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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之書

《神奇之書》是一本絢
麗的故事寫作技法全集，
不僅提供精進寫作的實作
步驟，也為寫作者注入活
力，激勵創作之心。不管
你想把故事設定在奇幻國
度、很久以後的未來、遠
得要命的星系，或離家近

的小地方，這本創新工具書絕對適合你，一看
再看，不能罷手。本書作者傑夫．凡德米爾獲
獎無數，為你指點各種創作迷津。書中介紹的
創作手法，範例豐富，還沒看完就想動手嘗
試。此外，也提供改善寫作技巧的實際建議，
例如情節、結構、角色塑造、對話、世界建
構、觀點等教學說明。不管是有志寫作者或已
出道的作家，都需要一本在手。

作者：傑夫．凡德米爾
插圖：傑洛米．澤爾法斯
譯者：吳品儒
出版：大塊文化

兩京十五日

本書故事源於《明史》
裏關於朱瞻基的一段真實
記載——「夏四月，以南
京地屢震，命往居守。五
月庚辰，仁宗不豫，璽書
召還。六月辛丑，還至良
鄉 ， 受 遺 詔 ， 入 宮 發
喪。」史書中的寥寥幾

字，背後究竟隱藏着怎樣的深意？匆匆數句記
載，誰才是真正的書寫者？千里長河，星夜奔
馳，四面楚歌，命懸一線。太子這一場沿着大
運河的極速奔跑，跑出了皇權與民意的博弈，
跑出了宮闈與官場的心機搏殺，跑出了糾葛數
十年的複雜恩怨，也跑出了從崇高到卑賤的幽
微人心。這是一個小捕快、一個女醫生、一個
芝麻官和一個當朝太子的心靈之旅，一幅描繪
明代大運河沿岸風情的鮮活畫卷。

作者：馬伯庸
出版：湖南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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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國寶級二胡大師王國潼教授從
教60周年，上海音樂出版社為他出版
兩部著作《王國潼二胡名曲演繹》和
《王國潼二胡藝術文集》。從年初以來
一直在忙於兩本書的事，在疫情期間，
王教授全力以赴地投入這兩本書的修訂
工作，此書於八月底將隆重面世。
筆者走訪了王國潼教授，得知他早有

考慮，一直想把自己一生從事二胡藝術
的寶貴經驗和心得體會寫出來，留給後
人，作為從教60周年紀念。兩年來，
他日以繼夜地投入寫作，特別是今年新
冠疫情以來，王教授除了給香港演藝學
院「中樂教學法」進行網上授課外，更
是全力以赴不分晝夜地抓緊修訂這兩本
書，直至最後定稿，終與讀者見面。
在《王國潼二胡藝術文集》的「人生

篇」中，他把自己60年人生經歷中遇
到挫折和磨難時，如何把壞事變成好事
的經驗告訴年輕一代，如何從反對的聲
音中學到對自己有用的東西。
作為傑出音樂教育家的王國潼教授，

他把自己長期總結的教育思想、教學理
念和教學方法寫進了書中，他數十年堅

持「一專多能、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不僅為中央音
樂學院和香港演藝學院培養了許多優秀學生，還培養兒
子王憓成為擁有多方面成就的音樂家。他主張「教學要
把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和創造意識放到首位」的教學理
念，為中樂教學指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方向。他提出在不
同階段針對不同學生的不同情況，採用不同的教學方
法，將會使更多教師從中受到啟示。
在《王國潼二胡名曲演繹》書中，王教授為方便學習

