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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介介

異鄉客

馬奎斯巔峰狀態的殿堂
級神作，12個關於流浪的
故事，12種孤獨到底的情
狀，每個人物都光彩奪
目，每篇故事都宛如寶
石。因為一個無法解釋的
葬禮夢境，馬奎斯寫下了
這些奇異又荒謬、寫實又

夢幻的故事：落魄的流亡總統、賣夢維生的婦
人、被關進瘋人院的正常人、泅泳在流光中的
孩童，以及血流不止的女子……他以舉重若輕
的筆法，將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寫得靈動輕盈、
充滿魔力。本書也讓我們知道，馬奎斯不僅是
一位實至名歸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更是一位
最會說故事的小說家。

作者：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
出版：皇冠

漫畫今昔物語：
水木茂的平安朝綺情異聞錄

《今昔物語》原書共31
卷，收錄千餘則故事，集
日本平安時代說話文學之
大成，登場角色包括鬼
神、公卿、聖人、武士、
庶民等，糅合靈異、神
幻、歷史元素，生動描寫
古今不變的人性與慾望，

除了是芥川龍之介〈鼻子〉、〈藪之中〉所取
材的對象，也是導演黑澤明、小說家夢枕貘的
靈感來源。水木茂的《漫畫今昔物語》則收錄
了其中23篇故事，道盡了人間的貪嗔癡，如
被拋棄的糟糠妻化作厲鬼報復丈夫、被慾望蒙
蔽的聖人淪為惡鬼玷污皇后、女子吃下與男子
交合的蕪菁後生子等，通篇以幽默、詼諧的手
法描寫人性，帶領讀者一探千年前不可思議的
軼聞綺譚。

作者：水木茂
出版：遠足

野獸該死

偵探小說大師尼可拉斯．
布雷克最受讚譽推理小說，
可謂是歐美黃金時期推理經
典，1982 年首次中譯出
版。所有的一切都起源於一
場車禍。這場車禍撞死了一
名小男孩，車主卻肇事逃
逸。小男孩的父親法蘭克．

卡恩斯悲痛欲絕，然而警方卻對此案毫無頭
緒。身為知名推理小說作家的法蘭克決定靠自
己找出兇手，他隱姓埋名，將自己想像成兇
手，一步步探尋蛛絲馬跡，終於來到了真兇身
邊……並展開一起無人知曉的完美謀殺計劃。詭
異的是，在他預謀犯案的那天，形跡敗露的他致
使行兇失敗，該死的人卻還是死了——另一個殺
人計劃成功了！所以……兇手到底是誰！？

作者：尼可拉斯．布雷克
出版：馬可孛羅

胡德才策劃、古遠清編著、華中書局出版的
《2019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年鑒》已在12月上
旬面世。根據約定俗成的說法，「世界華文文
學」指中國內地以外，全世界各地用華文（中
文）寫作的文學作品。內地和世界各地都有學
者和批評家研究這些地區的作品，成果非常豐
富，每年論著文字的數量難以估計。這本八百
多頁的《年鑒》大書，對2019年的研究成果
做了概述和評論。此書分為年表、綜述、爭
鳴、資料、現場、對話、目錄、書評、專題、
悼念、機構、會議等十二輯，還有一篇「凡例」、一篇「後記」。
論者謂香港文學「活潑紛繁」，對此《年鑒》「綜述」部分的一篇三
萬多字長文（作者是內地年輕學者）描繪其多姿景象：本年度出版或發
表的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各種文類作品，都獲得簡要的介紹、點
評；相關的文學活動包括書展和文學評獎，也一一列舉。香港是「粵港
澳大灣區」內的一個重要城市，「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在《年鑒》裏有
專文予以回顧和展望。
資料性文字是「枯燥」的，但本書的「爭鳴」和「悼念」篇章就顯得
有個性有感情了。2019年香港有作家辭世，對此在「悼念」部分有同文
縷述二人相親相敬的交往。在「爭鳴」部分，有內地學者撰文指出《白
先勇細說紅樓夢》的解說並不高明；另一內地學者對葉靈鳳的「漢奸」
問題加以辨析；有香港學者認為「文學大師」難以評定，因此撰文提出
幾個標準作為評價的參考，這幾個標準是：大格局、大篇幅、大創意、
大好評、大影響、大銷量。
這已是一年一大冊的第七本《年鑒》了。七大本《年鑒》，其「個體
戶」式編著者，一直是武漢的學者古遠清教授。古教授數十年來研究華
文文學（也兼及內地文學），出版過台灣、香港、內地、澳門各地的文
學史或分類文學史，誠然著作等身，享譽於時。他在年屆七旬之後，把
《年鑒》的編著作為晚年一項重要學術事業。第一本即2013年的《年
鑒》由汕頭大學贊助並出版，備受好評，但汕大沒有繼續支持。幸好古
教授遇到「知音」，他獲得武漢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胡德才院長的賞
識，有財者支持有才者，《年鑒》的命脈乃得以延長。古先生在此耄耋
之年，仍然獨力扛起編著的大擔子，而表現如此不凡，實在令人敬佩。
這一系列的《年鑒》已成為研究者必備的參考書。
《年鑒》關於香港的資料甚多。內地學術界流行「香港文學在香港，
香港文學研究在內地」的說法；多年來古遠清等內地學者致力研究香港
文學，論著迭出，本港學者對此難免百感交集吧！ 文：梁田

