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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介介

笙歌

《笙歌》講述一個以香港
為場景的未來故事。二十一
世紀中葉，人類社會在金融
風暴、地震海嘯、饑荒瘟疫
的反覆造訪中，躑躅前行，
終在不育危機中走向末路。
2048 年，人類最後一個嬰

孩，中歐混血兒宋笙在香港出生。2090年，
宋笙42歲。作為全球最年輕的人，他與香港
僅剩的「遺民」，生活於大都會的遺骸：太平
山頂、中環、維港、尖沙咀……象徵昔日輝煌
與繁榮的地標，在文明凋謝後，重回洪荒世
界。對文明過後的「原始人」來說，未來一點
也不科幻——時間無多了，他們面對一場寂寞
的鬥爭，為自己，為人類，盡最後一分努力找
尋自我。

作者：譚炳昌
出版：香港中和出版

大故宮全集（共三冊）：
故宮六百年大歷史

著名清史學者、百
家講壇名家大師閻崇
年潛心30年力作。
第一套百科式故宮大
歷史，收錄珍藏照片

300 張、圖畫 120 幅。《大故宮Ⅰ》以全新
角度，一窺故宮內裏外延真相。《大故宮Ⅱ》
每講從一座宮殿出發，介紹地理位置、建築設
施，娓娓道出明清兩朝後宮帝后的日常起居、
傳世文物、精神生活與人生悲喜。《大故宮
Ⅲ》將焦點由紫禁城中的政治經營、權力鬥爭
轉向皇室的家庭、外戚內侍，一窺皇家成員們
的親情互動、教育養成以及家居生活。

作者：閻崇年
出版：聯經

科學怪人（MIT麻省理工學院
出版社「特別註解版」）

在寒冷多雨的日內瓦湖
畔，維克多．法蘭肯斯坦博
士與他違逆自然法則所拼製
而成的產物之間，展開了
「創造者」與「被造物」的
人間驚魂記。瑪麗．雪萊的
經典《科學怪人》是一則講

述「科學傲慢」的終極寓言型。這部由聲譽崇
隆的 MIT 出版社所發行的「修訂、評註、論
文」紀念版，以瑪麗．雪萊兩百年前創作的經
典小說《科學怪人》為本，搭配專業註解及跨
領域的主題式論文，重探本書於科學、倫理、
哲學等層面的不朽價值，為經典文本賦予了超
越時空、印證當下的二十一世紀新生命。

作者：瑪麗．雪萊、大衛‧H‧加斯頓、
艾德‧芬、傑森‧史考特‧羅伯特

譯者：黃佳瑜
出版：麥田

SPQR：璀璨帝國，盛世羅
馬，元老院與人民的榮光古史

羅馬離我們有多遙遠？知
名歷史學者瑪莉‧畢爾德告
訴我們：羅馬其實離我們很
近，近得讓人訝異。畢爾德
筆下的羅馬像複雜的萬花
筒，絢麗、能量十足，同時
又矛盾且衝突頻仍，而這個

偉大帝國的生命力，正是來自這些不斷流動、
消長的力量。羅馬人野蠻又文明、暴力又寬
容、唯我獨尊又海納不同文化。這麼一個受萬
千後世吹捧、研究、敬畏的大帝國羅馬，在最
初不過是意大利中部一座不起眼的小小村
鎮－羅馬人究竟是怎麼做到這一切的？羅馬
究竟是怎麼造就的？探詢這包羅萬象的帝國，
像是在探究西方文明轉變的契機、人類文明的
奧秘。

作者：瑪莉‧畢爾德
譯者：余淑慧、余淑娟
出版：聯經

文豪們的私房酒單

本書將帶你一窺酒精與文
學名家的歷史時刻、逸聞趣
事、八卦奇談。你知道珍．
奧斯汀不但喜愛啤酒，更會
釀造啤酒嗎？你知道海明威
什麼酒都喜歡喝，唯獨對啤
酒興趣缺缺？本書由得獎插

