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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eam人做project，delay之事十常八九。每當老闆發現專案出了亂子，
最常見的解決辦法是人海戰術——進度遲了便投放更多人手，希望把時間
追回來。可惜成功追回進度的例子萬中無一，沒有更加落後已屬萬幸。有
些無良兼無知的老闆，漠視現實不斷催逼團隊加班趕工，到頭來把最能幹
的下屬逼走，讓專案完工更加遙遙無期。市面上專案管理書籍多如繁星，
坊間更有不少證書課程，質素參差讓人無從入手。我為大家介紹這本《The 
Mythical Man-Month》，跟據非正式統計，美國高科技公司一眾CEO中，十
個有九個半均看過此書，可謂專案管理中的經典。
 

專案管理有一詞謂之「人月」（man-
month），用來計算專案所需的資源。
若六個人要做十個月，那麼專案便需
要六十「人月」。「人月」的計算方法
有一大缺陷，就是假定了人與月是可
以隨意轉換的單位。如果六個人要做
十個月，那麼十個人只需六個月就完
成。按照同樣道理，一個女人懷胎九
個月生一個小孩，難道九個女人生一
個小孩只需一個月嗎？在傳統藍領行
業，每個工人的勞動力差別不大，可
以隨意加減互換。創意產業是知識型
經濟，生產力來自腦袋中的智慧；由
於每個人所知不同，人與人不能任意
取代。追加多些人手進入團隊，新人
要花時間學習，而團隊因人數增加，
更要付出額外多的溝通，間接增加成
本。所以，多加一人，實際只有少於
一人的生產力。團隊太大甚至會物極
必反，總生產力不升反跌。
 
開發軟件是無中生有的工作，將腦袋
中抽象的概念具體化，實現成可用的
產品。從思想轉換成軟件的過程中，
無可避免有些邏輯錯誤，而不同人負
責的部件要組合時，因溝通不協調也
會引致理解錯誤。科技進步可以減少
無謂的錯誤，增加工作效率，換來開
發更複雜的軟件，最終人為因素產生
的錯誤數目維持不變；《The Mythical 
Man-Month》詳細講解了控制人為因
素的不同方法。此書在40年前提出時
是新思維，今天已是常識，只是世上

仍有很多人無視常識。一個專案若
要成功，得有一個總設計師；他是專
案的靈魂，確保每部分的一致性，讓
整個團隊寫出來的軟件恍如出自一人
之手。有效的分工與合作是專案成
敗的關鍵，促進團隊之間的溝通，減
少團隊資訊負荷，讓他們專心工作。
更重要是挽留和培養人才，在軟件界
有個共識，天才與凡人的生產力相差
十倍，十個臭皮匠，勝不過一個諸葛
亮。
 
此書75年初版，95年出新版，作者是
IBM OS/360系統的經理，他總結團隊
多達數千人、史上最大軟件專案的
經驗，寫出這本軟件界的管理天書。
當年的電腦巨如一台貨車，現今的電
腦小得可以放進口袋中，硬件進步千
里，但開發軟件的精髓從沒有變，專
案的最大障礙始終是人為因素。書中
列舉的例子當然早已過時，但貫穿整
本書的管理思想，卻是恒常不變的真
理。相信大家還記Nokia曾經稱霸手
提電話界，早於iPhone面世前兩年，
Nokia已著手開發新一代智能電話系
統。開發進度一直未如理想，只因全
無對手、管理層也不太著緊。直到07
年iPhone橫空出世，Nokia才驚覺要
急起直追，於是大幅增加專案人手，
更邀請Intel加入共同開發。結果「人
月」的詛咒應驗，MeeGo系統在三年
後才勉強推出市場，電話早已被iOS
和Android瓜分天下。而Nokia錯失

搶佔市場的黃金時機，最後結業離
場。
 
編寫軟件可說是第一代的創意產業，
在今天，創意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重
要支柱，電腦全面進佔我們的工作和
生活，只要是必須使用電腦的專案，
不論是工業設計還是多媒體製作，
都可以實踐和應用此書中的道理。
從我在科技公司當夾心中層的實戰
經驗，更加肯定書中理論經得起時
間考驗。此書是知識型經濟的管理
階層、或有志進身管理階層的打工
仔必讀之選。

《The Mythical Man-Month: 
Essay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Addison-Wesley / 1995）

生 於 1931 年，史 上 第 一 台 商 業 用 大 型 電 腦 IBM 
System/360 之父，電腦界最高榮譽圖靈獎（Turing 
Award）的得獎人。北卡羅萊納大學電腦系創辦人兼
系主任，是電腦作業系統設計的權威，及後任職美國
政府國家科學委員會和國防科學委員會。

作者  
Frederick P. Brooks, Jr.

"Adding manpower to a late software project, makes it later."

怎麼辦？
PROJECT又DELAY，

text : Horace ChanMANAGEMENT

甚
麽
是
圖
靈
獎
？

圖靈獎（Turing Award）是
由計算機協會（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Machinery）
於 1966 年 設 立， 專 門 獎
勵對電腦事業作出重大貢
獻的個人榮譽，獲獎者必
須在電腦領域具有持久而
重大的技術貢獻。

延
伸
閱
讀

此書深入探討現實設計電腦程
式時會遇到的問題及機遇。

作者另一值得推介著作：

《The Design of Design: 
Essays from a Computer 
Scientist》

（Addison-Wesley / 2010）

Project乃洋文，大陸譯作項目，
台灣譯作專案，香港或從日文譯
作企劃，更多時候直接用英文。
我認為台譯較傳神達意，故本文
從之。

後
記

獎項的名稱取自英國科學
家 Professor Alan Turing
（1912-1954），他是英
國數學家、邏輯學家，被
視為電腦科學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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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作者另一值得推介著作：

《Eight Steps to Seven Figures: The 
Investment Strategies of Everyday 
Millionaires and How You Can Become 
Wealthy Too》

（ B r o a d w a y  B u s i n e s s  /  2 0 0 1 ） 
書中訪問了超過200個因為投資致富的人
士，深入探討他們的生活態度及消費習慣。

在港股「A股化」下，每日數十隻股升逾一成，每個人都想尋找一隻短期急
升的股份。我知道在搵快錢的年代，叫大家買收息股有點不切實際，但看
了《The Little Book of Big Dividends》（中譯：股息不說謊），再看看過去
幾個月不斷炒股卻賺得不算多的成績，發覺與其短炒，倒不如安安分分，
找一隻值得長線持有、股息長派長有的優質股。
 
你千萬不要看輕那一個幾毫股息。作者舉例，如果在1985年用5,000美元買
了Johnson & Johnson，之後以股息繼續買，滾存至今，現時每年收的股息
已達7,100美元，比本金還要多。

覺得「阿媽是女人」？但我翻查港股，
的確有不少好例子。以李超人的長
和（0001）為例，假設你在2000年買
入一手，當時每股約$109，每手500
股，本金$54,500；15年後的今日，
你收到的股息一共有$21,700。你未
必覺得這是一筆大數目，但請記住，
撇除機會成本，這筆錢基本上是零
成本，還未計股票本身的帳面賺幅，
以及你將股息重新投資在股票上的
利益。
 
細價股一樣有例子，而且更誇張。
如果你試過貪便宜買大家樂「天天
超值午餐」，小妹強烈建議大家做大
家樂（0341）的股東！先不要講股價
由2000年的$2左右升至現時約$30，
當日買一手本金$4,000，但今日你一
共收到