書評

簡訊 香港文學研究在內地

「在黑夜，迷茫和不安的時
候，望一眼燈光，能給人帶來無
窮的力量與希望。」經歷了一年
多修例風波，香港社會被仇恨和
暴力撕裂，彷彿被漫長的黑夜籠
罩。如今再陷一波接一波不曾平
息的新冠肺炎疫情，經濟下滑，
人心惶惶，香港人更需要一些力
量和希望。《在黑夜點燈》記錄
的便是這樣一群在這個時代以自
己的力量點燃一些希望的人們。
作者江迅是在《亞洲周刊》副總
編輯，他奔波在第一線，深入採訪
了在過去一年風波裏六個在各自
崗位、不同領域以自己的方式愛
國的香港人，包括「十四億人茶
餐廳」老闆娘李凱瑚、堅持清潔
社區的高松傑、以視頻傳遞愛國
愛港之情的冼國林、蹈鋒飲血的何
君堯、「光頭警長」劉澤基、「陀
槍」男人林志偉，將他們的人生故
事和心路歷程娓娓道來。
身為一個資深媒體人，作者的採
訪顯得別具一格，常於細微處見
深情。他寫下李凱瑚與「黃絲」
兒子的矛盾與裂縫，記錄下這個
普通茶餐廳老闆娘的情緒碎片、

愛國與家人之間的情感衝突，以及
一個女人承擔父業、被封為「至尊
奶茶王」的堅強之路。在他的筆
下，何君堯是個編寫族譜、撰寫良
田的「良民」，「笑對每一個今
天，悄然着一份風輕雲淡，在漸次
展開的生命畫卷中，收穫的是生命
的厚重與平凡」。而「冼師傅講
場」的一段段解答法律問題和提供
政見的視頻，是「冼國林對這座
城市之愛的一次次閃現。真摯而
崇高的愛，能派生出如此的力量
和膽識，使人在密集的火力網
下，能自如地行動，如入無人之
境。愛，需要藝術；愛，需要才
能；愛，需要勇敢」。以普通市
民名義做清潔行動、快閃唱歌的
高松傑，書中形容他們的每一次
行動「都像一點小小的火星，激
發更多的火苗。每 一次行動，都
像一朵小花綻放，因為花開，一
個春天都不寂寞了，花開怎麼能
寂寞呢？花怎麼能兀自地開着卻
沒有聲音呢？正是一朵一朵花開
的聲音，香港才會有春天的交響
樂」。
熟悉江迅的人都知道，他是出

了 名 的 性 情 中
人，因而在採訪
的過程中常能看
出他被這幾個人
物深深感動。香
港警察是法治社會的符號，深入
人心的是《警察故事》和《陀槍
師姐》等港產片裏的形象，劇中
警察高效、敬業、獨立、忠誠，
很多人至今難忘。他筆下的兩個
警察人物，都褪去制服變為一個
普通男人，身材魁梧，皮膚黝黑
的「光頭警長」劉澤基，以神情
緊張、舉着長槍的硬漢形象走紅
內地網絡，卻看天安門閱兵和觀
賞《我和我的祖國》兩次抹淚 ；
1985年就加入警隊的香港警察員
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在採訪中哽
咽了，連日因暴力衝突而忙碌，
想不起自己何時回家與家人一同
晚餐，甚至在月夜的冷風中感
慨：「 那天我真的感到有點累，
是心累，是思緒累。有時覺得這
個漩渦為何要牽引得我這樣緊。
有時夜闌時，看着身邊的人，會
問自己，退下吧，總會有人做，
總會有人處理，雨要下你阻不

