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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偉忠：都是我朋友的事

誰一生沒遇到一兩個渣
男渣女，在種種惆悵、怨
恨、驚恐、詫異的情緒平
息後，對於人生、對於感
情，開始有了新看法，開
始成長；然而「過去」從
沒離去，將這些過往熟
成、剖開、去骨或是撒鹽

添醋，放進記憶的冰庫，偶爾拿出來看看。儘
管物換星移，當年的燈紅酒綠、活色生香並不
如煙，依舊在腦海中奔騰。想起以前，難免有
點臉紅、甚至有些懷念……這系列短篇小說首
度曝光於王偉忠在蜻蜓FM APP開設的音頻節
目「男人囧事」，偉忠哥提供他身邊朋友的故
事，王蓉着手撰寫，音頻發表後，總共吸引超
過一千三百萬次點擊收聽。

作者：王偉忠、王蓉
出版：時報文化書

介

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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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鄰居是一對老年夫婦，和他們相處彼此愉悅。
相處愉快不僅緣於他們的和藹、善良和健談，更是因為
他們的愛好——喜歡閱讀。
他們兩人分別是建國前和建國初參加工作的，人生經歷
豐富。他們的閱讀一般是下午在樓下開始。讀他們精心選
訂的報刊。女主人喜歡讀鈎沉歷史的文章，以及保健類的
內容。男主人更鍾情於雜誌中的歷史故事。一年365日，
除冬日特別冷的三個月，他們是天天下樓，天天讀，我是
天天也能隔着玻璃聽到他們和路人的熱情招呼聲。
女主人更健談，一有空我也愛下樓和他們處一會。聊

着，聊着，女主人便會放下手中的報紙，輕輕鬆鬆間便將
我帶進他們的塵影往事中。他們遠年的經歷，對我這位也
喜歡閱讀的人來說，永遠充滿魅力。聽他們的往事，我儼
然也在讀着一本特殊的史書，那是他們用帶着堅定的人生
追求在櫛風沐雨、披荊斬棘的路上寫出的，趣味橫生而又
讓人熱血沸騰，提醒着我們要珍惜今天的生活。
閱讀幫他們咀嚼回味着難忘的歲月，閱讀助他們堅定了

對新生活的萬般珍視。和他們相處，心中油然而生的幸福
感，不僅是從他們的報刊中讀來的，更多的時候是從他們
親歷的往事中讀到的。
有愛閱讀的老鄰居真好。 文：宋以民

愛閱讀的鄰居

老派少女購物路線

「台北文學獎」散文首
獎得主洪愛珠首部著作。
她自小看着有頭家娘風範
的外婆與母親，進出廚
房，起灶架鍋，張羅數十
家人員工日常吃食，宴請
東南亞與中東等地賓客，
哄嚷熱烈，直到滷肉飯、

蒸冬瓜肉餅、芋棗甚至一碗煲粥，俱成為她日
後的念想。她曾與外婆、母親，三代女子，穿
行在大稻埕與永樂市場，買鮑參翅肚、麵龜椪
餅、胡椒肉桂蠶豆，見識老舖的講究，練就一
套對古早物什的選擇標準。她熟稔蘆洲湧蓮寺
周邊，在旺舖裏食切仔麵黑白切與米苔目，飲
青草涼茶，更向在地攤商習得剁雞的技巧，與
若干習俗規矩。如此種種，養出她一雙識貨的
眼睛，一根敏銳的舌頭，一個老派的靈魂；更
化作筆下時而雍容深情、時而輕俏意趣的篇章
段落。

作者：洪愛珠
出版：遠流

零度分離

當AI因無法克制自己攻
擊人類的欲望而犯罪，囚
禁它的，該是一座由程式
語言所構築的虛擬監獄
嗎？而罪犯AI所承受的無
期徒刑，將會是「永恒剝
奪它高階運算的能力」
嗎？《零度分離》以探索

將「類神經生物」植入人體改變行為模式、與
「愛」相關的思索辯證為兩大主軸，敘寫人類
（或非人類，或其他物種，或AI）置身於時間
洪流中，如何解剖自我與存在的虛妄性。整部
小說讀來既是溫柔旖旎，又見深刻荒涼。小說
中虛構一名為Adelia Seyfried的未來作者。她
精選議題，深入調查採訪，撰寫了六則深度報
道，收入一名為「零度分離」的訪談錄中。書
中不但置入虛構的未來名人推薦序，更虛構後
記、虛構作者與其他未來人的對談，形式特
殊，銳意創新，為科幻小說里程碑之作。書末
更特別收錄作者與韓松的對談——〈我想結束
這一切〉。