的股息有$13,747！連同帳面，賺幅
高達17倍。如果15年前買中的是我，
我想我會好似一位曾經做過大家樂
代言人的女股評人一樣，感觸落淚。
 
那如何可以揀到一隻如大家樂的股
份，15年後坐享其成？揀股息率高
的股票，甚至是分派比率高的REIT
等等，肯定「無死」？《The Little 
Book of Big Dividends》作者會話你
知：不是，因為不夠安全。書中非常
強調揀股要安全，不要貪股息率高，
一來派息比率增長空間不大，二來這
是危險的警號。所以他介紹了一個叫
「多而安全」的揀收息股方法，教你
揀不會爆煲、但股息又多的股份。
 
這本書絕對是由淺入深，甚麼是除
淨？甚麼是股息率？都會一一詳細說
明，沒有財經底子的一樣看得明白，
但有一定財經底的朋友，我建議你
可以略過第一章。

 
在港交所每隔一段時間便會
看到有公司出通告，說要沒
收股東並未領取的股息，
例如港交所，2012年就沒
收了逾一億元的股息！希
望大家看過這本書後，不
要再做股息「大嘥鬼」！

不要做股息
「大嘥鬼」

《The Little Book of Big 
Dividends: A Safe Formula for 
Guaranteed Returns》

（Wiley / 2010）

投資 顧問及資金管理公司 Horizon 
Investment Service 的 行 政 總 裁，
也 是 投 資 通 訊 出 版 公 司 Horizon 
Publishing 的 出 品 人，更 是 暢 銷 書
作者，言論不時被《華爾街日報》、
《BARRON’S》及《金錢雜誌》引用，
他亦經常在 CNBC、彭博電視和電台
及 CNN 擔任嘉賓。

作者  
查爾斯卡爾森 
（Charles. B. Carlson, CFA）

投資
小知識

股息是指股份公司從留存收益
中派發給股東的那一部分。一
般有兩種分發方式，分別是現
金形式或者股票形式。如果買
股票時，想得到股息，就要在
除淨日之前一日持有股票直至
除淨日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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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刊名手謝毅兄介紹終戰70年的
書，筆者亦湊熱鬧；他寫日本，我
寫歐洲。
 
歐洲的戰事結束已70年，正如《餘
震》（馮小剛電影《唐山大地震》之
原著）作者張翎所言，災難為人帶來
肉身的傷害和死亡，是可見的；但
對心靈的創傷，是看不見的，而且
長久。災難過後，那才是心靈的疼
痛之始，那種痛，那道傷痕，甚至
流傳給第二代、第三代。
 

過 去70 年， 在以色 列和歐 美 等
地，一直有人訪問大屠殺生還者，
寫下他們的見證，把那段人類
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記錄下來。
《God, Faith & Identity from the 

Ashes :  Ref lect ions  of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一書所關懷的，就是大屠
殺生還者的第二代、第三代如何面
對他們父母和祖父母的傷痛經歷。
在香港接觸相關人物和資訊的機會
比較少，但我在美國留學和工作期

間，曾聽過生還者的分享，也看過
不少珍貴的記錄；那個恐怖時代確
實非常震撼，原來人類所作的惡可
如此黑暗。
 
猶太人同事、朋友，不約而同給我
一個忠告：猶太人願意與外族人
分享大屠殺的事，真希望世上的
人能吸取教訓，防範種族滅絕；
但你要謹慎，他們心裡往往仍在
滴淚，因為幾乎每個家族都有人
死在集中營，有人甚至是原生家
族的「死剩種」。
 

猶太人是一個很特別的族裔，20世
紀初期，他們散落在不同的國家居
住，有不同的語言，甚至不同的膚
色。猶太人自己對何謂「猶太人」
也有很多爭論，有些人認為是母系
血統（即若母親是猶太裔就是猶太
人）；有人認為是宗教，但猶太教又
有很多派別，雖然普遍都使用塔納
赫（摩西五經、先知書、詩歌智慧
書，即基督教所謂的《舊約聖經》）；
有些人認為是語言，可能是現代希
伯來語或意第緒語；有人認為是傳
統，例如遵守猶太教的飲食規條，

遵行猶太曆新年、逾越節、住棚節
等節慶。在和平時期，猶太人之間
為這些事甚至爭論不休，他們也不
求甚麼團結或統一。但納粹德軍對
此卻一點也不含糊，進行有系統的
歧視、拘捕、勞役和殺害，結果令
600萬名猶太人死在納粹德軍手上。
這本書是一本見證集，幾乎全部都
是生還者的後裔而非生還者本人，
當中有平常人家，來自各行各業，
部分是顯赫人物，包括以色列國防
部長艾維迪希特（Avi Dichter）。見
證分為四大類：

"We must take sides. Neutrality helps the oppressor, never the 

victim. Silence encourages the tormentor, never the tormented."

（我們必須立場鮮明。中立幫助壓迫者，不利受害者。沉默鼓勵暴虐，

從不利受虐者。）

虎口餘生的餘生
寫在猶太大屠殺終結70周年

HISTORY

如果大家想多認識猶太大屠殺，可利用下列機構的資源：
香港猶太大屠殺及寬容中心： http://www.hkhtc.org

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http://www.yadvashem.org

 神與信仰：猶太人就是那個被上帝揀選
的民族，被上帝由埃及為奴之家領出來
的民族。面對這種程度的苦難，有人選
擇感謝上帝讓他們脫離希特拉魔掌；有
人不再相信神的存在，變為無神論；有
人不敢不守住猶太教的殘燭，但對上帝
敢怒不敢言，換句話說，是信奉沒有上
帝的猶太教。

 記憶：有些恐怖經歷好像冤鬼纏身，
縈繞不散。生還者要選擇（如果能有
選擇的話）記得慘案的甚麼事情，又
要 將 甚 麼 記 憶 流 傳 下 去。 記 憶 重 要
嗎？魔鬼就是要大家都死去，沒有人
再提說，可怕的事就可以再發生。

身份認同：大部分人都認為他們的民族經歷
過大屠殺，這個史實成為猶太人新的「身份」；
有人認為要更重視傳承猶太傳統，傳承歷史
教訓；有人甚至把這個身份放在現今的以色
列國，要好好維護以色列國的存在。

Tikkun Olam（即「修正世界」）：生還者子孫
持續紀念和反省大屠殺，是要世界吸取種族滅
絕的教訓。他們認為當年能發生這樣大規模的
暴行，除了有人和納粹德軍合作之外，還有人
選擇袖手旁觀，也有人雖然肯發聲，但已經太
遲。所以，種族仇恨是要主動防範的，在萌芽
階段就要連根拔起。

這些見證人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相信對納粹德軍或任何要滅絕猶太民族者最好的報復，就是建立猶太家
族，好好的活給他們看。

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二次大戰時，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營的猶太人。

納粹德軍。

《God, Faith & Identity 
from the Ashes: 
Reflections of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Jewish Lights Publishing/ 
2010）

現職律師，同時是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Children 
of Jewish Survivors 組織的創會會長。Manachem 一生
致力凝聚猶太餘生者及打擊種族主義。

作者  
Manachem Z. Rosens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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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TION

香
港執拾家居，可以看到自己的人生。

一個城市又如何？動手執拾，從大
量的出土文物和人類活動遺蹟，得
知早於史前時期，香港已有人類居
住。再從九龍李鄭屋漢墓磚上的「番
禺大治曆」、「大吉番禺」等字句，知
道香港曾屬南海郡番禺縣管轄。至
於香港一名，最早見於明朝萬曆年
間郭棐所著《粵大記》的〈廣東沿海
圖〉，標有香港以及赤柱、黃泥涌、
尖沙嘴等地名，但名稱的由來一直
眾說紛紜，至今未有定論，只好如
雜物般束之高閣。
 
香港累積下來的回憶，沉重繁多，
有令人珍而重之的時刻，也有不堪
回首的時候。如何執拾取捨，放在
心坎裡，不致遺忘？陳慧這個土生
土長的香港人，就借助「連十香」的
身份，以「我」的角度執拾了1948至

