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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從鄉下到城裏上中學，第一次見到的「圖書館」，
其實就是一間大教室。從來沒見過這麼多書，我的目光在花
花綠綠的書頁上掃來掃去，這本摸摸，那本翻翻，像摸着一
個個光滑的臉蛋。
借書的學生簇擁着一個老太太。老太太就是圖書管理員黃

老師。黃老師微笑着遞給我一本嶄新的《兒童文學》：「小
同學，這本書是才復刊的《兒童文學》，有許多好故事。」
圖書館關門的時間到了，我捨不得沒讀完的故事，偷偷地

把書放進了書包。第二天見到黃老師站在教室門口，我雙腿
一軟，想找個地縫鑽進去。黃老師附到我耳邊悄聲說：「跟
我來，我有幾本書送給你。」我羞愧地把偷的書還給了黃老
師，她把給我準備的幾本舊書送給了我。還送給我受用一生
的教誨：「愛讀書是好孩子，好孩子就不能犯這樣的錯。」
我愛上了黃老師，愛上閱讀。黃老師不計我偷書的前嫌，

同意我到圖書館作她的助手：我幫她給同學們辦理借書手
續，獎勵是可以借一本書回家看。
我和閱讀的情緣就這樣「偷」來了。 文：施崇偉

第一人稱單數

村上春樹暌違六年的短
篇小說集。八個題材視角
各異的精彩短篇，可說是
邁入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
的村上春樹，回望人生愛
與死主題的珠玉之作連
發。〈石枕下〉憶起大二
時與打工相遇的文學少女

偶然間的情感交流。〈奶油〉寫出無法在生活
中獲得解釋、不合邏輯却又擾亂心靈，脫離現
實的質疑，耐人尋味。熱愛爵士樂的村上也寫
下這篇似真似幻的音樂小說〈查理帕克演奏巴
薩諾瓦（Charlie Parker Plays Bossa No-
va）〉，故事中音樂報道的寫手虛構了一張夢
幻專輯，卻因此衍生出夢境與真實世界的奇異
接軌。〈與披頭同行（With the Beatles）〉
和披頭四的專輯同名，是充滿往日夏日氣息與
搖滾樂的初戀青春記事。值得注目的還有〈養
樂多燕子詩集〉，除了洋溢着對棒球的熱愛，
更結合了詩作、散文體裁，也是繼《棄貓》後
再次難得揭露少時與雙親的生活回憶。令人印
象深刻的〈謝肉祭Carnaval〉談論醜陋，也等
於談論美麗，更兼論善惡，引人反覆思索在生
活這個面具底下的素顏，究竟是惡靈或是天
使？《東京奇譚集》中非常受到讀者喜愛的
〈品川猴〉，此猴再次登場於續篇〈品川猴的
告白〉，揭露品川猴啟人疑竇的身世之謎與極
致的戀情，極致的孤獨。同名篇章〈第一人稱
單數〉，在春夜滿月裏的酒吧中發生了一段質
疑自我的邂逅，故事結束了却餘韻未了，彷彿
跌入暗闇的酒吧空間，以小說開啟一個不眠的
微醺之夜。

作者：村上春樹
出版：時報

理想的下午：關於旅行也關於
晃蕩 (二十周年紀念新版)

台灣散文家舒國治最富
盛名之作《理想的下午》
二十周年，全新改版登
場。二十年前，舒國治以
有別於社會汲營焦躁的步
調，寫出素樸閒散的生活
者，寫旅行也寫晃蕩。書
籍被幾代文青奉為經典，

二十年後再讀，仍然能感受到其不誇大浮泛的
語言有其長鮮且美的質地。新版特別收錄梁文
道的推薦專文〈但少閒人〉、舒國治新版自
序，更有新收錄的〈一千字的永康街指南〉、
〈旅館與台灣人的起居〉、〈旅夜書懷〉、
〈如何經營民宿〉、〈台灣最遠的咖啡館〉、
〈咖啡館的掌櫃〉六篇名篇，以及全新配圖。

作者：舒國治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鬼滅的日本史

風靡亞洲的日本動漫
《鬼滅之刃》到底魅力何
在？本書由日本知名歷史
學者，《天地人》、《軍
師官兵衛》、《麒麟來
了》等多部大河劇時代考
證專家——小和田哲男教
授，擔任總監修，嘗試以

日本史代代相傳的妖異傳說，串連《鬼滅之
刃》故事情節與角色呈現，「以史解劇」。建
議搭配《鬼滅之刃》漫畫（＋動畫）開啟「防
雷」閱讀模式，體會其精彩演示泛靈論、庶民
史與大眾娛樂的交叉奏鳴手法。全書更收錄五
十餘幅彩色＋黑白古典圖繪，盡覽日本歷史傳
說中的鬼魅靈物形象演變。

