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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介介

童話推理事件簿

英格蘭的鄉間發生了一
起離奇的殺人案，死者是
當地人口中的「巨人」，
嫌犯是一名年僅九歲的少
年。少年供稱自己是無辜
的，只是用了神奇的魔豆
爬到巨人家，還親眼目睹
了會下金蛋的雞、自動彈

奏的豎琴，這都是少年編造的謊言嗎？一名驚
魂未定的少婦獨自徘徊在冰冷的雪地裏，她自
稱是附近的男爵夫人，在丈夫出門時好奇逛了
城堡的地下室，卻驚見恐怖的刑具和屍骸。
「藍鬍子男爵」真的是邪惡的殺人魔王嗎？還
是背後隱藏更駭人的陰謀？……「童話推
理」是陳浩基融合推理與童話的嶄新嘗試，透
過嚴謹的考證，不但完美還原中世紀迷信的黑
暗氛圍，更將我們耳熟能詳的床邊故事盤整重
塑，注入了「本格推理」的新生命。

作者：陳浩基
出版：皇冠文化

想想下北澤

下北澤，對於吉本芭娜娜
而言，是裝滿回憶寶物的場
所。在搬到下北澤之前，她
有兩個強烈的個人回憶：一
個是十五歲那年冬天，高中
聯考失利的她在街頭感受到
年輕人的風貌，這也是她與
父親珍貴的散步回憶。另外

一個是二十歲那年，在當地街頭目睹一對作風
打扮都特立獨行、無視他人眼光的搖滾夫妻，
讓她不禁嚮往起下北澤的生活。如今個人事務
所選在下北澤重新出發的芭娜娜，藉由本書分
享她在街區生活中獲得的人生滋味與獨一無二
的回憶，將逐一消逝的店家和人們留在她溫煦
如斯的文字裏。

作者：吉本芭娜娜
譯者：劉子倩
出版：時報文化

SISTERHOOD：
門小雷精選作品集

門小雷是近年香港、亞
洲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
插畫家與漫畫家之一。本
書是門小雷生涯首度由日
本玄光社為她推出的精選
作品集，回顧門小雷自
2006年出道以來至2019
年的創作歷程，包含上百
幅插畫作品，以及四篇未

正式出版過的短篇漫畫作品，更有許多已絕版
的作者自費出版品也精選數幀收錄其中。書末
更收錄了門小雷本人的長篇專訪，以及與小雷
長年合作至今的畫廊經營者、書籍設計師
Katol的訪談。書中亦邀請到門小雷自承受到
他影響很深的日本著名漫畫、插畫巨匠江口壽
史，與日本新銳插畫師TANAKA MISAKI（た
なかみさき）以門小雷為主軸進行交流，暢談
剖析門小雷的魅力。

作者：門小雷(Little Thunder)
出版：臉譜

回看20世紀70年代初的歷
史，「奇案」所發生的年
代，理性力量正在復甦，為案
件偵破提供了可能，尊崇法治
的精神也正在回歸。廣州出版
社新書《戈壁奇案》講的是上
世紀六七十年代河西走廊發生
的一樁案子：戈壁縣公社秘書
王有德一家三口在家離奇中毒
死亡，眾人對「遇難者」無一
同情，卻極力維護「自首
者」。這樁案子不但一下成為
公社的大新聞，還轟動了整個縣城及武威地區……專案
組深入摸查，案情在各種反轉下最終水落石出。
《戈壁奇案》文字理性克制，人物形象鮮明，風土人

情饒有趣味。作者胡國華先後任職新華社高級記者、新
華社廣東分社社長等，足跡曾遍及河西走廊，積累了大
量第一手素材。本書正是他在積累了大量的一線素材後
創作而成，也因此，《戈壁奇案》「能使人聞到1970
年代戈壁灘的味兒」。它帶領讀者回看20世紀70年代
初的歷史，那個理性力量正在復甦的年代，彼時正散發
回歸法治、尊崇法治的光芒。
「我想通過這個小說，把上世紀70年代河西走廊獨

特的時代背景、生活風貌展現出來，也把當時下放鍛煉
學生的真實際遇寫出來。」據胡國華介紹，書中的諸多
細節和背景，都是源於自己當時的親身經歷，「我寫的
不是我們自己，我寫的是那個年代、那一批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凱雷