1996年間的香港歷史，表面是一個
連家的故事，但真正的主角是香港。
 
小說背景是英國殖民地時期的香
港，也許是作者最緬懷的時光。她
將連家上下各個人物的經歷與香
港歷史扣連，以十個子女的名字，
成為書中的每個章節，獨立之中卻
見層層相扣。故事由十香的父親連
城與母親宋雲開始，講述50、60年
代的香港，先提石硤尾大火、女星
林黛自殺、街上的土製菠蘿、美孚
新邨的落成，內容懷舊如一齣黑白
片。70年代，以三多出嫁重提李小
龍之死、連城要看報道警察衝擊廉
政公署的《新晚報》、十香因《狂
潮》愛上看電視，皆是香港人的過
去。80年代，五美為香港誕生第一
個試管嬰兒而興奮、六合為水上新
娘請願、七喜振振有詞地反對興建

大亞灣核電廠、八寶因未能與李嘉
欣一起競選香港小姐而流淚，全都
是港人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90年
代，四海考察青馬大橋的施工、相
逢經歷了蘭桂坊慘劇、九健與十香
要一睹李麗珊從阿特蘭大帶回來的
奧運金牌，這都是悲喜交雜的難忘
回憶。陳慧巧妙地透過不同的角色
和情節，呈現香港的文化歷史和集
體回憶，記錄每個年代的起跌和轉
變，創作出一個地道的香港故事。
 
整個故事的時間結構很特別，「十
香」在小說的開始與結束時都是死
亡，恍如一個輪迴。陳慧以類似口
錄筆記的方法書寫，講述十香出生
前發生的「事」，出生後親身感受
的「情」，回憶與每個兄弟姊妹相處
的片段。由於是一個孩子的心聲，
全書的用字簡單淺易，輕描淡寫地

說故事，也帶點港式口語的樸實明
快感覺。在十香的短暫生命中，經
常以一顆單純的童心去觀察世界。
對幼稚園的面試問題，她說要認真
地思索多年；在還未了解「大陸要
收回香港」是甚麼一回事，「學能測
驗」的關頭又等待著她；當宋雲面對
移民潮，反決定要將生意移到大陸
時，她猜想是捉迷藏不怕被抓的豁
出去心態，只是沒機會問父母是否
這樣想；從三多的身上，更迫使她
思考懷孕和婚外情的問題。

這些在成長時總會遇上的教育、政
治、家庭、愛情等等人生問題，我
們亦可能曾心存疑問，只是放在心
底，沒有宣之於口。躍然紙上，直
視陳慧帶來的回憶，內心難免戚戚
然。即使我們被忙碌的生活煎熬，
已遺忘了，或模糊了記憶，也可在

書中尋回一點痕跡。最後，十香離
世，故事終止在1996年，因這正是
一個時代的終結。陳慧代我們表達
出對香港的熱愛、對前途的擔憂、
對過去的眷戀，亦協助我們從回憶
中尋找一點安全感。她將十香的生
命連繫到香港的將來，讓我們看到
「原來，回憶，就是，愛」。

 
現在看來，陳慧是有先見之明，預
知港人總會懷念那段歲月，早早將
回憶執拾成書。如今，這股熱潮湧
現，我們夜夜追看《大時代》，也期
待茘園捲土重來。一書在手，不同
年齡的人也可以回到過去。當我們
嘗試懷念往昔，其實已經在編寫自
己的《拾香記》，其間更會感到「迷
茫而紛亂」，因最難執拾的，不是家
中的雜物，而是我們的回憶。

《拾香紀》

（七字頭出版社／1998）
作者：陳慧
香港作家，作品多以香港本土
為背景，小說《拾香紀》獲得
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1997－
1998 年度的小說組獎項。近
年亦有出席不同類型的講座，
並擔任香港各大專院校的寫
作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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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
蜂
牧
日
記

費 安 娜  ―  著
P u b l i c a t i o n  o n  D e m a n d

《都市蜂牧日記》
太子花墟的唐樓天台，原來曾經出現過一個微型蜂場。
 
兩年前，費安娜厭倦了刻板的辦公室生活，而且一直忘
不了回歸田園的夢想，有一個晚上，她夢到自己是一隻
蜜蜂。醒來，她忽發奇想：「不如試試養蜜蜂！」
 
《都市蜂牧日記》以日記形式，記錄整個養蜂實驗：從
搜集資料、研究養蜂，到後來提煉出第一樽自家蜂蜜的

喜樂等經歷。除了牧蜂的實用資料，這本日記更帶出了
不同範疇的連串反思：由生物學、全環氣候變化、蜜蜂數
目減少，以至其他個人、社會及都市生活問題。
 
牧蜂者費安娜最終沒有離開都市，也沒有離開朝九晚五
的生活，但她由一個「都市人」，變成了一個「真正生活
在都市的人」。這兩者分別在哪裡？總結牧蜂經驗，Fiona
在日記的最後一章說：

從來都沒有想過，就是晚上一個無厘頭的
夢，改變了我對世界的觀感，更改變了我。
我相信，這是一種天意。
 
每隻蜜蜂，都是一個獨立的生命，但一巢
蜜蜂，也是一種生命，一個有機體；工蜂採
蜜、育初蜂、建巢、保衞家園。 雄蜂和蜂
后，表面上無所事事，但實際上牠們的任務
就是延續遺傳基因。蜂群中欠缺任何一個
角色，結果都是災難。
 
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立的生命，但與此同
時，由人組成的社會又何嘗不是一個有機

的生命？整個地球，其實都是一個有機體，
生老病死的循環，是個體的，也是整體的。
 
雖然每隻蜜蜂只是手指甲般大小，但這個
物種，卻關乎整個地球生態系統的平衡。
正如我們的身體，不要說欠缺了任何一個
器官那麼嚴重，就是只有十克重的腎上腺
有異常，也足以干擾身心的健康平衡。
 
蜜蜂生生不息，當蜂巢變得不宜居，它們便帶
新蜂后出走。但人類可以離開地球嗎？在未發
展到那一天之前，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像留下
的工蜂，不停建設，同時不斷地保持環境秩序
⋯⋯

對美國國情有留意的，大概也知道
他們有很多「名嘴」做talk show，
類型當然離不開時事娛樂等等。
我最喜愛的，是由John Oliver擔任
主 持 的《Last Week Tonight with 
John Oliver》。 其 實John Oliver之
前本來有份主持《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在那邊當了七
年correspondent，又做主持又做記
者，一邊磨練一邊等待，直到2014
年他終於有自己的個人節目：《Last 
Week Tonight with John Oliver》。
 
這個在美國收費電視台HBO播出的
節目，平均超過400萬觀眾收看，
YouTube上的點擊率平均超過500
萬。節目最精采的地方，是他以極

淺白的方法，將家庭觀眾平時不會
留意的深度主題（例子有時裝業、
死刑、國安法），以黃子華般的搞笑
手法呈現給觀眾。這個節目的有趣
程度，是我明知我跟這個節目的政
治取態相左，但也忍不住每星期追
看。無他，因為地球上再無其他節
目，能比它更有趣和包含如此豐富
的資訊。
 
這個節目的成名作， 要數它講
FIFA。本來早在2014年John Oliver
已說過FIFA有多腐敗，但因為2015
年有大量FIFA高層在瑞士被捕，
John Oliver忍不住翻炒這個時事熱
話。當時John Oliver更揚言，要是
FIFA主席白禮達下台，他就會把FIFA

主要贊助商最難吃的食物當美酒佳
餚，在攝影機前全部吃下。結果兩
日後，擔任了FIFA主席17年的白禮
達主動辭職。事情肯定有巧合的成
分，不過無阻John Oliver成為全球
足球迷的英雄，亦令他的節目呼聲
更為高漲。
 