者更好地學習書中的18首經典名曲，他不僅詳細地把
每首樂曲的演奏符號和要求標註在譜子上，毫無保留地
把數十年積累的演奏譜獻給了廣大二胡學習者，他還把
如何演奏每首樂曲中的每個樂句，甚至每個音符的奏法
和音樂感覺寫進了「演繹談」中，同時還附了親自演奏
的錄音，為傳承二胡藝術竭盡其用心，儼然是教育家的
心境，令人尊敬值得學習。此外，這本書中還出版了三
首他和王憓經常演出劉天華二胡曲的二重奏和流傳了近
50年的《懷鄉曲》2018年新版雙二胡演奏譜。因此，
使此書的內容更為豐富，學習民樂者定能從中學到更多
的東西。 文：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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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芭娜娜接受媒體專訪時曾表
示，《馬戲團之夜》這部小說的書名
是從創作歌手七尾旅人作品《馬戲團
之夜》的歌詞意涵獲得了靈感。此番
敘述並未出現關於跳火圈或走鋼索之
類的驚險情節，書籍內容當然也沒
有，讀者若抱持欣賞雜技表演的華麗
期待，請立刻捨棄那種想像，邁開腳
步走進主角沙也加收到奇怪信件的初
夏時節吧。
沙也加拆信閱讀後，決定獨自挖掘
某個沉睡已久的未知物件，遂悄悄前
往種植扶桑樹的院子。那棵扶桑樹十
分珍貴，保存了沙也加、阿悟、未散
一起賞花的最後一個夏天的回憶。即
使其中包含了兼具人子、人夫與人父
身份的阿悟無以抗拒的訣別，充滿極
為厚重的死亡氣息，在沙也加心中依
然漫溢着溫柔餘韻。
出自於《群音類選．卷八．四德記

．友餞馮商》的短短幾句話：「且痛
飲瓊漿百盞，何苦惜分離，這悲歡聚
散，原無定期。」似乎可拿來當作
《馬戲團之夜》的私己式閱讀引信，
用以觸發藏匿於靈魂深處的離情別

緒。世間的聚合與離散經常令人酸
楚，年輕的沙也加同樣未能免俗。看
着生病的丈夫阿悟日漸衰弱，她只覺
悲傷痛苦，直到過了三十歲之後，才
稍微懂得逐一放棄的路途那種感慨良
深的美好況味。
伴隨悲歡聚散而來的心理衝擊，於

沙也加而言並不陌生。她一出生即配
合雙親工作搬到印尼峇厘島(Bali)，在
烏布(Ubud)近郊度過了童年。和當地
的日本友人合夥經營民宿的父母因飛
機失事而辭世，沙也加深受打擊，但
她仍留在民宿幫忙，且漸漸振作起
來。其間出版了父母的研究記錄，寫
了散文集又環遊世界，然後回到日
本。二十歲出頭時，她利用「打雜抵
消住宿費」的形式寄居在市田家，並
和市田一郎展開甜蜜的初戀。可惜遭
逢意外事件，她的心理和手部皆受到
傷害，最終結束了情侶關係。
韶光荏苒，沙也加與松崎悟登記結

婚，生下女兒未散，踏入嶄新的世
界。阿悟病逝後，她和未散住在日本
附帶庭院的和諧二世代住宅，不但能
保有私人空間，如果公婆需要幫忙也

能飛奔而至。沙也加的左
手大拇指僵硬變形，每到
梅雨季節就會抽痛，幸而
不妨礙日常生活，唯有在
開合錢包或推嬰兒車感到
吃力的時候會想起從前。
回到故事開始的那封奇

怪信件，極其湊巧，署名
者為市田一郎。日後證實
他果真是沙也加青春時代
的初戀情人。睽違多年的
雙方被某種奇妙緣分重新
牽連，她不禁感嘆：「人類不假思索
地在每個角落不斷展開各種行為，與
今後將要發生的事情不可思議地連
結 ， 喚 起 更 多 各 式 各 樣 的 事
件……」
二十二歲那年，沙也加離開市田

家，準備逃往故鄉峇里島，當時空空
蕩蕩的成田機場讓她感覺自己真正是
孑然一身了。悲歡聚散虛無縹緲，如
煙似霧。人們酣飲歡樂，吞食悲傷，
嘗遍生離死別，很久很久之後，獨自
凝望曠遠迷茫的時光汪洋，除了垂釣
那些懊悔、惋惜、失落、愧疚之外，