作者：伊格言
出版：麥田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
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是托爾斯
泰作品《安娜．卡列尼娜》的開場
白。所謂的幸福家庭，應該呈現哪
種樣貌呢？關於提問，不必急於遞
交答案，請先將思維從19世紀的俄
羅斯帝國移轉至20世紀的日本，以
宮部美幸創作的小說《理由》來審
視泡沫經濟破滅時期的世態人情。
荒川命案，發生於千住北美好新
城的西棟2025號。那個社區相當宏
偉，東西棟各25層樓、中棟15層
樓，總計785戶。扣掉等價交換的非
預售屋，其餘都在公開期間銷售一
空。偏偏交屋的那年適逢泡沫經濟
破滅，距離命案發生時，僅僅6年，
已有35％的住戶換過人。以永住型
社區而言，數值反常。參照管理員
佐野利明的敘述可知，無法如期繳
交貸款的住戶最多，再來就是投資
客脫手。
佐野利明雖整理過西棟的住戶名
冊，但畢竟戶數太多，且2025號的
住戶更動頻繁，他對於屋主小系信
治沒什麼印象。
天未破曉，小系貴子接到荒川北
署刑事課的電話，言辭含糊，說她
弟弟小系信治的房子裏「倒了幾個

人」。貴子很忐忑，深怕弟弟因為
房貸走上絕路。4年前，弟弟跟她借
款不成，雙方關係破裂，爭端就是
那間豪宅。姊弟原本感情親密，但
她給予信治夫妻的批判頗為尖銳，
尤其對於靜子（信治之妻）的愛慕
虛榮表示厭惡。貴子擔心弟弟背負
鉅額貸款，也擔心孝弘（信治之
子）住在高聳的25樓影響身心，凌
晨傳來凶訊更添憂懼，幸而警方證
實他們全家平安。
繼續閱讀下去，遇害者、嫌疑

犯、親戚、鄰居以及攸關命案的人
物逐漸浮出水面，亦牽涉了不同體
質與結構的家庭。
奔赴黃泉的4人，屬於幸福家庭

嗎？一旦涉及命案，瓊樓玉宇變成
海市蜃樓只在彈指之間，幸福化成
夢幻泡影更是飛快，顯現出悲劇式
的急驟。儘管整起事件牽連廣泛，
仍可斂縮聚焦，簡言之，2025號的
屋主小系信治無法繳交貸款，抵押
權人向法院聲請拍賣，買受人是石
田直澄。小系信治為了拿回房子，
委託不動產業者介入，僱用佔住
者，引發了糾紛。
作者運用沉穩冷靜的筆鋒，將不

動產流通、法拍屋、海蟑螂（以非

法手段對抗抵押權人和買
受人的犯罪者）交織的問
題安置於泡沫經濟造成的
後遺症之中，敘事平實卻
深入骨髓，觸動了紛雜的
家事與心事。
首先檢視石田直澄和孩

子們的心態。直澄以為孩
子們渴望離家是他沒財產
的緣故，遂積極購屋。當然，孩子
們的想法並非如此。女兒僅是純真
地嚮往獨立生活。兒子因為總要顧
慮祖母和爸爸而感到疲累，萌生獨
居之心，他認為家人們對彼此一無
所知，只是住在一起而已。
報紙刊登了以砂川信夫為首的死

者清單，事後警方查明其妻子（砂
川里子）、兒子（砂川毅）、母親
（砂川都梅）的名字遭到2025號佔
住者的盜用。謎團揭曉，砂川信夫
拋家棄子15年，剩下3名成員相依
為命。正牌的砂川家人怎麼想呢？
他們的觀念是，家人要住在一起。
小系孝弘的想法恰巧相反，他再

也不想和爸媽住在一起了。孝弘常
常偷跑回去2025號，那位冒充砂川
里子的阿姨很親切，願意仔細聆聽
他說話。他不禁思索，和外人生活

似乎更加幸福。但破案後他感到困
惑，表示若見到八代祐司的鬼魂想
詢問：「如果我一直和阿姨住下
去，長大以後，覺得阿姨他們妨礙
我時，我也會殺了他們嗎？」
寶井康隆對八代祐司也存有疑

