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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
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

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
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
興趣的讀者請即日起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
w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副刊讀書人B6 ●責任編輯：尉瑋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212021年年11月月44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1年1月4日（星期一）

2021年1月4日（星期一）

是的，設題明顯已有找碴子的意
味。
當然，湊佳苗的《山女日記》的構
成，由一開始已有濃厚的商業氣息，
而事實上她也求仁得仁，小說成功改
編為日劇《山女日記：以山頂為目標
的女人們》（2016），由工藤夕貴及
黑谷友香等主演，算是為小說找到了
影像生命的寄託。
而《山女日記》的構成，也的而且
確有現實上山女風潮的推動助力在背
後支持，當然作者也不無反省意
味——小說中不少章回的主人翁均以
中女熟女為設定原型，冠以尋找自我
作定位方向，顯然與山女熱潮下的趨
新騖奇有對抗性的意圖。
只不過我倒想來一次逆向閱讀——

如果山女是一種自我探索的風潮流
向，那麼在她們背後又有何因由促使
各人分別上路？小說中的指向十分明
顯，十居其九都是與身邊男性的牽連
而導致踏上山女之路。
〈妙高山〉的主角律子，正是因為
與未婚夫野村的成婚路出現波折，於

是登山成了她好好思考未來人生的契
機；同行的同事由美，則是部長的外
遇對象——有趣的是，前者為將來不
想與未婚夫的母親同住而煩惱，後者
竟然承擔起去探望看護部長母親的職
責，正反的對照昭然若揭。當然，故
事中的男性基本上都是影子人物式的
角色，而且作者也未有深究他們的想
法，但顯然登山變成山女尋覓人生出
路又或是藉此減壓的良策之一。
而湊佳苗當然明白以上乃最傳統定

型的入題，所以在往後的篇章中，出
現的男性角色逐漸便紛陳多變。〈火
打山〉中有溫柔體貼的神崎先生，
〈金時山〉中有積極追夢的大輔，而
〈槍岳〉中既有被迫希望女承父志的
老父，同時也有細心明事的本鄉老先
生等等（老父的投射形象），作者顯
然想突出背後的設定——無論背後有
哪一種的男性羈絆牽連，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選擇，因為由選擇登山開始，
已經是一種人生路向的選取抉擇。
此所以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作

者在設定上，其實為每一篇的女主

角均定下了反抗的「任務」——
無論是柔性還是剛性。出發點同
樣旨在反抗某種由男性形象代表
的定見守則，剛才提及〈妙高
山〉的婚姻觀念，以至〈槍岳〉
中反抗由父親及本鄉先生代表上
一代的登山原教旨主義者，對任
何新裝備均抱持懷疑態度，本質
上都是針對社會定見的自求我
道。而在〈火打山〉中，則變得更
含蓄隱晦，神崎先生的溫柔，表面
上與其他篇章中的男性大異其趣，
但處處為對方設想，又或者調節了
難度要求，其實同屬一種強加自我
價值觀於他人身上的表現。所以篇
中的美津子其實演繹了一次完美的
狡黠遊戲，透過迎合神崎對她的
「登山新手」想像，逐步去尋回一
直被壓抑下去的登山陰影，到上到
山頂後才向神崎作出一次釜底抽薪
式的表白。可說是從逆向手段出
發，去展示日本社會中，男性無論
剛柔形象，同樣散發出一種群性迫
力的諷刺效果。

