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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介介

晚熟的人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
首部小說，展現故鄉人事，
但面貌全新；篇幅緊湊，卻
各有曲直。從《紅高粱》到
《晚熟的人》，從歷史深處
到當下現實，從開天闢地到
氣象萬千。《晚熟的人》
中，莫言根植鄉土，挪借八

方音容，用12個故事講述一位名為「莫言」的作
家獲諾獎後的裏裏外外。十二個故事有喜有悲，有
荒誕有現實，從上個世紀到當下社會，從歷史深處
步入現實百態。

作者：莫言
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資本主義的未來

在本書中，保羅·科利爾從近
年來的世界政治局勢和傳統的資
本主義思考出發，診斷資本主義
面臨的困境。地區、階層和國家
之間的鴻溝造成了嚴重的撕裂。
正是這些鴻溝分化了人們的歸屬
感，弱化了共同的道德觀念，打
破了不同群體間的互惠義務關

係，摧毀了社會成員間的相互信任。科利爾主張政
府應當為社會、企業、家庭和個人提供支持，幫助
他們承擔道德責任，以包容性而非對抗性的敘事方
式，重塑國民間的互惠義務關係。

作者：保羅·科利爾
譯者：劉波
出版：理想國 | 上海三聯書店

論老年

如 同 石 破 天 驚 的 《 第 二
性》，西蒙波娃再次打破西方
千年的沉默，從神話、歷史、
文學、社會學、哲學、人類
學、生物學、醫學等多元角
度，深入探討人類文明中各種
對於「老年」那些從未被正
視、辯證過的觀念。她將本書

切割為兩部，第一部是由外而內的檢視，亦即人類
各種社會——含括偏遠世界的原始部落、東方傳統
國度與歐美文明世界——如何為了存續而頌揚青春
的活力、繁殖力，畏懼老年的精力消退、無生育能
力，闡述社會與家庭如何看待家中的老者，以及歷
史上的哲學家、文學巨匠對於老年的觀點。第二部
則是由內向外的透視，西蒙波娃精細描繪了老年在
個人身上造成的身心煎熬，也藉此揭露了老年人對
於生命／人生所懷抱的熱情，事實上一點都不遜於
年輕的世代。

作者：西蒙．德．波娃
譯者：邱瑞鑾
出版：漫遊者文化

緘默的病人

艾莉西亞的生活看起來非常
完美，她是知名的畫家，嫁給
同樣知名的時尚攝影師蓋布瑞
爾，兩人住在倫敦最令人稱羨
的地區。不過，某個深夜，蓋
布瑞爾結束工作回家，艾莉西
亞對蓋布瑞爾的臉開了五
槍，自此之後，她堅持不語，

也不肯作出任何解釋，讓這起家庭悲劇成了大眾關
注的懸案。而這位緘默的病人，被收治在位於北倫
敦的精神病療養院，就此遠離了八卦小報的窮追不
捨。心理治療師李歐對艾莉西亞的案件一直十分關
注，他深信自己可以治癒艾莉西亞，終於等到機會
和她接觸，卻發現她噤聲的背後，藏了一個更黑暗
的秘密……要是她真的開口，他希望聽到真相嗎？

作者：艾力克斯．麥可利迪斯
譯者：吳宗璘
出版：春天出版

使女的故事 (圖像版)

《使女的故事》出版已逾三十
年，講述在極權政體基列共和國
的統治下，具生育能力的女性被
物化為長了兩條腿的子宮，專門
服侍握有權力的大主教，生下他
們的子嗣，若有不從者，則遭遇
非人的待遇。然而卻有些人始終
堅持對抗，試圖找回自由與尊