作者：小和田哲男
出版：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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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閱讀讀有有你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
自己與書的小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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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
郵至bookww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周遊電影》是雙語作家、影評
人周黎明的一本影評集。在電視上
看電影，已經成為很多觀眾的一個
習慣，但在電視上評電影，周黎明
是極少數堅持做下來的人。
周黎明的電視發聲平台，是中央
電視台電影頻道（中央六台）。每
每在這個平台看到他的節目播出，
總有老友相見的感覺。周黎明身上
具有老派知識分子的溫文爾雅，但
出於電視表達的需求，他也時常用
活潑多元的形式，來傳遞信息與觀
點。
看多了周黎明的節目之後，產生
一個想法：知識分子應該多上電
視，尤其是頻繁接觸流行文化、對
世界思潮有獨到見解的人，更要多
通過電視與觀眾見面。畫面和文字
不一樣，畫面有時候更能激發一個
人的表達慾，這種表達慾，可以更
快捷地將立場送達受眾內心。
電影評多了，積累下諸多的內

容，出版成書，便是水到渠成。
《周遊電影》作為同名電視評論節
目的影評集，將周黎明在電視上的
影像，逐字地分解下來，印刷到了
紙張上。通過紙張上的閱讀，自然
又能聯想到電視畫面上的影片花絮

與主講人的言詞與表情，於是書就
擁有了一種「互動」的功用——影
像與文字的雜糅，編織出一個更為
複雜又迷人的電影空間。
周黎明是好萊塢電影專家，他對
美國電影太熟悉了，堪稱「好萊塢
電影的百科全書」。在《周遊電
影》的多半篇幅當中，他都在講
述、盤點、分析好萊塢，從影星的
綽號，拍片之餘的副業，到演員的
表演技巧，還有商業大片的文化訴
求等，他都能用樸素的語言，給出
既通俗易懂又一針見血的觀點。
通讀《周遊電影》，發現周黎明

有兩個側重點，一是傾向於解讀好
萊塢超級英雄片，《黑豹》、《毒
液》、《驚奇隊長》、《神奇女
俠》、《海王》等作品，在他的視
野當中佔據了不少空間；二是喜歡
發掘內幕——包括奧斯卡評選的秘
密，好萊塢「小鮮肉」的八卦，斯
皮爾伯格、諾蘭等電影老炮兒的故
事等。這兩個側重點，顯示出周黎
明在評價電影時，是從大眾流行文
化的層面切入的，他不止是在談電
影，也是在談流行，談文化精神，
談肉體凡胎與電影藝術發生化學反
應之後產生的壯麗景象。

在評價國產電影時，周
黎明是溫和的，關愛之情
溢於筆端。一直以來，他
堅持用世界電影的標準，
來衡量中國電影的創作，
這彌補了評價中外電影需
要使用兩個「評價體系」
所造成的分裂感。中國電
影近年來在本土擁有了巨
大的成功，票房、口碑、
新的主流價值觀實現了較
高程度的統一。按照「本
土的即是世界的」這個邏輯，國產
片在國內站穩腳跟，在市場上將進
口片打敗之後，便擁有了向外輸出
的本能與責任，而想要實現向外輸
出作品，就必須得在同一個「世界
標準」的評價體系下去競爭。
這個「世界標準」並非「好萊塢

標準」，而是包含所有國家在內的
「世界標準」。當然有人會認為電
影的「世界標準」是模糊的，但有
一個辦法可以讓其清晰起來，那就
是無論資方、製作方、創作群體還
是觀眾，都要對好電影有最起碼的
尊重。對好電影尊重——這就是最
簡單的「世界標準」。
《周遊電影》這本影評集，包括

周黎明此前出版的
20餘種電影著作，
其實都是在為推動中
國電影融入世界，發
出自己屬於個體的聲
音，以他力所能及的
力量，來扯平畸高或
畸低的評價體系，用

一個折衷但卻不平庸的標準，讓中
外電影可以在某個具體的點與線
上，產生更好的交流與融通。
2020 年中國電影票房突破 204

億，成為全球票房冠軍。在全球十
部高票房電影排行榜中，有四部是
中國電影。這個成績的取得，固然
與中國疫情控制得比較好有關，但
確實也顯示出中國電影在市場與創
作層面上，迎來了一個不可錯過的
時代機會。這個機會的形成軌跡，
其實可以在《周遊電影》裏得到發
現，作為這本書的作者，周黎明以
洞察性的通透眼光，向他的觀眾與
讀者，誠實地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一
切。