不過正如所有笑話一樣，這個節
目的精采之處只能意會，不能言
傳。所以《閱刊》的讀者請自行上
YouTube上搜尋有關的節目。不過
事先聲明，這個節目有大量關於美
國文化的笑話，香港觀眾亦可以當
這是一個對美國國情的測驗。如果
你睇得明，你會發現識得笑，其實
好好笑。

John William Oliver
喜劇演員、作家、電影製作人、傳媒評論員、電視節目主持。

《Last Week Tonight with John Oliver》
美國時事搞笑節目。主持人 John Oliver 以極盡搞笑之能事，將值得探討
卻又容易被忽略的題目，以深入淺出的方法講解給觀眾。

《都市蜂牧日記》
作者：費安娜
出版社：Publication on Demand

試想想《頭條新聞》由黃子華主持，將會是甚

麼境況？香港人經常被垢病不留意時事，但如

果每周一次，由黃子華主持《頭條新聞》，對

每周時事嬉笑怒罵，會否吸引更多人留意新

聞？世界沒有如果，所以對於這種假設性的問

題，我跟高官一樣，是沒有答案。不過，雖然

香港沒有，我知道外國卻早有先例。

新聞人物：
白 禮 達（Joseph Blatter），
1998 年至 2015 年間擔任國
際足球總會主席，反對為足球
賽事引入高科技以減少誤判，
早前被揭發收受賄款以換取卡
塔爾舉辦 2022 年世界盃足球
賽事，在第五次當選連任主席
後的第四天宣布辭職。

世界各地養蜂方法 
朗氏蜂巢養殖法（Langstroth Hive）
朗氏蜂巢養殖法是最普遍的養蜂方法。其好處在於
能讓蜜蜂在移動板上建構蜂巢，方便蜂農移動蜂巢，
同時避免蜜蜂在蜂巢與蜂巢間儲存不必要的蜂膠。

Flow Hive 是一款採用了全新設計的蜂箱。它以特殊
的可活動格來替換部分蜂窩結構的方式，減少蜂農
被螫傷的機會，同時避免對蜜蜂造成騷擾。蜂農更
可透過透明的「窗戶」觀察蜜蜂的工作狀態和蜂蜜
的成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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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錦強：
不能一天不看書
「很多人讀完大學後不再看書，我覺得好浪費！」香港廣告界猛人曾錦強說：「人生大部分

時間是在大學畢業之後，那才是一個黃金的學習時間，所以我一直都有看書，不想停了這

習慣。」閱讀彷彿成了他的成人禮，因為他是在大學畢業後才「真正開始讀書」、「不會有一

天完全不看書的」。

這一期《閱刊》碰上DSE放榜，曾錦強恰巧說了些很「應景」的話──訪問中無
人提過DSE，他兒子也才15歲──「有一次，佢（兒子）同我講：『阿爸，你那
一代讀不到大學都無問題，我這一代讀不到大學就死啦，沒前途了。』我說：『我
不同意這種想法喎⋯⋯』」
 
「我那個年代，有沒有讀大學的分別很大，因為大學生少，能上大學便已保障
了一定的成就，養妻活兒都沒問題；但若讀不到大學，日後的發展差很遠。」曾
錦強說，現在大學生增加了很多，社會更加多元化，連大學也追不上時代的進
步，「有些職業，大學根本提供不到相關課程。所以，這一代，如果你找到自己
的passion（熱情）和talent（才能），覺得大學提供不到相關課程給你，你不讀
大學，我都會很支持你。」
 
他兒子的想法，屬於多數人的想法；曾錦強的想法，則聚焦於如何在大環境下
發揮自我，很專注，不在乎他人怎麼想。

博覽群書
不偏向某一類思維

曾錦強在工作上也很專注，當年只
得31歲，便極速當上跨國廣告公司
駐港機構的董事總經理。他在中文
大學主修統計學、副修巿場學，畢
業後第一份工做床褥的巿場推廣，
但「對這產品沒甚麼passion」，只做
了兩個多月，就跳槽到服務這公司
的廣告公司，正式進入廣告界，廿
多年來未轉換過跑道，成為香港媒
體廣告業的代表人物。
 
「我常常覺得，可能我讀書時太
懶，讀完大學後才真正開始讀書。」
溫文的曾錦強，自言小時候沒有多看

書，除了學校讀物外，就只偶爾看
一些小說，「《圍城》那些囉」，還有
武俠小說如《鹿鼎記》，以及一些政
治性的書。
 
中、小學都讀愛國學校，「大陸改革
開放前，學校會安排我們看毛澤東
語錄、毛澤東選集」，也看過一些很
左、很親共的書，但曾錦強說，那些
書對他沒甚麼影響，那時候也不會
盡信大陸講的那套。
 
後來上了大學，「我們自己有選擇
時，會看得雜些、開放些，接觸不
同類型的書」，看多了，不會太偏向
某一類思維，「可以比較客觀、實際
去看一件事」。他自言政治上「歸類

不到自己」，不建制也不反建制，「是
實際」，認為每件事都應從如何對社
會最有利的角度去看。但那些年的
愛國學校學生，「相當大部分最後是
頗反共的」，曾錦強的詮釋是：被人
灌輸一些思想，反令人對那些思想
更加反感。
 
不喜歡被逼──這特點可謂貫通了
曾錦強的整個訪問。「人很有趣。學
校考試強迫你讀書時，你沒有心機
讀書；（畢業後）沒有了這枷鎖後，
反而拾起這興趣。」曾錦強在轉入廣
告業後，狂看了一陣子廣告書，甚
麼廣告書都看，「幾年就看完。看著
看著，便發覺親身下場的體驗更深
刻」，後來不大看廣告書了。

「書本帶到很多知識

給我─不單止知識，還

有很多智慧。」

廣告界猛人 感受閱讀帶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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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作者 Peter Thiel 是 PayPal 創辦人，「講
創業由 0 開始，目標是壟斷巿場，失
敗者才會謀求競爭，成功者是謀求壟
斷，因為在一個完全競爭巿場下，所有
利潤都會被競爭吃掉」。

啟發
「我們做人或做企業，都應該找到自己
的獨特性。」作者原本是讀法律的，終
極目標是入最高法院，但在每年數萬人
爭奪數十個席位的競爭下，他失敗了，
反而令他變成企業家，「很多時候，不
一定要選擇競爭這條路……找到自己的
特性，對甚麼有 passion、在哪方面有
talent，盡量利用這些去走自己的路。
這書對我有深刻影響。」

內容
此書講述 TOMS 的創辦過程。作者有
一次到阿根廷旅遊時，見到當地人穿的
「懶佬鞋」，覺得在美國應有巿場；加
上遇到一位女士鑑於落後地方孩子因沒
鞋穿而感染相關疾病，於是發起募捐鞋
子的運動，觸發作者在美國建立「買一
捐一」的賣「懶佬鞋」模式。

啟發
「你要改變社會或世界，或幫助一些
underprivileged 的 人（ 弱 勢 社 群 ），
不一定要創辦慈善事業，或靠政府，用
商業模式來做，可能更 sustainable（具
持續性）」，例如募捐的鞋，來源不穩
定、尺碼未必合適，但「買一捐一」，
貨源充足，尺碼是為有需要的人而特別
製造的；而且這企業的成功，也展示出
故事力量的重要。

內容
作者是電影《禮儀師的奏鳴曲》的編劇，
身兼作者、企業顧問等多項職業。這書
的主旨，是如何把每天都變成紀念日，
如何帶給別人幸福，令自己更幸福。

啟發
有幾個故事，曾錦強感覺特別深刻。第
一個是《禮儀師》拍攝的小鎮，有一位
小學教師寫信給小山，希望對方給畢業
的學生寫幾句勉勵的話，但小山卻拍了
一段十分鐘的影片勉勵學生。「多走一
步，便能帶幸福給人。」曾錦強說。
另兩個故事，都是同一主旨。的士司機
走錯路，小山非但不予責怪，還給他買
麪包優惠。小山公司聘請接待員不划
算，於是在接待處開了間麪包店，賺回
僱人的成本，也讓到訪者有不同體驗。
「同事說我們也可以仿效」，曾錦強笑
說，當然是說說而已。