嚴。插畫家芮妮．諾特接受出版社邀請，擔任《使
女的故事》圖像小說版作者，早在影集播映之前，
就已開始手創造書中的基列共和國。她反覆閱讀
文本，挑選出重要段落，重新編寫腳本，並輔以大
量素描，描繪出角色特徵，而後以擅長的水彩與墨
水畫出了基列共和國中的陰鬱與恐怖，小說中的經
典場景，更讓人過目不忘，使圖像小說版展現完全
不同於其他表現形式，令人耳目一新的《使女的故
事》。

作者：瑪格麗特．愛特伍
繪者：芮妮．諾特
譯者：李之年
出版：九歌出版社

「俄羅斯是一個謎中之謎。」英國
前首相邱吉爾的這句話，印在最近由
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走進陌生的國
度：俄羅斯》書封上。翻開楊立明的
這本新書，宛若步入一場解謎的旅
程。
香港作者的遊記隨筆類作品，寫日
韓者眾，寫英法、美國乃至北歐者亦
不少，卻少見關注俄羅斯這個遠東大
國的作品。原因為何？或許正如作者
在全書開篇所談及的，因距離遙遠，
故「望而生畏」？我相信，此處的距
離，並非意指地理空間的距離（畢竟
從香港乘飛機去到中俄邊境的海參崴
僅需四個小時，比飛去港人鍾意的東
京用時更短），而更多地指向「心理
距離」。畢竟，在那個多雪陰鬱的遠
地，作曲家如蕭斯塔高維奇等用近乎
嘶啞的旋律抒寫壓抑與掙扎，更不用
說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巴斯
特納克等著名作家流傳後世的那些直
指人心的厚重作品了。當人們用半調
侃半歆羨的「戰鬥民族」來形容俄羅
斯這個偉大鄰邦，他們想像俄羅斯人
在豪飲伏特加、在大啖熊肉，並津津
樂道於當年拿破崙和希特勒在俄羅斯
嚐到的滑鐵盧苦果。

而真實的俄羅斯呢？經歷兩次世界
大戰、蘇聯政權解體以及經濟危機之
後的俄羅斯呢？《走進陌生的國度》
沒有過多講述這個遠東大國往昔在軍
事、工業、藝術和文化領域的輝煌，
而是將時鐘撥至當下，檢視這個曾與
美國分庭抗禮的大國如何在1980年代
末期陷入經濟的泥淖，又如何在時移
世易中頑強求生的故事。與走馬觀花
式的導覽與紹介不同，本書作者楊立
明曾在俄羅斯工作生活數年，在當地
從事傳媒的他，因工作便利得以深入
了解工業、城市建設、科技發展和藝
術文化等不同領域的俄羅斯現狀，並
以「拼圖」方式一一在書中呈現，雖
不能說完整還原俄羅斯當下發展圖
景，但至少為遠處讀者了解這國家的
此時與現狀，提供了更近的距離與更
貼地的視角。
全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走遍俄

國南北」談及俄羅斯七座城市，從莫
斯科、聖彼得堡到索契和喀山，各有
歷史，各具特色，凸顯文化的多元景
觀；第二部分「俄羅斯的靈魂」主要
講述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有名人新
貴，也有普通男女；第三部分「標題
背後的故事」，則關注當下熱點，如

中俄關係、代際差
異、貪腐以及同志平
權等，以「親歷者」
身份指戳俄羅斯當下
社會及民生面臨的種
種挑戰。書中固然有
生動的實例，有多元
視角，並融合歷史及
當下的敘事，可讀罷
全書後，我仍有意猶
未盡之感。
或許因為傳媒工作

的背景與經驗，作者
在寫作此書時，更傾
向於沿用新聞寫作式
客觀陳述的筆法，羅
列事實，而將「己
意」藏於其後，可
是，作為一部意在
「解謎」、意在帶領讀者探索並引其
思考的作品，僅僅有大量的事實、有
生動的圖片和故事，是不足夠的。視
俄羅斯為「陌生地」的讀者如你我，
渴望在書中見到更顯明的姿態，包含
更多情感的記述，以及更直指人心的
議論。我不由想到早些年讀過的相似
題材作品，例如林達夫婦的《近距離