畫家／設計師葛瑞格．克拉克和蒙特．畢爾普
聯手創作，幽默風趣的插畫演繹了性格各異的
天才酒徒，依照不同酒類分章節，從葡萄酒、
啤酒、威士忌、琴酒、伏特加、苦艾、龍舌蘭
到蘭姆酒，帶領讀者一遊歷史長河，酒精催化
了許多文學作品的誕生，在這些文學名人的生
活中，更是奠定了不可抹滅的地位。文學與酒
缺一不可！乾杯！

作者：葛瑞格．克拉克、蒙特．畢爾普
譯者：王鵬、吳郁芸
出版：麥浩斯

最近出版的《豈不懷歸》是第一部
針對「三和青年」的調查報告。

兩位學者，田豐和他的碩士研究生林
凱玄，試圖盡可能掙脫理論束縛，不
帶預設，以白描的手法還原真實的
「三和青年」。這項研究沒有申請任
何科研經費，出版過程也是歷經磨
難。經過反覆努力，雖然損失了一部
分內容，這本書還是在成稿17個月以
後出版了。出版至今，《豈不懷歸》
已經加印兩次，在當當、京東等網絡
圖書平台上的銷量都名列前茅。

三和青年：
被時代遺棄的「零部件」
在田豐看來，如果沒有聚集在這裏
的年輕男性打工者，三和就只是中國
廣東省深圳市龍華區的一個地名，有
了這些三和青年，三和或許可以載入
中國歷史，成為透視城鎮化、工業化
發展中各種問題的一個案例，它背後
凝結了經濟、社會、企業、城市管理
等多方面因素，而三和青年則成為經
典問題案例中的主角。
田豐認為，三和青年的產生，是一
個時代行將終結時仍存留的社會「遺
產」。數據顯示，2010年自中國經濟
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後，中國過度依賴投資、出口以及盤
剝廉價勞動力的發展模式進入尾聲，
「當中國經濟開始追求高質量發展，
當深圳的產業開始向價值鏈高端延
伸，先進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成為
內涵式增長的主動力，沒有產生太大
變化的或許只剩下農民工。東部沿海
發達地區和少數超大型城市已經成為
人才、資源的黑洞，越來越多缺乏教
育、知識和技能的農村青年會隨之被
吞噬在不平衡的發展過程中。」
田豐認為，三和青年作為底層社會

代表，是一部分無法融入
深圳、被淘汰的青年人群
沒有選擇離開，而是試圖
繼續在深圳低成本地存
活。「深圳經濟社會發展
也為他們的低成本生存提
供了一定的現實條件」。

「混吃等死」
是被動的「抗爭模式」
日本NHK的一檔紀錄片——《三和

人才市場：中國日結1500日元的年輕
人們》令「三和大神」一時在網絡上
成為熱議話題。三和也被媒體稱為
「癱瘓聖地」、「廢人村」、「黑色
桃花源」。經歷了半年的田野調查
後，田豐認為，這些「三和青年」是
符合「90後」的整體特徵的。不論是
「喪」文化還是「佛性」文化都代表
着這一代青年想要獲得成就的難度越
來越大，對生活的預期越來越低，他
們會給自己找一些「合理性解釋」。
「不到1500日圓的日結工資能保證三
天之內處於底線生存狀況，雖然有些
工作可以使生活更美好，比如工資相
對較高，工期相對較長的小時工和臨
時工，能夠讓三和青年存一部分錢。
但對於沒有未來發展方向和目標的人
而言，活在當下貌似是一種更受歡迎
的選擇。」
在田豐看來，「90後」和「00後」

農民工身上有很多新的時代烙印，他
們負擔的家庭壓力小很多，至少不需
要承擔家庭支柱的壓力，能夠自己養
活自己對他們的父母而言已經是極大
的滿足。為此，當面臨剋扣工資、工
作環境差等情況時，他們不會像父輩
一樣忍氣吞聲，他們會主動維權，然
而又沒有有效的自我保護手段，為
此，他們選擇了新的抗爭模式——在

大都市裏「混吃等死」。
而從三和青年的經歷可以看到，他

們最初對社會、對工作、對生活都有
一些期望，然而，在缺少技能，沒有
收入並且被排斥的情況下，他們選擇
了抵制工作、抵制進工廠，而這一抵
制的結果便只能是成為在生存線上掙
扎、混吃等死的軀殼。三和青年經常
說的一個道理是：不想工作的原因是
不願意被剝削、被剋扣、被歧視。田
豐認為，這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
工業化過程中把農民工「非人化」對
待的結果。