《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
Peter Thiel,Blake Masters

（Crown Business / 2014）

《Start Something That Matters》
Blake Mycoskie

（Spiegel & Grau / 2011）

《練習幸福工作──把平凡的每一天，

都變成特別的紀念日！》

小山薰堂
（ 遠流 / 2014）

曾錦強近期至愛讀物

願望達成  
「免費」替施永青打工

年紀輕輕進身管理層，起初的十年八
載，他讀了不少管理學的書，大師如
Peter Drucker、Jack Welch的書，他
都看過，「不是感受很深」；反而施
永青對他的影響最大，「很多年前看
他的文章時，影響很深，心想如果有
一天經濟條件許可，好想免費幫這個
人打工做做事。」
 
別看曾錦強說得像個小粉絲。當年
施永青著手辦免費報紙《am730》
時，因曾錦強當時是香港最大媒體
廣告公司的CEO，掌握著傳媒的廣告
源頭，所以相約見面，「我與曾錦強
見面的時候，心中確有一點緊張。」
施永青後來回憶道。
 
結果二人惺惺相惜，2012年曾錦強
自立門戶，創立The Bees後，施永青
也成為第二大股東。曾錦強笑著說：
「初初我沒有出糧的，真是fulfill（實
現）了當日承諾，免費幫他打工一段
時間。」他採用了施永青的「無為而
治」、「3-3-3分紅」（把公司三分一盈
利分給員工作花紅）來管理新公司。
很多年輕人都想替他打工。

選書方面，財經、商管、心靈勵
志、傳記、親子⋯⋯的書，他一直都

有看，近來也看哲學書，並計劃多
看一些小說、散文等，不那麼實用
的書，「不想那麼單一⋯⋯，可能因
為看了很多書，之後發覺講的都差
不多、沒很大分別，是否這類型的
書已經看夠了？」他決定多看看其他
類型的書，以啟發思考。
 
即使是看實用書，他仍當作leisure 
reading（休閒閱讀），雖然看書時也
愛畫書間線，但很少在書上寫字，
更不會做筆記，「可能做筆記這事太
像考試了，哈哈哈！」

中文拿A 
謙稱因字體寫得好

看了這麼多書，卻說不上甚麼書對
他有深刻影響，「我是很沒記性的人
⋯⋯」。沒記性，可以在廣告界最高
層匍匐多年？不是吧。「不記得哪本
書說過些甚麼，但有沒有一些東西
根深蒂固種植在心裡、萌芽呢？我不
知道⋯⋯」也許他像海綿一樣，把很
多書的養分都吸收過來，然後再也
分不出哪一成分來自哪裡。他八年
前開始在報章寫專欄，至今出了三
本書，若果沒料子，早就露底了，
哪能持續下去？
 
他的文筆不俗，是看書浸淫出來的
嗎？「沒有關係。一來我讀中文中

學，所以接觸中文較多」，但他又
說，以往不多寫作，沒投過稿，「以
前作文老師都話我作得馬虎，有時
叫我重作⋯⋯」他認為文筆可能是寫
專欄後慢慢練出來的。可是，文筆
差的人，會有報章垂青嗎？記者再
問他的中文底子，他才說：「我想我
中文底子都OK的，因為我會考和高
考中文都拿A。」記者未來得及反應，
他又說：「公開試考得好，是因為我
手字寫得靚，我覺得這一樣都影響
得緊要。」字體固然重要，但若文不
對題、辭不達意，改卷員話之你是
王羲之！
 
從這訪問可以猜想，曾錦強的「武
器」之一，可能是他的無攻擊性和
真誠的謙虛，如果對手因而小看了
他，實在與人無尤。
 
今年，曾錦強給自己訂的目標是看30
本書。才過了半年，他已看了超過
20本。是今年看得特別多嗎？「一路
都多，今年看得多，因為中文書看
得較快⋯⋯以前看英文書多些。」
 
「多忙多忙也好，我每一天無論如
何都會看書，五分鐘、十分鐘都會
看。」很多年前他還需要捱夜的時
候，「回到家裡，睡前都會看兩頁
書，不會有一天完全不看書的」。他
說：「書本帶到很多知識給我──不
單止知識，還有很多智慧。」通過看
書，可以擴闊自己的視野、得到一些
啟發、有時會有心靈觸動⋯⋯「我
很想保持這個習慣，一旦斷了，可
能很難再拿起書本。」

「人很有趣。學校考試強迫你讀書時，你沒有心機讀書；（畢業後）

沒有了這枷鎖後，反而拾起這興趣。」

「自己有選擇時，會看得雜些、開放些，接觸不同類型的書」

後記：

訪問前，要做資料搜集。上網卻搜尋不到曾錦強的公司網頁，連旗下專做數碼

媒體廣告的The Bread Digital的網頁，也只得一個logo和「coming soon」，令人

嘖嘖稱奇。「他們（指員工）說只是幫客做（網頁），無時間自己做（公司網

頁）。」曾錦強輕鬆解釋。這代表了生意滔滔吧，畢竟，該公司已成立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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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公司傳訊總監廖國偉（左二）、沈旭暉（右二）、黃培烽（左一），黃寶龍（右一）於「新地喜『閱』指數 2015」發布會上合照。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新地）於六月中旬公布了2015年「新地喜『閱』指數」
調查結果，港人喜愛閱讀的程度及對社會閱讀風氣的評價均錄得歷來新高，平均
每周閱讀時數亦顯著增加至2.3小時，反映香港閱讀風氣正積極上升。

為了解港人的閱讀習慣、對閱讀的觀感，以及探討整體閱讀風氣，新地特別委託
智庫組織Roundtable網絡成員圓思顧問有限公司（圓思），於2015年4月13日至5月
15日期間進行第四年的「新地喜『閱』指數」問卷調查，除電話訪問外，今年更首
次引入網上調查，以抽樣方式訪問共1,400名15歲或以上的本港居民。

在早前的「新地喜『閱』指數2015」發
布會上，新地公司傳訊總監廖國偉、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
暉、圓思執行總監黃培烽，以及二手
書店精神書局第三代傳人黃寶龍，揭
曉了最新的指數及調查結果。

「新地喜『閱』指數2015」的調查發
現，近六成受訪者表示在調查前的半
年內曾經閱讀，較去年的四成大幅增
加，其中愈年輕的受訪者愈傾向有閱
讀習慣。港人看書數量及閱讀時間亦
有上升趨勢，平均每人於過去半年
看2.8本書，較去年平均看1.7本增加
一本以上；每周閱讀的時間亦由2014
年的1.3小時大幅飆升至2.3小時。調
查亦顯示，以10分為滿分，「我的喜
『閱』指數」為5.51，「香港閱讀風氣指
數」則為4.94，兩個指數均創四年新
高，反映社會閱讀風氣積極上升，情
況令人鼓舞。

此外，今年的調查亦探討港人對書籍
循環共享的看法，結果顯示56%受訪
者曾參與有關活動，其中最多人表示
曾借書予別人分享閱讀樂趣，而支持
書籍循環共享的原因依次為「希望可
以免費閱讀更多書」（60.9%），「希望
讓更多人閱讀自己喜歡的書」（57%）
及「支持環保」（50.4%）。

新地公司傳訊總監廖國偉說：「是次
調查結果反映港人的閱讀態度較以往
踴躍投入，我們對此感到十分雀躍，
亦很高興地看到不少受訪者支持書
籍循環共享，相信日久將漸成風氣。」