而在〈金時山〉中，則明顯再來一
次逆轉，表面上是舞子在照顧身為小
劇場演員男友大輔的套路，發展下去
才出現峰迴路轉的轉向，原來男友的
遊手好閒，只不過是過去在證券公司
過分成功後的反悖，令到人生在數字
的陰霾下無法突破樊籬。透過小劇場
以及登山，才令自己走出困局，而舞
子自以為可以為人生作出規劃，反過
來不過是一種未經歷練的自我想
像——由反抗始，到傳承終，表面上
的對抗不過是契機，深層的互動才是
成長的底蘊。
到頭來，說得明白一點，登山從來
都是手段，目的當然在遠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雲南報導）香港女
作家禾素新作《春天裏的
人們》首發暨簽售分享會
日前在雲南昆明舉行，新
書講述了在香港「推廣普
通話」的十三位女性的經
歷和命運，受到內地讀者
的關注，分享會預訂的新
書全部售罄。
《春天裏的人們》是一本長篇報告文學，作品
講述了數十年來在香港孜孜不倦推廣普通話的一
群教育工作者的經歷，她們的個人奮鬥與時代變
遷緊密相連，通過自尊自愛自強的奮鬥歷程，最
後實現了個人的職業自立、財務自由和人身自
由，尋找到了個人的幸福和生命的價值。《春天
裏的人們》採用了親歷式、耳濡目染式的採訪，
真實真切，因此具有很強的可信度和感染力。
本書作者禾素，原籍是雲南德宏，是一名傣族女

子，二十年前移居香港，現在是香港作聯會員、香
港散文學會會長、香港女作家協會副秘書長。其作
品《風中的蔓勒梗》為中國作家協會少數民族重點
扶持作品，先後被翻譯為蒙、藏、維、哈、朝等多
種文字。《你是悲憫的珠穆朗瑪》獲第八屆冰心散
文和2016《民族文學》年度獎，被收錄《2016中
國年度精短散文》年度選本。長篇紀實文學《春天
裏的人們》獲2019《民族文學》年度獎，收錄於中
國作協2019年度《報告文學精選作品集》。《消

逝的馬纓花》、《讓生命不再沉重》等作品先後榮獲中國
當代散文獎等殊榮。
禾素在接受大文集團記者採訪時說，自己在香港生活

超過二十年，深深愛上香港這片土地，在過去的一年，
中國內地、香港以及世界上的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受到
了新冠疫情的影響，2021年的到來，「我祝福我愛的香
港早日走出陰霾，越來越強大」，同時她希望所有的香
港人都能熱愛祖國，「身在香港，心在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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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山女日記》的男性設定 文：湯禎兆

《山女日記》
作者：湊佳苗
出版：春天出版

早前，作家那多做客松社書店，為讀者
分享了他的新書——《騎士的獻

祭》。
《騎士的獻祭》改編自一件令那多五年都
無法釋懷的案件。「它一直跟隨着我，像一
顆潛入骨縫的子彈，時常隱隱作痛。」如
今，那多把「子彈」取出來，擺在所有讀者
面前，告訴你，現在「輪到你來體會這種隱
隱作痛的感覺了」。書中講述了一場因為極
致的愛與善良催生的殺人事件。那多在微博
上寫道：「在這個故事裏，愛意是冰冷的，
守護是殘酷的，騎士是孤獨的。希望你能進
入這個故事，更能走出這個故事。」
「小時候覺得這個世界是二分的，非黑即
白，但隨着經歷的增長，我們會發現很難站
穩自己的立場。」那多有做記者的經歷，他
說對於犯罪類的事件，有些人不喜歡看深度
報道，懷疑記者是不是在同情罪犯。「人們
之所以不喜歡看這類深度報道，是因為自己
的立場也會因此而混沌，深度了解一個案件
後，會開始理解兇手的行為，但隨之會不理
解自己為什麼會同情兇手。」
那多卻覺得探究一個案件背後的原因是有必要
的。「這個世界有很多灰色地帶」。作家張嘉佳
看完小說《騎士的獻祭》後發出感慨：「殺戮並
不可怕，可怕的是令殺戮發生的，竟然是愛和善
良。好的罪案小說，敢於直面悖謬的邏輯，將抽
絲剝繭後無比蒼涼的愛和人性晾在你面前。」
那多喜歡在咖啡館裏寫作，他會選擇坐在面對
馬路的位置，「寫的同時看到街上來來往往的
人，他們都是有自己的故事和人生的。」那多覺
得，這種對混沌世界的認知和對他人的共情理解
對於寫作非常重要。「現在我們處於信息繭房當
中，看到的很多信息都是我們喜歡或想要看到
的，但這構造的是虛幻的世界。」
「小說作品可以讓你更加看清這個世界。哪怕

