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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要解決此問題，傳統做法有三。一、丟棄過多的書籍；
二、送給有緣人；三、留在書櫃當裝飾，做個偽文青。
 
之前我們《閱刊》內部也討論過這問題，並提出「漂
書」作解決辦法。部分讀者可能不知道甚麼是漂書
── 把書放在公共地方，供人隨意帶走閱讀，看完後
再以同樣手法將書漂給其他人看，外國早已流行。
 
在香港，要找個公共地方漂書似乎不太可能，也許不
出十分鐘便被當作廢紙送到回收舖。加上我們預計，
在漂書的過程中，根據 80/20法則，可能只有兩成的
書籍讓人看得上眼，其餘八成有可能漂不起。沒有人
要的書應如何處理？
 
正因此，《閱刊》對漂書行動也有所保留。
 
後來，經我重新思量，這種想法是我們對參與者的不
信任。真正的漂書，應該是看完一本書後，你覺得這
本書十分好，急不及待要和其他人分享交流。有這樣
的心態，漂書才會成事，我們亦深信，在與別人分享
書本的過程中，讀書人會從中更了解書中的道理。
 

華少
駐刊說書人

不要再把舊書放在書櫃了。孔子講過：「及其老也，
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人類面對年華逝去時，在
心理上要補回這個缺口，所以生活中大小事物，無
論有用還是無用的，都儲起來，既浪費空間又不衞
生。事實上，把書本放在書櫃封塵，絕不會令我們
看起來更像文化人。正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
可不是「屋有詩書氣自華」，書是用來閱讀的，不
是用來儲的。
 
因此，我想做一個小實驗，如果《閱刊》搞一場小型的
另類漂書會：每位參加者選好自己想分享的書後，在
扉頁寫上一句分享此書的原因，簽個名，再相約在一
起，與其他參與者交換書籍，這個活動，究竟有多少
愛書人參與呢？
 
我們將在 Facebook Page中提供電子參加表格，有興
趣參加者只需填上姓名、聯絡方法及電郵即可，預計
7月份的《閱刊》「說書人沙龍」可加入漂書會，詳情刊
今期第 35頁。
 
另外，繼續呼籲所有愛書之人，踴躍賜稿到我們的電
子郵箱（電郵地址見目錄底），分享閱讀心得，加入我
們說書人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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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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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收拾書架，發覺一大堆不會再翻看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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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好奇怪，智者不但毫無表示，甚至失了蹤，無人知道他
的下落。原來，智者為了思考婚姻的意義，獨自上山冥想，
希望從多角度比較結婚與單身的好與壞，要想清楚後才下
決定。雖然智者聰明絕頂，但這一次卻被考起了，任憑他
朝思夜想，把腦袋也想破了，結論仍是好壞參半，難分高
下。正當智者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靈光一閃，開竅了：我
單身了幾十年，甚麼滋味，我好清楚，也好厭倦，二人世
界呢？我卻一無所知，與其坐著空想，何不勇於嘗試？智
者坐言起行，馬上下山到女家提親，卻驚悉該女子等了他
五年都沒音訊，已另嫁他人，現在已是兩子之母，一家四
口樂也融融。

智者以為自己聰明絕頂，殊不知聰明反被聰明誤，事到如
今，已無可挽救，萬念俱灰之下，生無可戀，於是一把火
將自己所有的著作燒毀，從此隱居山林，孤獨終老。

大家可能覺得，這個智者也太蠢了，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
單靠思考來解決，小平同志講得好，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
一標準。思而不決，決而不行，到頭來還不是一場空？

香港也有一位擅於思考的智者，李天命。多年來，他憑一把
口、一支筆，打遍天下無敵手，其獨門秘技如思方五環、四
不架構等，是辯論場上的「大殺傷力武器」，威力驚人，只
要掌握當中的一招半式，即可輕易把一眾對手殺個片甲不留。

李天命的思考之道固然精采，但他的不思考之道一樣發人
深省；前者人盡皆知，後者鮮為人知。也難怪，人總是好
勝的，愈聰明的人則愈好勝，就像那個智者，聰明過了頭，
竟然鑽起牛角尖來，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自尋煩惱，歸
根究柢，在於參不透。李天命說：「世人的煩惱，包括情傷、
失眠、憂老畏死、無事焦慮，每每出於欠缺不思考的能力。」
 

閱
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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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考之道

哲道行者，精於思考，於 80
年大戰神學家 Michael Horner
而聲名大噪，提出思方學及天
人學兩大理論，綜論思、生、
死三大課題。

作者
李天命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世人的煩惱，包括情傷、失眠、憂老畏死、
無事焦慮，每每出於欠缺不思考的能力。

入
正題前，先講一個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個智者，上
通天文，下知地理，任何問題都難不倒他。由於智
者太專注學問，故此年近半百，仍是單身。某日，

智者在街上邂逅一年輕女子，驚為天人，而對方亦久仰智者
大名，心生愛慕，經過幾次約會，雙方感情迅速發展，已到
談婚論嫁的階段。按當時習俗，男方要到女家提親，經父母
批准，方能成事。由於智者德高望重，只要他開金口，這頭
婚事斷無失敗之理。
 

此書以女性讀者為對象，作者認為現
代女性要在工作上取得成就，關鍵特
質是信心。書中提出大量科學研究成
果，包括基因、性別、行為等，還有
現實中政界、傳媒界、商界的成功女
性作例子，建議女性如何增強信心，
改善自己在職場上的效率。

《The Con�dence Code: The 
Science and Art of Self-
Assurance ─ What Women 
Should Know》

Katty Kay & Claire Shipman

《The New York Times》 暢 銷 榜
《Freakonomics》的作者又有新作。
今次主要講如何學怪胎般思考去解
決問題。作者 Steven與 Stephen以
一貫作風，結合現實故事與非傳統
分析方法，從商業到體育世界以至
政治，訓練你的腦筋急轉彎。

《Think Like a Freak: The 
Authors of Freakonomics Offer 
to Retrain Your Brain》

Steven D. Levitt  &  
Stephen J. Dubner

新上榜 • 必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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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金融」捲起千尺浪，有機遇，
也有陷阱！在翻天覆地的變革中，應
如何把握大勢與機會？

作者姚文平是這場金融大潮的觀察者
和實踐者，現任德邦證券有限責任公
司董事長。從互聯網銷售平台、融
資、理財、證券、銀行、保險、監管
和未來前景等角度，作者全面闡述互
聯網金融在中國以至全球的突破性進
展。通過分析 100多個中外企業案
例及 9個領域的特徵及趨勢，梳理
出極具價值的商業模式。

《互聯網金融尋寶圖》

姚文平

「大家都知道，別人是很難設身處地
去明白到自己的實質感受，反而透
過一些簡單句子，更能進入心扉，
治療傷感。」

DustyKid 的 facebook 專頁已超過
30,000個 like，被網民熱烈轉載，
千呼萬喚「飄」出來的第一本「塵」
書，讓這粒塵由小小的心意開始，
與各塵友眾塵民在塵世間，從塵無
處不在的角度去分享一些基本、一
些思想、一些生活。

《DustyKid 塵話過 —— 
100 個生活基本》

Rap Chan

新上榜 • 必讀選

輯上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如果你是教徒，信耶穌只求永生，上
帝是「全能」還是「至能」，根本無必要深究，多想反而無益，輕則
掃興，大則動搖對上帝的信心，這又何苦呢？只要將來能夠帶住這個
永恒的盼望離開世界，無畏無懼，又何須在乎上帝能否造一塊祂舉不
起的石頭？

活用不思考之道，人生會變得更真實和更有意義，但怎樣才能活用
呢？好簡單，先要懂得思考：「不思考之道建基於思考之道，不擅長
思考不等於擅長不思考。」懂得思考，才懂得分辨甚麼值得思考、甚
麼不值得思考。所以，我介紹大家看李天命的書，不用多，一本就夠
了，就是《李天命的思考藝術》。此乃李天命較早期的著作，特點是
寫法較「正路」，因而較適合入門者看。

此話怎說？或許李天命實在太聰明了，聰明人喜歡長話短說，所以他
的話愈說愈短。早期的著作，雖然精簡，還有起承轉合，但由《哲道
行者》開始，李天命開始以金句成文，到了《殺悶思維》更是變本加
厲。本來，以金句入文可起畫龍點睛之效，但以金句成文，整篇文章，
甚至整本書，都是一句接一句的金句，卻不是人人都接受得了的。