了，情況要變你攔不住。放 下
吧。沒有你世界一樣轉。」然而
最後還是使命兩個字喚回他的精
神和意志⋯⋯
這本書從各方各面記錄下這幾

個人物的所思所想，或許能令讀
者對他們能多一些理解，從他們
的故事中獲取一些堅定的信念。
就如同李凱瑚說的，假如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都充滿理解，人們還
會發愁找不到那個美好的世界
嗎？土生土長的李凱瑚仍然懷念
當初和平包容的香港，她願意先
行一步：「 無論政見，歡迎所有
人到店欣賞美食。 」她相信，而
所有人也都希望，和平包容的香
港很快就會回來。

書寫黑夜點燈的勇敢與溫情
—讀江迅新作《在黑夜點燈》

《在黑夜點燈》
作者：江迅
出版社：香港太平書局

文：林靜

12月初，聶震寧受天一文化邀請與鄭州讀者分享關於閱讀的思
考。聶震寧曾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
社長、中國出版集團總裁，近些年
來他一直致力於閱讀推廣工作。
2007年，他和30位全國政協委員一
起提出了關於展開全民閱讀活動建
議的提案，推動全民閱讀活動在全
國範圍持續廣泛展開。

疫情「檢驗」下
全民閱讀現效果

聶震寧說，現在各地的讀書活動
越來越多，機關企事業單位多辦有
讀書會，親子閱讀、家庭閱讀也已
經成為一種流行，閱讀率和圖書銷
售總冊數，都遠遠超過十多年前的
數據。
「全民閱讀」推廣以來效果到底

如何？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給出了
「檢驗效果」，聶震寧表示，根據
調查來看，閱讀已經成為了人們的
一種生活方式，或者說大家在閒下
來的時候會想到閱讀。他表示，疫
情期間的閱讀表現為三個特點：首
先在疫情期間很多人選擇看書而非
其他休閒方式，第二雖然人們一開
始熱衷於網絡碎片話閱讀，但隨着
人們對謠言、不實信息等的牴觸，
又回過頭來開始讀整本的書；第三
個特點是線上線下互動加強。聶震
寧表示，出版業在這期間出版的書
籍，相當多是通過網絡進行宣傳推
介。

開卷有益
讀總比不讀好

第十七次全民閱讀調查顯示，
2019年我國成年國民各媒介綜合閱
讀率保持增長勢頭，但紙質圖書和
電子書的閱讀量有所下降。手機和
互聯網成為我國成年國民接觸媒介
的主體，有聲閱讀繼續較快增長，
聽書成為讀書人的新選擇。
聶震寧也表示，總會有人問在手
機上看書算不算，聽書算不算。他

的回答是：開卷有益，讀總比不讀
好。比如某些平台把書拆讀，在聶
震寧看來這是一種讀書方法，「這
種方法有利於發動大眾來讀書，也
有利於一本書中比較好的信息盡快
地擴散出來。」很多人會因為聽到
或讀到書中比較精彩的片段，就去
讀完整的書。
但聶震寧強調，不能止於聽書。
聽書是很好的閱讀方式，但會造成
對文字的陌生化，而漢字的內涵非
常豐富，文字閱讀應該在生活中保
持一定的地位。「忙時讀屏，閒時
讀書。」在信息傳播飛速的當今，
聶震寧一直持這樣一個態度，他表
示，忙的時候大家可以刷刷手機，
而空閒的時間則一定要讀讀書。
對於不少讀者會跟風各媒體平台

的「直播帶書」活動，聶震寧的看
法也是持寬容的態度，在他看來，
從眾心理可以理解。但不管什麼商
品都要接受市場考驗，如果只是說
得好聽，實際圖書品質差距太大，
久而久之這個品牌便會被讀者拋
棄。「直播帶書雖然黏度很高，但
自由度也很高，最終考驗的是書的
質量。」