「偷」來的書緣

書評一本書讀懂中外電影通用的「世界標準」
《周遊電影》
作者：周黎明
出版社：文化藝術出版社

文：韓浩月

用寫作招募一支女性隊伍
「出走的女人」系列講述了三種不
同類型的女性出走的故事，按寫作時
間分別是《真相》、《西門坡》、
《衣物語》。姚鄂梅說，雖然「出
走」這兩個字的確貫穿了女人的一
生，但她並沒有刻意去寫出走的女
人。「這次以『出走的女人』為題，
只是為了結集方便，從三本書中找一
個帶有共性的文眼而已。」姚鄂梅
說，在當代社會「出走」的概念更寬
泛了，以前我們說到出走，大意是指
某人不堪忍受而從家裏逃走了，現在
雖然也還有類似的出走，但更多的是
一種人生趨勢，比如你離開家去上大
學，你結婚了，當媽媽了等等，都可
以視為一次出走。
《真相》裏的出走，落在姐姐這個
人物身上，姐姐是個天賦異稟的人，
她能從對方額頭上看到那個人的內心
活動，這種特別的才能給她和她的家
人招來了很多麻煩。有一次，姐姐在
一個懷孕女生的額頭上看到了那個隱
藏起來的父親，這個發現直接導致了
幾個家庭的悲劇。所以姐姐的出走，
與發現真相有關。正如這本書的封面
語說的，並不是所有的真相，都受人
期盼。
《西門坡》講述的則是一群女人因
為各種不得已的原因而出走到同一個
地方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辛格在孩
子出生後，成了一位全職照顧家庭的
母親，新《婚姻法》出台的時候，夫
妻倆在家玩起了模擬離婚財產分割的
遊戲，結果竟導致家庭走上分崩離析
的局面。經過一系列曲折之後，辛格
在雜誌編輯安旭的安排下，帶着女兒
進入了「西門坡一號」，走進了這個
女性烏托邦的城堡。
《衣物語》講述的是春曦和晏秋一
對閨蜜的故事。這對閨蜜在母親織的

愛的大網之下，沒有太多的自主權，
唯一可以做主的也只是下班之後的穿
衣，後來因為共同的愛人她們不斷地
出走。有時候，一個人明明受了傷，
卻找不到責任人，因為那個貌似傷害
你的人，甚至比你傷得更重。
雖然很長一段時間裏姚鄂梅都在寫

一些女性故事，但作者前期的寫作是
模糊而混沌的，而在《衣物語》的寫
作中姚鄂梅似乎逐漸有了方向，「我
想我也許可以招募一支女性隊伍，把
各種各樣的女性都招募進來，留下更
多女性的名字，創造更多女性形
象。」
她說，生活中不一定有書中那樣的

女人，但它的某些片段、某些場景，
某些話語，一定散落在生活的某個角
落，接觸到這些片段的人，也許會產
生共情，產生一點點療癒。「就讀者
來說，文學的作用大概就在於此吧，
讓文字觸痛自己、打開自己，讓自己
出一會兒神、怠一會兒工、慵懶一小
會兒、思考一小會兒、激動一小會
兒、悲傷一小會兒、難過一小會
兒。」

「我不是女權主義者」
2020年似乎也是女性意識崛起元

年，這一年出來了很多女性視角的影
視和綜藝，像《乘風破浪的姐姐》、
趙薇導演的《聽見她說》，以及還未
上映的《世間有她》等等影片，一些
有關女性的社會問題也被大家廣泛討
論。
即使姚鄂梅寫了很多女性的故事，

比多數人更能明白女性在社會的處境
和地位，但她並不是激進派，她客觀
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我不是女權
主義者。所有的人都是人，都有人的
優點和缺點，唯一不同的是，女性更
加疼愛自己的孩子，動物界普遍如
此，是身體結構不同導致的，因此，

我不太同意討論女權的時候，一定要
把男性推到一個對立面的位置。」姚
鄂梅很少看電視，對《乘風破浪的姐
姐》等綜藝和影視作品了解不多，只
看過一些零星畫面，她認為這個節目
多少呈現了一些年齡偏大一點的女性
在社會上所面臨的困境，應該談不上
展現女性的力量，畢竟它展示的只是
一小部分特殊的女性。
比起影視和綜藝，姚鄂梅更關注一

些不時冒出來的社會性事件，它們離
大眾的生活更近，有赤裸裸的真實
感。前一段時間引起關注的50歲阿姨
自駕遊事件，有不少人在聽到阿姨的
事跡後，都為她感到不值，覺得阿姨
應該「離婚」等等，因為出走似乎是
一種逃避，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姚鄂梅卻說，這就是我們生活中真