讀畢《李天命的思考藝術》，有時間，可以再看其他大作，不看亦無
妨，反正這本書已經是一本抵萬本。要記住，學懂思考，才能明白不
思考的妙處。不思考之道，貴乎自知，也貴乎自愛，人生苦短，千萬
不要浪費生命才好。

謝毅
書蟲，主修歷史，副修心理，自修經濟，
愛音樂，好軍事；以文會友，自得其樂；
人生無所求，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

說
書
人

Helfgott；他是音樂神童，但不獲父親賞識及支持。
Helfgott 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決意征服音樂史上
技巧最艱深的作品 ── Rachmaninov 的第三鋼琴
協奏曲，為此承受最沉重的壓力，結果一曲既終，
精神崩潰，雖然病後重返樂壇，表現卻大不如前，
這是挑戰極限的後果。

 

不思考之道建基於思考之道， 

不擅長思考不等於擅長不思考。
 

由此可見，不思考之道在於「不能」，有些問題，
再多思考也解決不了，就索性不要碰，學習「放下」。
人生苦短，把有限的時間用在有意義的事情上，在
能力範圍內做到最好，人生自會圓滿。引申開去，
除了「不能」，還有「不為」，即有些問題可以思考，
你選擇不去思考。例如基督教的「全能論」，在邏

甚麼是不思考之道呢？李天命提出兩個法則：

一、當遇到超出思維極限的思想死結時，要把它拋到
腦後而不要被它不斷地困擾；

二、當遇到超出能力極限的人生死結時，要把它拋到
身後而不要被它放肆地折磨。

 
所謂「超出思維極限的思想死結」，泛指一切超自然、
超現實的問題，既不能用肉眼觀察，亦不能用儀器量
度；既無人證，亦無物證；純粹想像，游談無根。例
如三位一體、六道輪迴等宗教問題，又或時間旅行、
外星人的飲食習慣等科幻小說的題材，都超出現時人
類的認知範疇，閒時想想當作消遣或與友人「吹水」
作樂，當然沒問題，但認真思考就無謂了，只會浪費
光陰，一如賭博，小賭怡情，大賭亂性。

至於「超出能力極限的人生死結」，比上述的「思
想死結」更加普遍，人人都有機會遇到。如果大家
看過《閃亮的風采》，應會記得澳洲鋼琴家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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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
對答

預習

追
過
的
股
神

「對其他人而言，錯誤是羞恥的源頭；對我而言，
了解自己的錯誤是驕傲的來源。」

George Soros ──《Soros on Soros:  
Staying ahead of the Curve》
（台譯：超越指數，索羅斯著）

為甚麼今個月介紹的股神是索羅
斯？

投資界沒有人不認識索羅斯吧？在
亞洲地區，他的大名可能比股神畢
菲特還要響，寫這個欄要到今個月
才介紹他，你的問題應該是：為甚
麼這麼晚才到索羅斯？
 
那，為甚麼這麼晚才到索羅斯？

故意的。除了因為財經界人才輩
出，就像上期的價值投資之父一
樣，全都是不得不提的人物，此外
亦要夾《閱刊》主題，社長訂出 6
月主題是「智慧の急所」，我想，
普天之下，論強勁智慧股神級人
物，任誰也會首先想到索羅斯。而

匈牙利出生的美國籍猶太裔商
人，著名的貨幣投機家、股票投
資者和政治行動主義分子，用金
融市場來實驗自身的哲學理念。
現時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和開
放社會研究所主席。

作者
George Soros

今個月輪到索羅斯，也是因為他在
亞洲的知名度，源自 97年他的量
子基金狙擊亞洲貨幣，也就是 17
年前的這個時候。
 
今年最有機會歷史重演吧？！

應該說，過去一年，是 97年之後
最多人談論亞洲會否出現第二次金
融風暴的一年。美國去年啟動退
市，觸發亞洲市場股匯債市齊瀉，
至於會否重演，要解答這個問題，
我相信要走入書本，窺探這位金融
大鱷的思考方法。
 
回頭說書，索羅斯除了是個炒家，
同時亦是位哲學家、文人、專欄作
家，他的著作，以股神的忙碌程

度，是海量，為何偏偏選這本書？

哈哈，這本書，我譯作「索羅斯自
問自答」，因為內容的確如是。索
羅斯大部分著作都是主題性，就當
時市場重大事件而命名，例如美國
的金融海嘯，或者歐債危機，惟獨
這本「索羅斯自問自答」，是他的
個人訪問。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跟
他面談，這本書提供了一個機會，
跟 95年的索羅斯對話，可以較為
了解他的思路，儘管內容是被他牽
著走，而非真的對答。
 
你面對面跟他說過話嗎？

有點可惜，沒有！他訪港的次數也
不多，只曾聽過他的演說。
 

《Soros on Soros: Staying 
ahead of the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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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景騰
追女神，可以令你傾家蕩產；追股神，跟風落注，
可以興家創業。作者細時追女神，大時追股神，無
黨無派，不信圖，又忌 fundamental，炒股彷彿回
到那些年，一起追過的股神。

說
書
人

他當時有分享投資心得嗎？ 

跟書中所寫的一樣嗎？

大致未變，他是著名哲學家卡爾波

普（Karl Popper）的徒弟，將卡

爾波普哲學「證偽」融入投資。他

認為市場經常出錯，會先假設市場

參與者將做些甚麼，然後將自己的

理論跟市場現時的預期作比較，當

出現分別，便會出現機會，分別越

大，機會便越大。

 

有點難明，說白點是甚麼？

若果用市場用語，就是把其他人看

作「明燈」，再用真金白銀下注證

明他們是錯，他在書中所說的亦一

樣。但他在書中又說，大部分時

間他跟趨勢（Trend Follower），

順勢而行的人只會在轉趨的時候輸

錢。兩者是有點衝突的。我會用他

的另一句來總結：「我沒有投資風

格，更具體是，我嘗試改變風格去

迎合情況。」

 
完全學習他的作風，可以像他般發
大達嗎？

他的量子基金，10 年創下 33 倍
回報的紀錄。要跟他一樣，要有

很多、很多的膽量。心法是一回

事，方法是另一回事，他是靠大

槓桿起家的，近年甚少見他講股，

為何？他在書中說，買股只能借

一倍，買 1,000 元債，可以借
50,000 元。是 50 倍槓桿，或許
匯市債市才是大茶飯。回答你的

問題，你敢不敢借 50 倍本金去
下一注？

 

經歷金融風暴，亞洲各國權貴都當
他是騙子，你信他的話嗎？

一半半，尤其是早兩個月，寫過他創
立量子基金拍檔羅傑斯的書評，羅傑
斯對索羅斯的人品評價不高，亦是分
家的導火線，我是閱中留疑的。
 
那這本書值得看嗎？

值得，福布斯說他身家有 230億美
元，財富榜全球排第 28位，你只用
數百元買本書，即可看看他的想法，
不論是否真心，都是個有趣的經歷。
 
那，為甚麼今期的「追過的股神」
一欄是對答形式？

這本「索羅斯自問自答」就是這個
模式，我希望讀者決定買之前可以
預習一次，如果不喜歡便可以不
買。而有點尷尬地說，看完這本書
後，我被他影響了。

浮
世
話
書

美國非小說類作家和財經
記者。暢銷書包括：《Liar's 
Poker》（1989）、《The New 
New Thing》（1999）、 
《 Moneyball: The Art of 
Winning an Unfair Game》
（2003）、《The Blind Side: 
Evolution of a Game》 （2006）、
《Panic》（2008）、《Home 
Game: An Accidental Guide 
to Fatherhood》 （2009）、
《The Big Short: Inside the 
Doomsday Machine》（2010）、
《Boomerang》（2011）。

作者
Michael Lewis

《Flash Boys》

最
近在Wall Street 鬧得熱烘烘的「高頻交易」（High Frequency 
Trading，以下簡稱 HFT），由於一本書《Flash Boys》大爆內幕，
高頻交易公司以超級電腦的速度優勢，在Wall Street的各電子交

易所進行市場操縱。書本出版以後，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立刻著手調查
書中所講的內幕操控交易及套戥；紐約州總檢察長 Eric Schneiderman亦
表明會調查書中的事件。美國 SEC（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 Mary White雖
發表聲明，否認書中所講的紐約股市被內幕者操控，但是他們卻又在今年
5月 1日根據書中的指控，向紐約交易所及其兩個附屬交易所罰款 450萬
美元。
 

踢爆
高頻交易的

黑幕
「天下武功，無堅不破，唯快不破！」

—— 火雲邪神（電影《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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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少
職業雲遊四海，但求人生貴而不富，
各安天命。