看美國》和《帶一
本書去巴黎》等，
同樣是關於他處國
家和城市的觀察與
思考，同樣是糅合
過往與現今的筆
法，但作者憑藉在
地式的書寫，由第
一手的資料引出思
索、引出喟歎與感
慨，令讀者產生
「天涯若比鄰」的
親近之感。
的確，楊立明

的處女作《走進陌
生的國度：俄羅
斯》為我們揭開俄
羅斯的神秘面紗，
但面紗之後的俄羅

斯，看起來不夠立體、不夠有棱角，
不是我們在夏加爾畫中見到的、又浪
漫又憂傷的俄羅斯，也不是我們在柴
可夫斯基與拉赫瑪尼諾夫交響曲中聽
到的俄羅斯。我期待作者在他下一本
講述俄羅斯的書中，能夠更暢快恣意
地陳述、表達並抒懷，而那也會與俄
羅斯這國家的性情，更為契合。

《走進陌生的國度：俄羅斯》
作者：楊立明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近看「謎中之謎」
——《走進陌生的國度：俄羅斯》讀後

文：李夢
書評

《夜譚續記》圖書扉頁上有這樣
一段話：「謹以此書獻給曾

首創『夜譚文學系列』並大力推出
《夜譚十記》一書的韋君宜先生，以
為紀念」。《夜譚續記》可謂是馬識
途為自己的文學人生交上的答卷，人
生百年，跨越山海，初心未改，老馬
識途。在書封上，馬老親自寫下推薦
語：「雖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聊以為
茶餘酒後，消磨閒暇之談資，或亦有
消痰化食、延年益壽之功效乎。讀者
幸勿以為稗官小說、野老曝言，未足
以匡時救世而棄之若敝屣也。」
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

的《夜譚十記》的續作，《夜譚續
記》仍援原例：四川人以四川話講四
川故事。內容為四川十來個科員公餘
之暇，相聚蝸居，飲茶閒談，擺龍門
陣，以消永夜。仍以四川人特有之方
言土語，幽默詼諧之談風，閒話四川
之俚俗民風及千奇百怪之逸聞趣事。
馬識途善於將他傳奇一生所見識到

的傳奇故事，用幽默的文學樣式表達
出來，取得很大成功。1982年，時任
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韋君宜向馬識
途邀約創作，用文字記錄其「親歷或
見聞過許多奇人異事」，最後促成了
《夜譚十記》的出版，1983年初版印
了二十萬冊。後於2010年，馬老的小
說《夜譚十記》中的《盜官記》一章
曾被改編成了傳奇電影《讓子彈飛》
而廣為人知。此前，韋君宜先生曾到
成都，「她知道我長期從事黨的地下
工作，曾經以各種身份為職業掩護，
和社會的三教九流多有接觸，親歷或
見聞過許多奇人異事，她說，《夜譚
十記》出版後反應很好，你不如把你
腦子裏還存有的那些千奇百怪的故事
拿出來，就用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
的《十日談》那樣的格式，搞一個
『夜譚文學系列』。」但負擔繁重行
政工作的馬老，確實沒有足夠精力進
行文學創作，於是也就被擱置起來。
但他並未忘記自己的諾言與對文學創
作的欲求，哪怕是肺癌的干擾，也並
沒有貽誤他的創作。

字典中沒有「投降」二字
2017年，就在馬老動手寫《夜譚續
記》時被查出了肺癌。這本書的創作
眼看可能半途而廢，但病魔沒能阻擋
住一顆渴望生命和文學的心。他讓子
女將手稿帶到病房，繼續寫作，出院
後也堅持一邊治療一邊寫作。就在家
裏人為他的病情擔憂之際，馬老想起
了司馬遷發奮寫《史記》的故事，
「司馬遷激勵了我，我也要發奮而

