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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之外
 一個好的故事，會以不同形式流傳於世：有時是文字變

成話劇；有時是電影變成文字；又或者漫畫變成文字。表

達形式的轉化，很多時候會令故事更動人心弦。

今期「跨媒體文字」以更立體方式呈現文字作品，並繼續

由說書人深入淺出，用不同角度介紹跨越文字的好書：例

如佳如漫談張愛玲筆下愛情化為光影聲音後延續的傳奇、

戴雲露從卡夫卡《變形記》繪本反思與家人關係、夏心妍

回味《哈利波特》陪伴成長的那些年、素彌道出《羅生門》

故事及當中展現的人性魔障同樣歷久不衰，還有阿哲爸爸

示範以跨媒體喪屍作品教導兒童學習理財等。綜合各位說

書人文章，就如書的封面設計，內容藉此得以跳出紙張界

華少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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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書 人 自 白

限，延伸文字帶來的幻想至其他感官。至於跨媒體的

可能局限，不妨留意盛韻如何分析。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4 月 23 日由於與不少名作

家的生卒有關，例如大文豪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與 塞 萬 提 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唐吉訶德》作者）的死忌均在此日，

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4 月23 日為世界閱讀日，

而「新閱會」將於4 月22至28日期間，在將軍澳

東港城舉行一連串關於「世界閱讀日」的活動，詳

情可瀏覽「新閱會」的Facebook  專頁。各位愛書

人謹記在百忙中抽空探訪文字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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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一直盤算，總要寫一次張愛玲，但在甚麼主題下寫？愛情？香港歷史？只談文字，不談以
其作品改編的創作，似乎未能反映她的影響力。她的作品向來不受困於文字世界，深得歷代不
同媒體製作人的歡心，因掛上張愛玲的幌子後，總能吸引一群張氏信徒帶著期待、乖乖地購票
入場，看看能否延續傳奇。
 
《傾城之戀》是張愛玲的代表作，范柳原和白流蘇的男女攻防心理戰描寫，堪稱愛情小說教
材。經典的電影版本，由善於捕捉女性心態的許鞍華執導。戲內的對白較忠於原著，兵荒馬亂
的場面，凸顯亂世人的悲哀，令戰爭成月老的情節更合情合理。繆騫人飾演白流蘇這位擁有

「小小的臉、清水眼、嬌小身軀」的中國婦女，低著頭不慍不火地與周潤發角力，展現白流蘇
「永不過時」的魅力。話劇界毛俊輝也曾將小說搬上舞台，更在細緻處見心思。張愛玲曾說：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但蘇玉華於劇中有六、七套總值 20 萬元贊助的旗袍
作戲服，與梁家輝在台上大跳探戈，再加上劉雅麗的旁白和歌聲，以音樂和舞蹈說故事，時

際，全因被大導演李安拍成電影，
成為各大影展的常客。張愛玲約在
1950 年 開 始 創 作《 色， 戒 》， 經
過 接 近 30 年 的 修 改，1978 年 在

《中國時報》發表。李安的電影在
2007 年上映，在原有故事上加入
大膽露骨的情慾戲，梁朝偉和湯唯
的色相，震撼中外。雖然李安強調
電影非以色情掛帥，但依然引人非
議。但不論小說或電影，王佳芝也
在刺殺任務中迷失，可見感情勝過
理智是歷久不衰的話題。正如序文
說：「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再
想起李商隱的「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文集就名為《惘
然記》。
 
張愛玲說，成名要趁早。小說早已
膾炙人口，改編就是艱巨任務。稍
有失手，就成口誅筆伐的對象，但
一眾創作人迎難而上，成為延續傳
奇的功臣，令讀者在文字國度外，
另有回味空間。回味的，是張愛玲
的不朽傳奇、是蘇玉華的精緻旗
袍、是卡地亞的 6 卡粉紅鑽戒，王
佳芝把持不住，實屬人之常情，不
必怪她。

光倒流般重現十里洋場的浮華景
象，將讀者腦海中的試探與調情
呈現舞台，令蘇玉華贏得「最佳
白流蘇」的讚賞。與其說香港淪
陷造就了范柳原和白流蘇，不如
說張愛玲令讀者淪陷在小說和無
止境的改編創作中。

《紅玫瑰與白玫瑰》是另一經典，
描寫的角度帶點男性目光，點出男
性可能遇上的兩類女性：「娶了紅
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成了牆上
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
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
服上沾的一粒飯黏子，紅的卻是心
口上的一顆硃砂痣。」紅玫瑰的刺
激誘惑，在導演關錦鵬眼中，如陳
沖散發的女性魅力。她將嬌蕊這
個「熱的女人、娶不得的女人」演
繹得淋漓盡致，縱使隔著大銀幕，
觀眾亦能感受到紅玫瑰的誘人，是
她摘下台灣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的
原因。至於烟鸝這個「很乏味的婦
人」，關錦鵬卻交給葉玉卿。白玫
瑰的安穩沉悶，既是一個考驗，也
為電影增添話題。她在戲中竭力
隱藏個人的美艷風韻，以蒼白呆滯
的面容扮演被嫌棄的妻子，為觀眾
帶來新鮮感。相比之下，趙文瑄的
振保，夾在兩女之間，演出略欠驚
喜。率性過後，在林憶蓮的裊裊歌
聲中，遵從張愛玲的指引「改過自
新，變了個好人」。
 
《色，戒》與其他張愛玲名著比
較，文學成就較低，卻能蜚聲國

作者 
張愛玲（1920-1995）

上海知名女作家。出生名門，19 歲時考獲英
國倫敦大學獎學金，因二次大戰爆發，轉到
香港大學讀書，其間香港被日軍佔領，她於
1942 年回上海。返滬後先為英文報刊撰寫
影評，及後創作小說，一舉成名，與「漢奸文
人」胡蘭成有短暫婚姻。1952 年移居香港，
三年後赴美定居並再婚。除《傾城之戀》外，
《金鎖記》、《半生緣》等亦是她的名作。

《傾城之戀》
 （皇冠出版社 / 1991）

《惘然記》
 （皇冠出版社 / 1992）

《紅玫瑰與白玫瑰》
 （皇冠出版社 / 2010）

張愛玲的跨媒體傳奇

《色，戒》 《紅玫瑰與白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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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得 其 樂
說書人 佳如

中學教師，常在趣味與知識的書海間遊走， 
望能尋覓兩者兼備的作品，傾力演出知識速
遞員的角色。



對一般人來說，禪悟是難的，要達致禪悟的過程也是很麻煩的，但對厭倦了形而上學的
西方人來說，發現禪就像發現印度冥想一樣，彷彿獲得了一件來自東方的精神骨董。
當中主要的發揚光大者是被稱為「垮掉一代」的美國詩人作家，如今他們大多離世，如
果要問現在還有沒有別的詩人作家深受禪的影響，那麼除了宣揚東方自然觀的加里斯
耐德（Gary Snyder）外，就是來自加拿大魁北克猶太家庭的歌手和詩人萊因納德科恩

（Leonard Cohen）。

科恩不是純然的作家，他也唱作歌曲、演戲，他的詩寫得隨意、簡單，有點像歌詞，喜
不喜歡也就見仁見智了。不過這種隨意也可以說是與禪意有關。沒錯，身為猶太人的
他，本身在濃厚的猶太教家庭傳統下長大，寫的內容也多少與宗教有關，還有的是，愛
慾。這是一個 60歲的老人寫的情歌，他自幼便喜愛西班牙詩人洛爾迦（Federico Garcia 

Lorca）那充滿民歌風的詩和歌謠，
他也喜愛另外兩位具民歌風的詩人
惠特曼（Walt Whitman）以及葉芝 

（W. B. Yeats），後來科恩與當時的
加拿大詩人萊頓（Irving Layton）認
識，同時深受其影響，都對當時的
中產文化深痛惡絕，後來又在伯地
山禪修中心隱居，剃度當了和尚，
改了法號「自閑」（Jikan），三年後
又還俗。他寫道：「我何必在開悟的
祭壇上瑟瑟發抖？ / 我何必要永遠
保持笑容？」

科恩寫了不少情慾的詩，不少詩寫
他 與 女 人 溫 存 的 情 景 ， 伴 以 裸 女
的圖畫。詩句並沒有經過甚麼「錘
鍊」，倒是很真誠，科恩在詩中描
寫性愛時經常稱自己為老頭。如果
說他為甚麼不能修禪，那一定是性
愛，在《禪的崩潰》中，他以一段
充滿愛慾的情景展開，最後他問自
己：「我何必還要開悟？」即使如
此，他仍然對禪修念念不忘，在短
詩《真我》裡，他追問第一條戒律

是甚麼，有時他戲謔西方信仰，如
《好玩》中說的：「信上帝 / 真的很
好玩……看看上帝 / 是不是 / 想
讓你 / 信他」如果說他受禪詩的影
響，其實他有不少詩短得像俳句，
諸如《最甜蜜的短歌》的兩句「你走
你的路 / 我也走你的路」。

