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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介介

療癒羅浮宮

日本西洋繪畫的權威中
野京子透過羅浮宮的17幅
名畫－畫家或畫作內
容－解讀命運、領悟人
生奧秘，無論是安東尼．
卡隆或亨利．勒朗貝爾
〈愛神的葬禮〉、波希
〈愚人船〉、李奧納多．
達文西〈蒙娜麗莎〉……

每一幅畫背後都有一段令人喟嘆的人生境
遇－茫然、落敗、造假、痛苦、逃避、死
亡、失去－整本書，可說是一首以西洋繪畫
為註腳的命運交響曲。

作者：中野京子
譯者：王健波
出版：時報文化

雪花蓮的慶典

本書是赫拉巴爾在
1970年代，以克爾斯當
地的風土人情為背景，自
己化身為書中的作家，用
日記形式寫成的短篇小說
集，共21篇。如同《過
於喧囂的孤獨》、《河畔
小城三部曲》，《雪花蓮

的慶典》也是赫拉巴爾鼎盛時期的作品。赫拉
巴爾在1966年回到他的第二故鄉寧布卡，在
克爾斯森林附近定居，他認為在與鄰居互動的
過程當中，讓他彷彿回到故鄉，重溫童年時期
的種種，於是，林區的眾生相成為他創作靈感
的來源。小器的餐廳老闆，美麗優雅的夫人，
萬年影癡，活在昔日榮光的自負畫家，喜好囤
積舊貨的怪人，一心想擺脫專橫妻子的膽小丈
夫，頭戴白色禮帽的神秘客、為一頭被射殺野
豬的歸屬而爭執不下的兩個狩獵協會……典型
赫拉巴爾式的誇張人物形象，加上鮮明的鄉村
場景，搭配口語化的對白和方言俚語，赫拉巴
爾寫出一篇篇令人難以置信或捧腹大笑的幽默
人性故事，來反映他對生命的熱愛。

作者：赫拉巴爾
譯者：徐偉珠
出版：大塊文化

碎片

整形診所所長橘久乃，
收到來自幼時好友「好想
瘦下來」的諮詢。言談之
間，她們聊起小學同學橫
網八重子，久乃並意外得
知八重子女兒過世的消
息。聽說八重子女兒生前
非常喜歡吃母親做的甜甜
圈，體重因而直線上升，

但她毫不在意，認為自己的人生很幸福。這樣
開朗的她，某日竟被人發現死在堆滿甜甜圈的
房間裏。是終究捱不過他人的目光？還是另有
不為人知的隱情？將少女逼入絕境的，究竟
是……湊佳苗新作《碎片》，是甜中的一點
苦。

作者：湊佳苗
譯者：王蘊潔
出版：皇冠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河南報
道）2020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600年，
抗日戰爭勝利75周年，在這個重要的
年份，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由青春文學
暢銷書作家玄色最新修訂、《我在故宮
修文物》導演蕭寒作序的長篇小說《守
藏》。這是與故宮、與故宮文物南遷、
與抗日戰爭密切相關的一部作品。
《守藏》講述了「九．一八」事變之後，北平故宮博物院接
到指令，將文物「南遷」，一群身份各異的「守藏吏」護送國
寶專列的故事。真實的歷史背景，輕鬆詼諧的文風，重述了
「13,427箱文物，跨越兩萬里、十四年光陰、一場戰爭，無一
損毀」的故宮文物南遷傳奇。小說融合古董、國學、歷史等元
素，將世界文化史上時間最長、規模最大、過程最艱辛的文物
遷徙重現於讀者面前。尤其難得的是，古董難以言說的魅力在
這部小說中得到精彩展現。 誠如導演蕭寒在這部小說的序言
所說：「故宮數以萬計的國寶從來都不是安然無恙地躺在展館
中的，國難當頭時，它們經歷過一次跌宕起伏的冒險。基於故
宮南遷的故事，玄色的小說《守藏》就講了這段文物史中的
『傳奇之旅』。故宮文物南遷是故宮博物院乃至中華文化歷史
上永遠值得追憶、回味的一頁，從過去到現在，從大漠敦煌到
故宮深牆，從民間小巷到熱血戰場，中華文化的守護者們永遠
都在發着或許微弱卻始終燦爛的光。」
《守藏》延續了作家玄色對古董的熱愛與研究，通過閱讀小
說可以進一步了解故宮文物的前世今生。創作手札中的一段
話，詮釋了玄色創作這部小說的旨意：「謹以此書獻給那些為
文物遷徙作出貢獻的學者和士兵們。今天我們在博物館看到的
每一件古物，都是他們歷經千辛萬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保
存下來的。向他們致敬。」
目前，《守藏》影視化的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不久
之後大家就會看到，影視如何用既燃又爆的故事來表現千里江
山護寶南行的傳奇之旅。