作。我曾經對朋友說過，我的生活字
典裏沒有『投降』二字，我決不會就
此向病魔投降！我要和病魔鬥爭，和
它搶時間，完成這本書稿的創作。」
於是，馬老一邊積極治療，一邊堅持
寫作。醫生護士看到馬老如此堅強，
說：「得了這麼重的病，您還在那兒
寫東西？真是怪人。」馬老說，「這
毫不奇怪，我就是要和病魔戰鬥到
底，正像當年我做地下革命鬥爭不畏
死一樣。」
一個人只要不怕死，便會勇氣百

倍，一有勇氣，更有力量戰勝危險和
痛苦。就在馬老完成了這本書的初稿
之際，馬老的保健醫生告訴他，經過
半年多的藥物治療，他肺上那個腫瘤
陰影竟然看不到了，查血的指標也完
全正常了。一家人皆大歡喜，馬老戲
說道：「咋個，癌魔和我鬥，落荒而
逃了嗎？」

「我有的是終身遺憾」
《讓子彈飛》搬上銀幕後，原著小

說《夜譚十記》，也附麗於《讓子彈
飛》而飛了起來，跟紅火起來。在
這之後的2013年舉行的四川省文聯成
立60周年紀念大會上，馬識途被授予
「巴蜀文藝獎終身成就獎」，在頒獎
的答謝詞中，馬老說：「我在文學創
作上沒有終身成就，只有終身遺憾。
我的終身遺憾是，我雖然經歷了百年
中國的大動盪大變化，所見所聞、所
思所感不少，也積累了大量素材，卻
因各種原因，沒能把這些題材寫成好
的作品，更不要說傳世之作了。許多
故事，將隨我埋入地下了。」
馬識途曾解釋道，「我很清醒地知
道，我不是那種可以寫出具有傳世藝
術品質作品的作家。我首先是一個革
命家，一個我自認當之無愧的革命
家。我為中國的革命做了努力，也有
犧牲。我寫的很多文學東西，都是為
革命吶喊，但在藝術水平上，我真的
不夠。革命勝利後，我又走上從政的
道路，工作很忙。我白天工作，晚上
就抽時間寫作。但一個人的精力畢竟
有限，所以很多東西都沒時間寫。我
1935年就開始在上海發表作品，其後
1938年也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過報
告文學，1941年在西南聯大中文系學
習的四年中，接受許多文學大師如聞
一多、朱自清、沈從文等教授的教
誨，在文學創作上受到科班訓練。我
又長期在為中國解放戰鬥和參加建設
中有了豐富的生活積累。照理說在這
樣的良好條件下，我應該創作出遠比
我已發表作品更好的作品，然而令我
遺憾，沒有實現我應有傳世之作的理
想。」

106歲馬識途封筆之作

《夜譚續記》
閒話世間趣事

近日，106歲作家馬識途在

成都宣布封筆，並公布「封筆

告白」。封筆前的最後一本小

說《夜譚續記》於近期由人民

文學出版社出版上市。

馬識途是中國當代著名作

家、詩人、書法家，重慶忠縣

人，與巴金、張秀熟、沙汀、

艾蕪並稱「蜀中五老」。馬識

途著有長篇小說《清江壯歌》

《夜譚十記》等，他百歲之後

依然筆耕不輟。

馬識途在《封筆告白》中寫

道：「我年已一百零六歲，老

且朽矣，弄筆生涯早該封筆

了，因此，擬趁我的新著《夜

譚續記》出版並書贈文友之

機，特錄出概述我生平的近作

傳統詩五首，未計工拙，隨贈

書附贈求正，並鄭重告白：從

此封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106106歲馬識途封筆之作歲馬識途封筆之作 《《夜譚續夜譚續
記記》。》。

■■馬識途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馬識途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詩人詩人、、書法家書法家。。

■■馬識途寫下馬識途寫下「「人民需要文學人民需要文學，，作作
家更需要人民家更需要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