與「垮掉一代」的領袖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詩作相比，科恩詩
歌不是沒有典故，但更多是純然
的個人回憶、生活經歷，讀起來很
簡單，《迄今為止》關於科恩的出
生，《曲終人散》講述作者15歲時
遇到一位同樣有進步思想的女孩，

《70年代初即景》描寫那個時代作
者在紐約的體驗。也許讀過他的小
說《美麗失敗者》的人，會同樣在
他的詩裡找到同樣的感覺，一種走
過大半生、經歷過不少時代，卻仍
活得失敗頹靡的寫照。但科恩有一
件事倒是很成功，那就是他以他的
歌曲贏得了不少粉絲，甚至作曲家
Philip Glass也為這些詩譜曲。

《Book for Longing》
（Penguin UK / 2007）

 中譯本 ：
《渴望之書》

1934 年生於加拿大魁北克，是一名創作歌手、音樂人、
詩人及小說家。其作品充滿對宗教、孤獨、性以及權利
的探討。雖然在追求音樂創作時難免偏離了文學，但
對其粉絲來說，更加樂於認為他作為一名通才跨越了
多種藝術之間隱晦的界線。

作者 Leonard Cohen

作者是國際著名的河流動力學權威
及 水 力 學 大 師， 從 事 水 利 教 學 研
究、工程項目實踐及顧問工作 50
年。他融會河川管理經驗和數據資
料，貫通第一手觀察及實際參與的
寶貴經驗，分析洪水、乾旱、生態
水力學、水工構造物，以及水資源
引起的國際衝突，是了解地球水資
源運用情況甚具參考價值的資訊。

《江水悠悠——水利工程學家治
水記》

作　者：沈學汶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在日本已有67年歷史的當代藝術雜
誌《美術手帖》（Bijutsutecho），首
次推出中文的國際版，這本「春季
特別號」介紹全球 100 位反映時代
的藝術家，包括香港年輕藝術家李
傑及周俊輝等，又有知名藝術家村
上隆作品的拍賣紀錄，讓讀者了解
他們的創作理念，同時接收當代藝
術界最新資訊。

《美術手帖》國際版 
總編輯：岩渕貞哉
出版社：美術手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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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詩如畫的   意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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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人 書 話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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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
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小說《變形記》的開端，如此描述任職旅行
推銷員的主人翁。在繪本《變形記》裡，格里高爾的父母欠下巨債，他
連續工作五年替父母還清債項，受到父母的表揚，但自從變成一隻甲蟲
後，家庭財政頓時陷入困境，他隨即被爸爸責罵及幽禁。

格里高爾有個關係親密的妹妹，在他變成甲蟲後悉心照顧他。但是，「甲
蟲」闖下種種麻煩，例如把家中的新房客嚇走以及喜歡把自己倒掛在天
花板上。「我們一定要把這傢伙弄走！」有一日妹妹終於忍不住提出這要
求，並即時得到父母的同意。格里高爾最愛惜的妹妹，突然間變得如此
冷酷無情，傷心欲絕的他決心「消滅自己」。父母發現「甲蟲」的屍體時
說：「讓我們感謝上帝吧！」

翻閱繪本《變形記》時，心裡總感到有點寒。由於作
者卡夫卡（Kafka）受德國哲學家尼采影響，整篇《變
形記》帶著強烈的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色彩。根據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存在
主義」的本意在於：「存在先於本質」，意即每一個人
也是在這個世界首先「存在」，然後在這個世界慢慢
受外在因素影響而界定自己的性格。這個世界每一件
人與事已被預設了功能，每一個人的生活就是不斷受
這些外在環境的影響，同時亦發現了自己的「存在」，
這個「我」就是生活在「互為主觀」（inter-subjectivity）
的世界裡。

在《變形記》裡，格里高爾的妹妹一直認為哥哥是一
個疼愛家人、努力工作、替父母還債的孝順子，當
他變成一隻甲蟲後，卻經常留在家中、對世事漠不關
心、失去工作能力、更令家庭陷入財政困難，連曾經
最喜愛的食物也覺得厭惡，那麼，這個甲蟲還是她的
哥哥嗎？

相反，當格里高爾由一個人變成一隻甲蟲時，一開始
仍然沿用人類的思維模式，心裡仍然記掛父母及妹
妹。但是，當日子久了，他的語言能力開始退化，行
為亦漸漸像甲蟲一樣。當被家人正式拋棄，他開始質
疑自己的「存在」，認為自己的存在已毫無意義，最
後更決心自殺。

繪本《變形記》雖只有百多頁，每一頁也只有一兩段
句子，只要花一個小時已經可以把整本書看完。我看
了這本書之後，亦不斷反思自己和家人的關係。若和
小說版比較，繪本更能把格里高爾性格陰沉和悲觀的

一面浮現出來；格里高爾的遭遇正正代表著作者卡夫
卡本人。卡夫卡雖經常與父親發生衝突，不斷抱怨父
親對他不好，但卡夫卡心裡其實非常敬愛父親，當卡
夫卡像小說中的格里高爾般希望和父親修好關係時，
得到的卻是父親冷漠的回應，這令卡夫卡傷心欲絕，
內心經常處於矛盾之中。對他來說，存在是一種痛
苦，他把自己雙重心理寫成《變形記》這本小說，希
望擺脫內心裡父親的陰影，在心靈上得到救贖。

卡夫卡 36 歲的時候，他寫信給父親，如此形容與父
親的關係：「我寫的東西都是有關於你的，我藉此抒
發我不能在你面出說出口的悲哀和苦悶。」

是 一 種 痛 苦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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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記》

（The Metamorphosis）
（和英出版社／ 2006）

作者 
Franz Kafka（1883-1924）

猶太人，出生於布拉格的中產家庭。1901 年於布拉格大學修讀德國
文學、1904 年開始以德語發表小說，深受表現主義影響。他日間在保
險公司任職，晚間時間則用來寫作，曾在一夜間完成《審判》，他所撰
寫的小說著重諷刺時弊及揭露人際關係的疏離，小說裡的主人翁亦多
有奇異恐怖的經歷。現代文學評論家大致認為故事主人翁代表卡夫
卡自己，著重表達內心較複雜陰暗的一面。作品包括《變形記》（The 
Metamorphosis）、《審判》（The Trial）、《城堡》（The Castle）及《沉
思》（Meditation）。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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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情 中 人

“You are free and that is why you are lost.”

－ Franz Kafka



「稻盛和夫」這個名字，在本港商界，相信認識者不多，就算有年長一輩見證過日
本 80、90 年代經濟盛極而衰，得知此人乃日本商界響噹噹的人物，充其量，也只
會說「稻盛君」是個「經營之神」。然而，這位人物落入柯某的筆下，毫無意外、一
如劇本，便會是一位股神。

比起之前推介過的大部分股神，稻盛和夫不是靠炒股起家。他最初創立的京都陶
瓷，是工業。他與股結緣，起自 1971 年，將京都陶瓷在大阪第二部交易所與京都
交易所上市。至 1975 年，京瓷的股價，高踞日本第一，成為當時的日本股王，翌
年繼續上升。

香港上市公司約 1,500 百間，能將之煉成股王的又有幾個？一個白手興家的人，令
一門生意上市，本已非易事，不足 30 年更變成日本股王，創造它的人，稱他為股
神，亦是合格有餘。

京都陶瓷，一聽此名字多以為是製作餐具器皿的公司，殊不知原來是個高度先進的
陶瓷應用工業；利用陶瓷製作為電視機顯像管的絕緣部分，當時是新材料，需時間

人生舞台
跨媒體股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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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喲！一定會變成日本第一！世界第一！」

——稻盛和夫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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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過 的 股 神

成功，則源自創業初期對經營如馬拉松的比喻：

「跑在前頭的人眼裡，大幅落後的我們是完全

不具威脅的業餘參賽者，全力追趕也不見得能

追得上。或許拼命跑也不一定能取勝，但至少

讓我們從起點開始跑，以跑百米的速度，咬緊

牙關全力衝刺吧！」

你也有用百米速度跑馬拉松的氣魄嗎？

讓市場接納，幾經推銷，京瓷終於得到訂單，
其後更進軍其他高科技產品，例如電腦、電路
板、半導體，打出一個市場。就像買賣股票要
堅信自己的決定較市場準確，隨之而來的股價
升幅，就是反映你最初的看法。

近年多個熱炒的概念，早已在日本發生，稻盛
和夫則把握下來。例如矽谷概念，原來早於 60
年代末，京瓷已經進駐當地設廠；又例如近幾
年多次翻炒的太陽能股，人家 80 年代已經在
生產；80 年代中，京瓷已是一間現金儲備達
1,500 億日圓的公司（當時美元兌日圓 230，
即是逾 6 億美元，港幣 50 億元），當年僅現金
已達 50 億港元，卻沒有停步，在日本搶攻電訊
市場，稻盛把握機會，開創電訊業成立第二電
電（2000 年跟國際電訊及日本移動通訊合併為
KDDI），躋身電訊圈。

