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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的奇妙人生

2020年是意大利籍耶穌
會神父利瑪竇逝世410周
年、中國和意大利建立雙
邊關係50周年，為紀念以
上兩個重要的日子，本書
編著者李韡玲以利瑪竇為
題材，聯同中外二十多位
利瑪竇專家、學者，編寫
此書。利瑪竇是天主教在

華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他熱愛中國文化，並貫
通中西文化交流，對中國的文化貢獻和發展帶
來深遠的影響。本書的編著和作者會為讀者述
說利瑪竇在中國的事跡和對中西文化交流作出
的貢獻，以及利瑪竇精神在現今生活中的體
現，並會介紹利瑪竇來華的第一站肇慶以及他
在意大利的故鄉馬切拉塔的事跡。

編者：李韡玲
出版：萬里機構

香港文學大系1950 - 1969

《香港文學大系 1950 -
1969》由21位專家學者擔任
主編，追本溯源，鈎沉史
料，選取經典，亦發掘被遺
忘佳作，編選原則兼顧藝術
水平、文獻價值與歷史意
義，各主編撰寫〈導言〉，
說明選輯理念和原則，為讀
者指引閱讀方向，為研究者

提供珍貴史料，為變動、轉折而尋求創新的二
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造像。全系列共16卷，香
港書展率先推出四卷：《新詩卷一》、《新詩
卷二》、《粵劇卷》及《歌詞卷》。

編者：陳智德、鄭正恆、葉輝、梁寶華、
朱耀偉、黃志華、吳月華、盧惠嫻等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薛覺先評傳

曾任報章雜誌編輯，身兼
作家及撰曲人的羅澧銘，是
薛覺先的知己良朋，他在薛
氏逝世四天後即於香港《星
島晚報》連載《薛覺先評
傳》，以百多篇文章悼念故
友，並闡述薛氏傳奇的粵劇
演藝生涯和鮮為人知的軼
事。本書以《薛覺先評傳》

專欄文章為主幹，配上註釋，並移插薛氏在
1940年撰寫的自傳式文章〈我的奮鬥〉作為
「代序」，另在卷末附錄〈「南雪」「南薛」
公案平議〉文章。本書是研究名伶薛覺先一份
非常重要的參考材料。

作者：羅澧銘
編訂：朱少璋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香港新生代平面設計師訪談

本書集合十二位港、澳
新生代平面設計師的故事
與大量設計作品介紹，從
「店舖‧活動」、「本土
文化‧社區參與」、「中
國內地‧澳門‧日本」、
「網絡文化‧應用程式」
四方面，看年輕設計師如

何開創設計事業，探討行業發展的各種可能。
他們的工作經營模式、面對的機遇和困難都與
前輩大不同。那麼，他們如何透過實體空間和
活動推動設計？如何在商業設計和社區參與、
保育本土文化之間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如何
與海峽兩岸暨香港，以至海外的設計同業交流
並進？如何藉由網絡發揮影響力？新生代獨一
無二的設計之路，也許能為我們帶來面對未來
的啟示。

作者：杜翰煬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氣球人

奇幻X推理X懸疑X恐怖
X黑色幽默，島田莊司推理
小說獎首獎得主陳浩基精
彩之作。「只要接觸皮
膚，我就能輸入指令，使
目標身體部分充氣、膨脹
或扭曲，最後死亡。」他
幹殺手這行好多年了，身
懷異能的他，能殺人於無

形，他以「氣球人」的稱號為客戶解決無數
「麻煩」，堪稱專家中的專家。卻沒想到，先
是為了滿足客戶的變態要求，把自己搞得灰頭
土臉，接又遇上第一大黑幫前來委託，接也
是死不接也是死，沒想到在為自己的職涯忙得
焦頭爛額之際，他竟一步步跌入陷阱……是誰
精心策劃了這場困局，又步步進逼？他百思不
得其解，但在此之前，他得想方設法逃出這
裏……