惑。冒充砂川毅的八代祐司逃避了
原生家庭的混亂與虐待，15歲離家
遠走，但他因此變得幸福嗎？拋捨
至親，得到自由，為何人生沒有流
往較好的方向呢？
法拍屋紛爭顯現出幸福家庭的泡

沫化，也奏響諸多家庭的隱性悲
歌。幸福家庭的樣貌究竟是什麼，
八代祐司知道答案嗎？然而無論他
知道與否，童年悽慘與否，都不該
為自己的行徑推諉塞責。人類追尋
幸福必須謹守良善，在《理由》中
是忠言，在現實生活中亦然。

幸福家庭泡沫化
《理由》
作者：宮部美幸
譯者：陳寶蓮
出版：臉譜

文：余孟書

王憶1989年出生，出生時因羊
水破裂導致小腦偏癱，正常

的肢體和語言能力在她來到這個
世界上時便喪失。不論說話還是
打字對她來說都是非常艱難的事
情，正如評論家、江蘇省作協副
主席王堯所說，即使是一個體魄
正常的人，寫作都是一件艱難耕
耘而不知收穫的活兒。但王憶卻
坐着輪椅在寫作的道路上一直奔
跑，「這樣的奔跑，不是倔強，
也不是逞強，而是一路的堅持，
只為遇見最期待的風景。所以我
願意，盡自己全部的力量，追逐
一個美好的方向。」
王憶從少年時開始寫散文和隨
筆，十八歲時發表網絡小說，二十
幾歲創作詩歌、長篇小說，現在的
王憶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
歌學會會員、江蘇省作協簽約作
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都是王憶
用一根指頭一字一字地碼出來的。
王憶在語言交流方面面臨着重重
障礙，唯有文字才能表達自己，讓
別人明白自己的意思。「最初我只
能在紙上潦草地寫下很短的詞語給
周圍的人看，漸漸地學會了寫作
文，我發現寫字的過程雖然很艱
難，但是當自己把心裏的話一句接
一句地寫成一篇動人的文章，不僅
有一吐為快的順暢，還讓自己獲得
了意想不到的成就感。等再長大
些，我又學會了用鍵盤打字，這正
是讓我決定要成為一個寫作者，乃
至成為一名作家重要的關鍵。」
最令王憶難忘的是二十六歲，她

出版了第一本書《輪椅上的青
春》，是一本從少年寫到青年時期
的隨筆集。「身體殘障注定是我這
一生都無法避免的疾苦，但是在那
之前我從未想過自己也能在二十多
歲燦爛的年紀綻放出自己的價值。
從此我就更加確信，寫作必將成為

我生命中為之堅定
奮鬥的事業和理
想。」
王憶告訴記者，

她的日常生活非常
簡單，白天看書、上網追劇，也會
開着自己的電動輪椅出門走走看
看，晚上才會進入創作狀態。

在文字中體會身心自由
「夜深人靜，我用一根手指在鍵

盤上敲擊下一些真誠的文字，那就
是我身心最為自由和幸福的時
刻。」王憶寫道，「一個寫作者真
正的思想生活往往是從夜深人靜開
始，黑暗能夠使人忘卻白晝繁雜，
能夠將一天的思緒作出整理，甚至
將自己從本身中抽離，回到最本真
的狀態。」
《不虛此行來看你》收錄了＜乘

風破浪女騎手＞、＜不虛此行來看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七
樓那女人＞等十一個個短篇新作，
從不同角度關照、反映女性的生
活、成長與情感理性。
王憶在創作詩歌和散文時，總是

習慣從第一人稱出發，因而寫作偏
向於抒情。「我開始創作小說，是
希望藉助文字跳出自己的禁錮，讓
自己與外界建立更實在和全面的鏈
接。」
王憶告訴記者，這本小說中有一

些人物或故事來源於現實生活，
「我時常把在現實生活中看到的一
個人物、一件事物，或者只是很小
的一個點，經過想像的延伸，還有
情節的拓展，重新設置成一個全新
的故事。」
王憶坦言，寫作短篇小說，是為