以上，眼光如股神般的前瞻，應用在企業上，
只要公司有上市，一樣可以被市場反映出來。
當然，書中亦有難以理解的部分，例如他們曾

「領先業界開發出利用太陽能發電的街燈」，這
種「太陽能電筒」，除了在電影中搞笑已成為經
典，放諸世界仍未見廣泛使用，足見有些概念
是好聽，但實際未必用得著。

虛構的好故事，多數由低成本的文字發展成圖
像，繼而走上大銀幕。稻盛和夫則相反，由製
造電視機零件，走到當時有聲無畫的電訊，到
老年時著書立說，用文字記錄他的一生。人生
就是他的筆桿，世界成為了他的舞台，而他的

作者 
稻盛和夫

1932 年出生，59 年創立京都陶瓷，71 年於大阪及京都上
市，75 年成為當年的日本股王，股價高踞日本第一。84 年創
立第二電電（KDDI）進軍電訊市場，97 年退休，出家修行。
2010 年日本航空破產，獲民主黨政府邀請出山，翌年公司
盈利達 2,049 億日圓，2012 年重新上市，2013 年稻盛宣布
全退出企業管理，專注發展旗下經營的學府「盛和塾」。

《稻盛和夫——愈挫愈勇的自傳》
（天下雜誌 / 2011）



胡蘭成（1906-1981）代表作之一，
是少數由作家撰寫的禪宗公案著作。
禪宗難入門，《禪是一枝花》題旨
很深，幸而作者盡可能深入淺出，
以日常生活設喻破解。禪宗講頓悟，
惟有靠多讀多思，務求遇上「頓悟」
契機。作者文字上乘，或有助讀者
理解箇中禪意。

《禪是一枝花》

作　者：胡蘭成
出版社：天地圖書

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
士課程客席講師黃元山，以多年專
業投資智慧，將投資還原基本步，
包括投資心理、資產分配和信貸周
期三大部分。其中投資心理部分輔
以有趣小測驗，助投資者提升 FQ
（理財商數），摒除錯誤觀念，建
立正確投資理財觀，配合簡單分析，
即使投資初哥也能輕鬆入門。

《FQ 思維 ︰ 投資其實很簡單》

作　者：黃元山
出版社：天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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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古典音樂愛好者不乏高等華人，他們有
一個特徵，以英文為母語。中文古典音樂書一向
沒有市場，尤其近十年來，市場更加萎縮，九成
以上的新書都是入門級，餘下一成言之有物的，
幾乎全是台灣出品，其中以新進樂評人焦元溥的
著作可讀性最高，例如新作《樂之本事》，便是
雅俗共賞的佳作。

「何不看英文？」這是一個何不食肉糜的問題。要
知道，有深度的英文音樂書，涉及不少艱深、抽象
的用詞，沒有上乘的英文功力，根本看不懂。像我
等「略懂」英文的資深樂迷，懶得查字典，便要經
常返大陸尋寶，雖然舟車勞頓，簡體版又不及繁體
版之精美，但無辦法，總好過在香港白等。

直至 2009 年，「英文盲」終於看到了曙光。研究佛

學的加籍華裔學者邵頌雄教授「不務正業」，出版
了《黑白溢彩──荷洛維茲的藝術》一書，像平地
一聲雷，震撼了整個華人音樂圈。老牌樂評人黃牧
盛讚此書是他「看過的絕對最好看的中文寫的音樂
書，也可能是最好看的一本寫荷洛維茲的專書」。
荷洛維茲是上世紀公認技巧第一的鋼琴高手，邵教
授從他的師承開始講起，細數其技術及風格演變，
繼而討論各大門派，再附曲譜賞析。這樣的一本冷
門書，事前無人看好，殊不知一出即大賣，首版火
速售罄，邵教授趁機推出增訂版，都是短短兩年內
的事，創下了中文古典音樂書之先河。

磨劍五年，邵教授再獻新猷：《樂樂之樂》。整本
書只講一首曲，就是巴赫（Bach）的《Goldberg 
Variations》。甚麼東西？如果大家有看過《沉默的
羔羊》，應該不會陌生。還記得食人魔 Hannibal 是

怎樣逃獄嗎？那一幕的插曲，正是《Goldberg Variations》的〈Aria〉。
導演以此曲嚴謹的架構及恬靜的氣氛，襯托主角精密且冷靜的頭腦，堪稱
一絕。邵教授認為，《Goldberg Variations》乃巴赫的代表作，知音人橫
跨古典、流行兩個界別，就連聽慣 Rock n Roll 的蘋果教主 Steve Jobs，也
將之列入平生十大最喜愛的音樂之一，影響力可見一斑。

藝術乃時代的產物，《Goldberg Variations》亦不例外。歐洲自黑死病後，
經歷了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人性取代神性，理性取代愚昧。巴赫身處巴
洛克晚期，複音音樂走到盡頭，新時代即將來臨。巴赫作風保守，仍恪守
對位法此一「玄門正宗」，但《Goldberg Variations》所表達的各種情感，
包括喜怒哀樂，跌宕起伏，恍如人生的縮影。相比另一首鍵盤巨作《Art 
of Fugue》，《Goldberg Variations》更富人性，與文藝復興的人本主義遙
相呼應；而旋律背後隱藏的數字密碼，又跟啟蒙運動的科學精神不謀而
合。邵教授以此曲為研究對象，原因即在於此。

全書最精采之處，莫過於邵教授精選 30 位大師的
錄音，比較得失。其中當然包括加拿大鬼才 Glenn 
Gould 的不朽名盤。不說不知，原來鬼才除了 55 年
及 81 年兩個錄音室作品外，還有好幾個現場版，看
過邵教授分析箇中差異，實在獲益良多。

版本比較乃音樂鑑賞最大的樂趣，亦是表演藝術最迷人的地方。台灣學者
崔光宙在《名曲與大師》中說：「沒有名曲，大師才華無以發揮；沒有大
師，名曲價值無以彰顯。名曲與大師的精神互動，構成了音樂藝術最深
刻的內涵。」套用現在的話，表演藝術是「二次創作」，但凡音樂、舞蹈、
歌劇、戲劇等，每次演出，均有變化，而大師的演繹，變化尤其精妙，
令人拍案叫絕。邵教授以《Goldberg Variations》為起點，綜論此曲的
理念及巴赫的生平軼事，再把焦點擴闊，由巴洛克時期的藝術風格，以
至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對歐洲的影響，均有論及，最後還原焦點，以版
本比較作結，脈絡有始有終，內容長闊高深，自成一家之言。難怪李歐
梵教授說：「邵頌雄先生的這本巨著，是作者繼《黑白溢彩》之後另一本
驚天動地之作。」

〈樂樂之樂──巴赫《敦德

堡變奏曲》的藝術〉
（牛津大學 / 2014）

香港出生，中學後負笈加拿大，於多倫多大學取得
哲學博士學位，現任教於多倫多大學士嘉堡校區。
研究範圍主要為漢藏佛學思想、東方哲學與文化交
流，曾出版佛學研究著作及教科書等。古典音樂雖
非其學術工作的主要研究項目，但因醉心藝術，於
課餘不斷學習與研究。

作者 邵頌雄

永恆的變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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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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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 Crossover



《藪の中》
（講談社 / 2009）

作者 
芥川龍之介

（1892-1927）

生於東京，本姓新原，幼年過繼舅父後改姓芥川。在世 35 年，寫
過 150 篇小說，深得名作家夏目漱石賞識。代表作包括：《藪の
中》、《羅生門》、《地獄變》、《河童》等，台灣將其經典作納入
高中國文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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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天亙地

下筆之前，筆者在友儕間做了一個小小的調查，最終發現沒有看過《羅生門》電影或原著小
說的，都知道「羅生門」是甚麼意思——在同一事件上，每個人有不同的說法，各執一詞，
互相矛盾，無法查證真相。
 
「羅生門」的故事，是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根據《今昔物語》故事內容寫成的，原小說名為《藪
の中》（中譯：竹林中），小說《羅生門》另有故事，但同樣出自芥川手筆，也是探討人性陰
暗面。1950 年日本導演黑澤明把《藪の中》與《羅生門》兩個故事合併，拍成電影《羅生門》，
從此，《藪の中》變成了「羅生門」。
 
黑澤明執導的電影固然出色，原著小說自是另一番況味。故事一開首是發現武士屍體的樵夫
接受檢察官盤問的供詞，接著是看到武士死前與妻同遊的行僧及逮捕強盜的小官作供、死者
丈母娘的回憶、強盜的自白、武士妻子在清水寺對神明的懺悔、最後是死者亡魂藉靈媒訴說