書訊
《戈壁奇案》

講述河西走廊的傳奇故事

一看題目，大家就知道這是一個老
掉牙的套路，但有趣的是，青春與運
動的關係，儼然亘古不變，永恒如
一。我曾撰文分析日本的運動映畫特
質，一旦抽出上世紀八十年代山本喜久
男的研究來對照，就可以一清二楚。
山本喜久男指出運動電影的特質，
可歸納為以下數則：一是運動片乃青
春片的骨幹；二是運動片乃作為一種
進入儀式而存在，好讓片中不同角色
借此作為洗禮得以成長；三是以一種
逆轉模式而存在，從而令情節有所起
伏；四乃可有雜耍的功能，以為作品
帶來娛樂性。
好了，以上的運動片與青春題材的
關係，幾乎可以一字不易挪用在小說
範疇上。就以青春運動的王道小說
《強風吹拂》為例，三浦紫苑此作可
說是當代日本熱血正色的青春運動代
表作，而且早已拍成為電影及動畫版
（甚至有舞台劇版）。小說於2006年
出版，2009已搬上銀幕，由小出惠介
及林遣都飾演當中最重要的兩名學生
長跑健兒。2018年再畫上電視動畫播
放，現在Netflix可說是更佳的影像版
本。
如果對照山本喜久男的分析，上文

列出的四大特質，差不多可以
完成套用在《強風吹拂》上。
小說以大學界的區間長跑比賽
為背景，把居於一破落宿舍的
學生聚集起來，從而踏上角力
爭逐之路。而參加長跑比賽，
就是他們而經驗的儀式所在，
當中有從非洲來的海外學生，
也有即將畢業面對沉重求職壓
力的學長，也有剛進大學卻背
負不想回首往事的天才長跑生
等等；十名性格南轅北轍來自五湖四
海的大學生，透過跑步「儀式」去成
就各自的人生定向洗禮。而當中各人
的資質更參差無比，尤其是身為漫畫
宅的王子，更是徹頭徹尾的運動白
痴——十人組合根本正是所有人心目
中的陪跑分子，而最終的逆轉情節自
然也是關鍵的趣味所在。最後在連場
群戲的設定中，交織愛情及友情起
伏的故事，所以帶來大量插科打諢的
趣味，自然正是「雜耍」意義的娛樂
性所在。此所以我就山本喜久男的分
析歷久彌新，絕對沒有半分虛言。
不過我想針對一提的，是日本流行

文化中的青春運動素材，當中的基型
設定，差不多自從電影上有《五個相

撲的少年》（1992）
創下奇跡後，以後均
離不開群體落水狗的
逆轉模式——簡言

之，就是一群現實中的落水狗人物，
如《強風吹拂》中被高中跑隊趕出來
的藏原走、留級了三年也未能畢業的
尼古及一直未能確定就職出路的King
等，均是客觀上的敗犬族。只有透過
長跑的儀式，各自才可以尋回應有的
人生自信，結果也不限在勝負之上，
而是帶出「釣勝於魚」的道理來。
有趣的是，三浦紫苑可謂亦步亦趨

恪守以上的黃金青春運動方程式，但
同樣有人拿此作變奏而帶出新意來。
對運動素材念念不忘的日本流行小說
作家，東野圭吾肯定是當中的表表者
之一。由早期1988年的《魔球》到後
來的雪地三部曲（《劫持白銀》、
《疾風迴旋曲》及《雪煙追逐》），

都可謂青春與運動的範疇熱愛如一。
而上述的落水狗設定，逐漸演化後已
出現不同的衍變，例如《雪煙追逐》
中的大學生脇坂，他本來並非嚴格意
義上的落水狗，但在陰差陽錯之下，
無辜淪為殺人兇手的頭號嫌疑犯，更
被迫要出走逃亡到滑雪場，希望去尋
回可為自己提供不在場證明的女生以
逃險。所謂的落水狗，意義上成為不
幸者，但背後承載的程式不變，同樣
等待儀式洗禮以作逆轉提升。
我覺得更有趣的是《魔力的胎