書評

簡訊《守藏》新版上市
講述國寶南遷之旅

對於子女的教育，並不是每個家
庭都有相同的方式和風格；即便是
在同一個家庭，父與母、夫妻與長
輩，也可能對子女的教育秉持着不
同的觀念，並由此衍生出各種家庭
矛盾。然而，我們又不能不承認：
如果說結婚、生子是大多數人的人
生必然，那麼圍繞着「如何養育孩
子」這個「矛盾」、展開人生「下
半場」，亦是每個人生活的必然。
發表於《收穫》雜誌的中篇小說
《內流河》，講述了一對中年夫婦
在養育一個先天失語的女兒過程
中，理念的衝突和轉化，精準地折
射出在「人生的必然」中間，人性
所承受的生活考驗，而最終「真正
的愛」放亮了人性的底片，激勵小
人物走出生活的困境和煩惱。
中年男人胡細楠是小城文化館的
一名小職員，妻子蔣文靜是一所特
殊教育學校的校長。他們的女兒胡
小小天生是個啞巴。生性好強的蔣
文靜專注於把女兒培養成鋼琴家，
她一方面堅決打消胡細楠再要一個
孩子的想法，一方面不惜動用一切

社會關係，力圖讓女兒在鋼琴匯演
和考級中大放異彩。胡細楠像陀螺
一樣被妻子指揮得團團轉。但事與
願違，胡小小的天資更適合畫畫，
一系列不盡如人意的現實結果，給
蔣文靜的孤注一擲打了一個大大的
叉。這個因為孩子的殘疾而格外敏
感、富有母愛的犧牲精神和控制慾
的女人，在故事的結尾決定再要一
個孩子，而此時的胡細楠卻改變了
最初的打算，用更溫暖和厚實的父
愛牽手家庭一同「趟過生活的大
河」。
毫無疑問，《內流河》探討的是

有關中年危機的問題。
中年本應該是人生最沉穩通達的

階段，然而當我們透過男主人公遭
受和經歷的疲塌與灰暗，既喚起了
內心對他的深刻同情與理解，也很
自然地聯想到我們真實可感的油膩
中年生活。不是麼？在我們的城
市，太多的中年人如小說中的夫婦
一樣，苦心經營着家庭，在望子成
龍、望女成鳳的期盼中，獻出自己
的全部精力。每一個「小人物」在

日子中的無奈和嘆息，都能夠在
《內流河》這篇小說中找到影子：
一邊是生活中太多的枯燥沉悶單調
乏味，一邊是人在江湖的各種身不
由己與被束縛感；一邊是人際交往
的油滑世故，對待兩性關係的隨意
潦草，一邊是揮之不去的精神空虛
與內心淤積，跟親朋友愛無法真正
親近、溝通。
作者顯然是一個敏於洞察生活的高

手，他把「人生的必然」中的典型矛
盾，放在一個既典型又頗具故事性
（比如女兒是殘疾）的環境下表現，
既入木三分，又讓人感同身受。
小說的題目叫「內流河」，是對
男主人公生活狀態的隱喻。小說以
男主人公的限知視角和外化寫作，
呈現出胡細楠在婚姻、家庭、工
作、人際交往、兩性關係上各種難
以言說的曖昧、暗傷與困局，揭示
了當下中年男人最真實複雜的精神
生活狀態，就像一條靜靜流淌的
「內流河」，不管它是否留下痕
跡、泛起漣漪，都看不到來處，也
找不到出口，只能默然消化，無端

