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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介介

我的喬治亞

西 西 的 《 我 的 喬 治
亞》，首次推出簡體中文
版。小說以作家西西親手
搭建一座十八世紀英國喬
治亞時代的「娃娃屋」為
線索，探索彼時英國的建
築、傢具、擺設，展現那
時的人物會話、家居日
常，並擴及當年的風土人

情、歷史故事；同時，將自己的日常生活交織
其間。如同一 次歷史重構，西西以她創新的
藝術布局和敘述，在分享她的豐富知識、靈慧
巧思和生活樂趣的過程中，讓往昔回魂翻新。
「我經營我小小的房子，無論好歹，我是在重
建自己的記憶。」西西說。

作者：西西
出版：譯林出版社

遙遠的公路

是公路旅行，是放蕩流
浪，是千山萬水熬時度日
耗空身心後體悟的人生。
與《理想的下午》、《京
都門外漢》並列舒國治行
旅文學代表作。從1983年
到1990年，這七年間，舒
國治待在美國，其中三到
四年，他開車到處跑，在

別人上下班，憂慮工作的時候，他在美國公路
上無休無盡地奔來奔去，透過小鎮理解美國，
也理解生活。舒國治認為人生，要有一個時期
放自己去流浪，去千山萬水地熬時度日，耗空
你的身心，粗礪你的知覺，直到你能自發地、
甘願地回抵原先的枯燥崗位做你身負之事。這
過程，會讓人懂得活着的本質。

作者：舒國治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兩個夏天

《兩個夏天》至今仍是
佐野洋子迷、谷川俊太郎
迷口中的傳奇作品。時隔
二十五年，木馬文化推出
繁體中文版，帶你親眼一
窺兩人內心的寂寞頻率。
本書由兩人合寫接力完
成。第一篇〈釘子〉，原

名為〈兩個夏天〉，是以東京人的避暑勝地北
輕井澤為場景的夏日物語。以少女的日記及初
老的學者的日記交叉構成，兩人不同的視角交
互描寫同一事件。當女子變回少女，少年成了
大人，各自活在自己的時光中的男與女，以接
棒的方式召喚出曾經有過的難忘的夏天。第二
篇〈放心待在這裏〉與〈小敏之墓〉，則由佐
野寫一對母女，谷川另為其中與這對母女有關
的男子、超越時空而來的死者敘事。由佐野洋
子的奔放不羈、谷川俊太郎的理性冷靜交織出
的三段協奏曲，為此時此刻的真實情感留下珠
玉般珍貴的見證。

作者：佐野洋子、谷川俊太郎
譯者：邱香凝
出版：木馬文化

「講書」又稱說書、評書，古意是
一種中國傳統口頭講說表演，

多以曲藝形式呈現；《有請講書人》
中所言「講書」，則可理解為愛書人
通過知識分享，以講書形式幫助其他
讀者更深刻地理解某一本書籍。
《有請講書人》大賽於今年6月開
戰，前期由主辦方通過快手短視頻等
渠道，向全民廣泛徵集講書視頻，此
後經過數輪海選，舉行線下決賽。經
過激烈角逐，終有五位選手脫穎而
出：「講書同行、一個內向的講書
人」趙健以優異表現摘下桂冠，「不
愛當評委的選手」路金波和「知名脫
口秀演員Norah」楊夢琦，分獲二、
三名，「新銳講書人」和「人氣講書
人」稱號則分別被「戲精社區運營」
宋瑤、「有使命感的書籍知識分享
者」周思慧收入囊中。

疫情後的閱讀重建
頒獎儀式上，樊登讀書創始人、首
席內容官樊登以「疫情後的閱讀重
建」為主題，與書展觀眾進行分享。
「很多人在想，疫情什麼時候才能過
去？什麼時候生活才能恢復正常？我
們什麼時候能夠不戴口罩？」他話鋒
一轉，「執着於早點回歸正常的想法
是不對的，疫情發生以後，整個社會
都起了變化，我們應該迎接這些變
化，任何一次黑天鵝事件的發生，都
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
恰如新冠疫情，科技發展同樣也是
種種改變的催化劑。「人工智能正在
挑戰人類邊界，現在很多人都面臨失
業壓力，有時候機器人的確比人類幹
得更好，於是大量的工作開始消失，
一些年輕人原本是程序員、設計師，
現在也因生活所迫去送外賣。」樊登
說，外賣員雖然給大家的生活帶來便
利，但於這個年輕人本身的發展前途
而言，他送了5年、10年外賣後，除
了對上海的馬路更加熟悉，大腦不會
得到滋養。
「所以有沒有可能創造一些新職
業、新工作，一些真正的智力工作，