動》，這本號稱為《拉普拉斯的魔
女》前傳的作品，本來重心理應在擁
有超能力的主角圓華身上。但一翻開
書頁，就會發覺東野委實按捺不住自
己的運動癮——小說劈頭兩個故事，
就是關於跳台滑雪及棒球投手及捕手
等運動員的內容，而且他們不約而同
也是因為在運動員生涯上遇上樽頸，
於是需要依賴圓華的超能力幫助才得
以跨越難關——當然，這也是百分百
的落水狗故事，只不過後續發展有所
不同而已。
正如我之前曾言，日本在文化根源

中，是一個對落水狗有深厚情感的民
族，無論古今，也一定不會改變。

書評青春、運動、落水狗 文：湯禎兆

東方書店的主理人李國豪出身媒
體行業，兩年前轉行與同道一起

聯合開了這個書店。「之前的營業額
已經超過了我們的小目標」。在年輕
的李國豪身上，沒有獨立書店人經常
抱怨的眉頭緊鎖，更多的是衝破疫情
的小愉悅：在昆明古老的文明街上，
人流明顯多了，進店的新人多了，會
員和老顧客如約而至，人氣多過茶葉
店和鮮花餅店，只是稍遜於餐飲店。
周末的東方沙龍報名眾多。早前，為
紀念滇越鐵路通車110周年，書店就聯
合雲南美術出版社主辦「1910年的列
車」文化沙龍，邀請同名書作者段錫
先生講述百年滇越鐵路的故事。半個
世紀前，東方書店曾是聞一多、李公
樸、汪曾祺等學者名家經常造訪之
地。今天的東方書店依然是學者名家
的思想交流陣地。

百年書店原址復刻重現
東方書店，不同於其它獨居偏遠的
獨立書店，牢牢地佔據昆明老街鬧
市，它的鄰居是福林堂、李記谷莊這
些從民國風塵中走來的「老古董」。
192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外語系的王
嗣順先生回到家鄉昆明，受民主和科
學的「先聲」滋潤，於1926年創立了
「東方書店」，專售「三民主義」等
進步書籍。1937年，清華北大南開西
遷昆明。連冬衣都典當出去的聯大學
生，徹夜捧書在東方書店門口的燈
下苦讀。彼時的東方書店，一度成為
昆明的文化地標，銘記一座城市堅
定挺起文化脊樑的高光時刻。遺憾的
是，在隨後歲月的更替中，東方書店
漸漸失去了蹤跡。
現在的東方書店，是2018年6月16
日在老書店原址的基礎上復刻重建
的。李國豪沒有諱言自己的豪情壯
志：「我們接過了火炬，歷史上曾經
亮起的燈火，將重新照亮。」在復業
的兩年多裏，東方書店逐漸成為滇雲
大地上的議論話題、時尚網紅的打卡
勝地。讀書會、換書會、會員專屬書
單、會員日、東方沙龍、新書發布
會、私人書房定製計劃、「庚子圖書
公益計劃」……疫情總會過去，總有
雪融花開的時候。李國豪想讓書店再
次成為雲南文化地標，延續民國風
度，講述本土記憶，「無論遇到什
麼，我要堅持到2026年，那時東方書
店剛好100年。」
著名學者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
由之思想」多是獨立書店追崇的名

言。一個書店的魅力在於其獨特的品
格，而書店的決策者至關重要，他的
品好決定了獨立書店的思想容量和精
神高度。

有態度的書店
「賣什麼」決定獨立書店的堅守。

作為書店主理人，李國豪認為書店要
有態度，要從選擇的圖書中表明恒常
的堅守和原則。選擇好的圖書，有一
條標準金線：擁有普世認可的價值
觀，激發讀者多元而豐富的思考，引
導讀者向上向善。有態度的獨立書店
是邂逅好書的最佳場所。東方書店是
「本土的」，所以深耕本土文化，有
「雲南這邊」圖書專櫃，窮盡一切收
集雲南歷代地方文化書籍，讓本土文
化綻放異彩。同時把雲南著名詩人于
堅用過的椅子、作家朱霄華的書櫃搬
進來，營造本土文化的親近感；書店
從民國的濃霧中走來，接受過西南聯
大的浪潮，所以有 「民國風度」圖書
專櫃，還大量懸掛聯大名人的照片、
擺放遺物醞釀書香故韻；它是「先鋒
的」，所以關注思想前沿，強調趣味
和人文，設立了「遍地風流」專櫃，
這是思想者的狂歡，讀書人的盛宴。
還有「回收前任」，讓古舊圖書傳承
歷史文脈，傳遞過煙風雲、解碼文化
信息。
「不賣什麼」體現獨立書店的底