動，就好像市場有人一早知道他要買或賣的消息，而與他對著幹。Brad對
此事十分苦惱，他亦問過Wall Street許多交易員，發覺大家面對相同的問
題，卻不知道原因。隨著Brad成立了專責小組，深入調查整個股市的運作，
最終發現原來是新興的 HFT在操控市場。
 
要明白 HFT的運作，以下我嘗試用買魚作例子：
 

以上的黃牛黨交易要成立，作者
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交易
電子化。二、美國政府在 2007年
落實了一條 Regulation National 
Market System的監管條例，條例
為了保障投資者利益，要求股票
經紀一定要先到最便宜的股票市
場買賣。結果這法例卻造就了 HFT
用誘餌得到市場資訊，進行市場
操控。作者在書中說：「每一次
為了監管市場不公義而成立的法
例，只會製造另一種不公義。」
（Every systemic market injustice 
arose from some loophole in a 
regulation created to correct some 
prior injustice.）
 

知道 HFT如何運作的交易員或者
大行，早就投身這個搵大錢的行
業；各交易所亦因為有 HFT 的
加入，交投量大了接近一倍而得
益，還專門加入很多交易方法，協
助 HFT套戥。而 SEC的職員，根
據 RBC的調查，其中有 200人在
2007年離開機構，從事 HFT的工
作。SEC在此書出版前，沒有調查
HFT的原因，不言而喻。很少人會
像本書主角 Brad一樣，為了抵抗
這種市場不公義，先在 RBC建立
了 Thor 交易系統，後來在 2013
年創業成立了獨立的股票交易所
IEX，力抗 HFT入侵 。
 

Brad的方法是以慢打快，用以上
買魚作例子：如果買手要買齊 100
條魚，而最遠的市場在香港仔，需
要一小時才到達，他們要避開黃牛
黨，只需要約定一小時後才同一時
間走入市場買魚，黃牛黨就沒有了
速度的優勢，造不了市。
 
Brad 的 IEX 成了Wall Street 大鱷
的眼中釘。這無疑是 IEX的成功：
短短成立了半年，到今年 4月為
止，日成交量已經錄得 5,700萬
美元。這令我想起司馬遷在《貨殖
列傳》的搵大錢心得：「貪賈三之，
廉賈五之。」古人誠不欺吾也。

書中用顯淺的文字，把複雜的 HFT
運作解釋得清清楚楚。先講背景，
近年股市電子化，之前股票經紀穿
著顏色號碼衫，在交易所走來走
去，大聲問價的交易方式已經一去
不復回。而美國的股市有很多個公
開交易市場（現在應該叫他們做交
易電腦），不像我們只得香港交易
所一個。同一時間，市場上的很多
大銀行，還有 HFT等，只為了自己
電腦接駁各交易所的速度，加快幾
個毫秒（Millisecond，一毫秒是千
分之一秒，人類平時眨眼的速度由
100至 400毫秒不等），而投資
幾百萬美元。究竟為何他們這麼捨
得花錢？
 
書中帶出了一個 Royal Bank of 
Canada（以下簡稱 RBC）交易員
Brad Katsuyama的故事。Brad發
現自己在進行大宗交易時，往往一
落盤後只有很小部分的股票成功交
易，之後那一隻股票的股價就會變

假設西貢有間酒店，要買 1,000條魚來供應晚餐用。酒店買手可以

到元朗、香港仔或者西貢市場買魚。政府為了保護消費者權益，立

了法例，要所有酒店買手必須先去最便宜的街市買魚。現在最平的

魚在西貢，有一條 5元的魚，元朗有 49條 6元的魚，香港仔有 50

條 7元的魚。酒店買手得到消息後，分別派了三個手下到這三個地

方買魚，殊不知西貢那條 5元的魚是黃牛黨放出來的誘餌，黃牛黨

收到酒店買手要買魚的消息後，立刻用他們自己建立的專用地下隧

道，搭高鐵到其他的市場，快過其他兩個手下買下所有魚，並提價

到 10元一條。其他手下沒有這種速度上的優勢，奈何一定要交貨，

所以貴一貴都要買。簡單來說，HFT就是靠做黃牛黨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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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ar動畫公司的主席

作者
Ed Catmull

《Creativity, Inc.: 
Overcoming the Unseen 
Forces That Stand in the 
Way of True Inspiration》

說
書
人

這
本《 C r e a t i v i t y ,  I n c . : 
Overcoming the Unseen Forces 
That Stand in the Way of True 

Inspiration》的作者 Ed Catmull，現時是
Pixar動畫公司的主席。

他從小看迪士尼的動畫，後來也從事動
畫創作。因此，迪士尼其後的衰落，他
感受甚深。當 Pixar推出首部動畫電影
《Toy Story》後，作者沒有被佳績衝昏
頭腦，而是反思︰如何才可以擺脫「物
壯則老」的定律？
 
書中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關於 Ed 
Catmull所採取的相應措施。當中的基
石就是信賴集體智慧，鼓勵員工勇於發

四斗米士
70 億分之一，好讀書，餘無足道。

聲，為動畫製作帶來新思維。為此，
Ed Catmull 甚至連會議桌的設計
也不放過。Pixar原有的長方形會
議桌很大，可以讓幾十人擠在一起
開會，決策人則坐在會議桌中央位
置，以便聆聽各人意見。然而，這
種安排的階級味道很強，每每令坐
在最遠的人自覺不被重視。於是，
Ed Catmull特意換來了正方形會議
桌，縮減與會者之間的距離，從而
鼓勵各人放膽發言。
 
每個人嘴上都不會反對大鳴大放，但
實際操作時卻可以是另一回事。戰國
末年，呂不韋擔任秦國相國，權傾朝
野。他命令門客編撰《呂氏春秋》，

並懸賞千金，賜予任何可以增刪該
書一個字的人（這就是成語「一字千
金」的出處）。漢朝人高誘對此的評
論，一針見血︰「時人非不能也，蓋
憚相國，畏其勢耳」。
 
聰明如 Ed Catmull當然明白這一
點，所以他特意指出︰鼓勵發言的
方針不能停留在口號的層面，更要
令員工確實感受到放言高論是公司
文化一部分，不應「懷其寶而迷其
邦」，因害怕尷尬而噤聲。
 
因為有這種想法，所以就有書中
300多頁的智者之言。為求讀者掌
握重點，作者更特意在書末闢出數

頁，總結書內曾提及的心得，例如
不要害怕聘請比自己優秀的人才、
發生問題時不要浪費時間追究責任、
不要抗拒改變等，在此不詳列了。
 
即使你不是公司的管理人員，又或
對商業操作和創意理論不感興趣，
本書也值得一看。無他，Pixar的
主張是「Story is King」（故事就
是王道），作者一以貫之，在書中
以引人入勝的小故事帶出大道理，
而這些故事包括了作者與 Steve 
Jobs 等傳奇人物的相處點滴、
Pixar所曾面對的困難、多部 Pixar
動畫的製作花絮……畢竟，動聽的
故事，又有誰會不喜歡？

階
級
的

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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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抄之創意

大
家不要誤會，這一期《閱
刊》的題目，不是利世民
社長「鬆章」給我，好讓

我發揮。相反，我覺得今次，他其
實想「跣我一鑊甘」。無錯，我是
做廣告，姑且都叫從事創意產業，
而我入行之前，我的確認為自己是
一個很有創意的人。但當你每日都
要為不同的品牌，度三、四十條好
橋爛橋時，你會發現就算是畢加索
再世，靈感都會有枯涸的一日。
你問我，廣告人都會缺乏創意？是
的，現在我就算想到一些只有自己
才會笑的爛 gag，都要急急忙忙
記下它，深怕自己忘記。只有兩類
人會用筆記本記下日常生活，一類
是廣告人，另一類是善忘的嬸嬸伯
伯。要一個創意長期乾塘的人講
「智慧の急所」，利社長真是懂得
開玩笑。
 

作者
Austin Kleon

《Steal Like An Artist》

曾是圖書管理員、網頁設計師、
廣告撰稿員，之後憑著 Ted Talk
短片《Steal like an Artist》一炮
而紅，其後推出同名書籍，曾於
Google、Pixar以創意為題演講。

"Good artists copy; great artists steal."
── Picasso

時也命也，收到今期《閱刊》題目
後的星期一，就接到恩師的來電，
要我做一節 guest lecture，替一眾
學弟學妹講廣告創作。兩個關於
創作的題目接著來，There are no 
coincidence，我深信上天不是要
點我、就是要點化我。不要緊，兵
來將擋、水來土掩，我不會怕你。
 