他表示，新閱會於今年2月與世界綠
色組織推出「循環．閱讀」書籍共享
活動至今，短短四個月間已於港九各
區收集逾10,000本書，顯示「循環．
閱讀」活動鼓勵大眾將讀完的好書與
他人分享，以延長書本的生命及共享
讀書樂的理念得到廣泛認同。

廖國偉續稱，新地連續四年進行喜
「閱」指數調查，是希望以持續及有
系統的研究，為社會各界分析香港的
閱讀概況，為如何匯聚資源將閱讀風
氣更有效地推廣提供專業參考。為
讓更多香港人分享到閱讀樂趣，新閱
會今年特別推出一系列為不同社群而
設的新猷，例如「老有所閱」項目是
透過與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合作，
鼓勵長者持續閱讀，在耆康會「長青
網」上新增「閱讀生活」專頁，讓長
者們可以方便地閱讀新閱會旗下的免
費雜誌《悅閱》和《閱刊》；「閱讀．
分享」項目向小學提供支援，鼓勵老
師發揮創意，構思別出心裁的方法於
校內推動閱讀風氣。

新閱會定期舉辦不同的會員活動，有興趣的人士歡迎登入www.shkpreadingclub.com登記成為會員，費用全免。
詳情可瀏覽新閱會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shkpreadingclub。

踏入暑假，新閱會將舉辦一連串精采活動，包括於7月15日至21
日香港書展期間，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設攤位 (攤位編號：Hall 
1，1B-D24)，讓大家自製即影即有心意相片。即場登記成為會
員，將有機會獲林奕華《水滸傳》、《三國》、《西遊記》戲劇錄
像放映會門票兩張，或其《香港有個林奕華》簽名新書乙本，大
家趕快邀請朋友一同到場登記成為會員。

活動預告

好書循環共享　分享閱讀樂趣

「新地喜『閱』指數2015」

香港整體閱讀風氣上升
創四年新高

好書推介
各嘉賓除探討近年的閱讀風氣，

也分享了最近閱讀的書籍。

《The Luminaries》
Eleanor Catton（Granta Books）

《Bach: Music in the Castle of 
Heaven》

John Eliot Gardiner（Vintage）

《黑白溢彩―荷洛維茲的藝術》
邵頌雄（牛津大學出版社）

《松浦彌太郎的100個基本》
松浦彌太郎（悅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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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投資，以柯某的認知，至少有兩
種方法：第一、是發掘未被市場發現
其價值的股票；第二、買入市價低於
其股票價值的知名股份。

以上兩者有一個相同的概念，就是
買入價格有一定的「安全系數」，下
跌的空間有公司價值所支持；不同之
處，則是前者以清盤價作比較，後者
只因市價被情緒扭曲而低於其價值。

為何要花時間說價值投資？因為不少
投資者都對價值投資法有誤解，以
為買入「價值型股票」（一般指已顯
露出其價值的股份，多指藍籌指數
股），甚至部分基金業界持倉以「價
值型股票」為主，卻刻意曲解為「價
值投資」。柯某重申一次，價值投
資，取決於安全系數，在於你買入的
價格低於其價值，方法一便是買市
場覺得光怪陸離的股份，例如股神買

比亞迪（1211）；又或者在金融海嘯
買入價殘大藍籌。現時大部分基金
只是隨波逐流跟指數買入「價值股」，
並不算是價值投資。

柯某今日煞有介事區分價值投資，
就是要帶出鄧普頓爵士（Sir John 
Marks Templeton）的投資風格。如
果說股神畢菲特傾向尋找未被發掘
的價值，鄧普頓則偏向另一邊，在市
場恐慌時買入價值股。這位鄧普頓，
就是平時基金廣告所見的「富蘭克
林．鄧普頓」的那位（詳見「約翰鄧
普頓簡介」）。

《Investing the Templeton Way》一
書中，最經典的一個例子，就是2001
年美國911恐怖襲擊後，跟市場普遍
在沽貨的實況不同，鄧普頓馬上聯想
到要找股票買，買甚麼？不買別的，
就是買市場上跌得最慘的。

當時市場跌因是911恐怖襲擊，最深
受其害的便是航空股。美國人不敢

坐飛機令航空股的預期出現恐慌，跌
得最厲害的航空股，便是鄧普頓掃貨
的對象。當時，他選擇在9月17日開
市中，訂下八隻航空股為心儀對象，
在開市後選擇跌超過50%的三隻：
美國航空母公司AMR、美國大陸航
空（2012年已併入聯合航空）及全美
航空（2013年被AMR收購）。結果，
三隻股票在六個月內為他帶來61%、
72%及24%的回報。

書中刻意提到，911之後，美國經濟
衰退僅八個月，因災難及危機而觸發
的影響，比發生當下想像的來得小。
但這就是人性，遇到重大事故，人們
傾向悲觀；相反，在好景之時，你會
更放膽一博。

不少書評都以鄧普頓最先投入日本市
場為例，證明他獨具慧眼，亦帶出他
是國際間尋找價值投資機會的先驅，
以介紹鄧老。柯某卻以911為例，因
為他買入的時候，已經打算持貨不多
於六個月，持貨長度更符合港情；反

之，日本的經驗是以年計，心急的香
港人是學不來的。

鄧普頓911買股這個例子，更清楚讓
我們明白到：投資「秘訣」低買高賣，
「低買」的機會好像觸手可及；可是，
當機會出現，由大腦發出訊號，到指
頭敲下「買入」指令的這個距離，需
要何等功力去縮短。

一般人依從人性，在壞消息時沽貨，
共同製造股災；另一些人卻覺得是機
會，選擇買貨。香港電影《激戰》的
對白：「怯，就會輸一世。」成了本地
金句；將這句話倒過來想：勇，就會
贏一世。對，他就是鄧普頓。

「人們老是問我，甚麼地方的展望不錯，但這個問題問錯了。正確的問法是：甚麼

地方展望最慘？」——約翰鄧普頓

就會贏一世！
勇，

約翰鄧普頓簡介
約翰馬克鄧普頓爵士（Sir John Templeton, 1912-2008）
是著名的美國價值投資者，得意之作為其1954年成立之
鄧普頓成長基金，至1992年售予富蘭克林基金集團時，
增長至超過200萬美元，38年增長200倍，其基金名字
仍存於現今的「富蘭克林鄧普頓基金」之中。鄧普頓爵
士並沒有如股神畢菲特般對價值投資之父格拉咸推崇備
至，但在書中亦不忘肯定股票價值的概念源自格拉咸著作

《證券分析》，故被稱為價值投資者，但他則自稱Bargain 
Hunter（便宜股擸人）。

《Investing the Templeton 
Way》 
（港譯：鄧普頓勝道）

（McGraw-Hill / 2008）

Lauren C. Templeton 為 John Templeton 的姪孫女，也

是 Lauren Templeton Capital Management 的主席。

Lauren C. Templeton

Scott Philips 是 Lauren Templeton 的 丈 夫， 同 時 他

是 Lauren Templeton Capital Management 的 研 究

部經理。另有著作《Buying at the Point of Maximum 

Pessimism: Six Value Investing Trends from China to 

Oil to Agriculture》。

Scott Phillips史葛菲臘斯（羅蘭丈夫）

BOOK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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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過 的 股 神

C O L U M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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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之敗，敗於美國，中國嚴格來說
並沒有戰勝日本，頂多只算是打和。
而日美交戰，是為太平洋戰爭，導火
線是日本偷襲珍珠港；以當時日本的
國力，此乃兵行險著，猶如大衞挑戰
哥利亞，九死一生也。可幸蒼天有
眼，日本自食其果，輸得一敗塗地，
最後更以原爆謝幕。
 