實的女性，相信這樣的女人大量存在
着。「沒必要把她的行為上升到形而
上的範疇，我認為她可能就是覺得自
己某個階段的使命已經完成了，她想
卸下那個階段的身份，好好為自己活
一次。她的自我意識覺醒了，而且她
行動力很強。」姚鄂梅說，我不認為
她是在出走，恰恰相反，她在自己的
地盤裏活出了自由，活得揚眉吐氣，
根本不需要出走。「成長到她這個地
步，他的老公根本就約束不了她了，
既然沒有約束力，她又何必去反抗、
去推翻呢？」
在姚鄂梅看來，壓迫女性的可能不
是男性，而是漫長的歷史堆積下來的
觀念，比如所謂嫁得好、如何使愛情
保鮮之類的觀念，因為這樣的觀念本
身就很糟糕，就是把女性的某些特徵
置於一個交易物的位置，至於如何使
愛情保鮮這種探討就更不可理喻了。
「空氣能保鮮嗎？一個人對另一個人
的感覺能保鮮嗎？不新鮮了愛情就不
存在了嗎？沒有愛情人就不能活了
嗎？」姚鄂梅說，「我現在越來越有

一種感覺，什麼女權啊、婚姻家庭啊
之類話題已經嚴重落伍了。」
在姚鄂梅看來，女人一定要知道自
己的權利在哪裏，如何去維護。這是
最關鍵的。「當一個女人意識到自己
的權利被侵犯的時候，要敢於去維
護，如果實在不敢，要想一想，是自
己太怯懦，還是覺得被侵犯了也無所
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一個女
人如果都不能養活自己，或者願意將
養活自己的權利出賣給別人，那還奢
談什麼權利呢？」

疫情後的柔軟筆觸
疫情期間不能出門對於平時就可以心

平氣和宅到地老天荒的姚鄂梅來說，不
是什麼大事，生活上幾乎沒什麼影響，
不過這期間她寫了個小長篇《十四
天》，寫的一大家子（包括親家一家
人）十九口聚在一起過春節，卻因為突
如其來的疫情不得不關在一座房子裏隔
離的故事。姚鄂梅說她以前的寫作習
慣，是喜歡往深處、往痛處挖掘，不挖
得血淋淋的不罷休，「但在壞消息不斷
傳來的情形下，我做不到像以往那樣，
所以儘管寫的是隔離期間的人性，但其
實還是有很多溫暖的地方，我覺得越是
環境險惡，越是要勇於去點燃我們心頭
的善意之燈。」
姚鄂梅告訴記者，要說疫情帶來的

改變，就是她下筆的時候，似乎沒以
往那麼尖刻了。

作家姚鄂梅作家姚鄂梅「「出走的女人出走的女人」」系列出版得正當其時系列出版得正當其時。。20202020年末年末，，河南河南5050多歲阿姨多歲阿姨「「離家出走離家出走」，」，

自駕遊全國自駕遊全國，，勇敢追尋詩和遠方勇敢追尋詩和遠方；《；《乘風破浪的姐姐乘風破浪的姐姐》》綜藝節目在內地火爆異常綜藝節目在內地火爆異常；「；「女人女人」」成了成了

20202020年最熱的詞彙之一年最熱的詞彙之一。。姚鄂梅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表示姚鄂梅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表示，「，「女性是一種很容易陷入困境的女性是一種很容易陷入困境的

人人，，因為她們更加敏感纖細因為她們更加敏感纖細，，同時又因為性別的原因被賦予了更多的職責同時又因為性別的原因被賦予了更多的職責。」。」因此姚鄂梅用筆作因此姚鄂梅用筆作

「「救生員救生員」，」，不停地跳進水裏不停地跳進水裏，，救出一個個幾近溺亡的女人救出一個個幾近溺亡的女人，，而當談到救援效果時而當談到救援效果時，，姚鄂梅認為姚鄂梅認為

講述和閱讀本身就是一個療癒過程講述和閱讀本身就是一個療癒過程。。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劉蕊 通訊員通訊員 郝艷霞郝艷霞

探視女性的困境

姚鄂梅
用筆化作「救生員」

●●「「出走的女人出走的女人」」

系列之系列之《《真相真相》》
●●「「出走的女人出走的女人」」系列之系列之《《衣物語衣物語》》

●●「「出走的女人出走的女人」」

系列之系列之《《西門坡西門坡》》

●●作家姚鄂梅作家姚鄂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