興趣變志趣
提升閱讀力

聶震寧說，在全民綜合閱讀率提
升的前提下，今後全民閱讀推廣活
動的重點應該是提升閱讀力。
聶震寧說，閱讀力包括閱讀興

趣、閱讀習慣、閱讀能力三個方
面。閱讀力的培養實際上是對人們
思維能力的培養。閱讀興趣和閱讀
習慣是良好學習動力和毅力的基
礎。「想要真正培養閱讀力，需要
循序漸進，還得有若干的方法。要
把興趣變成志趣，保持良好的志趣
才會堅持下去，會促使自己主動尋
找經典著作，不會隨波逐流。」
而學習能力的核心是閱讀能力，

閱讀能力包括了閱讀和理解之時的
能力、分析和判斷知識的能力、聯

繫實際乃至聯想創新的能力。就像
孔子說「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書讀到最後還是要思
辨。」
2017年，聶震寧首次提出「閱讀

力」的概念，其專著《閱讀力》兩
年多時間曾印刷11次。聶震寧表
示，在多年的閱讀推廣活動中，他
經常面對中小學生、老師、家長提
出的閱讀問題，不知道讀什麼、怎
麼讀，便萌生了後來寫作《閱讀力
決定學習力》的強烈願望。在寫作
過程中，聶震寧多次研究中小學生
課改標準，思考不同版本語文教材
的變化，參考國內外閱讀學專家的
學術成果，總結各地優秀中小學校
教師的教學經驗，聶震寧希望這本
書不但可以為家長和老師們提供有
益的指導，同時可以為學生提供有
價值的參考和輔導。

出版與閱讀共同發展
目前，聶震寧會着重讀一些關於

閱讀學方面的書籍，最近他在讀加
拿大作家阿爾維托·曼古埃爾的《閱
讀史》、新西蘭作家費希爾《閱讀
的歷史》。聶震寧說，他的閱讀學
的研究不主要在文獻學的研究，更
多的是行為閱讀學研究，或者是閱
讀行為學，研究閱讀力、閱讀力決
定學習力等等，「但是我們傳統閱
讀學更多的是文獻學研究，因為它
是跟圖書館一直走過來的，圖書館
學一直強調目錄學、目錄學閱讀
學，所以我現在也在做閱讀學研
究，關於閱讀學的書我還是多少要
讀一些。在中國歷史上各種閱讀現
象我也在研究」。
有人說聶震寧現在是閱讀學專

家，聶震寧卻說自己還是出版學專
家，「因為閱讀是出版的重要組成
部分，現在是在做出版最後一件
事——閱讀。書從出主稿開始到最
後閱讀，效果好不好，對社會有沒
有影響是出版的最後一件事，出版
和閱讀是共生發展。」

聶震寧：

「全民閱讀活動推廣以來，效果超乎預期，中國的綜合閱讀率明顯提升。」出版

人、作家、全民閱讀主要倡導者、韜奮基金會理事長聶震寧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

時表示，開卷有益，不論是線上閱讀還是線下讀書會，「讀總比不讀好」。然而，

「在閱讀力的培養與提升方面還任重道遠。」聶震寧最新出版的《閱讀力決定學習

力》便是針對提高閱讀力的一本書，「不僅要開卷有益，還要把書讀懂、讀薄，能夠

進行聯想與創新就是把書讀好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此前，莫言等著名作
家紛紛在短視頻平台開
設賬號，通過視頻和讀
者直接交流。而人民文
學出版社更是與字節跳
動一起合作，計劃在未
來3年內扶持100位知
名作者入駐今日頭條、
抖音、西瓜視頻、番茄
小說等字節跳動旗下的
多個產品，共同打造泛
知識視頻和直播節目。
對此，聶震寧先講了

一個外國女士與錢鍾書
的故事。一位外國女士
讀了錢鍾書的書十分敬

佩想要登門拜訪，錢鍾書在電話中打
比喻說：「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
不錯，何必要認識那下蛋的母雞
呢。」
聶震寧說，這是錢鍾書先生的一種

幽默。這種觀點的背景是，20世紀
英美新批評學派創造的細讀學，即以
文本為中心，用語義分析方法解讀文
學作品的方法，認為作品誕生後便是
獨立的，與作者無關。「這是從文學
批評的角度來看，但從傳播學角度來
看，作家不是母雞，你吃到一個特殊
的金蛋，也想見見母雞長什麼樣子，
這是一種閱讀心理，看到作者也可能
對書的意境、內涵有更深的理解和認
識。」

從提高閱讀率從提高閱讀率
到提升閱讀力到提升閱讀力

作
家
與
讀
者
「
線
上
見
面
」

滿
足
讀
者
多
元
需
求

■■聶震寧聶震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