作者：陳浩基
出版：奇幻基地

《座無虛席》的書名，讓我想到了
電影院中觀眾或圖書館裏讀者濟濟一
堂的場景。作者韓浩月為我們打造了
一道平面的文化風景，當然他不僅是
造景之人，更是盡心盡責的嚮導，我
們在他的引領下，與美好不斷邂逅。
體例豐富的《座無虛席》，總能讓
閱讀者找到各自的情感共鳴。書中不
但有讀書觀影後的心得，還有對文藝
名家的評述。這當中包含韓浩月的
觀賞體驗，韓浩月身上有「資深閱
讀者」的標籤，這「資深」在於他能
在觀賞中領悟到物象的深刻內涵，並
能夠以合理的語句表達出來。
第一輯「告別信」談及的是故去的

文藝名家。包括邁克爾．傑克遜、秀
蘭．鄧波兒、魯迅、老舍、余光中、
王小波、梅葆玖等22位中外人士。韓
浩月寫人，溫和中透溫情，寫意中
透深意，他以一份純粹而平靜的心
情去凝視這些在世間留下痕跡的逝
者。
他寫以《鄉愁》一詩轟動文壇的詩

人余光中，認為這首詩的光芒遮蓋了

余光中《白玉苦瓜》等其他同樣值得
去探究的作品，余光中也由此成為了
一位符號化的文化老人。余光中的
《鄉愁》文學價值更多地作用於社會
生活，給時代帶來了嚮往、想像與浪
漫。韓浩月的文以《余光中走了，
「鄉愁」也沒了》為題，但我想，韓
浩月所言，並非說是「鄉愁」意識的
消失，而是一種智慧的表達，他提醒
世人要記住鄉愁，留住鄉愁。
在韓浩月的書單當中，我看到了司

湯達的《紅與黑》、毛姆的《月亮和
六便士》、福樓拜的《包法利夫
人》、雨果的《悲慘世界》等世界名
著。讀《紅與黑》，韓浩月覺得身邊
許多「北漂」青年與書中主人公于連
有相似的命運與氣質，但由於所處
社會的不同，中國于連式的青年能夠
靠努力取得成功。而書中那位靠女人
上位的于連則是把命運交給別人的，
這也注定了于連的悲劇。這種將真實
生活作為閱讀參考樣本的讀寫過程，
新穎而真切。既可以說是一種閱讀體
驗，也可以說是一種生命體驗。

寫影評和寫書評一樣，要善於由此
及彼，融會貫通。韓浩月曾經連續兩
年每周看五部以上的電影，但他不是
機械式的觀影「打卡」，看後大多會
認真地寫下一篇影評，我記得他說
過，「好的影評是應該有點情懷的，
影評的最大功用是，借評電影一澆內
心塊壘。」收錄在本書中的二十篇影

評，可以說是他對「戲如人生，人生
如戲」的一種融合式分析。像他為
《讓子彈飛》所寫影評《英雄的歸宿
是成為群眾》，他認為影片「是一部
講述草寇如何在情義催化下完成英雄
身份轉換的故事」。也正是對導演姜
文的了解，他看到了影片中諸多商業
上的精心算計、情節片段中對國民人
性懦弱的批判、結構布局中對理想化
生存環境的呈現。
名家取得的藝術成就，書籍電影的

藝術亮點，無不在於對人情世故的表
述。韓浩月讀書觀影談名家，顯然是
把這樣的表述放在時間和空間上更生
動地展示。一萬個人眼中有一萬個哈
姆雷特。韓浩月的這些文字，就如同
穿各色民族服裝的哈姆雷特，讓讀
者在統一思想的前提下，對文藝中的
人文精神有了更細微的解讀。