說書人 素彌

不學無術，愛讀閒書的文字工作者。

打 開 羅 生 門 
瞧 見 你 內 心

「羅生門」故事簡介 
年輕武士被發現倒斃竹林中，目擊者、查案人、死者岳母、
強盜與死者妻子各人的供詞版本互相牴觸，卻又無法破解。
強盜稱他迷戀武士妻子，與武士打鬥勝出將對方刺死；武士
妻懺悔說在丈夫面前遭強盜姦污感到可恥，打算殺夫後自殺，
但一時軟弱，刺死丈夫後卻逃走了；武士的亡魂透過靈媒表
示，妻子被強盜玷污後，竟要求強盜帶她走並殺死丈夫，強
盜一時間也不懂回應，最後他傷心欲絕自行了斷。
 

相關電影
1950 年《羅生門》（日本）——獲獎無數，被譽為史上最  
 偉大電影之一。
1964 年《The Outrage》（美國）
1991 年《Iron Maze》（美國）
1996 年《藪の中》（日本）
1997 年《Misty》（日本）

死亡經過。七段獨白，短短的篇幅，用字精練，布下
重重疑陣，看的人，不免也糾結其中。真相如何？這
就任由看官判斷。如果強盜的供詞是真實的，為何武
士與妻子要撒謊，各自道另一版本的「真相」？《藪
の中》於 1922 年發表，近百年來，研究芥川的人，
有上百的論說，真相，恐怕只有泉下的芥川才清楚。
而他所要表達的，是人性的貪婪、軟弱與自私，而且
人類往往被所謂的自尊心操控，寧願相信自己編造的

「真相」。
 
1914 年發表首篇作品《老年》的芥川，生於東京一
個平凡家庭。出生七個月，母親便患上精神病，他被
送往母親娘家照顧，其後更過繼給舅父。母親的精神
病，令他心理蒙下巨大陰影，常擔心會得到遺傳。也
許如此，他最愛思考人性、精神狀態的問題，作品多

以詭異情節呈現對人性的探討，憑藉精闢的文字，表
達深長的寓意。
 
一直擔心自己精神狀況的芥川，終在 35 歲那年仰
藥自殺。短短一生，寫了逾 150 篇小說，讓「羅生
門」意念，跨國界、跨媒體，不斷被改編為電影、
舞台劇、漫畫，歷久不衰，YouTube 上甚至有配上字
幕的「羅生門」日語朗讀片段，連外國戲劇也引用
rashomon effect 為題材。
 
故事歷久不衰、跨越世紀仍廣為傳頌，正好道出了我
們永遠無法擺脫人性魔障的悲哀，更甚者，也表現了
人類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為加強信念，必要時振臂
高呼「我雙眼就係證據」。正如「羅生門」究竟誰是
真兇？你的答案其實反映了你的心。



古羅馬文學家 Cicero 在著作《Tusculanae Disputationes》中，曾歌頌斯巴達人的勇武。他提到於溫泉關之役中，
斯巴達人如何正視淋漓的鮮血︰

...e quibus unus, cum Perses hostis in conloquio dixisset glorians: "solem prae iaculorum multitudine et 
sagittarum non videbitis", "in umbra igitur" inquit "pugnabimus."
（敵方波斯人自豪地說︰「我們的標槍飛箭，足可遮天蔽日。」有斯巴達人回答︰「那我們就在陰影中作戰吧。」

以前讀到這段，已覺疑惑。原來有網民也有類似問題，並向本書《what if ﹖》的作者發問︰

In the movie 300 they shoot arrows up into the sky and they seemingly blot out the sun. Is this possible, and 
how many arrows would it take?
（在電影《戰狼 300》中，他們在天上的飛箭似乎把陽光都蓋過了。這有可能嗎？需要多少支箭才有這個效果？）

《what if ﹖》一書由兩部分組成︰
一是網民天馬行空的古怪提問，
一 是 作 者 Randall Munroe 的 解
答，而《what if ﹖》便輯錄了部
分精采答問。作者認真地以已知
的科學知識推論，輔以插科打諢
式 的 幽 默， 嘗 試 解 答 讀 者 各 類
天 馬 行 空 的 問 題。 除 上 述 問 題
外，且看另外數例︰

• �� 如果有一顆很小但很重的小行
星，我真的可以像小王子般在
上面生活嗎？

•   在電影《雷神奇俠》的一幕中，
主角將鎚揮動得愈來愈快，終
於造出了一個龍捲風。現實中
可以做到嗎？

• ��� �核 動 力 潛 艇 可 以 在 太 空 運 行
多 久 ？

「波斯人的箭」這道問題，正正說
明了本書的特色。作者以排陣方

法、放箭速度等角度分析後，認為
常人不可能射出鋪天蓋地的箭。尤
令人印象深刻者，是作者進而提出
另一個可能︰為甚麼大家都假定，
波斯人說這番話時，正值中午？晨
光熹微之際，如果波斯士卒向北發
箭，飛箭的陰影就能令斯巴達人舉
目不見陽光。就算斯巴達人不在
北方，那又如何？波斯人只說自
己的槍箭足以遮天蔽日，可沒說
要殺傷敵人啊。

名為《what if ﹖》的書，十多年
前也讀過一本，同樣以想像力掛
帥。 那 本《what  i f ﹖》 由 多 位
歷史學家合著，重點在猜想歷史
事件的不一樣的結果。例如︰日
本如果在中途島之役取勝，第二
次世界大戰會如何發展？蒙古大
汗窩闊台假如晚死一點，使蒙古
西征軍得以進攻維也納，歐洲結
局將會如何？

這類貌似瘋狂的想法和提問，從來
只見於西方。回看地球的這一端，
看看社會對離經背道的輕蔑和不
齒，還要亂扣帽子，不禁就想︰
大概這便是所謂「李約瑟難題」
的答案？

作者 
Randall Munroe

曾為 NASA 機械人專家，現以網絡漫畫為
專業，他 2005 年創作網絡漫畫《xkcd》，
支 持 者 眾多，其後 更 開 通 新 欄目「xkcd 
What- Ifs」，以幽默方式，配合「火柴人」
插畫，解答科學問題。

《what if?》
（Houghton Mif�in 
Harcour / 2014）

如果歷史有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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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歸 樓
說書人 四斗米士

70 億分之一，好讀書，
餘無足道。



自主，不只主宰自己的工作和財富，更重要是懂得與自己溝通，尊重和接納自我。而閱讀正可啟迪個人在生活、
身體、感情等方面的自主。3 月 8 日為婦女節，「新閱會」特別於 3 月舉辦「女生喜閱」講座系列，邀請嘉賓談談
閱讀與女性自主，如何活出真我和享受內在的美好。

「女生喜閱」講座由兩位才女主講：作家兼心性治療師素黑以「讀書．安靜．修養」為題，結合閱讀及聲療的力量，
協助聽眾撫平隱隱作痛的舊創傷。素黑表示閱讀是一種可以令自己放慢的方式，她推薦村上春樹、莎士比亞、尼
采、三島由紀夫及張秀亞等作家的文字，對她成長和創作的影響甚深。

素黑：從閱讀堅定自愛的本能

香港生活節奏急促，我們每天接觸的人和事很多，素黑認為面對雜亂的人事、自處的不安，惟有安放好一顆
心，強大自己的內在世界。正如她在《好好修養愛》中提及「真正的自強和治療，永遠只能在你自己的內在誕生，
千萬別只抱著依賴和迷信的心態。不然，你永遠找不到出口。」素黑亦希望大家從閱讀中堅定自愛的本能，讓自
愛成為每個人生命最基本的原動力。

素黑更與現場逾百位觀眾互動，示範如何透過聲療，提升身心靈的協調，讓心靈回歸到最平靜的狀態。

《The Body Code：A Personal Wellness And Weight Loss Plan At The World Famous Green Valley Spa（New York）》讓她明白，
沒有一張通用的「人生餐單」。她隨心閱讀有關禪、正念、當下等等的書籍。一行禪師的《你可以不生氣》（Anger: 
Wisdom for Cooling the Flames）對她影響甚深，助她了解憤怒的來源，和如何照顧情緒。不憤怒不是懦弱或忍
耐，而是由高層次的自己去主宰自己。

Janet在講座上帶領觀眾進行禪定練習，體驗如何把書本的資訊和知識，消化和整合於自己的生活裡，感受思緒平
靜的時刻。

新閱會「女生喜閱」講座系列

素黑、Janet Lau 談女性自主 以文字治癒心靈

《你可以不生氣》
（一行禪師著 / 橡樹林 / 

2013）

《The Body Code：A Personal 
Wellness And Weight Loss Plan

At The World Famous Green 
Valley Spa（New York）》

 （Kathryn Lance 及 Jay Cooper著 ／
Atria Books ／ 2001）

《好好修養愛》
（素黑著 / 知出版 / 2011）

《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
（Mitch Albom 著 ／大塊文化／ 

2010）

好書推介

「新閱會」將於 4 月 22 至 28 日期間，在將軍澳東港城舉行一連串關於「世
界閱讀日」的活動，並於 5 月 16 日舉辦「閱行閱快．職場勝利道」講座，
由資深人力資源顧問及資深行政人員分享職場致勝之道，詳情可瀏覽「新閱
會」的 Facebook 專頁。