為母校講課一為神功、二為弟子。
讓師弟妹明白廣告界世途險惡，當
然是我講課的首要目的，但如果見
到有天分的，我試過即時邀請他們
到公司試工，我團隊最得力的生力
軍，都是用這個方法延攬過來的。
一個半小時的講課轉眼就過，我見
到只有八成同學在玩手機，我對這
個成績算是相當滿意。但很明顯，
恩師對我的學弟妹絕不滿意。下課
時，她更向我連聲道歉。「唔緊

要，」我說，「我都做過學生，我
明白嘅，有兩成人（扮）聽我講書，
我其實都好滿足。」
 
更令我驚喜的，是有五、六個師
弟妹，竟然走上前打算繼續追問。
原來課後問書的傳統，在當今大學
仍然得以保留，老實說，我真的欣
慰。「Grey Sir，我想請問……」
「唔使咁客氣，我都唔係大你好多
啫，叫番我Grey就可以。」「係，
咁我哋成班朋友參加咗一個廣告
設計比賽，有幾個 idea，想問下
你意見。」

他們的意念的確夠創新，但太過天
馬行空，難以引起共鳴。而且太過
天馬行空、看得出是「講就天下無
敵」的 idea，要他們落手落腳做
時，難免有心無力。「你哋嘅創意
都幾好，不過我想問你哋，你哋覺
得一個廣告最重要係啲乜？」「咪
……創意囉。」後排一個鬈髮的師
弟這樣說。「唔……啱咗一半啦，
其實做廣告，首先要幫品牌定位。
例如樓盤廣告，香車配美人是常識
吧。第二、睇下其他類似嘅品牌係
點做廣告，同埋諗下佢哋點解要咁
做，人哋做得好嘅，不妨將嗰部
分，抄過嚟。第三、先至係你哋講
嘅創意。」
 

「我都知要睇下人哋點做，但係
照你咁講……咪好似抄人哋咁
囉？」「哈哈哈，我一開始都有
你呢個心魔，覺得所有 idea都要
自己諗出嚟，咁先至夠原創。直
至我睇咗一本書，叫《Steal Like 
an Artist》， 作 者 Austin Kleon
單靠用報紙做二次創作，喺網絡
上成名。成名背後，不斷有人話
佢抄襲他人嘅 idea，結果就激發
佢追查呢種二次創作嘅歷史。一
查之下，竟然發現類似嘅創作，
有成 250年歷史。佢從此就明白，
其實根本冇嘢係真係原創，你諗
到嘅，前人多數都已經諗咗，所
以我哋要做嘅，係抄。不過抄，
都要抄得有技巧，要抄啲你覺得
叻嘅人，叻嘅 idea，集各家之大
成，就會變成你獨有嘅風格。」
　
看著他們似懂非懂的表情，就知道
他們需要些時間消化，暫時都問
不出其他問題，我惟有自己打圓
場：「咁好啦，我都有啲嘢做要走
先，你哋有乜唔明就再問我啦，
bye bye ～」正當我在的士上，
為自己對母校的貢獻而沾沾自喜
時，才發現：死火，嗰個廣告創
作比賽嘅大獎，好似係去對家廣
告公司實習半年，唔係啦，等我
whatsapp Steven，叫佢提我下次
搞 campaign時，都整番個廣告創
作比賽先。

曾經紅極一時的遊戲 2048，原來作
者都是抄襲同類型遊戲。

大師一生創作不斷，大概與他的創作
宗旨不無關係。

Austin Kleon首先憑這類型的二次創
作為人所認識。

Mr. Grey
廣告人。艷羨前輩八面玲瓏，怨恨自己學藝未
精。無神論者，卻喜歡拿著聖經舊書新解。

說
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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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知了》

作者：唐睿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作者： 宋鈺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中小學巡禮及年輕作家講座　 
鼓勵新世代參與文創

新鴻基地產（新地）多年來致力推動閱讀及全人發展，
包括透過「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為年輕人實現出版夢，
並於 2013年底成立「新閱會」，透過多元化的文創活
動推動閱讀和創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訂
定 4月 23日為「世界閱讀日」（World Book Day），
而為響應這個重大日子，「新閱會」於今年四月至六月
舉辦了一連串活動，包括校園巡禮以及年輕作家講座，
於全港十多間中小學向年輕一代宣揚愉快閱讀及創作的
訊息。
 
多場年輕作家講座由過往「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優勝作
家親身分享，向學生講述個人創作經歷，期望點燃同學
心底的作家夢，鼓勵他們多以文字、繪畫或其他媒體，
表達出他們的感受和想像。

年輕作家分享經歷　燃起學生創作熱情

創作的靈感可以從身邊最熟悉的人與事出發，在記錄和
創作的過程中更能得到深入的了解和體會。歷屆不少年

輕作家均以他們居住的社區為創作題材，當中包括第
二屆年輕作家《上．下禾輋》作者李香蘭，以及第四
屆年輕作家《日月星傳》作者郭家麒，分別以沙田禾
輋村及灣仔星街一帶為靈感，透過繪本方式，將地方
特色及街坊人情，以細膩的筆觸描繪出來。
 
年輕作家李香蘭於鮮魚行學校與一班小學生分享她
的創作歷程，並即席揮毫，現場示範繪畫人像技巧。
李香蘭的風格跳脫、天馬行空，但原來她的創作靈
感是經過豐富的資料搜集取材而成的。「我首先到香
港資料館搜集了有關沙田區的發展史，然後拿著一些
舊照片、舊資料作為話匣子，與一眾老街坊進行錄音
訪問。有一次想訪問髮型屋的理髮師，對方卻沉默寡
言，我便找了一個朋友到場理髮，在旁嘗試跟理髮師
聊天，最終對方都放鬆起來。」創作需要毅力，李香
蘭的首本作品背後便是整整一年研究、訪問及繪畫的
成果。
 
第一屆年輕作家《Footnotes》作者唐睿及第四屆年
輕作家《我的豪華劏房生活》作者林小龍透過文字表
達情感，前者以小說形式呈現一個虛幻與現實穿插的

「新閱會」早前舉行學校巡禮，不少同學均表示喜愛閱讀，

並支持「世界閱讀日」。

年輕作家好書推介

故事，後者則記錄真實的獨居生活。林小龍指出創作需要計劃和
實踐：「寫出洋洋數萬字的書，聽上去似乎不可能，但其實創作
亦可以『積少成多』。記得兩年前我搬出來的時候，經常透過拍
照記錄家居的變化和生活的點滴，為自己保存記憶，後來便以文
字將這段個人經驗寫下來，並持之以恒，不知不覺便寫成這本近
十萬字的書。」

「書名片中尋」競猜遊戲  名人嘉賓推介好書

同時，「新閱會」為慶祝「世界閱讀日」，亦舉辦「書名片中尋」
競猜遊戲，邀請十一位名人嘉賓朗讀出他們心目中好書的精選
章節，透過「面書」（Facebook）分享，讓公眾競猜書名。這些
名人包括：前褔利署署長及衞生褔利司黃錢其濂太平紳士、中
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資深傳媒人張翠容、電台節目主持人邵
家臻、劇團藝術總監鄧樹榮、繪本畫家 Jeanie Leung以及「年
輕作家創作比賽」優勝者李香蘭、啡白、評審黃永、廖偉棠及
朱力行等。歡迎於「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的面書專頁重溫錄像：
www.facebook.com/YoungWriters4

「世界閱讀日」
響應

有關

為進一步推廣閱讀，新鴻基地產於 2013
年底成立「新閱會」，將所有閱讀相關
活動綜合於這個平台，歡迎任何喜愛閱
讀的人士加入，並得到社會各界名人支
持。「新閱會」已經開始陸續推出不同
的文化活動，包括免費贈送閱讀雜誌《悅
閱》及《閱刊》、名人嘉賓閱讀講座、
閱讀寫作營、本土文化導賞團等，讓更
多人細味書本的樂趣，培養輕鬆、愉悅
的閱讀習慣。
 
「新閱會」獲一眾社會知名人士支持，包
括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教育家何
文匯教授、著名演員黃秋生、知名設計師
劉小康、兒童文學作家周蜜蜜等，已率先
加入成為會員。本地漫畫家草日、展能藝
術家唐詠然、插畫家梁媛媛、設計師莊一
淦等，更分別以愉快閱讀作題材，為「新
閱會」進行創作，包括書擋、環保袋、書
籤、文件夾等，希望帶出一種全新的閱讀
感覺。
 