書評不可忽視的文化風景
—讀韓浩月《座無虛席：經典和大師的晝與夜》

作者：李晉

《座無虛席：經典和大師的晝與夜》
作者：韓浩月
出版社：現代出版社

「祖師奶奶」張愛玲在文學的神壇
上多少年了，已經說不清楚，

讀者只知道關於她的「熱度」從來沒有
冷卻過。作品被一版再一版地印刷，改
編成舞台劇、電視劇或電影，甚至由張
愛玲的撰文風格衍生出來的「張派」文
學，以及往後的無數作家，無不直接折
射張愛玲在文學史上的亮點。

集藏物撰書 紀念百歲誕辰
作為上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關於

她的研究書籍多如繁星，但少有配合實
物佐證，「書名《尋覓張愛玲》意為先
去尋找圍繞她的物件，然後了解她，最
後接近她。」吳邦謀說，「這本書的籌
備也很久了，本來是打算去年出版的，
但是希望能夠配合一百年誕辰的這個時
間。」除此之外，創作這本書的意圖還
有文字以外的東西，「文學書大多數是
以文字為主，但是這次很希望能夠透過
一些真實的藏品去接觸張愛玲。」
不同於流行文學，張愛玲的文字所具
有的流傳性不容質疑，她從來不書寫過
於嚴肅的東西，遣文造句也幽默得很，
包括她為人上的細節也時常被現代人拿
出來消遣，吳邦謀說：「很多文學書中
的張愛玲是很高傲的，是與眾不同
的。」但是，前有馮晞乾在一本書中講
述張愛玲如何怕死，又不記得原來自己
最喜歡吃的是叉燒炒飯，後便有吳邦
謀的這本《尋覓張愛玲》中書寫
她是個實實在在的「大頭蝦」，
「就是想要瓦解一些傲氣的形
象，回歸一個『貼地』的人。」

張愛玲的「大頭蝦」軼事
1939年，張愛玲從上海來到香港，入
讀香港大學，選了中文及英文來修讀，
她的一張學生證目前仍然留存在香港大
學檔案館。「說她『大頭蝦』，是從很
多事件中追溯的，」吳邦謀說，其中一
件便是張愛玲確鑿的出生日期，「按道
理說一個人不會把自己的生日寫錯。」
箇中值得考究的，便是香港大學學生證
上的生日，明明白白由她親手寫下的
1920年9月19日，然而，無論是張愛玲
之後前往美國拿到的綠卡，抑或她百年
後的死亡證明上，卻又都是被記載成為
1920年9月30日。「雖然沒辦法有人能
夠百分百去確鑿她是哪天出生，但事實
上經過多方去考證這件事，應該是因為
當時入讀香港大學時，是用舊曆去推算

自己的生日的。」吳邦
謀說道，「可是去對應
當年的新舊曆，也是不
對的。」想必張愛玲是
一時「大頭蝦」寫下的
日子。
另一件佐證性格「大

頭蝦」的事便是張愛玲
19歲時，為《西風》雜
誌寫下的〈我的天才
夢〉，吳邦謀推測道：
「那個徵稿啟事大概是
張愛玲在報紙檔偶然看
到的，並沒有確鑿記住
要求的字數。」如此一
來，張愛玲數了又數寫
下的這篇短文的字數，據她
自己的記載：「我寫了篇短文〈我的天
才夢〉，寄到已經是孤島的上海。沒稿
紙，用普通信箋，只好點數字數。受五
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數得頭
昏腦脹。務必要刪成四百九十多個字，
少了也不甘心。 」這篇連字數都不對
的短篇故事卻在當時獲得了榮譽獎的第
三名，張愛玲文字卓越程度可見一斑，
但在她自己看起來卻是「不但不是頭
獎，二獎三獎也都不是」，令後人不免
覺得啼笑皆非。「其實她中學老師汪宏
聲在《記張愛玲》中寫到她的軼事，也
提到她經常都會漏交功課。」吳邦謀說
道，種種跡象都指向了張愛玲個性中的
馬虎。