消失。然而，小說的敘事並沒有停
留於此，而是在末尾處，揭示出
「生活就是一條河」的深刻主題。
這個主題裏面，融入了一部文藝作
品應有的社會關懷的責任感和使命
感。
當今這個物質日漸豐腴、價值觀
念日漸多元的年代，我們如何去同
步豐富「精神」，讓生活在瑣碎與
日常中沉澱出「愛」的分量，這是
每一個在生活的罅隙裏舉步維艱又
無可奈何的人們需要反思的。為了
生活，為了家庭，為了孩子，我們
不斷妥協，以至於陷入周而復始的
「劫爭」，無法抗爭，亦無法逃
離。所以，當我讀到胡細楠對生活
的忍受，蔣文靜對女兒幾乎畸形的
寵溺，胡小小對母親的順從，都擊
中了我心裏那根脆弱的神經。好
在，《內流河》除了帶給我們一個
厚實的故事，更為我們開啟了一扇
門，讓同樣可能陷入「劫爭」的我
們，能靜下心來審視自己，有勇氣
趟過生活的大河，穿越生活的暗
夜，找到洗滌心靈的清泉。

生活就像趟大河—讀中篇小說《內流河》文：趙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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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香港書展，是各出版社贏取銷量的重要時機，今年因為疫情反覆，香港書

展驟然叫停、被迫延期，不少出版業者面臨損失。出版社遂紛紛轉戰線上推出網上

書展「自救」。聯合出版集團就整合其線下門市資源，聯合今年新推出的購書平台

「一本」，推出首個最大型的「網上香港書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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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肆虐近半年多，
為本地出版業帶來沉重

打擊。在香港書展之前，實體
書店就已承受了數月銷量下滑
的壓力。現在一年一度的香港
書展亦煞停，全年最重要的黃
金銷售期眼見成泡影，本地業
者有苦說不出。日前，香港出
版總會發表聲明，對書展延期
以保障市民安全表示支持，但
亦指出，除銷售損失外，在舉
行前兩天才突然煞停，不少出
版社已投入開支，包括搭建
費、材料費、宣傳費、運輸
費、為書展趕製圖書的額外費
用等，損失可謂雪上加霜。因
此，出版總會呼籲政府提供適
當的資助，解業界的困境。
在此無奈困局中，探索網上

圖書銷售平台是否能成為一條
出路？聯合新零售公司助理總
經理簡珏綸介紹道，聯合出版
集團一直關注網上業務，在書
展前就對網上平台多有探索，
今年亦新推出「一本」文化閱
讀購物平台。現時受疫情影響
書展延期，正好結合線上及線
下資源，推出網上書展，方便
讀者購書之餘亦能延續各種文
化活動。

仍享書展折扣優惠
這個網上書展有什麼亮點

呢？首先當然是大家關心的購
書及折扣問題。據聯合新零售
公司企劃部經理莫逸風介紹，
「一本」平台現時擁有超過20
萬種圖書品種，網上書展期間
搜羅近五千種內地、香港、台
灣新書，供讀者選擇。在購買
折扣方面，與香港書展同
步——全店中英文圖書享有8
折起優惠。而於7月15日開
始，網上購物滿港幣800元
即免本地運費，可以安坐家
中等書上門。其他還有不
少購書優惠及平台會員專
屬優惠，讀者可以自行
前往「一本」網站發
掘。

每年書展除了
買書，最吸

引讀者的還有豐富的名家分享
與作家講座，這次「一本」的
網上書展亦設有文化活動直播
板塊。今年的書展前，「一
本」曾策劃「香港書展會客
室」活動，請來甘國亮和米哈
擔當主持，介紹書展中的閱讀
熱點。現在香港書展無奈推
遲，原本安排在書展中的文化
活動便移師到「一本」線上展
現。從7月15日開始，平台上
幾乎每天都有新的作者直播，
有本地歷史專家鄭寶鴻通過舊
報章文獻和大量老照片講述日
據前後香港境況；有楊凡和甘
國亮對談其斬獲威尼斯影展最
佳劇本獎的《繼園臺七號》；
有戲院廣告畫師黃金回溯其畫
師之路，等等。就算錯過直
播，讀者也仍然可以通過視頻
回放欣賞講座。
至於每年書展各出版社鉚足