日本為甚麼要偷襲珍珠港？美籍日裔
學者堀田江理的新作《日本1941》，
參考多份從未曝光的機密文件，包括

時任日本參謀總長杉山元的備忘錄，
為讀者呈現全新的視角，答案令人意
想不到。
 
眾所周知，日本的議會政治在30年代
告終，軍國主義取而代之，但作者認
為，政府的決策並不獨裁，仍保留一
定程度的「民主」；最大問題，是議
而不決，決而不行。此話怎說？原來
當時除個別瘋子外（杉山元是其一），
大部分高層都反對跟英美開戰，但日
本傳統文化是槍打出頭鳥，加上暗殺

風氣盛行，示人以弱易招殺身之禍，
結果在偷襲珍珠港前的大半年，這
些高層合力上演了一幕你推我讓的鬧
劇，白白錯過了和談的大好時機。
 
鬧劇的主角，首推近衛文麿。他是
戰前首相，一手促成「三國同盟」
（由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日本
於1940年簽署），但又極力避免挑
釁英美，他不想做「醜人」，希望
海軍大臣及川古志郎能代為出頭，
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主張南進
的海軍也無意開戰，只想乘法國淪
陷之便，奪取法屬的印度支那（今
越南等地），但及川認為維和之責，
在於首相。主張北進的陸軍，表面
激進，其實「得把口」，最想隔岸觀
火，待德蘇對決有結果後，才決定
下一步行動。外相東鄉茂德原本也
反戰，但美日談判決裂時，他沒有
當機立斷，藉辭職拉倒內閣以收緩
兵之效，反而加入主戰行列。
 
至於東條英機，他的「二撇雞」標記
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最廣為人知
的，莫過於其「跳樓論」：「有些時

候，我們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就像從
清水寺往下跳，只要閉上雙眼就行
了。」近衛曾當面駁斥：「如果一人做
事一人當，此舉未嘗不可。但我要
為擁有2,600年歷史的國家及億萬人
民負責，我不能這樣做！」天皇見東
條失控，索性「以毒攻毒」，委任他
接替近衛做新一屆首相，希望他以大
局為重，不要動不動就「從清水寺往
下跳」。這招果然奏效，東條氣燄大
減，甚至考慮從中國撤軍，以換取美
國撤銷對日本的經濟封鎖，但他身兼
陸相的身份，又令他有所顧忌，怕撤
軍會影響士氣，進退兩難，竟然反過
來指望天皇出手干預。
 
原來日本不想動武，偷襲珍珠港只是
陰差陽錯？非也！正如作者說：「日
本決策層中沒有一個人對日本注定成
為地區領導者有任何懷疑，所以日本
需要不顧一切去擴張。於是，即使一
項擴張計劃遭到否決，政策規劃者還
會拿出另一項擴張計劃。他們會問：
如果我們不能向這裡進發，我們還能
向哪裡進發？」換言之，近衛也好、
東鄉也罷，所謂的反戰，並非基於正

義或人道立場，純粹是技術上的考
慮，他們相信，跟英美開戰，必敗無
疑，根本不值得「博」。

那為何侵略中國？因為技術上可行。
還記得日本曾揚言三個月內滅亡中國
嗎？其實這已是「保守估計」，杉山
元曾向天皇保證只須一個月即可班師
回朝！輕敵？那當然了，但不能怪日
本，因為當時的中國實在太落後，無
海軍，也幾乎無空軍，陸軍不乏臨時
拉夫的，缺乏訓練，裝備不足，戰鬥
力弱；日本以為可以速戰速決，而勝
利的果實太誘人了，征服中國，將來
就可以征服全世界。這場賭局，「博
得過」。
 
日本高層的官僚作風，在1941年闖下
了彌天大禍，令日本陷入萬劫不復之
地。四年後，同一個作風，更幾乎導
致亡國滅種。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
期分解。

如果我們不能向這裡進發，我們還能向哪裡進發？

日本終戰70周年系列之二：

大衞挑戰哥利亞

BOOK WRITER

《日本1941》
（商務印書館〔香港〕 / 2014）

生於東京，現居於紐約。曾任教於英國牛津大

學及以色列希伯來大學、專攻國際關係。另有

著作《泛亞洲主義與日本的戰爭》。

堀田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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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C r o s s o v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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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 WRITER先想好哪個破綻會令真凶露出馬腳？
再想如何讓案發現場留下紛紜線索，
迷惑讀者？安排妥當後，方從頭寫
起，不留斧鑿痕跡，讀者自會訝異於
故事的縝密，佩服作者的匠心獨運。
實際上，故事結局才是作者最早寫成
的部分。

美國學者Stephen Platt的《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刊行十年後，最近譯成《湖
南人與現代中國》一書出版。雖是嚴
肅的史學著作，但勉強讀畢生硬的譯
文後，我感覺作者是以寫偵探小說的
手法來寫成本書。

作者試圖說明︰湖南曾有脫離中國獨
立的意識，而此一意識在清末民初之
時為最盛。毛澤東在1920年提出的
「湖南自治國」主張，在作者眼中是

最有力的證據，說明此一思想的
存在。

既然有此「結局」，作者就開始尋找
證據，證明湖南民族主義由來有自。
於是，毛澤東的岳父楊昌濟、辛亥革
命的黃興、戊戌變法的譚嗣同、改革
維新的郭嵩燾、中興名臣曾國藩及左
宗棠等人，都經由作者與湖南民族主
義拉上了線。

有石破天驚的宣言和篳路藍縷的先
賢前哲，最後還要找到湖南人的民族
精神符號，證明湖南足以成為民族國
家。作者祭出明遺臣王夫之，嘗試藉
上述湖南諸君對王夫之的推崇，將王
塑造為湖南民族主義的鼻祖，為湖南
民族主義提供理論框架。

於作者所見，其「偵探故事」似乎已
經完備了。於是《湖南人與現代中
國》便由王夫之說起，提到湖南人「重
新發現」王夫之，爾後漸漸發展出獨
立自主的思潮。

這種說法頗能新讀者的耳目，卻難於
令人信服。湖南固曾有其獨有文化
及獨立國家，但自秦滅六國後，除短
時間的割據外，二千年以降都不曾自
立，所謂湘楚文化亦早與中原文化融
為一體。雖然作者花上大段篇幅，引
證湖南知識分子如何推崇王夫之，卻
終歸無法將王夫之與湖南獨立精神
扯上關係。王夫之是抗清人物，對他
的尊崇最多只可以目為當時「驅逐韃
虜」的反射，而「中國獨立於滿清」
與「湖南獨立於中國」是截然不同的
概念，難於混為一談。

然則所謂「湖南自治國」又應如何理
解呢？美國記者Edgar Snow在《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裡，引述毛澤
東闡釋「湖南獨立」的內容和起因，
簡單直接︰

T h e  S o c i e t y（N e w  P e o p l e ' s 
Study Society， 即 新 民 學 會 ）
h a d  a  p r o g r a m  t h e n  f o r  t h e 
“ i n d e p e n d e n c e” o f  H u n a n , 

m e a n i n g ,  r e a l l y ,  a u t o n o m y . 
D i s gu s t e d  w i t h  t h e  N o r t h e r n 
Government, and believing that 
Hunan could  modernize  more 
rapidly if  freed from connections 
with Peking, our group agitated for 
separation.