能否捕撈較為溫柔
的回憶呢？
「 人 在 ， 人

走，別離，相遇。
我認為那都是溫柔
的。那種餘韻溫暖

了大家。」飽經風霜的沙也加願意用
這樣的態度看待悲歡聚散，彷彿契合
了吉本芭娜娜在〈後記〉裏對主角現
況的補述－正是開花結果時。是驀然
回首品味人生時。是對未來終於可以
稍作樂觀看待時。
悲歡無期，聚散無常，這段悠長寂
寞的航程，深沉的苦痛跬步不離，想
要保持豁達明亮的視野確實不容易，
但請謹記在心，人與人之間甚或是人
與事物之間，即便只有微渺短暫的交
集，也可能從中感受到香醇而篤實的
溫柔餘韻。

書評悲歡聚散，也有溫柔餘韻
《馬戲團之夜》
作者：吉本芭娜娜
譯者：劉子倩
出版：時報文化

文：余孟書

以空間帶時間
自1420年建成算起，故宮已經走

過了六百年的風霜雨雪。面對故
宮，千言萬語都會化成難以言喻的
感悟；置身於其中，個人曾經密密
實實的歲月轉瞬就沒有蹤跡。作為
一名故宮文化的研究者，祝勇採用
以空間帶時間的寫作手法，以大氣
磅礡的構思和輕盈靈動的文字，建
構了一座王朝政治意義上的紫禁
城，也展示了一座集園林、字畫、
藏書和工藝品之精華於一體的文化
意義上的紫禁城。從午門到神武
門，推開沉重的宮門，跨過朝代的
門檻，跟隨作者的文字，讀者彷彿
走過了六個世紀，甚至更為久遠的
洪荒歲月。
「建紫禁城比較集中的時間是三
年半，從永樂十五年到永樂十八
年。」而《故宮六百年》，雖說前
後歷經五年時間完成，但集中寫作
是從2016年開始，基本上也是三年
半左右的時間。
「紫禁城由數十萬人同時在建，
而這本書從查閱文獻、資料到落筆
完全由我自己來完成。所以我說是
用文字築一座城，或者說用文字重
溫一次紫禁城建成的過程。」
祝勇說，用七百多頁的一本書去
呈現紫禁城六百年的歷史，「就如
同用磚石建造紫禁城一樣，首先要
解決結構問題。紫禁城特別大，但
是這個『大』裏面不能雜亂無章，
它裏面是怎樣的結構必須清晰，我
在寫《故宮六百年》的時候，這個
結構也是必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所以很快我就確立了用空間帶時間
的寫法。」
在故宮，絕大部分建築空間都容
納了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歷史風
雲，然弱水三千，祝勇只取一瓢
飲。面對每一個建築空間，他只選
取了一個時間的片段，讓這些時間
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間上，銜
接成一幅較為完整的歷史拼圖。
「這樣，當大家跟隨着我的文字，

走完了故宮的主要區域，從神武門
出來，我們也不知不覺地，完成了
對故宮六百年歷史的回望與重
溫。」祝勇說道。

百幅攝影作品已成史料
值得一提的是，《故宮六百年》

中用了一百多幅圖片，主要是李少
白的攝影作品。祝勇表示，這些圖
片都是故宮的一些角落，非常精
美。李少白幾十年如一日拍攝故
宮，他拍攝故宮的圖片至少十萬
張，他的照片裏不僅有美景，還有
時間的縱深，因為故宮從2002年開
始不斷進行修繕，有的地方當時還
沒有開放，比如慈寧宮，李少白拍
了很多修繕之前的照片，還有一些
是未開放時的照片，在今天看不僅
僅是圖片，而是已經成為了歷史資
料。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慈寧宮花園

的時候，那個荒草幾乎沒過膝蓋，
但是今天這些雜草已經沒有了。還
有一些室內圖片，比如倦勤齋，現
在作為乾隆花園的一個部分，乾隆
花園這幾年也一直在修繕過程中，
外面已經部分地開放了，但是倦勤
齋的內部還是沒有辦法開放，而這
些照片也可以彌補很多遊客無法進
入倦勤齋裏面的遺憾。」