豈不懷歸 出路何在？
「豈不懷歸」出自《詩經》，意為

「難道我不想回到我的家鄉？」田豐
說，書名有兩層意思。一層表明老一
代農民工是「葉落歸根」，新一代農
民工卻處於懸浮狀態，不回家鄉；另
一層則是強調「歸」，這些人出路將
來在哪兒？
在調研中，田豐發現，三和青年不
回家鄉也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
他們與家的聯繫原本就「弱」，不少
三和青年屬於「留守兒童」，與父母
的關係本身就比較疏遠；另一方面，

他們不希望家人知道自己的現狀，
「其原因可能是感到羞愧，或害怕家
人擔心。」
田豐說，前段時間，他和林凱玄又

去了一趟深圳。疫情期間，三和市場
面臨改造，變化挺大。網吧、小商店
沒了，招日結的還在，以前聚集在三
和勞務市場，因為封起來了，都分布
到周邊公園。他們現在睡覺也不能睡
在三和市場，只能睡在周邊公園。不
過，它的改造治標不治本，這種方式
無法真正消除三和青年的現象，也許
深圳沒了，也可能會在東莞、在廣
州。
田豐也在書中探討了三和青年的出

路，他認為，教育是為數不多的社會
能夠幫助農村青年選擇人生的最重要
手段，也是一勞永逸解決三和青年問
題的關鍵所在。
「一個好的教育體系需要與社會經

濟發展相適應，而不是生搬硬套的舶
來品。換言之，三和青年的出路不在
於別人給他們劃定什麼路線，而在於
他們改變人生軌跡的意志和能力。倘
若每個人都有意願且有能力改變自己
的生活，又會有多少人在花樣年華裏
去三和『混吃等死』？」

劉慶邦的最新長篇小說《女工繪》
帶有濃重的時代印痕。已經出版過三
部礦工題材長篇的他，創作了第四部
同題材故事，題材的重複並未帶來
「疲沓」的感覺，相反，劉慶邦在
《女工繪》中流露出來的年輕心態，
使得這部小說充盈着靈動之感。
《女工繪》大概講述了從1970到
1974年間幾位礦廠女工的故事，那已
經是一段遙遠而模糊的記憶，正是劉
慶邦生動的描寫，使得整本書如同一
個被封印的時間膠囊，作者的視線與
筆觸，如同兩道雪亮的光柱，照射在
這個時間膠囊上，近乎透明的「膠
囊」裏，走來了華春堂、張麗之、楊
海平、陳秀明、唐慧芳等女工……作
為讀者去閱讀她們，無形中竟然有了
成為觀眾的錯覺。
情節集中於煤礦——從煤礦宿舍到
食堂，從煤礦會場到礦廠大門口，
《女工繪》的場景描述，的確提供了
「舞台」般的展現效果。而讀者之所
以會產生「遠望」的閱讀感受，是因
為歷史、時間、時代——無一不在提
醒讀者，這一塊被作家「聚焦」的
「舞台」，正以下墜的速度離開我們
的記憶，如果不以充足的「光照」和

「放大鏡」式的書寫，她們將會被徹
底地遺忘。
沒有激烈的戲劇衝突，劉慶邦「放

大」的是筆下礦廠女工們的心思，如
果讀完全書就會發現，作家太愛筆下
這位名字叫華春堂的人物了，對於她
怎麼思維、怎麼說話、如何設計小計
謀、如何達到自己的小目的，作家猶
如明鏡一般，通過文字將之照射了出
來，使作者與人物，竟然有了「心心
相印」的感覺。
過去的礦廠，是個複雜而又危險的

環境。看過根據劉慶邦小說《神木》
改編的電影《盲井》的人，會有真切
的感受。即便沒看過這部影片，與煤
礦有關的各種社會新聞，也能勾勒出
一幅令人生畏的畫面……在這樣的環
境下，女工們如何生存，如何擁有體
面一些的生活，構成了《女工繪》最
大的小說張力，也可以幫助讀者更好
地進入人物內心，設身處地地理解她
們的一言一行。
作為女主角，華春堂在礦廠這個局