能讓更多年輕人可以從事，且又
不會輕易被機器取代？我們覺得
把書裏的內容講給人聽，就是這
樣的職業，只有人類智力可以勝
任。」樊登續言，變化既成事
實，就該適應新的社會發展態
勢，舉辦《有請講書人》大賽，
並不是要培養講書「網紅」，而是希
望閱讀講解人能夠成為一份新工作。
據其透露，在上海長寧區政府的協

助下，已為閱讀講解師做成了一個新
的職業標準，愛好者現在即可嘗試，
成為一位專業閱讀推廣人，就如《有
請講書人》冠軍得主趙健，即已在南
京擁有自己的公益讀書會，「這就是
時代發展過程當中，一定會出現的新
職業、新現象，也是高端服務業的體
現。」

將「講書人」職業化
樊登讀書高級品牌經理任蒙稍後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補充，樊登正
在建立自己的講書人隊伍，儘管尚需
時間和過程，公司會對評選出的優秀
講書人做一個承接，與之簽約後雙方
將共同研究如何利用線上線下資源、
及樊登的專業內容製作能力和文化
IP，幫助講書人通過職業化、專業化
形式走到前台，鼓勵更多有志之士加
入到講書人行列中，希望未來講書人
可以成為新職業，從業者能以此謀
生。
其實樊登本人倒是力證，他早年任

職央視，主持過《實話實說》、《12
演播室》等知名欄目，辭職後於2013
年正式創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樊登
讀書」，短短7年已坐擁近4,000萬用
戶。作為公司明星講書人，樊登以每
周一本的頻率，迄今共講解了290餘
本書籍，足以表明「講書」不但可以
成為職業，頭部講書人更有望藉此實
現財富自由。
「有些人可能會說，書要自己去

讀，自己讀才有感覺，聽別人講就像
聽廣播、聽評書，這是我們對知識獲
取的慣性與偏見。」樊登以2500年前

的蘇格拉底為例，彼時有人發明了文
字，但蘇格拉底反對用寫書的方式傳
遞知識，理由是書籍為文字、濃縮，
而不是思想，並擔心此方式定會帶來
變形；至文藝復興時期印刷機面世，
書本大量普及，普通民眾也獲得了讀
書機會，當時也有人提出要看手抄
書，直斥印刷書沒有「靈魂」；今日
5G網絡正在布局，網民有大量機會通
過音頻、視頻，聽更多老師把一本書
講明白，卻同樣有人認為不對、不
妥，其實都是偏見、慣性在作祟。
「的確1,000個觀眾心中有1,000個

哈姆雷特，所以你看《紅樓夢》、看
《浮生六記》，你沒看懂、看錯了，
那都沒有關係，都很美好，因為在任
何一個年齡階段，你讀到什麼樣的感
覺，對文學作品來講都沒有問題，但
是世界上有一類書，你是不能讀錯
的，比如數學書，恐怕沒有人會說
『我對數學書的理解和老師不一樣，
所以我要自己讀』，從這個意義上
講，所有人從小時候起，就接觸了講
書人這個職業，這些講書人就是我們
的數學老師、物理老師。」

未來閱讀新模式
「樊登讀書所做的事情很簡單，就

是把書籍中束縛的高難度內容釋放出
來，講給更多人聽。」樊登說，「心
理學上有個重要的概念為知識缺口，
意指當一個人對一件事情毫無認知，
就會毫無興趣，所以我們培養那麼多
講書人的目標，是要幫助大眾打開高
端書籍的缺口，只要打開了缺口，讀
者自會跟進，就會發現原來這本書這
麼有意思，這些知識都與我們的生活
息息相關。」
「樊登讀書的使命，並不是讓更多

的人讀更多的書，而是讓更多人讀更
多高品位的書。」樊登建議，大家在
讀書過程中要更加開放，不要局限於
過去的認知，只在書展上買自己知道
的那些書，最好多多涉獵新鮮未知領
域，這也是書籍本身存在的意義。
上海書展今年首設「未來閱讀」展

館，首次亮相書展的樊登讀書在此打
造了「未來自習室」，展現「線上線
下同步，圈內圈外共享」的未來閱讀
新模式。展區通過形似時間膠囊的交
通工具、彩虹橋般的道路、睡眠艙體
般的臥室等互動裝置，構建「在車
上、在路上、在家裏」三種日常閱讀
場景，以視聽交互的方式呈現，讓更
多人享受沉浸式閱讀體驗，打通閱讀
與日常生活、工作的互動場景。
據透露，作為一家創新公司、新閱