Upcoming 
Activity

Janet：修行者的書啟發情緒

處理

繼月初素黑的分享，「新閱會」亦
請來積極推動正念瑜伽、《瑜伽。
生活禪》作者 Janet Lau，於「閱
讀身心靈」講座中分享她如何在閱
讀世界中得到啟發，學習活出真
我，享受內在的美好和快樂。

Janet 自言小時候十分抗拒父親灌
輸她要看書，直至投身社會工作，
營營役役之下偶然的機會看到《最
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這本書讓
她開始思索生命的意義，她嘗試搜
尋答案，而書本成為人生的求教對
象，漸漸培養出閱讀的習慣。

「新閱會」定期舉辦不同的會員活動，有興趣者請登入www.shkpreadingclub.com登記成為會員，費用全免。

素黑即場示範聲療，並鼓勵大家從閱讀中堅定自愛的本能，讓自愛成為每個人生命最基本的原動力。

香港首位推動正念的瑜伽老師及作家 Janet Lau 首次公開分享她的閱讀經驗，如何透過書本
帶領她走上身心靈之路。



今日無人不識的《Harry Potter》，是女作家 J.K. Rowling 的作品。
她 在 1997 年 推 出 第 一 集《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出書的目標只是給學校圖書館作教學之用，沒想到在學生
與家長之間大受歡迎，好評如潮，最終在全球掀起一股魔法熱潮。
除了第一集《Harry Potter》印了一版又一版，Rowling 也寫了一冊
又一冊。
 
記得第一次看《Harry Potter》是 2004 年，當時我讀中一；書中
的背景，和英國一般學校的分別不大，令青少年更容易代入書中角
色。例如不同學院的學生有不同性格、課室的八卦傳聞、運動健
將變成萬人迷等等。故事裡的不可思議事件為學生沉悶生活增添
色彩，在課室裡，大家幻想自己在 Hogwarts School of Witchcraft 
and Wizardry 上課。尤其是 Harry Potter 在 11 歲入讀魔法學校前
是一名平凡小孩，這更令小孩子產生幻想：自己會不會有一天像
Harry Potter 一樣，一夜之間化身英雄對抗社會的黑暗勢力。

 除了看書，當時《Harry Potter》亦開始拍電影，那些年我們每日都期待有新的《Harry Potter》上架或新電
影上畫。電影和書本的分別，是閱讀書本的時候，各人想像中的魔法世界因人而異。電影上映後，雖然整
套電影的拍攝手法忠於原著，可是從此大家對書中人物的形象便統一了，失去了想像空間；每次提到主角
Harry，Daniel Radcliffe 的臉容就會在腦海出現。
 
不過，正因為《Harry Potter》跨媒體由文字領域走進光影世界，我們這些青少年有更進一步的機會接觸
Harry Potter。還記得當電影公司宣布開拍第四集的《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前，公開招募書
中的華裔女角「張秋」，一時間，像我一樣年齡相若、黃皮膚黑頭髮的女孩子，都想著要不要近距離體驗一
下那魔法世界。朋友們也推薦我去試鏡，但作為一個連戲劇課都不喜歡的人，我最終是沒有去，就這樣，我
與 Harry Potter 擦肩而過。

位於 Leavesden 的拍攝場地，現在已改成博物館，開放給公眾參觀。書迷或戲迷可在館內感受魔法世界的一
切，包括Hogwarts School of Witchcraft and Wizardry、經典的長餐桌、Professor Dumbledore坐過的座椅等
等。博物館內的魔杖店也有魔術棒出售。另外，在 London King's Cross Railway Station的月台，也有「Platform 
9¾」的路牌；不少小朋友會嘗試衝入這個沒有入口的月台，後果？當然是撞得自己頭崩額裂。

 作者
J.K. Rowling

英國小說作者，曾在國際特赦組織任
研究員和雙語秘書。創作《哈利波特》
系列令她成為知名小說作者，成名後
她藉此小說的成功，推廣閱讀和戲劇
等文化生活。為測試名氣以外的實力，
前年她以筆名 Robert Galbraith 撰寫
犯 罪小說《The Cuckoo's Calling》，
得到不俗的評語。

擦肩而過
Harry Potter我與

《Harry Potter》系列
（Bloomsbury）

閱刊 Read Monthly • APR 2015    2120    閱刊 Read Monthly • APR 2015 

說書人 夏心妍

雖然在英國長大，卻有著傳統華人女性的內心。喜歡
學新東西，往新處遊走。

動 人 心 妍



作為動漫迷的女友，愛屋及烏是常識吧！近期覺得探討 Virtual 
Reality（虛擬現實） 的《刀劍神域》饒有趣味，習慣九秒九 Google
一下作品背景，原來來頭不少。

《刀劍神域》系列是作者川原礫於2002年起在其網站連載的小說，
大受歡迎。2009 年 2 月出道到 2012 年底，著作的累積發行量突破
1,000 萬本，是該出版社的一個紀錄；至 2014 年仍保持年度作品
十大排名。

有人可能會認為，威水史也不過是
在本國而已。對不起，人家可是
過江龍，《刀劍神域 12》也成了商
務印書館 2014 年十大暢銷小說之
一，當然，不同語文版本亦已在世
界各地出現。
 
相 信 此 作 猶 如 十 多 年 前 的

《Matrix》系列電影，成為研究多
媒體者的探討對象。故事講述的世
界設定在 2022 年，虛擬現實科技
一日千里，用家再不是透過自己的
肉眼見到呈現在電子屏幕上的「現
實」。「現實」可以透過網絡遊戲工
具，在用家大腦內發生。故事一開
始，主人翁們就面對着這個科技帶
來的危機。
 
言輕在十多年前修讀多媒體設計，
雖說那只是職業培訓為本的非學位
課程，但也是當時很多年輕人的熱
門心水。那時正是學界和設計業界
經歷由手繪設計時代走進數碼設計
時代的過渡期，也是新媒體出現

（例如網頁設計）的時期。當時同
學們的生活已感受到時代猶如洪水
猛獸般的力量：幾乎所觸及的都要
數碼化 （Digitalize）；同學們一定
要學懂用電腦去設計；某些同學更
是對不同的多媒體技術很飢渴，以
三維動畫（3D Animation）、數碼
影 像（Digital Moving Images）、

聲 音 設 計（Sound Design） 等 等
技術為甚，他們都希望「多技傍
身」。當時甚麼都要追求數碼化，
在設計或媒體專業延伸的新興板塊
中，可以有更高叫價或更佳事業發
展。所以他們看輕了由學者老師執
教與多媒體有關的文化理論課也不
足為奇。但是這些必修的理論課就
是要他們知道，人類因為互聯網出
現，進入怎樣的新時代，過怎麼樣
的新生活，出現怎麼樣的新現象。

文學作品一定首當其衝受數碼時代
影響。「多媒體文學」，或稱「跨媒
體文學」，是以動畫、影像、聲音
等等的媒介，把原本只是以文字和
插圖（Still image）表達的文學作
品展現。多媒體科技，更是以視覺
化（Visualization）為主的轉化過
程中必備的工具。

說回《刀劍神域》，作者最初以「九
里史生」的筆名發表網絡小說，大
受歡迎，作品被電擊文庫出版成
書，發行成為輕小說。後來因為輕
小說大賣，順理成章製作漫畫、動
畫、 電 玩（Play Station 遊 戲 或 者
智能手機遊戲）和動畫商品，作品
在各方面都表現理想。

因為故事講圍繞網絡世界的事情，
所以這些多媒體帶來的延伸，正是

絕配。不服氣？不如來個體驗：先
讀小說，之後看漫畫、看動畫，觀
察其他延伸，例如主題樂園或電子
遊戲。若是真心去經歷一回，就會
發現和體驗多媒體科技所帶來的力
量和魅力，尤其是視覺化力量。
仍不服氣？那麼請想一想，上次
看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或電影是甚
麼時候？對比影像，單看文字如
何？還是，你根本沒時間沒機會
沒心機讀原著？

作者 
川原礫

1974 年出生於日本群馬縣，青山學院大學畢
業，日本的輕小說作家之一。
《刀劍神域》是 2002 年起以筆名「九里史
生」發表的網絡小說，因為作品大賣，漸漸由
網絡作家轉型為商業作家，同期創作有另一
人氣作品《加速世界》。

領域
神級

《刀劍神域》
（台灣國際角川 /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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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人 薇言輕

