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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介介

四季

這世上，恐怕沒有人比安
迪更懂「絕望」的滋味。他
原本是事業有成的銀行家，
卻因遭控殺妻而鋃鐺入獄，
過着暗無天日的囚禁生
活……十三歲的資優少年陶
德，為了滿足好奇心，要挾

住在隔壁的前納粹軍官為他「講故事」……一
起謀殺案新聞，讓高登瞬間憶起了十二歲那年
的夏天。一具「不存在」的屍體、一段彷彿無
止境的鐵軌，四名少年共同踏上尋找屍體的旅
程，卻不知在前方等着他們的，竟是名為「成
長」的黑暗序曲……在觀念保守的年代，珊卓
拉雖然身為備受歧視的未婚媽媽，還是堅持要
把孩子生下來。不料卻在分娩之際遭遇車禍，
而早已身首異處的她，肺臟竟還努力地一呼一
吸着……史蒂芬．金用力透紙背的筆鋒，完美
地演繹了人性的光明與陰暗，以及生命的脆弱
與無常。《四季》展現了「故事之王」全盛巔
峰的王者姿態，堪稱他寫作生涯最經典的代表
作。

作者：史蒂芬．金
譯者：王瑞徽、趙丕慧
出版：皇冠文化

薩哈公寓

繼《82年生的金智英》
後，趙南柱再度為弱勢發
聲。城鎮有 L 和 L2 兩種
人。L有居住權，具備資
本、技術或專業知識。L2
只有兩年居留權，從事低薪
勞動工作，要接受審查才能

保留身份。另外，還有一群沒有居留權也沒有
居住權、什麼都不是的人，住在一棟日漸破敗
的老舊公寓，被稱為「薩哈」。從2012年3
月就開始動筆的《薩哈公寓》，在反烏托邦的
世界觀架構下，刻畫在國家系統之外被邊緣化
的共同體，是如何生活的。讀者可以看到難
民、墮胎、育兒、邊緣化、殘障就業、人體實
驗等問題，那些無法融入社會、遭受差別待遇
的人們，有如居住在薩哈公寓的另一個「金智
英」。她希望可以藉由這本小說表達，即使人
生沒有改善，薩哈公寓的居民也沒有癱坐在被
壓榨的缺乏中，而是團結起來，一點一點地在
改變自己的位置。

作者：趙南柱
譯者：張雅眉
出版：漫遊者文化

罪行海洋

本書是一本結合了報道文
學與驚駭冒險故事的著作，
將不同層面的海上法外領域
緊密聯繫一起，融入具有力
道的故事之中。伊恩．爾比
納遊歷地球上那些最不受管
治或不可管治的地帶時，亦
帶領讀者穿過一個異乎尋常

的悲慘世界─那裏有容許奴役漁工的船公
司、警戒的生態環境保護人士、趁火打劫的小
偷、唯利是圖的航海者、目中無人的捕鯨船、
追討人、漂浮妓院、海上墮胎診所、違法傾倒
污油者、難以捉摸的非法捕魚者、被遺棄的船
員、漂泊的偷渡客、「神奇管線」（讓船隻使
用過的廢油與其他骯髒液體消失）──令我們
遇見各種魑魅魍魎。在這部步步驚險萬分的紀
實報道裏，更着重陳述那些浩如煙海的、未加
制止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損失與傷亡。

作者：伊恩．爾比納
譯者：林詠心
出版：麥田出版社

位於尖沙咀樂道的老牌英文書店辰衝圖書
（Swindon Book）日前在其facebook宣布，實體店
於7月31日結業後，書店業務轉移至網店（www.
swindonbooks.com）開展。
疫情肆虐下，實體書店經營雪上加霜，辰衝書店

為本地老牌英文書店，其尖沙咀店已經營超過半個
世紀，如今亦不負重荷。辰衝書店旗下還包括香港
圖書文具有限公司（Hong Kong Book Centre
Ltd.）及必發圖書有限公司（Kelly & Walsh
Ltd.），二者暫時繼續保持正常營運。

尖沙咀辰衝圖書結業
轉型網上銷售

2019年，閻連科正在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創意寫作課。那
時候，他剛剛完成一部長篇小說，並
打算完成一部散文，內容是家族女性
的人事。大量的素材雖然了然在胸，
但如何謀篇布局、寫出新意，才是大
作家思慮的關鍵。事實上，早在2009
年，閻連科就產生了創作這篇散文的
動意，但沒想到，創作計劃擱置了十
年之久。用作家自己的話說，「一直
沒有找到那個獨特的角度」。
「我無法明白她們到底是因為女人
才算做了人，還是因為之所以是人，
也才是了如此這般的女人們。命運於
她們，既是一塊放開的闊地，卻又是
一羈逃不開的囚池。她們是和所有男
人一樣的人。她們也是和所有男人不
一樣的人。關於父輩和我和別的男人
們，我似乎是清晰知道的。關於母輩
和姐姐、妻子、嫂子及表姐、表妹
們，還有這之外的『她們』們，我似
乎熟悉卻又陌生着。」作家說，無從
知也就無從寫，釐不清也就等待着。
「應該把女性作為『人』來看