讀的開創者，樊登讀書近年來亦在業
務模式上不斷推陳出新，探索互聯網
知識服務破圈新方法。除了挖掘和培
養新的講書人外，還重點打造了以明
星、大咖為主講師的非凡精讀館、以
親子課程為核心的新父母大學、針對
老年人的年輪學院等業務，令內容和
受眾都更具包容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記者從
上海文藝出版社了解到，「2020上海
書展作家餐桌計劃」日前正式啟動。
據了解，在當前防疫抗疫的特殊需

求下，為滿足市民的閱讀需求，倡導文
明消費，引導健康的現代生活方式，作
為「世界會客廳的上海餐桌」更需要為
這座城市提供有煙火氣的文學，今年上
海文藝出版社依託上海書展所聚集的海
量文化內容，聯動上海美食節，有效賦
能品牌餐飲空間與周邊街區，跨界策劃
打造了「作家餐桌計劃」。
本次「作家餐桌計劃」攜手孫甘露、

徐則臣、祝勇、毛尖、馬伯庸、陳楸帆、那多等7位當代中國知名作
家，以及嚴鋒、駱新、趙松、俞挺、李筱懿、十二、馬俊豐、王占
黑、王侃瑜、李偉長、趙若虹、楊蕾等跨界學者、專家，會同國際飯
店、綠波廊、錦江飯店、荷風細雨、福和慧、蘇浙總會、孔雀廳等滬
上7家品質特色餐廳，精選言幾又書店，帶來「七天—全年」的系列
文旅體驗活動。
七位作家及跨界專家學者將在活動文化美食空間，熔鑄歷史、文

化、科幻、推理、時尚、美食等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暢談文
學與美學、城市與生活，通過文學閱讀的跨界、破圈體驗，將「上海
書展．作家餐桌」的實體空間與都市文化生活有機融合，以豐富多彩
的城市「生活秀帶」引導健康現代的生活方式。活動期間還將為市民
讀者定制「作家主題菜單」，上線精選文學美食書單，設置餐廳文學
閱讀專區，發布文學美食特別線路，並在書店、餐廳互推惠民福袋，
通過實體餐桌和文化空間的拓展，形成多維度的相互導流，加深融合
文學閱讀與美食的文旅體驗，滿足人民對更高品質生活的需求。7場
作家餐桌談話節目將在愛奇藝及澎湃等「上海書展朋友圈」投放播
出，端出一道道充滿着煙火氣的關於文學、歷史和城市故事的思想
「盛宴」，讓市民在美食中咀嚼文化的內涵，在文學中體驗生活的滋
味，在閱讀中搭建通達高品質生活的橋樑。

世間有情，包括愛情。帝王將相
或總統高官，販夫走卒或文員勞
工，深淺長短不同，一般都有愛
情，有其情史。各種文學藝術，愛
情是極重要的題材，如排名，愛情
認了第二，不知道什麼題材可認第
一。最近幾個月，新冠肺炎肆虐，
我深居簡出，在家多看了電視。內
地劇集《安家》中幾個年輕白領的
婚戀，是分量極重的情節；接下來
熱播的劇集《清平樂》，以宋仁宗
為男主角，講的是他治理天下的國
史，也是他和皇后妃嬪的情史。
學者作家擅長議論抒情，如果對
其愛情加以記錄，則無論烈如地震
海嘯，或淡如平湖秋月，如果握的
是彩筆，就都會燦然可觀。學者作
家的粉絲，對其偶像的綿綿情史，
不論是情絲已盡或未盡，更會耽讀
不休。徐志摩的情詩可成情史，郁
達夫的情詩簡直就是情史。郁達夫
是自剖自爆情史的顯豁達人——誰
會像他那樣與王映霞婚變後發表
《毀家詩紀》呢？學者作家的情史
也有非常隱秘的。新文學健將胡適
的情史，是眾多研究者辛勞尋幽探
微後才有的艷聞。英美現代詩宗艾
略特（T.S. Eliot）的情史更為隱
秘，西方多個學者查探之不足，華
裔的夏志清研究有得，窺到了端
倪。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聚訟紛
紜，詩集裏的黑美人和詩人到底有
何曖昧關係？詩人和詩中的俊男有