報名方法

網上登記
www.shkpreadingclub.com

查詢

電郵：contact@shkpreadingclub.com
電話：2511 3248

年輕作家李香蘭向鮮魚行學校的學生示範繪畫人像技巧，即席畫出梁紀昌校
長及學生的模樣。

年輕作家郭家麒（左）及林小龍（右）鼓勵學生
多閱讀、多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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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輪椅上
丈量宇宙的天才  

序
人
書
話

作者正是去年在香港訪問斯諾登的
《衞報》記者。書中透露斯諾登由初
次聯絡他直至在香港會面，大爆美國
國家安全局的稜鏡計劃。最後作者更
譴責大眾傳媒故意迴避報道政府侵犯
市民私隱，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透過
此書，令我們驚覺政府對民眾私隱的
掌握程度，遠比我們想像的更多。

《No Place to Hide: Edward 
Snowden, the NSA, and the U.S. 
Surveillance State》
Glenn Greenwald

英國著名物理學家，被譽為愛因
斯坦之後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
家。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
者。主要研究領域是宇宙論和黑
洞，證明了廣義相對論的奇性定
理和黑洞面積定理，提出了黑洞
蒸發現象和無邊界的霍金宇宙
模型。

作者
史蒂芬霍金

自
愛因斯坦提出《廣義相對
論》和《狹義相對論》，
推翻了牛頓以來的物理世

界，科學家眼中的世界不復是以前
的世界，他們得重新定義時間、質
量和重力的關係，其中以英國的理
論物理學家霍金最為人所知。
 
霍金主要的貢獻，在於重新解答宇
宙物理中的若干問題，包括大爆炸
和黑洞，提出新的物理實驗成果。
他也不甘拘囿於學術象牙塔內，而
是要推廣宇宙物理知識，著有《時
間簡史》、《桃核裡的宇宙》等受
大眾歡迎的科普讀物。
 
如果用 smart來形容這樣一位頂尖
科學家，相信沒有人反對。同時，
他的思想也充滿機智，行文簡潔淺

白，可讀性強，一如前輩費曼亦同
樣以毫不晦澀的文字，介紹量子物
理學的理論。可是撇開霍金所研究
的宇宙問題和他的科普讀物對年輕
讀者的影響，我們知道霍金從牛津
到劍橋作研究生時，被診斷患上肌
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俗稱「漸
凍人症」），正值研究生涯的開
端。著名歷史學家 Tony Judt，就在
2008年被診斷患上這種疾病，翌
年頸部以下癱瘓，2010年在家中
逝世。然而，霍金雖然漸漸感覺身
體不能行動，卻保住了性命，還開
展了學術研究的奇跡旅程，不禁令
人讚嘆於生命力的頑強。
 
人生總是充滿了變數，近來讀霍金
自傳《我的人生自傳》時，就引證
了這種看法。霍金出生於科學家的

精英之家，父親是醫生，自幼得到
父親教導數學，在如此家庭基礎
下，入讀牛津本非難事，誰也不會
料到他在劍橋升學時罹患此病，當
時他才剛開始和妹妹的朋友 Jane 
Wilde 談戀愛。女友對他不離不
棄，甚至共結連理，讓他有了活下
去的理由。

除了家人的支持外，也有學術研究
方面的機遇，在劍橋當研究生的
時候，霍金本來打算跟當時英國
最著名的天文學家 Fred Hoyle做
研究，但 Fred Hoyle學生太多，
霍金最終被分配到跟名氣不大的
Dennis Sciama做研究，無心插柳
地，反而得到更多時間接受指導。

作者用了三年時間，深入了解印度
孟買機場周邊的貧民窟，再把他們
的現實故事寫成書。有別一般描寫
貧民窟的著作，本書重點放在每個
人物在貧民窟裡爭取向上的經歷，
刻畫細膩，令人有身歷其境的感覺。

《Behind the Beautiful Forevers: 
Life, death, and hope in a 
Mumbai undercity》

Katherine Boo

其後，Fred Hoyle所信奉的「穩態
理論」，開始受到挑戰，而霍金是
其中一位挑戰者，也許霍金日後的
成就亦由此而起。

不過在漸凍人症的陰影下，霍金活
得並不容易，太太怕他隨時去世，
於是認識了別的男人。後來霍金在
瑞士還得了肺炎，接受手術後幾
乎不能說話，幸加州發明家Walt 
Woltosz 為他設計的「等化器」
（Equalizer），讓他能與人溝通。
霍金一生的成就，似乎就在天賦和
他人的扶持之間，憑藉不懈努力建
立出來的，如果要說「智慧の急
所」，那麼也許這份努力就是最有
智慧的個人特質了。

新上榜 • 必讀選

《我的人生自傳》

彭礪青
遲熟的 70後，畢業於浸會大學，主修政治與
國際關係學系，文史哲愛好者，人到中年遂立
志閱讀，為香港及國內報刊撰寫書評，間中創
作文學作品，亦為序言書室之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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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ig Data的潮流、6月主
題及日常工作影響下，我
便遇上了這麼的一本書

──《精準預測》。

這本書內容非常簡單易明，直接告
訴我們人是不可能完全客觀的，總
有傾向性，所有事情基本上亦不可
能重複。和尼采的名言 "There are 
no facts,only interpretations"原句
相互呼應。
 
選擇閱讀此書另一原因，是我一定
程度上相信往績，作者曾於 2008
年成功預測了美國 50州中 49個
州份的參議員選舉結果及總統大選
獲勝者。
 

美國當代知名的統計與預測鬼才，
精通統計學，從小就對數字與思
考展現興趣與天分。他也統計與
預測的天賦應用於德州撲克，曾
以短時間贏得上千萬元財富。

作者
Nate Silver

《精準預測》

好書是會跟讀者溝通的，令人不斷翻看，
叫你好像怎麼都看不完似的。

預測未來？

Big Data

在書中作者舉了其中一例，美國
911世貿恐襲事件發生後，全球突
然出現很多陰謀論，有人說政府情
報機構失職、知情不報，亦有人會
說情報收集不力云云。
 
對於此事，作者的看法和大眾可謂
相反，他相信真相應該是由於可能
性及資訊太多，全球提供的真假線
報數量完全超越執法機構或情報機
關可處理及考證的數量，而負責人
唯一能做到的，便是選擇他們認為
最合乎情理及可能性最大的事件去
跟進。
 
試假設，如果大家每天都收到大量
類似飛機撞向世貿中心等未曾發生

過的情報，你和我又會否選擇立刻
處理、向外發報那些不肯定而又誇
張的資訊？
 
有人說，人總是會重複犯錯，歷史
給予人最大的教訓，是人從不會在
歷史中吸取教訓。
 
我認為此說法其實不大全面，我相
信不變的只是人的本質，不是對事
情的應付方法。
 

事實告訴我們，經歷偷襲珍珠島事
件後，美國已立刻投放非常大幅度
的資源於情報機關及增加情報網
覆蓋範圍，但為何情報收集人員處
理 911 恐襲事件好像完全沒有進
步呢？
 
這正好代表著 Big Data應用重點
是在於解讀資訊的團隊身上：如何
分析及處理那些不符合大眾或常態
的資訊，避免視而不見，錯失處理
事情的關鍵。
 
除了以上例子，作者在書中亦以天
氣預測作為 Big Data另一實際應
用的相關例子作解說。
 
在美國，民眾一般傾向相信及瀏覽
http://www.weather.com/這非官
方的天氣網站，多於官方天氣網站
http://www.weather.gov/。為甚
麼呢？原因是此網站的處理內容發
布時使用更多生活化用語，而且資
訊內容更概括。
 
這正代表著群眾對某一些數據
的需求不在於準確，而是 Easy 

Reading。當經驗告訴大家天氣報
道「不準確」是常識，群眾根本沒
有理由花時間去閱讀那些複雜又可
能出錯的數據。
 
而當「不準確」的既有觀念已經存
在，群眾便會放棄對真相的追求。再
進一步，既然預測不可能準確，人又
哪會花時間去追逐那些不肯定呢？
 
如果有一天，當你面對一堆數字而
要作出決定時，千萬不要因為觀察
到事情某一角度便作出決定，因為
數字本身只代表一件事情某一角度
的表象，本身是沒有意義的，賦予
它們意義的是我們，同時亦是我們
對將來的期望。
 