部小環境下，實在太靈活了，她可以
輕易看穿人心，並用四両撥千斤的方
式，輕易地把自己「安排」在燈房、
宣傳隊、化驗室等相對輕鬆的地方工

作，在擇偶方面，從李玉清到
魏正方再到卞永韶，三個優秀
的男青年，在三個階段，或多
或少都喜歡上了她或者愛上了
她，而她卻能夠始終精準地掌
握着分寸與節奏。
這樣的女性在現代都市劇裏

是不受歡迎的，但在《女工
繪》中，她卻是可愛的，她可
愛，因為她真實、透明，她的
小心思和小目的，旁人都知
道，但都不忍說破且願意成全
她。之所以讀者會喜歡華春
堂，歸根結底，原因只有一個：她總
是想在困苦的環境裏追求相對更好一
些的生活，這有錯嗎？一點兒也沒
有。況且她的追求，總閃爍着美好的
光芒，絲毫沒有傷害到別人，因此，
在這部故事背景深沉陰鬱的小說中，
華春堂成了身體周邊會發光的女性人
物，她讓人在閱讀過程裏，會不由沉
思。
「想起她們來，我連大哭一場的心

都有」，劉慶邦在《女工繪》後記中
寫了這麼一句話，他並不諱言自己是
書中的男性角色之一，也坦誠與書中
女性角色有過親密的關係，60多歲之

後寫《女工繪》，劉
慶邦更多了份坦然，
或是因為有這份坦然
的緣故，他才可以走
出悲傷，並堅持寫了
令人心靈感受到錘擊
一般的最後一頁與最
後兩段。非如此不可
嗎？非如此不可，否

則沒法對應作家想要「大哭一場」的
心。
在河南某縣城一處煤礦工作生活過

的女工人，她們的青春被劉慶邦鎖定
在一個時空膠囊裏，在那裏，她們永
遠年輕，用青春的歡笑與氣息驅散着
煤礦特有的沉重與壓抑，這個時空膠
囊，也是一枚時代標本，它在那個巨
大的時代背景下，顯得無比渺小，如
此容易受到傷害，正因如此，作家才
會往這個標本中，注入了那麼多深情
與溫情。作家用筆、用一本書，擁抱
了她們，而讀完這本書，讀者也會產
生些擁抱她們的衝動吧。

書評《女工繪》：
被封印在時間膠囊裏的青春與愛情

《女工繪》
作者：劉慶邦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文：韓浩月

社會學學者田豐
書寫年輕農民工生存現狀

廣東省深圳市龍華區一處角落裏廣東省深圳市龍華區一處角落裏，，有一群有一群

這樣的這樣的「「9090後後」、「」、「0000後後」」男性打工者男性打工者，，他他

們幹一天玩三天們幹一天玩三天，，吃廉價的食物吃廉價的食物，，經常睡大經常睡大

街街，，十天半月不洗澡十天半月不洗澡、、不換衣服不換衣服，，他們被稱他們被稱

為為「「三和青年三和青年」。」。社科院社會學學者田豐社科院社會學學者田豐、、

林凱玄新書林凱玄新書《《豈不懷歸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三和青年調查》》

利用白描手法展現社會事實利用白描手法展現社會事實，，描繪了一幅全描繪了一幅全

面面、、真實的三和圖景真實的三和圖景。。該書以點窺面該書以點窺面，，了解了解

中國社會劇烈變革之下的城市化問題中國社會劇烈變革之下的城市化問題，，探尋探尋

解決底層社會問題的出路解決底層社會問題的出路。。

近日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

院研究員院研究員、、社會學博士田豐做客鄭州松社書社會學博士田豐做客鄭州松社書

店店，，在在《《豈不懷歸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三和青年調查》》新書分新書分

享會上享會上，，分享了他對三和青年的理解與看分享了他對三和青年的理解與看

法法。。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劉蕊 河南報道河南報道

■■《《豈不懷歸豈不懷歸－－
三和青年調查三和青年調查》》

■《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分享會現場

■■田豐在松社書店做新書分享田豐在松社書店做新書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