了力氣出版的年度重點書籍，
在此網上書展中讀者都可選
購。「每年書展，有很多出版
社的新書可能要去到最後才能
去到展場銷售，而我們很辛苦
地將這些新書集中在平台銷
售，每一天都有新書，比起門
市來說是更加快的，第一時間
為讀者呈現新書。」莫逸風
說。
除了線上的優惠外，三聯書

店、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的
線下門市亦特意以「閱讀的四
種力量」為主題來策劃了不同
的主題書展，彌補讀者逛不了
書展的遺憾。由即日起至7月
26日，全線三聯書店、中華書
局與商務印書館門市都會展示
各出版社最新出版書籍，並提
供與香港書展展場相同的優
惠。逾半年的疫情讓大家無奈
滯留在家，最適合一家大小出
行遊玩的暑假亦泡湯；大量學
生被迫停學在家，在圖書館亦
關閉的日子裏，孩子們的學習
需求與閱讀需求該如何滿足
呢？這次聯合出版集團的網絡
書展也捕捉到了此一市場需

求，從7月27日至8
月 9日，「一本」
平台及聯合出版集
團的旗下全線門市
將推出多項中英文
兒童圖書和益智產
品優惠，而由8月
13日至9月15日，
門市則將精選一系

列啟發性書籍及創意文具，獻
給小讀者們。

線上線下互為補充
將線上活動和線下活動打

通、聯結，在莫逸風看來，正
是「一本」的特點所在。他介
紹道，「一本」平台籌備了近
兩年的時間，當中經過不同的
測試，最終在今年4月正式推
出。至今運營3個多月，讀者
的反饋基本正面。「很多讀者
覺得買書很方便。」莫逸風
說，「一般消費者不一定有很
多時間逛書店，他想要的書也
不一定就在這間書店出現，有
（一本）App後就可以直接搜
尋、購買，之後可以選擇郵
寄，或是去線下書店取書。」
平台亦有其暢銷書榜，不時推
出限時搶購活動，之前就曾推
出Middle新書簽名版的限時搶
購，反應熱烈。「也有文化活
動發生，線上和線下都有，想
看直播，打開App就可以看；
書店有文化活動，在App裏面
就可以報名，我們把很多線上
線下的功能都整合起來。在平
台上，我們也會按主題去做書
館，比如兒童館，將主題產
品，不論是書還是非書的精品
按主題呈現出來，選購的體驗
會更加好。我們還會組織推薦
書單，不定期召集作者和出版
社、知名人士去做推薦。過往
在書店中，有很多不同的圖書
陳列，但是有沒有人推薦的書
單呢？未必。線上的平台則可
以在這些方面更多地將文化資
訊帶給讀者。」
簡珏綸則認為，「一本」是

希望運用「新零售」的概念將
線上和線下相聯結。香港的讀
者一直以來可以通過內地、台
灣及海外的購書網站，如淘
寶、當當網、博客來、金石
堂、Amazon 等進行網購圖
書，但這些網站針對的一般是
網站當地出版的圖書，至於針
對香港本地圖書的購買平台則
不多，「現在『一本』可以彌
補這個空缺。」問他是否擔憂
讀者習慣線上購書後，影響逛
實體書店的意慾，簡珏綸說：
「我們對業務保持樂觀。一般
讀者都對讀書有需求，現在只
是因為疫情的原因，但是疫情
過後，大家應該都會重回書店
聞書香。」

■■除購書外除購書外，，平台平台
也整合多種文化活也整合多種文化活
動於線上進行動於線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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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一本」」同同
時將原本安排時將原本安排
在香港書展中在香港書展中
的作家分享活的作家分享活
動轉為線上直動轉為線上直
播推出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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