沒有斷袖分桃的雅癖？電影《莎翁
情史》探討了，可是莎翁情史的探
討未了。
情詩、情詞、情史，在有情世間
我們有無盡的興趣。最近香港有一
位譚校長，通過研讀姜夔的詞作，
對他的情史加以探尋。譚校長在香
港大學讀書時，陳耀南教授是他的
老師。耀南教授本人的學術論著豐
富且精湛，散文（或者說雜文）量
多質優，別具風采；對對聯、詩詞
等體裁，更是雅緻琳琅。詩樂相
連，他的高足阿Sam和譚校長，正
是詩樂爭鳴。阿Sam即許冠傑，他
從1960年代的「蓮花樂隊」直到
今年四月的「戰疫」網上演唱，風
靡港人無數。這裏說的譚校長則不
是歌星譚詠麟，而是當過中學校長
現已退休的譚福基。他既能詩也能
詞，早年還寫過小說《老金的巴
士》，我當年讀後叫好而評賞之，
此篇後來還獲納入一本重要的香港
小說選集。
譚校長退休後鑽研姜白石，白石

詞最著名的無過於《揚州慢》，其
愛情秘史隱隱也盈盈可見的，應該
就是這首詞。以下是《揚州慢》：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
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

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
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
在空城。

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

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
情。

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
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
詞中的杜郎，即是風流的杜牧，
寫過「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
薄倖名」，和「二十四橋明月夜，
玉人何處教吹簫」，和「娉娉裊裊
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等雋
句。姜白石真會「文本互涉」（in-
tertextuality），大家看，杜牧的
「青樓」、「豆蔻」、「二十四
橋」等和愛情與美女密不可分也蜜
不可分的辭彙都用了。
譚福基把《揚州慢》當作白石情
史的「花魁」，把它當作本書論述
的開宗明義，註而釋之，賞而析
之，後來才引出了白石一生的四個
女子，其中他最愛戀的梅娘。梅娘
也隱藏在白石的《暗香》與《疏
影 》兩首詞中。讀中國詩詞，大
家都知道姜夔的「疏影橫斜水清
淺，暗香浮動近黃昏」是名句中的
名句。
福基兄在這本書中，福爾摩斯是
他擔當的角色，偵探出八百年前白
石道人的情史，讓我們「清晰地看
到白石背後的四個女人」。啊，出
色的詞人，背後不只有一個女人。
福基兄發現姜夔「儼然化身為一個
超級的遊戲設計師，在白石詞中布
下一套猜謎遊戲，挑戰讀者的智商
而自得其樂」。既然如此，我們讀

此書，應該有讀《福爾摩斯探案》
的樂趣。本書當然不只是偵探故
事，書中別費心機努力致之的白石
詞註釋，用心編撰的白石年譜，都
饒具學術價值。從前我的同事梁錫
華教授，研究李商隱的情史，以小
說的方式寫成《李商隱哀傳》；不
知道福基兄會不會也寫一本小說
《姜白石情史》。
白石不像東坡、稼軒那樣，是宋

代的一級大詞人；但其詞「清空騷
雅」，的確迷倒了歷代老少男女的
讀者。二十世紀以來，他的迷人、
他的影響仍在。余光中年輕時寫情
詩，自信至少可以做「半個姜白
石」，可見「暗香疏影」、「豆蔻
詞工」的恒久魅力。月來我「煲」
《清平樂》電視劇，巧的是此劇女
主角皇后曹丹姝，飾演者的名字就
叫江疏影。更巧的是，我亮燈敲鍵
趕寫這篇小文，明天一早就出發前
往揚州探親兼旅遊。啊，「二十四
橋」；啊，「豆蔻詞工，青樓
夢……」；啊，《揚州慢》！

文：黃維樑

書評

簡訊「2020上海書展作家餐桌計劃」
提供有煙火氣的文學

詞人姜白石的最愛
—讀譚福基《蝴蝶一生花裏》

樊登讀書《有請講書人》大賽收官

內地首檔以講書為主題的文化賽事——樊登讀書2020《有

請講書人》大賽，於上海書展首日完美收官。樊登讀書創始

人、首席內容官樊登賽後拋出發展大計，立志要把「講書

人」發展為一項新職業。在他看來，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諸

多職業將被人工智能輕易取代，令年輕人失業壓力倍增，唯

有因勢利導，積極創造僅有人類智力才能勝任的新職業，而

「講書人」即為其中之一。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講書」有望成為新職業

■■樊登以樊登以「「疫情後的閱讀重建疫情後的閱讀重建」」為為
主題主題，，與書展觀眾進行分享與書展觀眾進行分享。。

■■20202020《《有請講書人有請講書人》》大賽大賽，，於上海書展首日完美收官於上海書展首日完美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