本土 80 後，藝術畢業，擁有三名小孩的毛家長。有感
藝術家也是弱勢社群，志願是成為擁有強大財務實力做
善事的美麗聰明人氣小富婆。

仁微言輕



「一個好的故事，會以不同形式流傳於世……」《閱
刊》編輯部向說書人拋下這個題解。我努力思索哪
本書有此威力，能用文字帶讀者跨越媒體，終於讓
我想到她們。
 
兩個傳奇

文字的力量非淺，它可以引領讀者進入無止境的想
像，加上兩個極富傳奇的生命，可塑性更高。

狄娜，原名梁幗馨，生於 1945 年，是活躍於上世紀
60、70 年代的電影演員，因作大膽性感的演出而為
人熟悉，因病卒於2010年3月31日，得年65歲；《電
影——我的荒謬》是她於病榻寫成的遺作。黃夏蕙，
原名黃蕙蓮，生於 1933 年，戰後曾在粵劇團及粵語
電影演出，息影後於 90 年代初再涉足香港娛樂圈，
活躍至今，現年 82 歲。2014 年她大病以後決定撰
寫《夏蕙回憶錄》，回顧一生。

跨
越
人
生—

看
狄

娜

與
夏

蕙

閱讀時光隧道

讀她們的自傳就猶如穿越時空：讀
狄娜時我先浮現她在 60 年代那個
落伍的泰國拍戲、登台和駕著「大
膽車」左碰右撞的情景，鏡頭一閃
就轉到 70 年代歌舞昇平的香港，
在電影的大膽演出而得「肉彈」惡
名的她毫不介懷，更積極於電視上
演出，因為她要「面對觀眾，讓他
們了解真正的我」。而讀黃夏蕙時
我隱約見到一個徘徊於 50、60 年
代香港的中上流社會的少婦，除了
影圈，還經常出入山頂、淺水灣酒
店、麗池夜總會、馬場等地方，淡
出以後又在 90 年代以新聞人物的
姿態出現，最近幾年更來到網絡，
繼續演藝旅程。兩本著作帶我穿梭
半個世紀的歷史時空，遊走影圈、
歌壇、電視和網上世界。
 
離不開情愛的實況劇場

女生總離不開愛情，身處五光十色
的影圈經歷更是多姿多采。同讀兩
本著作，讓我經歷多段不平凡的愛
情故事。

狄娜的自傳以她拍電影的經歷作
經，愛情體驗作緯，串連成她筆下
虛偽的半生。

她追求者眾，從當年泰國總理Sarit 
Tanarajata 的弟弟湯頓為追求她而
在泰國開拍電影讓她當女主角，

到她結婚誕下女兒，離婚後又繼續
演出，她在書中憶述不下六、七段
像霧似花的愛情。雖然她自知是個
萬人迷，字裡行間不經意流露出她
對男人和愛情的高傲，然而我想她
更希望借文字道出的是自己一生對
愛情的渴望，誠如她說「愛情——

在中國只是個未曾上演又不斷塗改
的劇本」，她在書中只用上數句提
及曾經擁有的婚姻，也許最真實發
生過的就只能欷歔，不能言喻。

如果說狄娜的愛情是一朵又一朵沒
結果的花，那麼佔全書一半以上篇
幅的、有關黃夏蕙與胡百全的感情
就是糾結的藤蔓。當年 18 歲的夏
蕙在片場邂逅比她年長 23 歲的已
婚名門律師胡百全，開展了一段

「像蜜蜂跟花粉一樣簡樸」的愛情，
只是以第三者姿態出現的她怎也沒
想到這會變成她終身遺憾的苦戀。
沒有名分，她仍為胡誕下了兩女四
子，周旋於胡的正室和他另一位紅
顏之間，她默然面對，筆墨之間她
就像隻處處迴避退讓的綿羊。年逾
古稀，她對愛情的追求未減，她跟
退休車手潘炳烈的感情又是另一個
細水長流的故事。
 
娛樂八卦以外

狄娜和黃夏蕙都是娛樂圈中人，就
算不是成長於她們那個年代，對她
們的流言蜚語總會聽過一點，兩位

的自傳或多或少記下了她們對謠傳
的感慨與澄清，如狄娜拍《大軍
閥》的全裸內情、黃夏蕙上頭炷香
的緣由和她整容的傳聞等。但我想
更值得讀者去細味的是她們對人生
的體會：狄娜花了半生看清了商業
電影和愛情的虛偽與荒謬，埋下她
左傾的伏線，書中句句帶刺；黃夏
蕙則一生離不開感情，文筆秀麗的
她用文字表明心跡，誠如她說：「這
本書算是一個句號，畢竟某些懷念
只能夠放在心裡，而回憶就任它留
在夢中。」經年累月的冷嘲熱諷讓
她明白人生更要及時行樂。
 
她們的文字不但帶我跨越媒體，更
讓我漫步了她們的人生，參悟了一
點人生的道理。

《電影——我的荒謬》
（藍天圖書 / 2010）

《夏蕙回憶錄》
（白卷出版社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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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人 小書

曾經的英文教師。浸大 HUM、嶺南 MCS，現為全職
自由人。主力寫作、攝影、做手作。愛書如命，在蝸
居中自設小型圖書館，與書為伴。

小 書 說 書



電影作融資，只是一項投資而已。從「風險管
理」角度而言，為確保其投資能做到「低風險、
高回報」，他們需要的是「賣座保證」。因此，
常見的除了譁眾取寵的電腦特效、「大堆頭」大
製作之外，就是拍之不完的續集，再來的尚有把
以往的經典重拍。更少不了的，是瞄準一些暢銷
小說的百萬粉絲：對於小朋友，到今時今日還
在翻拍《仙履奇緣》（Cinderella）、《傑克與魔
豆 》（Jack and the Beanstalk）； 對 於 青 少 年，
則是近年大熱的《飢餓遊戲》系列（The Hunger 
Games）、《 哈 利 波 特 》 系 列（Harry Potter）、

《分歧者》系列（Divergent）等；對於成年人，
有史提芬京（Stephen King）、湯姆克蘭西（Tom 
Clancy）、丹布朗（Dan Brown）等小說。此外，
對於不少童心未泯的 kidult，Marvel 和 DC 兩家
漫畫的超級英雄，也成為了最具投資價值的電影
題材。

如此概括，只是想說明不少這類把文字化為影像
的電影作品，都僅是瞄準市場的商業製作而已。
這說法倒也不全是貶義，因為商品質素也有高低
之分。反而，筆者想藉此指出的，是香港電影若
想模仿荷里活的成功，就算能籌到足夠資金，也
難以完全仿效，因為可以改編成電影的文學或小
說作品，實在欠奉──即使有好的作品，也缺乏
能說服投資機構注資的廣大讀者群。是故，改編
電影寥寥可數，而且都是「借題發揮」之作，例
如取材自《西遊記》的，多是賣弄電腦特效的空
洞之作；吳宇森的《赤壁》，則拍得像電玩遊戲
一樣。王家衛根據作家劉以鬯的《對倒》和《酒

徒》而分別拍成的《花樣年華》與《2046》，算
是罕有的例外吧，然而這兩部作品，也不過是受
了劉以鬯的小說意境啟發，而不是刻意的改編成
電影。

話說回來，就荷里活的改編電影而言，也不是說
全都是「即棄式」的商業製作。諸如《教父》

（Godfather）、《義薄雲天》（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等，皆可歸類為「藝術電影」，成
就也高。箇中的關鍵，是導演能深切了解其個人
的電影語言，而能藉着電影去表達出豐富感人
的內涵，而不只是「搬字過紙」式的改編。畢
竟，電影與文字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改
編自史提芬京的《月黑高飛》（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最後一場戲，兩位主角在沙灘上
重遇，鏡頭徐徐拉開而展示廣闊天地、碧水連天
的無盡意境，便是利用電影語言含蓄地表達出原
著文字境界的絕佳示範。

小說可貴之處，在於閱讀的時候，能令讀者於
腦海中萌生意象，從而沉醉於各自營造的內心
境界。這對於小孩的成長，裨益莫大。當《哈
利波特》電影推出時，不少人批評的，就是電
影破壞了兒童的幻想力和創造力，令往後他們
閱讀小說時，只懂把看過的影像作聯繫，由是
變 成 完 全 被 動 的 心 境 狀 態。 對 此 批 評， 筆 者
舉 腳 贊 同， 但 家 長 要 與 鋪 天 蓋 地 的 荷 里 活 電
影 宣 傳 抗 衡， 又 談 何 容 易？ 惟 有 盡 量 引 導 孩
兒 先 讀 原 著、 再 看 電 影 吧。 能 否 相 得 益 彰，
也得看家長的耐心和誘導能力了。

據說荷里活歷年來的電影，約有三分一是從文學作品或小說等改編過來。相比香港電影而言，這比率可
說非常高。奧斯卡頗受重視的「最佳改編劇本獎」，於香港電影金像獎 30 多年來連蹤影亦未見。兩種電
影工業的不同，由此亦可見一斑。

