院』。」講到這兒，何婷笑補充：
「丹是紅色的那個『丹』。我以前講
的時候有小孩問我，有兩棵柿子樹，
為什麼叫『單柿小院』不叫『雙柿小
院』？所以我每次都要加一句解
釋。」
客廳的牆也是有故事的。何婷介紹

道，老舍買下四合院的時候比較急，
搬進來的時候未做過多裝飾，只是刷
了一下牆，補了一下缺漏。家人不太
滿意，覺得牆花得厲害，老舍卻說，
這就像一個天然的山水畫一樣。老舍
喜歡國畫，所以他把這面牆當作他收
藏國畫的展示牆，在他還在世的時
候，他會在這個牆上放三四張不同的
畫作。
對一個作家來說，書房就是他戰鬥
的地方。在書房的書桌上，老舍完成

了他在1950年之後的所有作品，包括
《養花》、《貓》、《草原》等選進
語文課本的散文，還有《茶館》和
《龍鬚溝》。何婷介紹道，老舍的生
活非常規律簡單：6點多起床，起床之
後先打一套拳；飯後在書桌上寫作，
每天必寫2,000到3,000字不間斷；12
點吃午飯，下午出門處理公務；6點吃
晚飯，飯後聊聊天看看書，10點就睡
了。
「我帶孩子一起跟雲遊了老舍故

居，希望能夠給孩子的童年留下一個
關於作家最真實最樸素的印象。」一
位讀者看完直播後留言道。

雲遊中找到閱讀坐標
另一位讀者則帶領全班同學一起

「雲遊」蕭紅故居。「《呼蘭河傳》
有一部分入選語文教材，當得知要走
進蕭紅故居的消息，第一時間將鏈接
分享給同學，同學們在書中讀來的場
景、食物，終於在故居中找到了坐
標，這樣的閱讀是高效的，深刻
的。」
在「雲遊蕭紅故居」現場，不僅有

蕭紅故居紀念館副館長葛洪偉，更有
蕭紅研究學者、黑龍江省蕭紅研究會
副會長、《蕭紅全集》主編章海寧全
程為大家講解直播。
讀過蕭紅《呼蘭河傳》的朋友們都
會有很深的印象，後花園是蕭紅童年
一直跟她祖父在一起玩耍的地方。在
夏天的時候這個後花園裏面是另一番
景象，裏面會種很多蔬菜，比如豆
角、黃瓜，沿這個牆邊還會有向日
葵、倭瓜。章海寧說，「今天我們雲
遊蕭紅故居，天空是陰陰的，但平時
後花園的天空確實很藍，又很高。拍
一拍土牆，土牆也會有回聲，土牆也
在說話。」
蕭紅在後花園的天地裏一切都是自

由的，她說「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一
樣，鳥飛了就像鳥上天了一樣」，倭
瓜願意爬上架就爬上架，黃瓜願意開
花就開花，所有都是自由的。「蕭紅
寫後花園絕對不是寫一個菜園這麼簡
單，她是說人生在這個過程中怎麼能
夠獲得超越生命的自由。」

章海寧隨後帶鏡頭來到蕭紅故居
的西院，穿過一個短短的葡萄藤架起
的長廊，葡萄藤的葉子已經長出來
了，旁邊結出了小葡萄粒。「在蕭紅
小的時候，故居院子裏有一棵很大很
大的榆樹，蕭紅經常在這個榆樹下
玩，她描寫她家後院的時候說，颳風
的時候，風一來了大榆樹先嘯，就是
說颳風的時候大榆樹好像也在唱歌一
樣，蕭紅的文字有很多特別神奇的地
方。」
聽如此美妙的講述，蕭紅故居的

一草一木彷彿都在講故事般，「這
真的是一場文化之旅，歷史之旅。參
觀蕭紅故居是我多年的心願，沒想到
疫情當前，我竟然通過雲遊故居的形
式圓了我的夢，我感覺很幸福。恰逢
今日小滿，雲遊蕭紅故居，就是我的
小確幸。」一位讀者如此留言道。
在講解中，章海寧提及，蕭紅死的