講好故事 樹立文化自信
祝勇對歷史與文化有着深刻的認

同與深厚的情感。作家馮驥才曾
說：「祝勇已經着魔一般陷入了昨
天的文化裏。這樣的人不多。因為
一部分文人將其視作歷史的殘餘，
全然不屑一顧；一部分文人僅僅把
它作為一種寫作的素材，寫一寫而
已。祝勇卻將它作為一片不能割捨
的精神天地；歷史的尊嚴、民間的
生命、民族的個性、美的基因和情
感的印跡全都深在其中。特別是當
農耕社會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時，
祝勇反而來得更加急切和深切。他
像面對着垂垂老矣、日漸衰弱的老
母，感受着一種生命的相牽。我明
白，這一切都來自一種文化的情
懷！」
近年來，祝勇一直努力用自己的

方式推廣、傳播故宮文化。2018年
11月，他擔任總編劇的文化節目
《上新了．故宮》第一季播出。在
「故宮文創新品開發員」鄧倫、周
一圍的帶領下，節目以尋常百姓的
「未知視角」切入，帶人們走進了
一段探秘紫禁城的奇妙之旅。節目
播出後，不僅收穫了電視、網絡收
視雙第一的佳績，更為故宮圈來了
一大批年輕粉絲。
「我始終認為，不是年輕人不喜

歡傳統文化，而是要看我們會不會
講故事。」祝勇說，今天，無論男
女老少，還都在使用筷子，吃着餃
子，千里萬里也要回家團圓過春
節，這些就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它
一直都在人們的血液裏，包括年輕
人。只不過需要我們以更合適的方
式去喚醒和激活。而這種方式並不
一定要板起面孔擺出教書先生的架
勢。
《故宮六百年》可以視為祝勇推

廣故宮文化、講好故宮故事的又一
次努力。正如著名作家王蒙所說：
「祝勇以文學的方式書寫故宮，對
於傳承傳統文化，樹立文化自信，
很有意義。」

祝勇新作《故宮六百年》

祝勇現任故宮博物院故宮
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作為
故宮博物院的一名研究者，
祝勇近年來持續書寫着故宮
的典故與傳奇，或借物詠
懷，或憑卷追思，從獨特角
度展示了一個豐富深邃的古
典中國。
《故宮六百年》中最後一

個章節寫到了近代故宮的一
些學者跟專家，在不少讀者
看來，這些人雖無關皇族的
風花雪月，卻更值得現代人
去關注。而祝勇亦打算專門
就此寫一本書。他說，「我
是在故宮工作，那些嬪妃
們、后妃們離我都很遠，但
是這些前輩離我特別近，而
且他們經歷了一百年的風風
雨雨，從1925年到今年馬
上一百年，我覺得他們身上
有特別令我感佩的東西。」
在書中，祝勇提到了莊嚴

先生。莊嚴瘦小枯乾，手無
縛雞之力，但是在抗戰時期

為了保存故宮文物，帶着故宮文物南
遷。最關注的文物之一是十件石鼓，
石鼓非常重，一個就有一兩噸重，
「它很有象徵性，這就是他們生命中
不可承受之重，就是在那樣一個戰亂
的國破家亡的時代，他們的責任就是
保護古物，他們的使命就是這樣。命
將不保，你如何保這些文物呢？所以
這些真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不可
想像的一種事情，但是他們完成這樣
的使命，我覺得故宮的前輩特別了不
起。」祝勇深情地表示。
老一代故宮人如此，今天故宮博物

院的工作人員也是「一輩子只幹一件
事」，「那種長時間的專注，也體現
了歷史上的文化與精神傳承。」

用文字築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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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月月1515日下午日下午，，著名作家著名作家、、紀錄片導演祝勇帶着他的新書紀錄片導演祝勇帶着他的新書《《故宮六百年故宮六百年》》出席了出席了20202020上海書展暨上海書展暨「「書香中國書香中國」」上海周上海周，，

與現場讀者一起探討六百歲的故宮的魅力與現場讀者一起探討六百歲的故宮的魅力，，與讀者朋友們分享這本新書的獨到之處與讀者朋友們分享這本新書的獨到之處。。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劉蕊

■■祝勇在上海書展祝勇在上海書展。。

■■《《故宮六百年故宮六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