此中差異，其實也不難理解：北美雖然不是甚麼文化都會，但讀書風氣仍遠較香港濃烈。譬如「紐約時
報暢銷書榜」（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List）的一些上榜書籍，銷量動輒在百萬本以上。將這類
擁有龐大讀者的作品搬上銀幕，已有一定的票房保證。尤其近年影片公司為其製作融資時，積極向銀行
及投資公司籌集資金。這些財務機構當然不是甚麼慈善家，豈會純為興趣支持「電影藝術」的發展，為

從 文 字 到 影 像

《義薄雲天》

《花樣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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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人 邵頌雄

熱愛音樂、喜歡電影，亦好文史哲學、宗教
命理。現任教於多倫多大學。

書海浮影

《Jack and the Beanstalk》
Anon （Parragon Plus / 2005）

電影 
《Jack the Giant Slayer》

《The Da Vinci Code》
Dan Brown（Bantam Press / 2003）

電影 
《The Da Vinci Code》

《三國演義》
羅貫中（中華書局〔香港〕

有限公司 / 2012）

《酒徒》
劉以鬯 （金石圖書貿易 

有限公司 / 2000）

電影《赤壁》 電影《花樣年華》



許多年前，專業編劇已經無法滿足荷里活電影工業對好故事的需求，幾大電影公司招募書探或
與大出版社合作，為電影改編物色暢銷書和好故事。通常，電影公司會買斷某部小說兩到三年
的電影改編權，然後慢慢決定是否要投資拍攝。經典名著和暢銷書被拍成電影的機率最大，如

《哈利波特》系列、《魔戒》系列、《007》系列都是從小說改編而來，近期熱片《Gone Girl》和
《Fifty Shades of Grey》的小說原作都曾盤踞暢銷書榜首多時。看今年的奧斯卡獲獎片，更是大
半來自小說或人物傳記。當然也有電影成功後將劇本直接改成小說出版，但這種僱用寫手完成
只為營利的副產品，幾乎沒有文學價值。

從藝術表現上看，電影和小說各有高招，電影調動了視覺和聽覺兩大感官系統，而小說喚起的
是人類無邊的想像力和感受力。於是在兩種藝術形式內，都產生了排斥對方的極端作品。排斥
視覺影響的小說家不讓自己的寫作有任何成功改編成電影的可能，他們專注於人物內心的描

寫，展現出精神世界和想像力的無
限可能及不可複製。一個小說家曾
經告訴我，如果他在小說裡寫「房
間裡有一張桌子」，那麼這張桌子
有許多可能性，可能是圓的可能是
方的，可能是古典的也可能是現代
的，但是如果拍成電影，它的視覺
形象就被凝固被限制了，就是鏡頭
裡出現的那張桌子，更確切地說，
就是荷里活道具倉庫裡被劇組選出
來的那張桌子。從文字到電影的過
程中，有許多東西失去了被想像的
自由度。在電影領域，只炫耀特效
技巧的大片是反敍述反文學的典型
代表。《變形金剛》、《悍戰太平洋》
以及超級英雄系列的大片通常情節
幼稚簡陋，完全經不起推敲，「柯
柏文自己不就是個交通工具嗎，為
甚麼還要騎恐龍呢？」這樣的問題
在大片裡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觀眾
要看的就是機器人騎恐龍狂奔的威
風特效啊。在殭屍異形橫衝直撞、
機甲對抗、天崩地裂、高樓大廈頃

刻被怪獸邪神撞得粉碎的感官衝擊
的世界裡，人類只能倉皇逃命，哪
裡還有文字半點位置。

介於電影和文字之間的戲劇，是一
種相對具有獨立性的藝術形式。
戲劇的施展範圍只有舞台的方寸
之中，除了布景和道具，全靠劇本
和演員表演。戲劇中最主要的門
類——話劇，由人物對話推動戲劇
衝突，演員必須情緒連貫，一氣
呵成，不像電影演員忘詞笑場還有
喊停重來的可能。此外話劇演員還
能根據台下觀眾的反應進行即興發
揮。偉大的戲劇離不開好作家，也
離不開好演員，它將表演與文字的
魔力合二為一，又將二者的精采之
處推到極致，所以話劇格局雖小，
但在文字和影視各自稱雄一方的藝
術王國裡，依然有它獨特的魅力。
最近剛看了英國國家劇院上演，由
David Hare 編劇的《Skylight》現
場錄影，精采絕倫，誠意推薦。

《Skylight》星空下的舊情人

導演 : Stephen Daldry
編劇 : David Hare
主演 : Bill Nighy, Carey Mulligan 
片長 : 160分鐘

劇作家 David Hare 藉《星空下的舊情人》
描寫兩性開係。事業有成的 Tom Sergeant

（Bill Nighy 飾）在妻子辭世不久重遇舊情
人 Kyra Hollis （Carey Mulligan飾）。二人
渴望復熾舊情，然而年齡差異與對立觀點，
窒礙感情推進。彷彿身處兩個世界的他們，
如何處理情感關係？

文學、電影和戲劇
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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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人 盛韻

文學博士、《上海書評》編輯、《倫敦書
評》撰稿人。理想生活是每天睡懶覺看書
看電影聽音樂，順便寫寫字。

同
場
加
映



某次聚會一班家長正在興高采烈聊天之際，我在另一邊擔起故事爸爸的角色，但是對孩子說的不是童話
故事，而是美國大熱的恐怖電視劇集《行屍》（The Walking Dead）。

故事講述全球人類突然染上神秘病毒，從此人類不論因何致死，腦幹均被神秘病毒佔據，約於三分鐘至
八小時內變成一具沒有思想的行屍；這些僅餘原始活動能力的活死人四處遊蕩，依靠本能捕捉、吞噬途
上遇到的各類生物。人若被行屍咬過或抓傷，不久便會發高燒，除非腦幹被毀，否則死後便會變成另一
具行屍。由於病毒蔓延甚快，因工中槍受傷昏迷的副警長 Rick，幾天後在醫院甦醒過來，發現文明世界
已經淪陷，到處都有行屍的蹤影，危機四伏。

單單講述故事背景，孩子的眼中已經流露恐懼。正想打退堂鼓之際，這群孩子雖然害怕，卻又一致堅持
要我繼續說下去，於是我從 Rick 成功逃出醫院、踏上尋找太太與兒子的旅程開始說起。幾經波折，Rick
最終找到妻兒，並與一眾倖存者抵達疾病控制中心，就在快要全軍覆滅之際，大門突然打開，他們得以
入內暫避蜂擁而至的屍群襲擊，逃過一劫。

故事說到這裡我便暫且按下，叫孩子猜猜除了食物和水以外，劇集在第一季首集及季度結局，曾用不少
寶貴篇幅描述 Rick 等人因為得到某樣事物而欣喜若狂，甚至再三高呼「感謝上帝」，究竟那是甚
麼東西？

錢、鑽石、名牌手袋、新款的智能電話？統統都錯，答案是花灑熱水浴，一眾孩子露出驚訝的表情，七
嘴八舌訴說洗澡只不過是他們每天必做的事情之一，表示難以置信。

不少香港孩子過著物質充裕的生活，或許一切都是唾手可得，因此毫不珍惜，結果不斷出現「500 元搭

巴士返學」、「在學校派錢派手機
換取同學在心儀女孩面前高呼自己
一 聲『 大 哥 』」 等 事 件。《 行 屍 》
這故事卻給予我們一次機會，回到

「馬斯洛需求金字塔」（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的最低層，
透過末日世界的極端環境，重新認
識身邊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即使
簡單如清潔的水、乾淨的食物、能
安全睡上一覺的地方都是得來不
易，故此孩子應該學懂珍惜所有，
不要輕易浪費。

阿哲聽完故事，居然膽敢挑戰電視
版《行屍》，耳聞與目睹完全是兩
回事，當他看到幾隻慘白瘦長的
手指從噴上「DONT OPEN DEAD 
INSIDE」的大門門隙緩緩伸出來，
他已高呼投降，逃之夭夭。此情此
景，震撼力量大減的黑白漫畫版

《行屍》正好成為替代品，但是「喪
屍學理財」的效力並無因此減弱，
例如 Rick 在某次制止他的兒子 Carl
救助正被行屍襲擊的途人，Carl 不
但沒有理會，並以捐獻的先決原則
來「勸勉」父親：「我們幫助別人
不是因為他們需要，而是我們有這
樣的能力。」

如想親歷其境，測試一下自己身處
行屍世界中的人性抉擇，可以嘗試
由 Telltale Games 出品的《行屍》
電子遊戲，面對不斷湧現的兩難取
捨情景，有助訓練我們如何瞬間作
出價值判斷。幸好挪威也有學校用
此遊戲作為德育教學工具，故此購
買這個遊戲的金額，大可理直氣壯
歸類成為教育支出。

如想繼續深入發掘《行屍》的理財
智慧，可以閱讀簡稱為「到總督之
路」三部曲的衍生系列小說，包括

《The Walking Dead: The Road 

to Woodbury》、《The Walking 
Dead: Rise of the Governor》、

《The Walking Dead: The Fall of 
the Governor: Part Two》。 從 中
見證一群居民如何戰勝末日危機，
再次建立文明有序的社會，財富重
新累積起來，可是他們容讓一個小
器、殘酷但是懂得花言巧語的人成
為「總督」，最終總督因為一己私
欲而將整個新社會帶入覆亡的絕
路，從而認識理財與政治的深層
關係。

《The Walking 
Dead: The Road to 
Woodbury》

（Thomas Dunne Books / 
2012）

《The Walking Dead》 
Robert Kirkman et al.