待。」說話的人叫劉劍梅。她是閻連
科在香港科技大學期間接觸頗多的學
者之一，也是一位典型的女性主義
者。二人無意間對女性話題的交流，
卻給閻連科帶來了「破局」的靈感。
也因此，每每談到香港科技大學，閻
連科都充滿着感激之情。「香港科技
大學給了我一個不一樣的世界，給了
我一個回頭觀望原有現實世界的另外
的眼」。
正是這個「不一樣的眼」，讓他筆
走龍蛇，一氣呵成，僅用三個月的時
間，便完成了這部關於女性的長篇散
文，並定名《她們》。書名簡單、親
切，甚至質樸得有些超乎尋常。但這
部作品的內容卻很不尋常。閻連科在
書中既寫了家鄉土地上的女性，也寫

了超越那片土地之上的女
性。按照讀者的說法，《她
們》共寫了四代女性，映射
出100年間的中國女性變遷
史。

接續女性學
提出「第三性」
《她們》是一部回憶家族

女性的散文集，有近二十萬
字。閻連科將自己的母親、
姑姑、娘嬸、姐姐、嫂子、
妻子、孫女等身邊的至親女
性全部寫了一遍。他在書中
說，「女性被挾裹在這個偉
大時代裏，開始了她們的人
生和營生。她們如黑夜中的
一盞燈，莽荒空闊中的一條
路，永恒之女性引導我們上
升。」
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波伏

娃提出了「第二性」的概念，她認為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
的」；而法國學者安托瓦內特·福克的
《兩性》，恰恰反對波伏娃的觀點，
她認為人類生來有兩性（男性和女
性），女性有對生育的慾望，那是原
始的「子宮的慾望」，女性應該接受
自身性別所賦予的心理和生理層面的
命運。之後，又有女性學家提出「多
元性別」論，即同性戀、雙性戀、跨
性別者等。
對於學理上的「女性主義」，閻連

科原本未有深涉。但為了寫作此書，
他惡補了波伏娃、安托瓦內特·福克、
西蒙娜·薇依等女性主義學者的作品，
並針對中國農村婦女的生存狀況，大
膽地提出了「第三性」的概念。
「我所說的『第三性』和那些概念

無關，而是指在中國的一些地方，尤
其是在鄉村，自從開展人民公社化運

動以後，就出現了
所謂的『女人能頂
半邊天』，不把女
人當女人，而把從
前都歸男性的勞動
同 樣 施 加 於 女
性。」閻連科認
為，女孩除了與生
俱 來 的 「 第 一
性」，和後天加諸
她的歷史與政治的
「第二性」，還有

歷史、環境和文化加諸她們的「第三
性」——作為社會勞動者身上的「他
性」或「男人性」的存在。

《她們》寫新意
港生有才情

「長篇小說《心經》是我小說寫作
的一個鮮明轉折，而散文《她們》，
是我紀實寫作上一個更重要和鮮明的
轉折展現。」閻連科說，這個轉折開
始於小說，表現於散文，從而《她
們》這部長篇散文，可能會成為他以
後寫作的十字路口。「具體分析，這
個轉折就是一個出生於上世紀五十年
代的男性作家，究竟是怎樣面對女性
的？是怎樣從女性的視角去書寫女性
的？可以說，《她們》是第一次有男
性作家相對清醒地認識女性，我想這
就是這部作品最大的意義。」
除了「男性作家」、「女性素材」

和「散文題材」這三方面的獨特組合
外，《她們》的書寫方式也有很多獨
到之處。除了這部散文獨特完整的結
構敘述外，「以往，我們多認為散文
是抒情的、唯美的、回憶式的，但
《她們》卻在探討一些重要的前沿問
題，可以說這部作品給中國散文提供
一個頗有新意的書寫方式，也拓寬了
散文題材原有的表現領域。」閻連科
說，也許我很難說《她們》在我全部
的寫作中佔據怎樣的位置，但可以確
定的是，這部作品在我的所有作品中
是非常獨特的，與我之前的散文是完
全不同的。
如果說是港科大給了閻連科寫作

「不一樣的眼」，那麼香港學子在
他的眼睛裏的寫作天分，更令閻連
科印象深刻。「曾有一位商科的女
孩子，選修了我的寫作課，那是她第
一次接觸寫作。但她去年底竟然完成
了一部七八萬字的小說，那部小說的
文字及其背後的自由和激情，讓我十
分震驚，我認為其中的優點是很多內
地青年小說家都不具備的。由此，我
相信香港是有很多有才華的寫作者，
而且香港文學經過他們的努力，一定
會有新的未來。」閻連科補充道，那
個香港女孩子第一次嘗試寫長篇，小
說的名字叫《香港激情》，應該在今
年八月首先由台灣印刻出版社出
版，他希望媒體和讀者能關注這部
小說。