線。書店不應是隨波逐潮，不是什麼
走俏就賣什麼。東方書店堅持「八不
賣」：不賣成功勵志，不賣心靈雞
湯，不賣成仙修道，不賣養生保健，

不賣發財寶典，不賣野史禁聞，不賣
算命卜卦，不賣厚黑謀略。
「遇見的價值」則是獨立書店引導
閱讀的方向與旗幟。「哇，這個書店
布置太漂亮了啦！」「這本書太
好！」「快來東方書店，這兒太有歷
史感了。」紛至沓來的讀者，需求各
異，但李國豪欣慰的是，只要進來了
還會再來。獨立書店不是一個高冷的
場所，東方書店要做成有趣味的一個
生活場所，一個從小夢想的自家大書
房，一個不顯山不露水卻又大師雲集
的文化空間、思想陣地。一個優秀的
大腦，不在於接觸多少信息，而在於
遇見多少優秀的思想。

遇見「優秀的思想」
碎片化的信息時代，網購這麼方

便，為什麼還要來實體店買書？多樣
化的娛樂世界為什麼還要尋找枯燥的
魂靈？李國豪有自己的觀察和思考。
他說，平時的淘書網購，多數是「心
中有書」，大數據一步步引你流俗，
你瀏覽什麼書它就給你推什麼書，慢
慢形成知識盲區、思想偏見。獨立書
店購書是「心中無書」，讓讀者在隨
意中爆發主意，在遇見中引導讀者進
行深度閱讀、開拓閱讀，而不只是消
遣性的閱讀、娛樂性的閱讀。「心中
無書」卻可以遇見無數好書，它擊中
你、打開你、照亮你，讓你抵達不曾
了解的領域，看見不曾看見的風景。
書店的獨特價值，在於面對面「遇
見」，現場讓讀者遇見「優秀的思
想」。雲南大學著名教授石鵬飛曾在
東方書店的沙龍說，思想是一道閃
電，劈你讓你頓悟、明亮，而實體書
店裏裝無數閃電。
曾有讀者在東方書店的咖啡紙巾上

留言說，「沒想到這個時代還有這種
寧靜，還有這種不與時俱進自甘落後
的書店，它讓我感覺到一種感動，同
時又有一種憂心，我擔心你們活不下
去。對，我擔心你們活不下去，所以
我要買本書支持你們，希望你們一直
長長久久的辦下去。」
李國豪在點評東方2019年暢銷書榜

時，也自己總結道：銷量榜完全印證
了東方書店的堅守：本土的、人文
的、生活的、思想的，同時也給予了
我們信心：一座城市，不是有什麼樣
的讀者，才有什麼樣的書店；而是，
有什麼樣的書店，就有什麼樣的讀
者。遇見，是多麼神奇的化學反應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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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爬當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爬

上兩層的木樓上兩層的木樓，，光影從古光影從古

老木質的小軒窗打進來老木質的小軒窗打進來，，

斑駁地落在桌子上斑駁地落在桌子上，，散在散在

地板上地板上，，書香的味道就慢書香的味道就慢

慢漾開了慢漾開了，，坐落於昆明的坐落於昆明的

東方書店就從唐詩宋詞中東方書店就從唐詩宋詞中

披一身明亮顯影在人世披一身明亮顯影在人世

間間。。三三兩兩的讀者走了三三兩兩的讀者走了

進來進來，，或閱讀或閱讀，，或呆坐或呆坐，，

或拍照或拍照，，或選書或選書。。熱的熱的

天天，，暖的場暖的場，，悅的顏悅的顏，，沖沖

散了外面疫情瀰漫的散了外面疫情瀰漫的20202020

年之沉悶年之沉悶。。

文文、、圖圖：：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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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書店獨立書店，，獨樹一格獨樹一格，，
獨立形態獨立形態，，獨立品格獨立品格，，獨獨
立操作立操作。。特點有三特點有三：：無所無所
依附依附，，人文關照人文關照，，持之以持之以
恒恒。。獨立書店經營困難者獨立書店經營困難者
居多居多，，稍有不善稍有不善，，就被淘就被淘
汰汰，，空留一聲嘆息空留一聲嘆息。。早早
前前，，深圳網紅書店誠品深圳網紅書店誠品77
月月33日宣布日宣布，，年底結業年底結業，，
引發社會對疫情衝擊下書引發社會對疫情衝擊下書
店現狀的關注店現狀的關注。。根據根據「「書書
萌在線萌在線」」最新調查最新調查，，