如果你只因為一堆數字而影響你的
決定、忘記公司或自我本身的核心
競爭力，你的期望或預測很多時都
會落空。
 
再講下去，我相信再多半天也說不
完，所以我建議所有對預測感興趣
的朋友都抽空一看此書，相信你會
得著甚多。

緩桓
遊走新舊媒體之間的大企業小高層，鄙視只用財
富肯定成就，但積極累積財富的偽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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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皆由無形物質生
成，而這種無形物質散佈、
瀰漫和充斥在整個宇宙。
一個存在於無形物質的意
念，可以透過意念的形象
創造出實體事物。人們可
以透過意念形塑事物，並
傳達到無形物質，然後創
造出人們想像中的事物。」
 ──   Wallace D. Wattles 
 《 The Science of Getting Rich》

 
阿強明白了！

「我明白，我經常用浪子這個概念
來形容自己的行為，不知不覺間，
我真的成為一個浪子，不論這個思
想是正面或者是負面，我仍然使用
意念形塑我自己及現實世界中的所
有境遇。」

阿強突然間在西洋菜南街的行人專
用區大叫，人生路途上終於有幾番
覺醒。

「那麼，成為天才的主要條件
是……？」阿強充滿期待地問我。

「首先是慾望，慾望是一切生命
力進步的根源。這個世界以至宇
宙的力量是無窮無盡，只要你真

性
情
中
人

New Thought Movement 著名開
山鼻祖，著作有《The Science 
of Getting Rich》，《How To Be 
A Genius》、《The Science of 
Being Well》留名於世，改變無
數人的一生。其充滿激情及思想
的文字指出這宇宙是一個擁有無
窮無盡豐足的生命體，每一個人
只要理解「吸引力法則」就有權
掌握自己的命運及一生中所有境
遇，在財富、健康及成功方面也
能獲取無盡的豐足。

作者
Wallace D. Wattles
（1860─ 1911）

「這
個白癡 為了陪你活一次 沒智商 得個癡 
時常被騙極容易。」
在山東街上某台式餐廳裡，阿強一邊吃著

滷肉飯一邊望肉輕嘆。

說真的，我很明白阿強，他的言詞間也帶點滄桑，衣著
品味也帶點孤寂及人生稀客的味道……因為他的牛仔褲
實在爛到可以變成短褲。

「誰亦難避過這一身客塵 但剛巧出於你…… 」由古巨基
唱到陳奕迅，我實在受不了。

「你有沒有看過Wallace D. Wattles 的《The Science 
fo Getting Rich》、《How to be a genius》 同《 The 
Science of Being Well》這幾本書？」

我拿了這三本書給他，全是 New 
Thought Movement 大 師 Wallace 
D. Wattles的傑作，用字精簡，一
語中的，每次看，我也有一言驚醒
洛克人的感覺。

「不要理我！我扮緊浪子，不要跟我
談閱讀。」說到這裡，我立即像御
前帶刀侍衞般押他去了西洋菜南街。

「看，人一生中的境遇全是思想創
造，在大街上有窮人有富人有賣藝
者，遠至人類社會，社會組織及科
技全是思想的產物。」Wallace D. 
Wattles三本書，最大的特色，是
每個人都有成功致富的同等權利，
關鍵在於人能否正確地思考。
                                                                                                                
「不好意思，我只看到這班賣藝者
在阻街，而這班窮人是因為有錢人
剝奪他們的機會而在這裡行乞。」
在人類的思考裡，著重的是邏輯關
係，像阿強那樣的「當和一個女人
拍拖代表剝奪這個世界所有男人少
一個拍拖機會」的思維，源自悲
觀。他把世界看成一個有限制及充
滿衝突的生命體，而正正這種思維
衝突引致人際關係及日常生活各境
遇上的不和諧。

人能夠正確思考在於對內心世界的
了解，這個內心世界是一切力量及
智慧的根源，現實中的外境是果，
內心世界是因。只要改變因，就能
改變果。

天
才

如
何
和

一
樣

思
考

《The Science of Being 
Well》

《The Science of 
Getting Rich》

《How to be a genius 
or the science of 
being great》

戴雲露
鍾情亞當斯密，
著重情感互通，心靈交流，
夢想成為道德倫理學家。

說
書
人

心渴求，你就能生活得更加豐
足。第二是集中力，一個人能夠
意念集中，效果是不可思議的，
他自然能夠管理自己的身體及意
念，得到啟發和智慧，最重要是
得到洞察力去觀察這個世界只有
一套法則在思考。像科學邏輯一
樣，每一件事正確的因果關係只
得一個。」
 
言談間，我不斷鼓勵他的目的，是
希望傳播進取的觀念給他。而在我
不斷鼓勵他的同時，我也不斷鼓勵
自己，更加堅定相信Wallace D. 
Wattles書中所寫的內容。

「那麼，致富代表著的是甚麼？」
阿強被社會上那股歪風影響著，仇
視有錢人，只會不斷標籤自己是窮
人，在人生路途上更加悲觀。

「財富如水一樣是無窮無盡，這個
世界是一個無盡地豐足的生命體，
致富代表的是更和諧的人際關係，
實現理想重要的工具，證明自己的
工作能力，更多的個人及家庭責任
及更豐足快樂的生活。」我向他表
達了我的信念。

「喂……你對於這個世界有甚麼看
法？」阿強被一般樂觀的力量震
懾著。

「世界由始至終是極之完美，這是
我的信念。」我笑了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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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名：《Dunsinane》
編劇：David Greig
導演：Roxana Silbert

同
場
加
映

賣座的劇，續集永遠有市場。

莎士比亞名劇《Macbeth》公映了幾百年之後，

編劇 David Greig 借其餘威，寫了這套叫《Dunsinane》的話劇，

作為《Macbeth》的續集。

故
事以中古時期的蘇格蘭作背景，從反攻 Macbeth的王朝作序幕，由 Siward
伯爵帶領英格蘭的軍隊，攻入 Macbeth的城堡 Dunsinane，殺死了暴君
Macbeth，並打算扶立前蘇格蘭王子Malcolm登上王位，以統一整個蘇格蘭，

維持和平。但是他們發現，Macbeth的遺孀 Gruach女王已死的傳聞是假的，而只要
Gruach女王仍活著，蘇格蘭各族勢力絕不會接受新王的管治。
 
劇中 Siward以力假仁，作為英格蘭的部隊，卻走去管人家蘇格蘭的內政。他利用自
己強大的武力鎮壓蘇格蘭的動亂，卻希望這個地方走向和平之路，根本是癡人說夢。
新王Malcolm比喻蘇格蘭的政治就像本土天氣一樣變幻莫測，和平就像晴天一樣，只
是短暫的意外，不可持久，反而戰亂才是常態。
 

故事發展到尾聲，Siward扭盡六
壬為蘇格蘭和平出力，儘管他拜訪
了蘇格蘭的各部落，嘗試用婚姻撮
合新王和女王的勢力，他的部隊在
山區裡找到了女王藏起的兒子並殺
了他，也不能令 Gruach女王接受
議和的請求。最後 Siward決定放
棄，灰頭土臉的回到自己的領土。
 
先不論劇中的情節與史實的配合度
（莎翁的《Macbeth》也是和史實
有些少出入），劇中人物刻畫卻
是很深入：Siward事事講原則，
恪守騎士精神，雖然與女王互生情
愫，但為了大局著想，竟主動提
出新王與女王的政治婚姻。新王
Malcolm 自恃是正統，又有英格
蘭的支持，在蘇格蘭狐假虎威。而
Gruach女王承繼著 Macbeth時的
邪惡、理性，卻不失為一個剛強的
女性，雖然是戰俘，但努力用自己
手上的籌碼翻盤。
 

劇中的蘇格蘭境況，和近來的中東
形勢（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
敘利亞等）十分相似：獨裁者，維
和部隊，外國官方支持的本土勢力
及眾多反對勢力。編劇藉劇情帶出
訊息：用武力干預別人領土的政治
以尋求和平，只會更混亂。
 
此劇於 2010年在英國首演，平行
時空的中東地區同步上演著現實版
本的政治悲劇。正如編劇在幕後分
享自己的創作意念，他說：「當我
們看到敘利亞和許多其他國家的情
況，我們會說：『我們得做點甚
麼。』這種『做事』的渴望，既引
人又危險。」
 
對和平地區的觀眾來說，這些血腥
的暴力慘劇距離我們很遙遠，大可
食住花生睇，卻不要忘記，這些事
情，每天也在我們的身邊發生。

士比亞
續集

莎

故事以中古時期的蘇格蘭作背景，從反攻
Macbeth的王朝作序幕。

Siward雖然與女王互生情愫，但為了大局著
想，竟主動提出新王與女王的政治婚姻。

Siward扭盡六壬為蘇格蘭和平出力，也不能令 Gruach女王接受議和的請求。

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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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是創作人的法寶。運用隱喻，可以令抽象的事情變得具體易明，又
可以令不想啟齒的事情改變容貌放膽公開。這就是隱喻的法力。