透過實物進行「文學考古」
「文學考古」是困難的事情，而《尋
覓張愛玲》一書並不側重研究性，吳邦
謀說：「如果用文學角度，始終都不及
專業研究的筆者，但是我比較偏好收
藏，所以就在這些藏品中穿插故事，然
後從我這樣一個不是文學專業的角度去
表達，也可以從實物中去引證。」但
是，藏品可遇不可求，大部分時候都要
看箇中緣分，「收藏張愛玲的東西除了
金錢的付出，也要機遇。」除此，自然
少不了對於這類型藏品的慧眼，「譬如
專攻張愛玲研究的陳子善教授研究過她
的第一篇出版文章是〈不幸的她〉，在
她11歲的時候出版，但是沒有手稿，連
印刷品都沒有。而是在機緣巧合下，在
上海市檔案局偶然發現的。」
然而這本刊有「祖師奶奶」首秀的刊

物《鳳藻 》並不曾被世人挖掘出來，

直至內地有書商
聯絡到吳邦謀，
詢問他是否有意
收購這本舊時刊
物，「其實書商
不太會去仔細看
內容，我也不能
聲張到底在尋找
什麼內容。」之
後，他才小心翼
翼打探目錄中是
否有張愛玲的印
記，隨後更是佯
裝興趣不大地試
探討價還價，

「你不能讓對方知道內
裏到底有什麼，否則就是天價。」吳邦
謀得意說道，就此拿下了這本滄海遺
珠，「它真正的價值應該有我購買時的
50倍。」
張愛玲自上海來，經過華洋交雜的香
港，留下了獨自美麗的韻腳，寫下迴腸
蕩氣的故事。一百年前她的誕生，或許
並沒有映照一個傳奇的稀世到來，但
一百年後，卻實實在在地為人間留下了
繾綣的故事。而我們，既看她的故事，
也在她的故事裏看她，這便是尋覓的意
義吧！

即將開始的香港書展中，吳邦謀將在
7月19日下午3時以「張愛玲與香港」
為題作專題講座，感興趣的讀者切勿錯
過。

探索「祖師奶奶」未為人知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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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紀眾多的名筆文豪中在上世紀眾多的名筆文豪中，，張張

愛玲可算是其中最讓人筆下蠢蠢欲愛玲可算是其中最讓人筆下蠢蠢欲

動動、、而又最值得留白的大家而又最值得留白的大家，，研究研究

她的著作甚至多於她自己的作品本她的著作甚至多於她自己的作品本

身身。。後來者對她的作品後來者對她的作品、、為人及一為人及一

生沉浮皆津津樂道生沉浮皆津津樂道，，若是把關於她若是把關於她

的研究資料整理放進圖書館裏的研究資料整理放進圖書館裏，，怕怕

是能佔據一整片的大書櫃也不誇是能佔據一整片的大書櫃也不誇

張張。。

20202020 年年，，適逢張愛玲的百歲誕適逢張愛玲的百歲誕

辰辰，，香港收藏家吳邦謀香港收藏家吳邦謀，，決意將自決意將自

己收藏中的張愛玲藏品編輯成書己收藏中的張愛玲藏品編輯成書，，

從一個嶄新的角度去發掘張愛玲的從一個嶄新的角度去發掘張愛玲的

個性與一生的故事個性與一生的故事。。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胡茜

■■《《尋覓張愛玲尋覓張愛玲》》插圖插圖：：張愛玲張愛玲
兒時的樣子兒時的樣子。。圖中句子引自圖中句子引自《《對對
照記照記》》((19941994 年出版年出版))中張愛玲對中張愛玲對
相片的描述相片的描述。。 李志清李志清作品作品

■■《《尋覓張愛玲尋覓張愛玲》》插圖插圖：：19321932 年年，，
年僅年僅1111歲的張愛玲在歲的張愛玲在《《鳳藻鳳藻》》上發表上發表
人生首篇小說人生首篇小說〈〈不幸的她不幸的她〉〉((局部局部))。。

■■收藏家吳邦謀拿出多收藏家吳邦謀拿出多
年收藏撰書年收藏撰書。。

■■《《尋覓張愛玲尋覓張愛玲》》
出版社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香港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