9898..0202%%的中小獨立書店表示圖的中小獨立書店表示圖
書仍然是目前的主營業務書仍然是目前的主營業務，，而文而文
具文創緊隨其後具文創緊隨其後，，只有只有2222..3838%%
的書店表示餐飲的書店表示餐飲（（水吧水吧））是目前是目前
收入的主要來源收入的主要來源，，場地租賃和活場地租賃和活
動收入是一部分書店的主營收入動收入是一部分書店的主營收入
之一之一。。目前最擔心的是疫情持目前最擔心的是疫情持
久久、、消費者消費習慣轉變和員工消費者消費習慣轉變和員工
離職離職。。疫情最膠的三四月間疫情最膠的三四月間，，
東方書店一個月少說有東方書店一個月少說有1010幾萬幾萬
元的損失元的損失，，店內營業額近乎為店內營業額近乎為
零零，，人工人工、、社保社保、、房租房租、、水電都水電都
要照常支付要照常支付。。

到東方書店的讀者到東方書店的讀者，，白白
領領、、學生佔一半學生佔一半，，有高中有高中
生生，，有大學生有大學生，，她們喜歡她們喜歡
在周末到店在周末到店，，點一杯咖啡點一杯咖啡
或者茶或者茶，，坐在窗邊複習功坐在窗邊複習功
課課，，或者閒讀或者閒讀。。
喜歡到東方書店的讀者喜歡到東方書店的讀者

中中，，女性居多女性居多。。進入東方進入東方
書店的書店的55個讀者中個讀者中，，大概大概
有有44名是女性讀者名是女性讀者。。女性女性
讀者中讀者中，，1616——4040歲的讀歲的讀
者佔者佔8080%%。。她們偶爾網她們偶爾網
購購，，但更喜歡在實體書店但更喜歡在實體書店
偶遇書偶遇書，，並留下有地域屬並留下有地域屬

性的印記性的印記，，比如藏書票比如藏書票、、明信片明信片
或者藏書章或者藏書章。。女性讀者偏愛情女性讀者偏愛情
感感、、哲學哲學、、心理心理、、生活美學方面生活美學方面
的圖書的圖書，，朱生豪朱生豪《《醒來覺得甚是醒來覺得甚是
愛你愛你》、》、王小波王小波《《愛你就像愛生愛你就像愛生
命命》、》、聶魯達聶魯達《《二十首情詩和一二十首情詩和一
首絕望的歌首絕望的歌》》這些書的銷量這些書的銷量，，應應
該就是她們貢獻的該就是她們貢獻的。。
正因為較少的緣故正因為較少的緣故，，每進入東每進入東
方書店一個男性讀者方書店一個男性讀者，，就會成為就會成為
時常聯繫的鐵粉時常聯繫的鐵粉，「，「不來則已不來則已，，
一來就鐵一來就鐵」。」。男性讀者偏愛歷男性讀者偏愛歷
史史、、文學文學、、社科方面的圖書社科方面的圖書，，尤尤
其偏愛在東方書店淘舊版或絕版其偏愛在東方書店淘舊版或絕版
書書。。看起來越是難啃或者冷門的看起來越是難啃或者冷門的
書書，，他們就越是喜愛他們就越是喜愛。《。《余英時余英時
文集文集》》是一位男生花了近半個月是一位男生花了近半個月
的工資買走的工資買走
的的。。目前目前，，東東
方已經有儲值方已經有儲值
會 員會 員 600600 多多
人人，，平均每天平均每天
增增11 人人。。

■■東方書店從唐詩宋詞中披一身東方書店從唐詩宋詞中披一身
明亮走來明亮走來。。 圖片提供圖片提供：：東方東方

■■讀者留言讀者留言。。

■■每周一次的東方沙龍成為昆明的文化盛每周一次的東方沙龍成為昆明的文化盛
宴宴。。 圖片提供圖片提供：：東方東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