村上春樹，是運用隱喻的專家。最初愛上他的作品，就是給其意想不到的
隱喻所吸引。村上的隱喻，是構成他作品風格的重要元素，閱讀時只要抓
住隱喻這一頭，就能捕捉其底蘊。
　　

鄉愁真相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一書，和村上大部分作品一樣，令
人難以顧名而知義，讀下去才知道「沒有色彩」是多崎作的本質，而「巡
禮之年」就是小說的主體——多崎作探求真相的行動。多崎作在家鄉名古

屋讀中學時，和四個姓名有顏色字的同學交好，組成
了親密和諧的五人團隊。多崎作的姓名既沒有顏色
字，又自覺在團體中沒明顯個性和特質，所以是平凡
而「沒有色彩」的「隊員」。多崎作後來獨自赴東京
升讀大學，到二年級暑假回家時突然不明不白遭四人
絕交，有半年時間「活著幾乎只想到死」。多崎作孤
獨空虛，但總算如願從事車站工作，又結交了新的朋
友灰田，心情慢慢平復，直至認識了沙羅，得她鼓勵
相助，決定造訪舊友，終解開多年心結。

那心結，其實是白妞結的。白妞當年說被多崎作強暴，
令藍、紅、黑、白四人與多崎作絕交。團隊還完整時，
白妞曾彈奏李斯特《巡禮之年》曲集中的〈鄉愁〉，
此曲縈繞多崎作 20年，「巡禮之年」就借代了這段
時光，而多崎作回名古屋探求絕交真相，正是為要一
解遭同伴摒棄的「鄉愁」。
 

車站隱喻
白妞把強姦之罪強加於多崎作，藍、紅、黑三人其實
都相信多崎作是無辜的。在芬蘭時的黑妞說過，為了
保護白妞，舒緩她的悲憤，三人決定任由白妞誣陷，
因為他們覺得，多崎作是團隊中最能容納、承受傷痛
的人。事實上，四人原來視多崎作為團隊的軸心，有
多崎作在，各人便感安心，黑崎更暗戀多崎作，白妞
或許也喜歡多崎作因而誣陷他。多崎作一旦被離棄，
團隊就潰散了。年少時，多崎作對同伴的喜歡和重視
懵然不知，他最清楚知道的，是自己喜歡車站，立志
從事與車站有關的工作。

而車站，就是多崎作。車站給火車進駐、出發，是叫
人安頓、等候進入另一路途的處所。多崎作「沒有色
彩」，性情樸實，處事淡然，和他交往，同伴安心自
然有如火車安頓於車站。白妞之所以選擇把被姦之憂
鬱傾瀉於他，理由可想而知。多崎作也自覺是「空空
的容器」，換言之可以盛載任何事物。多崎作被排擠，
自然也悲痛無奈，幸好他能投身車站工作獲得慰藉。
 

我們都是說書人

多崎作的隱喻

黑白與灰
幫助多崎作度過困境的，還有灰田。灰色，介乎黑與
白之間，寓意明顯。黑妞熱情，是存活而實在的；白
妞冷淡，是衰敗而虛幻的。多崎作那個與二妞親熱但
總是向白妞傾洩的夢境，反映多崎作心裡的衰頹傾向；
後來灰田現身於虛幻的夢裡，接過了多崎作衰頹，是
多崎作把友情負擔轉移了，也源於灰田在現實裡扶了
他一把。灰田和多崎作促膝夜談，且告訴他那鋼琴手
綠川的故事，是要他了解自己的本質，明白人生取捨
之道。連接黑白陰陽的灰田，指引過後，功成身退。

平凡無色彩的多崎作在平凡世界生活才能如魚得水，
車站工程、灰田指引，令他逐漸走回屬於他的世界。
最後，同樣無「色彩」的沙羅進駐，能啟動他背上的
「開關」，使他動情，叫他尋訪舊友解除「鄉愁」，
擺脫色彩世界。團隊解散後，多崎作活於有色彩的陰
影裡，藍仔踏實了而紅仔勢利了，黑妞則有了丈夫兒
女，命多崎作別再叫她「黑妞」，三人趨向現實以及
向多崎作揭示真相，終令多崎作走出色彩的陰影。至
於平凡的他與平凡的沙羅感情如何發展，是無色彩人
的平凡事，無足道矣！
 
村上這本新作，人物刻畫不算仔細，意蘊並不深，篇
幅也不長，似是村上完成長篇後休息時的輕鬆之作。
要讀懂它，只要抓住「車站」一喻，所有人事的意義
就顯現了。

作者：村上春樹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
他的巡禮之年》

說書人   

非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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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在愛情起跑線

跟兒子一起在他睡前看故事書是我的習慣。當我信
手拈來一本最近的書，才發現是本英文兒童繪本；
本想換一本，但封面上那一老一少拿著打滿結的繩
子、身穿傳統印第安服飾的身影引起我的好奇。念
完第一頁，我的震撼讓我一時忘了懷中等待下文的
兒子。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再跟我說一次那個故事，爺爺！

我已經告訴你好多遍，孩子，你都會背了。

可是，爺爺，由您來說特別動聽。

你可仔細聽好，這也許是最後一次了。

不，不，爺爺！永遠不會有最後一次，答應我！

我不能對你保證。孩子，我愛你！ 
這勝於一切保證。

我也愛你，爺爺！ 
但請再對我說一次那故事，拜託。

讀完第一頁，我受到無比的震撼！要有多大的智
慧和勇氣，才能讓這位爺爺平靜而堅定地告訴一
個對他無限依戀的孫兒：「爺爺不會永遠陪在你
身邊，雖然我對你的愛會更勝於一切人生所無法
兌現的承諾。」

在老爺爺對孫兒說的故事中，我們知道了孫兒出生在
一個大風暴的夜晚，羸弱帶病的小身軀幾乎熬不過先
天的缺陷，甚至幾度緊閉雙眼，欲及早離開這注定步
步艱難的人世。經過一夜狂風暴雨，曙光乍現，爺爺
把的嬰孩抱來接受晨光的洗禮。這時候，兩匹藍馬從
陰暗的山背走來，來到嬰孩身邊凝目注視，嬰孩伸出
手觸摸藍馬。爺爺說：「來自黑暗山脊的藍馬，對他
說話。他不會死，藍馬給了他力量。」

嬰孩在首次露出微笑後，便被正式命名為「有著藍馬
力量的男孩」。天生患眼疾的小男孩，就如黑暗山脊
的藍馬，注定活在黑暗之中。此後，老爺爺教導小男
孩如何用身體的感官來「看」世界；皮膚的觸感讓他
「看見」了藍馬，溫度的差異讓他「看見」了早晨，
鳥兒的叫聲讓他「看見」了日出。

隨著年齡漸長，小男孩擁有了一匹名叫「彩虹」的小
馬。日復一日，彩虹馱著小男孩，跟著老爺爺，一遍
又一遍的在山背山腹來回認路。小馬懂得馱著小主人
在山中牧羊，小主人也教會小馬如何競跑。

在一場所有部落男童都期待的競跑大賽中，小男孩在
起跑點上遲疑又怯懼地向後退了退，爺爺在場邊大
喊：「別怕，孩子！信賴你的黑暗！像風一樣地跑！」

小男孩在族人的讚嘆聲中，奮力朝著黑暗山脊跑去。
風飄揚著他的頭髮，歡笑綻放在他臉上。最後，小男
孩滿身塵土汗水地跑畢全程，縱使他沒有勝出比賽，
但卻克服了對黑暗的恐懼。
 

故事，是這樣結束的：

好了，孩子，故事，我又說了一次我在記
數繩上將再打上一個結，當繩上打滿了結
你就會牢記這個故事，也可以自己說這個
故事。

這樣我就會更堅強了，對吧，爺爺！

是……更堅強…… 
堅強得能自己跨越黑暗山脊。

有爺爺你在身邊，我總覺得很堅強。

孩子，爺爺不會永遠在你身邊。

不，爺爺，千萬不要離開我！ 
沒有你，我怎麼辦？

你永遠不會孤獨，孩子。 
我的愛，就像藍馬的力量， 
會永遠環繞著你。

 
故事中的小男孩，讓我想起小時候我老是纏著
爸爸，要他用濃濃的鄉音細說那幾個我聽了不
下數百次的故事。每每一邊聽一邊搭腔、配音
效，更會在爸爸遺漏細節時立刻補充。不知怎
地，自己聽得都會背的故事，總是要爸爸說才
好聽。