獨家專訪
閻連科說，寫這部作品，既沒有「舊」的結束，也

沒有「新」的開始，只是自己眾多作品中的一部而

已。但作家又說，「它是我寫作上一個很重要的轉

折，而且來得這樣明顯。」拋卻這看似矛盾的說法，

其實隱現的是這部作品的豐富多維，以及作家對它的

獨特情感。在這部名為《她們》的長篇散文中，閻連

科書寫了鄉土之上的四代女性，關照了中國女性的百

年變遷。他以一位男性作家的獨特視角，為讀者打開

了與眾不同的「她世界」，亦為中國女性文學樹立了

一座新的界碑。

近日，閻連科在北京接受了香港文匯報的獨家專

訪。他表示，「我這次就是要寫『作為人的女人』，

而不是『生活流中的人』，我希望自己從女性的視角

去看待她們的人生……《她們》可能是我這代作家第

一次有男性作家相對清醒地認識女性，我想這就是這

部作品最大的意義。」閻連科還表示，這部作品給中

國散文提供一個頗有新意的不拘一格的書寫方式，它

拓寬了散文的題材和表現方法。「可以確定的是，這

部作品在我的散文寫作中是非常獨特的，與我之前的

散文完全不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中國文學的長河中，小說對女性
有非常豐富的書寫，但關於女性的散
文卻少之又少。上世紀四十年代，冰
心老人在《關於女人》中對女性的書
寫，開闢了女性題材散文的先河。
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之後，張中
行先生編纂的《關於婦女》，則是第
二次對女性題材進行的散文整編和梳
理。而閻連科的《她們》堪稱以散文
寫女性的第三部作品，而且是和此前
兩部完全不同的寫作。
儘管中文小說對女性題材的關注與
書寫歷史悠久，但在閻連科看來，其
中表現出來的「女性觀」依然存在很
大問題。「以四大名著為例，除了
《紅樓夢》展現了對女性的尊重外，
其他三部作品對女性的看法都有很大
偏見和問題。甚至可以說，直到今
天，中國文學對女性的認知都存在很
大的缺陷。」閻連科還認為，事實
上，以往作家們——尤其男作家筆下
的女性，無非寫了「三個女人」：巾
幗英雄，賢妻良母，下賤女人。「我

希望這次自己是寫『作為人的女
人』，而不是『生活流中的人』和
『被別人左右的女人』，我希望自己
從女性的視角去看待她們獨有的個體
和人生，能寫出她們獨立的存在、選
擇和困境。」
事實上，閻連科對女性主義的獨立
性思考，在今年1月由香港城大出版
社出版的「閻連科海外作品選集」
中，有一卷長篇小說新作《心經》，
其實已經隱現了一個男作家這種獨有
的不同的描寫。
《心經》是中國文學中鮮見的宗教
小說。在傳統的宗教故事中，主題或
者是人與神的交戰，或者是權力、世
俗對信仰的侵害，但《心經》完全避
開了這兩個「套路」，人們從中可以
讀到的是：人戰勝了信仰，以及信仰
成就了人。在這部小說裏，閻連科最
大限度地把神轉換成人，又把人轉換
成神。而其中最精彩的人物塑造，莫
過於對小尼姑雅慧這個人物的豐富挖
掘。

「在書寫小尼姑雅慧的過程中，我
尊重她對生活和命運的選擇，尊重她
對世間萬物的看法，尊重她作為一個
獨立的人，而盡力不要有作家為了故
事而強加給她的成分。」閻連科說，
從這個意義上說，小尼姑這個人物，
超越了他以往文學作品中那三類傳統
的女性形象，是一個新的、獨立的女
性。

直面災苦深思現實
從《心經》中的小尼姑，到《她
們》中的鄉土女性，再回溯至《丁莊
夢》、《日光流年》、《日熄》、
《四書》等作品，儘管文章結撰手法
多有創新，但一如既往的是閻連科對
世間萬物的深切悲憫。也許，災難從
來都是不朽的母題和寫作的富礦，閻
連科對於這類素材也總是格外敏感。
「災難是幫助我們認識人性最重要

的窗口。人類共同走過的歷史，是一
部布滿災難的歷史。並不是說災難就
是文學，但沒有災難就一定沒有文

學。」閻連科說，試想一下，如果沒
有特洛伊戰爭，哪裏會有《荷馬史
詩》？如果沒有《荷馬史詩》，後來
的歐洲文學會是什麼樣？不過，說到
底，文學是關於創造和審美的事情，
災難只是給作家提供了一些最深刻的
素材和思想。災難是記憶，審美同樣
是記憶，把災難轉化成文學審美是需
要時間的，不可能立馬完成。
閻連科說，再過一段時間，自己想
寫一本隨筆，內容就是這次疫情。
「我想透過這次疫病，深入思考中國
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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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女性本真 展現獨特「女性觀」

■中年時期的閻連科。

■閻連科是中國當
代最負盛名的作家
之一。

■年輕時代的閻連科。 ■閻連科在香港科技大學擔
任駐校作家。

■閻連科僅用了三個月便完
成了《她們》的創作。

■閻連科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被授
予弗朗茨—卡夫卡文學獎，成
為獲得該獎項的首位中國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