我們了解之後會很難受。」那多說。

只有擺脫現實小說才能更小說
《騎士的獻祭》雖然靈感來自於真實案件，但

那多並不過多依賴材料，「我很怕材料對我產生
太多影響。」那多會把現實素材當成一粒種子，
任由自己的筆與想像去澆灌並讓之發芽開花結
果。「寫小說很怕被束縛、被困在細節裏。」
就《騎士的獻祭》來說，那多的素材來源只是

一個警察的講述，他沒有再看任何相關的報道、
視頻，只是把警察的講述作為小說最初始的核，
「我擔心知道太多太多真實的事情後會被真實捆
住，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覺得《騎士的獻祭》還

是被捆住了。」那多說，編輯問他很多的問題，
他都無法回答，比如男主的行為邏輯，他有時候
並沒有想過，他覺得真實中他就是這麼做的。
「所以其實真實的事情搬到小說中會有一些不真
實感，只有擺脫了這些，才能讓作品顯得更加真
實，或者說更加小說。」
在那多與張怡微的一次對談中，那多也談到，

希望虛構的小說能夠有真實感，希望有情感的傳
遞，因此反而捨棄掉了一些真實發生的東西，因
為有時真實的東西放到小說裏反而削弱了真實
感。比如真實案件裏，看監控發現兇手面部後，
老警察是騎着自行車偶然撞見他的，這顯得太過
巧合。小說裏轉換成老警察一個漫長的走訪、判
斷、布網的過程，這種非巧合的轉化中排除掉了
原型案件中的真實。包括他將原型中的案發地化
糞池改成了污水河，「我小說最終目的是要表達
情感，化糞池會影響閱讀感受，給讀者帶來不好
的影響。」

畫面感是我小說的特質
分享會現場，有讀者認為那多的小說實在是太

有畫面感了。《十九年間謀殺小敘》因「太過重
口血腥」有些讀者看不下去。那多就此回應說，
這是他寫小說的方式，「每當寫到重要場景時，
我會先在腦海中建立畫面，我要覺得很踏實才
行。」在《騎士的獻祭》中寫到深圳，雖然那多
去過，但沒有在那裏生活過，因此便會在網上搜
索大量的深圳街頭的照片，「包括在開頭描寫
分屍場景時，我會把自己帶入到出租屋裏，這
是非常痛苦的，但我只有看到過，才能寫下
去，因此畫面感可能是我小說的一個特質。」
那多還談到，當時在寫《十九年間謀殺小

敘》時，因為涉及到大量的醫學場景，如人的
肋骨解剖開你會看到什麼？泡過福爾馬林的屍
體皮膚顏色是什麼？以及手術刀切這種屍體的
觸感是什麼？「我會問我的醫學朋友，這是醫
學生的上課日常，當我把這些寫下來的時候，
就會有很強的臨場感，也是我需要進入的東
西。」

那多《騎士的獻祭》
憑借超凡想像力一舉成名的懸疑小說家那多在其最新作品《騎士的獻祭》裏主動放棄了他擅長

的詭奇多變的文風，少了情節上的跌宕起伏與反轉，卻多了情感的傳遞與共鳴。那多在鄭州松社

書店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隨着年齡的變化，對寫作的興趣從天馬行空回到了腳下的地球，30歲

之後，開始研究人性。「用犯罪懸疑的手法寫人性，把人放在極端情境下看人性的變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通訊員 郝艷霞

有評論認為，《騎士的獻祭》是那
多繼《十九年間謀殺小敘》之後的創
作新峰，打開了中國社會派推理寫作
新格局。
那多也坦言近年來，可能東野圭吾

對他影響較大：「我覺得好的懸疑小
說、犯罪小說，可能還是得要情感來
支撐。當我們回憶一部無法忘懷的作
品，先出來的往往不是具體的情節，
而是一種情感式的感覺：這本書給你
留下了一種什麼樣的情感？這種情感
式的感覺是通過什麼人物來傳遞的？
你第一時間想起的，會是這種感覺以
及給你這種感覺的相關人物。我現在
追求的就是小說能夠給人留下這樣的
情感衝擊。」