只可惜，當年的我，不知道說故事是有最後一
次的，只可惜，當年的我，沒想過爸爸不會永
遠在我身邊…… 
 

優秀的你，偏遇不上溫柔體貼的女性？

善良的妳，總找不到懂得欣賞的男士？

還是，你與不再愛的人手牽著手，
跟站在對面馬路的畢生最愛四目交投，
然後擦身而過，把不捨與無奈灑遍行人路？
 
無論是隔重山的「男追女」，抑或隔重紗的「女追男」，
每段愛情總是由追求開始，男女間經歷心如鹿撞、患得
患失的「catch me」追求階段後，便會進入愛情中最艱
難的「love me」相處模式。

願意訂下婚姻誓盟的，除了如魚得水的甜蜜戀人之外，
還有一對又一對最熟悉的陌生人。
 
仍未作出最後決定的你，可知簡單地說聲 
「leave me」，便能脫離苦戀的痛楚？你，甘心嗎？
 
只有懼怕寂寞的人，才是愛情道上注定的輸家；
怕講電話的男士，永不知道女友能為你分擔煩惱；
勇於一了百了，才有資格享受分手的快樂。
 
願借陳詠燊最細膩動人的筆觸，
祝福大家覓得一生中最愛。
 
Read them, if you can.

再說一次
我愛你 說書人   

丁彩齡

說書人   

雲淡風輕

我們都是說書人

作者：陳詠燊 《新紮師妹》電影系列編劇作者：Bill Martin Jr. and John Archambault
《征服愛情》系列《Knots on a Counting 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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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悉常識
   是為通識

小孩子不宜太早接觸時事
 
要讓小朋友認識社會和培養閱讀習
慣，個人認為不應由讀報開始。人
類的社會複雜多變，很多事情的是
非對錯，根本不能三言兩語就解釋
清楚，也不是表面看來的那麼簡
單。要小朋友在未有能力去理解邏
輯和分析人際關係前，便要勉強他
們讀報看時事，父母只得把事情簡
化，讓小朋友可以用最短時間記得
一個精簡的標準答案。這種揠苗助
長式的訓練，到頭來令小朋友變得
依賴成人對事情下結論，對事實的
認知和判斷沒有一個發自內心的基
礎，這樣對孩子的分析力根本沒有
絲毫的幫助。
 

美國學童  不一樣的常識科
 
美國的小學生，不會硬生生在學校
學習時事知識，課堂裡教授的常
識，主要是名人傳記、地理和歷
史。要培養小孩子對服務社會的責
任心，去男童軍和女童軍參與社區
服務好了。

美國小孩甫入讀幼稚園，每天早會
時間必定會唱一首包含美國 50個
州份名稱的歌曲，不到兩星期，小
朋友都知道美國有哪些州份了。另
外又以做手工的方法， 學習基本
地理常識，包括由家、郡、州、國、
洲，以至世界的概念。
 
到了一二年級的，主要學習的都是
美國本土的歷史。美國的歷史本身

只有幾百年，學的都是印第安人和
歐洲人發現新大陸的過程。孩子們
會去博物館參觀，了解印第安人的
生活。當小朋友對七大洲四大洋有
所認知後，便開始學習美國以外地
方的歷史。三年級歷史課的課題，
是古埃及和古代中國。
 

活學歷史 自行找出事情利弊
 
學習古埃及的時候，每個學生都
會自選一個主題做一個學習專案
（project），上網或到圖書館找資
料，材料方法不限，完成後在班上
輪流介紹自己的成果。有同學做的
是自製貓木乃伊模型，有的用古埃
及文字做名牌，而女兒 Aimee的
自選主題是古埃及眾神大全。小朋
友不但可以針對自選題目發掘有趣
資料，更可以觀摩同學的專案，並
互相學習演講的方法和技巧。

到學習中國古代歷史時，老師會給
學生們一個框架，要他們自己去找
出中國的文字、飲食、節日、服
飾、地理等。當然，學習萬里長城
的歷史也是重點之一。跟香港不同
的是，這兒沒有課文，重點不是記
著「東至山海關」，「西至嘉峪
關」，「全長六千多公里」等，而
是透過探討秦漢時期平民和軍人的
生活，讓小孩子去思考修築長城是
否值得。老師沒有設定標準答案，
小朋友只要找到資料根據，儘管表
達值得或不值得，重點是，無論下
甚麼結論，都是小朋友自己的理解
分析所得來的，而不是從父母或老
師指導下的強記背誦。
 
常識（Common sense）的本意，
是人與生俱來的思維、邏輯和判斷
力。植入式的標準答案，還可以算
是常識嗎？

香
港近年推行通識教育，小學課程把地理歷史社會等納入常識
科。朋友的孩子就讀香港某名校，小學一年級的常識功課，
上至電視發牌、人質事件、的士落旗價，下至娛樂新聞，統

統要識。朋友說，一個 6歲的小孩，先莫論是否有能力去理解時事的
來龍去脈，就連能否自己讀完這張工作紙也成問題。一班家長談起這
個「小朋友老人精化」的怪現象，心底感到無奈，但為了子女的學業
前途著想，放工回家還是快快去為子女上網找答案。
 

親子思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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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將舉辦說書人沙龍及小型漂書會，說書人與愛書的你討論、分享閱讀心得。

《閱刊》說書人沙龍及小型漂書會

有興趣參加的朋友，請上我們的 Facebook專頁登記。
《閱刊》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readmonthly

日期：2014年 7月11日
時間：7:30pm - 9:30pm
地點：北角渣華道 8號威邦商業中心1008室

《Flash Boys》

作者 : Michael Lewis

好書推介

曾任職金融機構高層。為了下一代，
2011年毅然舉家移居美國，專注家庭，
閒時在學校圖書館當義工，並研究教育
和兒童發展心理學。

專
欄
作
者

颽思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fromHKtoUS

Aimee
 最愛的圖書系列之 3

《The Usborne  
Internet- linked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我自小對歷史故事很感興趣，讀《木馬屠城記》、《乞丐王
子》、《鐘樓駝俠》、《雙城記》等故事的時候，都很有興趣了
解故事背後的歷史背景。可惜踏入中學第一次接觸歷史科，學習的重
點是背誦時間地點人物，考試就是要記著要點，答對有分，完全沒有趣味
可言。於是，一到高中可以自行選修科目，便急不及待跟歷史科說再見了。

 
話雖如此，我對歷史還是很感興趣。十多年前一次到大英博物館參觀，為了消
磨 13小時的長途旅程，隨意買下了《The Usborne Internet -linked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這本書。意想不到的，是這本有點像中學世界歷史課本的百
科全書，現在竟成了 8歲女兒最愛的圖書之一。全書逾 400頁，由史前時期
到公元 2000年的世界歷史，來個圖文並茂的簡介。Aimee每次知道在學校
快要探討哪些歷史課題，都先找這本書來再看一次，自行備課一下。

 
當學習變得有趣，孩子便會自發學習。
這，是常識吧！

書店
三聯書店（中環、灣仔、 
西環、九龍灣、觀塘、紅磡、 
將軍澳、荃灣、葵涌、青衣、 
元朗廣場、元朗文化生活薈）
序言書室
博學軒
春藤書坊
博雅小書店
樂文書店（旺角及銅鑼灣）
開益書店（旺角及銅鑼灣）
綠野仙縱書店 (旺角及銅鑼灣）
天地圖書（灣仔）
森記書局
上海印書館
國風堂
天窗出版社
田園書屋
城邦書店
人民公社

書得起
讀書好棧
精神書局（北角及西環）
實現會社
陳湘記書局（旺角及灣仔）
尚書房
新亞圖書中心

Cafe
Roundavy's Kitchen
青木咖啡店
Think
TC2 cafe & workshop

大專院校
嶺南大學
珠海學院（會計及銀行學系）
專業教育學院（HKIVE）摩利臣山

中學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聖嘉勒女書院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佛教大雄中學
香港培道中學
寧波第二中學
東華學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商場及酒店
天際 100香港觀景台
新鴻基中心
新世紀廣場
創紀之城 5期
新都會廣場
九龍貿易中心
環球貿易廣場
帝京酒店
帝都酒店

其他
教協（旺角服務中心）
仁愛堂
伯樂音樂學院
S Fashion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閱刊》公開派發地點

學歷史可以很有趣

漂書要求 
帶一本你想分享的書，在扉頁寫上一句分享此書的原因，並簽上大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