時候只有31歲，她去世後葬在了香港
的淺水灣，後來遷到了廣州的銀河公
墓，1992年蕭紅故鄉的人民在西崗公
園給蕭紅做了一個紀念碑和青絲墓。
聽到這裏，有網友便留言道，「很喜
歡淺水灣這個名字，第一次聽這這個
名字好像是在張愛玲的作品中，而今
天聽到，則有了一絲寒意。」

讀懂巴金大愛
雲遊第四站來到了位於上海的巴金

故居。巴金故居資深館員、宣教部負
責人茹佳介紹，巴金先生在這裏所作
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隨想錄》，
這個小院見證了一代文學大師後半生
的生命歷程以及中國文學的許多風風
雨雨。
巴金先生所居住的地方雖有車庫，

但它其實從來沒有擔任過這個功能，
它一直是作為巴金先生家的一個藏書
室和儲物間使用的。在這裏影壁上面
有一段話，這是巴金先生的手跡，他
曾經這樣寫過：「在我的心目中有一
個願望，我願每個人都有住房，每張
口都有飽飯，每顆心都得到溫暖，我
想擦乾每個人的眼淚，不再讓任何人
拉掉別人的一根頭髮。」可以說這個
願望，這種大愛一直伴隨巴金先生

整個人生，巴金先生一直把這種最真
摯、最善良，對人類的這種大愛表現
在他生活的各個方面，也體現在他的
作品當中。
巴金先生家的客廳是主要的接待賓

客的場所，這裏也見證了很多重要的
歷史時刻，像巴老獲得前蘇聯人民友
誼勳章、意大利的但丁國際獎等等，
這些獎項都是在這個房間裏親手交到
他的手上。「一到這個環境，大家可
能對旁邊的書，還有這些沙發比較感
興趣，當然很多的大家，還有我們耳
熟能詳的一些名字，他們的主人都是
在這裏曾經圍坐暢談的，像他的好朋
友曹禺、沈從文、唐弢、柯靈、王西
彥、辛迪、張樂平等等這些著名作家
和畫家們以前經常一起圍坐在這邊沙
發上聚會、暢談。」茹佳介紹道。
參觀過程中，大家有種感覺，巴金

先生家到處都是書，在哪個角落都有
書。茹佳解釋道，「以前在我們目所
能及的這些空曠的場地上都堆滿了摞
得很高的書籍，中間留一條小道供大
家通過。實際上他的藏書，把他捐贈
給各個圖書館和大學的書籍全部加起
來的話，可能會達到七八萬冊之多，
我們在2011年整理故居的時候，整理
出來的藏書將近四萬冊，你們現在所
看到的也只是這些藏書當中比較少的
一部分，三樓書庫裏面還有很多很多
藏書。」
從6月開始，人民文學出版社帶領

讀者「雲遊」郭沫若故居、茅盾故
居、趙樹理文學館、孫犁紀念館、魯
迅紀念館、朱自清故居、艾青詩歌
館、姚雪垠文學館、李劼人故居、冰
心文學館、海子故居、陳忠實故居等
文化景點，在未來，「回到文學現
場，雲遊大家故居」系列活動將放眼
古今中外四大板塊，穿越時間「雲
遊」古典文學名家故居，穿越空間
「雲遊」外國文學名家故居。「雲遊
大家故居」系列直播活動總策劃、人
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助理宋強表示，希
望借助雲遊活動，架起文學和現代熱
愛直播的青年人之間的溝通橋樑。

重回文學現場重回文學現場
雲遊大家故居雲遊大家故居
「回到文學現場，雲遊大家故

居」，這個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起的

直播活動在整個疫情期間帶領數百萬

讀者在線觀覽作家故居，既滿足了疫

情期間社會的文化需求，豐富了觀眾

的精神生活，同時也帶動了讀者的閱

讀熱情，使萬千讀者重回文學現場，

觸摸歷史記憶，更加深入地感受文學

的魅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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