他說自己在閱讀懸疑小說時可以分為兩個時
期，前期讀的多是像丹．布朗這一類歐美當代
懸疑小說，「那時我不太能讀得進日本懸疑小
說，對我來說，讀起來很累，因為它實際上是
讀者和作家之間不太公平的智力遊戲；對於歐
美當代懸疑來說，它是動態的且案子是不斷推
動的，不需要想，跟着跑就可以了，讀起來很
爽。」
直到有一天那多讀到東野圭吾的《白夜行》
感覺很意外，「因為它也是動態的，是可以看
到兇手如何成長的和如何不斷地犯罪，雖然它
動得比較慢，但在此過程中，你可以看到其他
東西，包括人的情緒變化和社會的擠壓。之後
當我回憶歐美懸疑小說時，有時候只能記住一
個梗，甚至是什麼都記不住，但回憶《白夜
行》、《嫌疑人X的獻身》這些作品時，我的
腦海裏留下的東西要更豐富，關於人物和某種
情緒，它的留存要多，所以，此時我的創作開
始往社會派轉，因為作為一名作者，我希望自
己的作品能讓人記得久一點，但出於我自己對
歐美快節奏的喜愛，所以我的小說是界於兩者
之間的。」

減少懸疑 放大情感

大坊珈琲店手記：把在這裏的
時間，變成重要的時間

2013年12月，位於南
青山表參道站十字路口的
「大坊珈琲店」，在咖啡
愛好者的嘆息聲中拉下店
門。自1975年開店，大
坊勝次38年來始終沒改
變店家風格經營着。大坊
先生自行烘豆、調配配方
豆，甚至以日本獨有少見

的法蘭絨濾布沖泡咖啡，沖出醇厚的甘酸適
中、包覆圓潤苦味的美味咖啡。「大坊」吸引
不少文化人光顧，只為這一杯花五鐘沖完的甘
甜深焙咖啡。例如村上春樹在「大坊」點一杯
三號咖啡，甚至他出國時會帶上一包同款配方
豆，一解鄉愁；糸井重里美稱這裏猶如寺廟般
的莊嚴恬靜，根本像是個可以打坐的心靈場
所。11篇關於咖啡、生活、藝術的個性隨筆+
20幅精美寫真，為你追憶大坊珈琲店的咖啡
光景。

作者：大坊勝次
譯者：賴明珠
出版：新經典文化

這世界很煩，但你要很可愛

你不一定要長得漂亮，
但一定要走在漂亮的路
上！當你又美又能金錢獨
立時，世界才會開始美
好！二十七位過來人的故
事和經歷，送給正學着當
個大人的你。只想告訴
你，沒有人能真正了解這

個世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宇宙，但你可以
選擇和它保持一個可愛的距離。在這段距離
裏，坦然接受生活給予自己的所有，自我更
新，無畏向前，不攀附，不將就。只有你不斷
強大，世界才能柔軟。只有你可愛，這世界才
能變得更可愛。

作者：萬特特等
出版：幸福文化

溫州街上有什麼？

無數作家寫過的溫州
街，彷彿是一枚活化石，
留存台灣文學的某些身影
與地景。溫州街亦是作者
的生活場，本書以溫州街
為主角，通過各自獨立而
又互有聯結的九篇小說，
形構一幅「看不見的溫州

街」畫卷。以不同角色追索啟蒙之地，探問我
是誰？什麼是文學？於是溫州街不只是溫州
街，本書可說是一部年輕世代的心靈史，也是
一位作家以個人記憶與想像寫下文學的過去、
現在與可見的未來。

作者：陳柏言
出版：木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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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多做客鄭州松社書店那多做客鄭州松社書店

●●那多為讀者簽名那多為讀者簽名

●●那多新書那多新書
《《騎士的獻祭騎士的獻祭》》

●香港女作家禾素
新作《春天裏的人
們》首發暨簽售分
享會在雲南昆明舉
行。 譚旻煦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