自己開闢的嶄新路途。「當我從自
我中跳出，化身為各種各樣的人
物，以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性格去
虛構每一個故事，就如同體驗了不

一樣的人生。」
這十一個小說都是女性為主角，

王憶本身又是女性，「這是一種共
通的狀態。」王憶說，比如＜不虛
此行來看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裏的女性都是一種小女孩對情感
懵懂的情愫，還有＜廣州路137號
＞是兩個閨蜜之間的故事，「作為
任何一個女性或者女孩都會有過如
此的經歷。」王憶還特別提及，＜
廣州路137號＞所寫的是她一個非
常好的閨蜜，不幸在一次意外中突
然去世，「這件事發生在一個不可
能的人身上，也發生在一個不可能
的年紀，我覺得這事非常不可思
議。因此我把生活寫進文學，又加
入虛構，事實上這也已經超越了創
作本身。」

靈感來源就是冷靜地思考
「說到靈感的來源，其實我覺

得就是自己冷靜地思考。也只有
在思考的時候，人的思想和情感
是最為獨立與客觀的。」王憶
說，小說的構思經常是在一瞬間
就能產生的。「從落筆到完成大
概需要一周或者十幾天左右。因
為小說的細節經常是在創作中迸
發出來的。」
「我把看到的、捕捉到的以及構

想到的串成我理想中的場景和語
言。創作出一篇不可能發生的故事
並不難，難的是創造出一個令人相
信的故事。」王憶說，《不虛此行
來看你》不代表一段故事的完結，
而是正式開始，接下來王憶的創作
還是打算以短篇小說和詩歌為主。
「我更希望是多寫一些小說，這樣
可以變成一個故事的創造者。」

輪椅上的作家

「假如能站起來奔跑，這就像在說假如生活欺騙了

你一樣，這樣的憧憬已經停留在童年。如今的我有現

在的奔跑方式。」當代青年詩人、作家王憶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書面採訪時用文字回覆道。她現在的奔

跑方式是寫作。王憶被稱為是坐在輪椅上「奔跑」的

追夢者，她的首部短篇小說集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

版，「人一定不要在苦澀時單純地體味困

苦，而要在奮鬥時享受甘甜。因為所有努力

的行走，都將注定此生『不虛此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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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圓的臉龐、齊齊的劉
海、甜甜的笑容，王憶留
給記者的印象是，一個被
愛包圍的純粹的人。記者
給王憶的一個問題是，從
你的狀態看，你不是那種
會直接與人「撕」（網絡
用語，意為攻擊對方）的
人，那麼你如何應對惡
意。
王憶的回答是，「我肯
定不是那種會與網友撕扯
的人，我認為這是沒必要
發生的事。如果有人故意
來撕你，只能說明自己本
身有漏洞。但我也不會去
迴避這種惡意的發生，總
歸有辦法解決。」

王憶說，儘管每個人都有負面情
緒，但她不會用文字去宣洩情緒，
她更願意把積極向上的心態帶給大
家。
「自己最想成為的人是能在自己

能力範圍之內成為一個相對獨立、
有理想、有所作為的女性。」王憶
在自傳體長篇小說《冬日焰火》後
記中對自己的定位和解讀是：我是
王憶，也是故事裏的小冬。小冬的
故事是千千萬萬殘障人故事的縮
影，她有苦難，也有超乎常人的幸
運。但是最重要的是來自身邊人的
鼓勵和自己堅強樂觀的人生態度。
在我看來，小冬的出生和成長並不
是一個完全的悲劇。她的積極向
上，包括那種『我就要和別人一
樣』的自尊心是支撐她一路走來的
重要核心點。」
王堯也在《不虛此行來看你》的
序中寫道，在王憶的小說裏總有這
樣一個女孩：她靦腆卻又堅韌，每
每遭遇堅硬的生存現實，卻總能憑
藉自己那種巨大的渴求生存的能量
將其化掉，然後將這些化掉的殘蛻
變成鎧甲，重新穿在身上。

所有努力的行走所有努力的行走
都將注定此生都將注定此生「「不虛此行不虛此行」」

●王憶新書
《不虛此行來看你》

●王憶是坐在輪椅
上奔跑的追夢者。

受訪者提供●王憶與《人生不設限》作者
尼克胡哲哉一起。 受訪者提供

王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