（Image Comics / 2013）

作者 
Robert Kirkman

美國漫 畫 作者，美國漫 畫出版社 Image 
Comics 的五位合夥人之一，作品除《The 
Walking Dead》外 還有 Image Comics
發 行 的《Invincible》，以 及 另一 Marvel
出版的《Marvel Zombies》和《Ultimate 
X-Men》等。

作者 
Jay Bonansinga

美國小說作者及導演，與 Robert Kirkman 
共同創作以《The Walking Dead》 漫晝
為藍本的系列小說，此外亦有撰寫虛構與
非虛構著作。

喪屍教育
跨媒體

本書題旨為「中國通商口岸：外國
人在華各地之活動」，作者搜集並
整理上百項 1840 年至 1943 年間
歐洲列強、美國及日本在中國的活
動，並講解許多有關殖民地、租借
地和貿易中心的事例。這些資訊配
合插圖和地圖，構成大量可觀資料，
向研究有關歷史的讀者提供當時居
住在通商口岸的人物及商業活動的
情況。

《China's Foreign Places: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in the 
Treaty Port Era, 1840-1943》

作　者：Robert Nield
出版社：香港大學出版社

擁有喜歡的模型、手錶、飾物等珍
藏，想拍下照片公諸同好，卻因拍
攝技巧不熟練，成像效果不彰，隨
時糟蹋一件又一件心頭好。若不想
再次暴殄天物，不妨參考《大男孩
的玩具攝影》，此書作者以簡單攝
影技巧，指導大家拍攝心頭好，成
為一幅幅令人讚嘆的照片，而且毋
須專業噐材，哪怕是一部入門級數
碼相機，都可令拍攝對象以最吸引
姿態呈現在照片中。

《大男孩的玩具攝影》

作　者：模型迷
出版社：萬里機構

新上榜 • 必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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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哲爸爸

會計師，深信學習理財，應該從小開始， 
提倡「遊戲學理財」。

兒 童 理 財



後母、南瓜車、玻璃鞋、舞會……相信只要談及以上其中兩樣，便能讓你
聯想到灰姑娘的故事。隨著新一輯由真人演繹的《仙履奇緣》電影上映，
我不禁思考，灰姑娘到底有甚麼吸引力，致使以她為題材的作品歷久不
衰，同時深受部分女性喜愛？
 
灰姑娘是很多女孩的夢想，人們在現實生活得不到滿足，便會轉向幻想世
界追尋，這是自然的事。有人說，現代所謂「公主病」，其實是由許多如

《仙履奇緣》這種無視現實、宣揚不切實際的童話故事所引致的。試問這
世上有多少仙女？又有多少王子呢？更有多少公主能如童話結局般「快樂
到老」呢？然而，這些難題並不阻礙「公主們」對未來生活的種種構想，
王子不找自己的話，自己去找王子便行，有甚麼大不了呢？

與

《酉陽雜俎 附續集 》
﹙中華書局 / 1985﹚

 作者
 段成式﹙約 803-863﹚

唐 朝 人， 世 家子弟， 博 覽 群 書， 善於
詩歌駢文，與李商隱、溫筠齊名，稱為

「三十六體」；著作《酉陽雜俎》記錄
很多當時的奇聞逸事。

灰姑娘
金龜婿

某程度上，灰姑娘的故事是與中國人嫁個「金龜婿」
的心態是一致的。早前讀了一個收錄在筆記小說《酉
陽雜俎》的中國版灰姑娘故事〈葉限〉。故事是這樣
的：少女葉限自父親死後，為後母虐待。一日，得金
魚並飼養之，後母卻用計騙得金魚並吃掉，神仙令葉
限埋葬魚骨，指魚骨能實現她的願望。葉限藉魚骨
暗地裡得到華衣珍寶，節日盛會當天穿上金鞋子赴
會，匆忙離開之時遺下金鞋，被人拾之變賣。陀汗
國王得到金鞋，令全國婦女試穿，最後只有葉限能
穿上，遂娶為妻………
 
這則故事展現了中國人的幾個重要的傳統思想：借助
神力和「善惡到頭終有報」。在中國小說中，借助神
仙力量來幫助具品德者的故事為數不少，諸如卧冰求
 鯉、愚公移山等，皆是人類欲憑藉自身德行感動上
天，達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結局。不過，讓
人費解的是，其後葉限後母與女兒同被亂石打死（這
處罰未免有點嚴重），之後「洞人哀之」並將之埋葬，

更為其取名「懊女塚」，既然葉限後母性格卑劣，又
何 以 為 洞 人 所 哀 呢！ 也 許 葉 限 後 母 並 非 一 個 好 後
母，卻是一個好的洞主吧！中國小說大多有一個的
毛病：人物性格扁平，只取一面，非善即惡，一如
戲劇舞台中的黑臉白臉。
 
曾對一個小女孩說起這則故事，那女孩竟然問我：「為
甚麼葉限得到魚骨後，不離開家庭，自己尋找發展，
而是直至國王來娶她才離開呢？」如果葉限是現今女
性的話，許願得到華衣美食後，應該會依靠自己的能
力，尋找自己的幸福，而不像葉限般，得到金銀珠
寶卻仍然寄人籬下，仰人鼻息。想深一層，姑勿論葉
限這位中國灰姑娘到了陀汗國後，能不能適應陀汗國
王胡亂監禁並拷問人的殘暴脾氣，以及多次向魚骨許
願要求財寶的貪婪性格，光是幻想一下，若你誕生於
古代宮廷，處處受限，失卻人身自由，該作何感想？
金鞋子或玻璃鞋，對你來說，可能只是變相的牢籠而
已。這樣的金鞋子，你還想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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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人 日安

我們都是說書人



本期書目

如閣下有好書介紹，請與其他讀者分享，題材不限。

投稿字數約一千字，編輯會因應版面修改閣下文章。

來稿一經刊登，本刊將付上薄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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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說書人
《閱刊》歡迎讀者投稿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引頁碼
Book for Longing Leonard Cohen Penguin UK 7
China's Foreign Places: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in the Treaty Port Era, 1840-1943

Robert Nield 香港大學出版社 31

Harry Potter 系列 J. K. Rowling Bloomsbury 20
Jack and the Beanstalk Anon Parragon Plus 26
The Body Code：A Personal Wellness And 
Weight Loss Plan At The World Famous Green 
Valley Spa （New York）

Kathryn Lance 及 Jay Cooper Atria Books 19

The Da Vinci Code Dan Brown Bantam Press 26
The Walking Dead Robert Kirkman et al. Image Comics 31
The Walking Dead 系列 Robert Kirkman and Jay Bonansinga Thomas Dunne Books 31
what if ﹖ Randall Munroe Houghton Mif�in Harcour 17
FQ思維：投資其實很簡單 黃元山 天窗出版 13
刀劍神域 川原礫﹙周庭旭譯﹚ 台灣國際角川 22
大男孩的玩具攝影 模型迷 萬里機構 31
三國演義 羅貫中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7
江水悠悠——水利工程學家治水記 沈學汶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7
酉陽雜俎 段成式 中華書局 32
紅玫瑰與白玫瑰 張愛玲 皇冠出版社 5
美術手帖 美術手帖 美術手帖出版社 7
酒徒 劉以鬯 金石圖書貿易有限公司 27
夏蕙回憶錄 黃夏蕙 白卷出版社 24
惘然記 張愛玲 皇冠出版社 5
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 Mitch Albom 大塊文化 19
傾城之戀 張愛玲 皇冠出版社 5
電影——我的荒謬 狄娜 藍天圖書 24
稻盛和夫——愈挫愈勇的自傳 稻盛和夫﹙朱淑敏、林品秀、莊雅琇譯﹚ 天下雜誌 10
樂樂之樂──巴赫《敦德堡變奏曲》的藝術 邵頌雄 牛津大學 12
禪是一枝花 胡蘭成 天地圖書 13
變形記﹙ The Metamorphosis ﹚ 卡夫卡﹙ Franz Kafka ﹚ 和英出版社 8
藪の中 芥川龍之介 講談社 14
好好修養愛 素黑 知出版 19
你可以不生氣 一行禪師 （游欣慈譯） 橡樹林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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