在中國人眼中，「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是常態，獨立建國或是擺脫暴
政，或是野心使然。設若作者對中國
歷史文化有更深入研究，大抵結論
將完全不同（讀者可另參考汪榮祖
教授所撰短文）。本書堪比Dorothy 
L. Sayers撰寫的偵探小說《The Nine 
Tailors》︰讀者隨作者追尋真凶良
久，才發現根本沒人行凶，難免有受
騙之感。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歷史學家，專研中

國 晚 清 的 歷 史 及

其外交關係，現於

UMass 任 教 中 國

近代史。 

Stephen Platt

曾聽過一種說法︰偵探小說都是從結局開始寫的。

歷史立論
露出馬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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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億分之一，好讀書，餘無足道。

C O L U M N S

春 歸 樓



BOOK WRITER談起香港文學，梁秉鈞（也斯）堪稱
一代表，他以詩和小說探問香港的文
化特質，展現香港衣食住行的面貌，
但梁秉鈞對西方現代文學的接受，
其實也可以視為香港詩人接受西方
現代文學的縮影，沒有20世紀的外
國詩歌和小說，也許香港文學就不
是今日這樣子了。梁秉鈞也翻譯了不
少外國詩，其中包括對20世紀英語

詩歌影響深遠的美國詩人龐德（Ezra 
Pound）。

如果將梁秉鈞對現代漢語詩歌的態
度，與龐德與美國詩歌的態度作對
比，應該會發現一點共通點。龐德矢
志叛逆由惠特曼（Walt Whitman）
建立的美國粗獷詩風，他擁抱意大利
和普羅旺斯中世紀詩歌。另外，龐德

開啟了革命性的意象派（imagism）
運動，但這是基於唐詩和日本俳句對
他的啟發。梁秉鈞雖然肯定了五四以
來現代中國詩歌對傳統的傳承，但在
他的詩作中，完全沒有中國新詩的靦
腆，且語言更有活力和簡潔，這無疑
與龐德在英詩語言上所作的革新並
無二致。兩人同樣吸取了傳統的養
分，梁秉鈞受惠於古羅馬詩歌和詩經
唐詩的程度，不亞於龐德。

龐德鍾情於意大利，甚至支持法西
斯政權，在朋友營救下入住瘋人院，
晚年得以回到意大利，而梁秉鈞晚年
恰好也在地中海畔的普羅旺斯養病，
兩地同樣有着悠久的歷史和詩歌傳
統。龐德的《詩章》（Cantos）在體
裁上模仿但丁《神曲》，而在漢語傳
統下長大的梁秉鈞，則溫婉了些，
他的晚年詩集《普羅旺斯的漢詩》，
除了描寫在普羅旺斯沙可慈修道院

（Monastère de Saorge）養病時的生
活片段外，便是一些模仿《詩經》的
練習，書名倒教人想起詩人龐德那首
《普羅旺斯的晨歌》。

詩人素以本土風物入詩，後來為地
道食物寫了不少作品，如《蔬菜的政
治》，從高檔次醇酒美食到平民食品
都有描寫，活脫就是香港社會的寫
照，然而這本詩集所涉及的飲食都在
外地。有些食物，無論背景在香港還
是外地，總教人有種奢華的印象，這
種感覺又表現出一種傳統文人的氣
質。這種文人的志趣在〈潘大壽六六
年畫《梅月園》〉一詩中表現無遺。
但傳統文人詩，頂多也就是寫吃飯、
郊遊、賞畫或聽樂的經驗，聲色之中
似未見深度。

書中也不乏時事之作，如因座頭鯨闖
港而寫的〈座頭鯨來到香港〉，就多

了一層諷喻。誠如詩中說的，香港真
「是個善忘的城市／他們都不大看得
起自己」。

有些詩更表現出晚年的澄碧之境，如
〈漢廣〉中有句：「事情有它們的節奏
／世界就是如此／平靜寬遠的河岸／
悠長不盡的歌聲／舒開明亮的世界」
這幾句超越了一般臨摹古詩意境和
即物寫景的層次了。

修道院裡的詩篇

《普羅旺斯的漢詩》

（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2）

本名梁秉鈞，廣東新會人。

在詩歌、散文、小說、戲劇、

文學評論、文化研究均有成

就。曾獲《大拇指》詩獎、「藝

盟」香港 作 家年獎、2010

年香港作家年獎等。

也斯（194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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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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O L U M N S

序 人 書 話



生於 1948 年，英國知名小說家、作家，擅長以細膩又疏離

的文筆勾畫現代人內心的不安和恐懼，積極探討暴力、死

亡、愛慾和善惡的問題。首本短篇小說集《First Love, Last 

Rites》（中譯本：最初的愛，最後的儀式／初戀異想）即獲

1975 年的毛姆文學獎（Somerset Maugham Award），

1998 年 出 版 的 小 說《Amsterdam》則 獲 Man Booker 

Prize。曾六度提名入圍 Man Booker Prize，是史上獲最

多提名者。其小說題材廣泛，不乏被改編為電影，《Sweet 

Tooth》的電影版權亦被買下。

伊 恩 麥 克 尤 恩（Ian McEwan）的
《Sweet Tooth》出了中文版（內地版：
甜牙；台灣版：甜食控）。這是一個
結構精巧，將政治與文學、陰謀與愛
情等老套情節揉捏出新生的故事，如
《在切瑟爾海灘上》一樣，高潮出現
在小說的最後15頁。

主人公湯姆黑利明顯有麥克尤恩的
影子，一位70年代聲名鵲起的年輕小
說家，第一部小說集就得了「奧斯丁

獎」（作者虛構的文學獎，與布克獎
有變形的鏡像關係），小說中的許多
人物都是當時英國文壇的翹楚，比如
麥克尤恩的出版人Tom Maschler、
作家好友Martin Amis、詩人／名編
輯Ian Hamilton等等。

Maschler的回憶錄、Amis的小說都有
中文譯本，但Ian Hamilton卻不太為
中國讀者所知，值得專門介紹。《甜
牙》中的湯姆黑利很想在Hamilton編

輯的《新評論》（The New Review）
上發文章，「⋯⋯湯姆確信，這份期
刊將會成為那種最權威的、只要在上
面露個臉就倍感榮耀的雜誌。」

這話毫不誇張，《新評論》從1974
到1978 年 一 共 出 了50 期， 由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ish資助，被同行
譽為過去50年中最好的文藝刊物。創
刊號上有Robert Lowell的十首詩，
Harold Pinter的劇作，John Carey的
隨筆，Clive James的人物側寫，Saul 
Bellow採訪自己，還有麥克尤恩的短
篇《立體幾何》、《色情文學》和《一
頭寵猿的遐思》。

之所以叫《新評論》，因1962至1972
年Hamilton曾與幾位友人創辦過《評
論 》（The Review）， 這 是 一 份 二
戰後英國最有影響的詩歌評論雜誌。
Hamilton本人是一位卓越的詩人，
他對詩歌藝術的超高品味，為《評
論》帶來了英美兩國最好的當代詩歌
及評論。然而70年代英國文壇掀起
了詩歌大戰的硝煙，一方是以《評

論》和《新評論》代表的文化精英，
與一小群highbrow讀者以他們共同
認同的價值和標準自娛自樂，另一方
是餘下的詩歌世界。

打1967年起Hamilton就開始向Arts 
Council申請資助，好不容易為《評
論》爭取到每期250鎊的補助，正好
夠還上一期欠下的債。1973年他給
Arts Council的文學部主任寫信，說
《評論》已經有了自我重複的危險傾
向，應該有一份新刊物覆蓋詩歌和小
說才好。他為新刊物估算了每期600
鎊的預算，於是Arts Council撥給《新
評論》7,500鎊的年度補貼。

《新評論》從一開始就不順，人手不
足導致遲版，又碰上裝訂工人罷工，
第一期就誤了出版日子，出版社和訂
戶都抱怨。刊物運作的成本大大超
出了Hamilton的預估，光稿費每期就
要1,000鎊，印刷裝訂成本更是高達
3,000鎊，這還沒算房租和人工。四
處欠債、沒有廣告、訂戶不足、資金
匱乏導致《新評論》只出了50期就關

門大吉。然而即使如此，它竟然因為
得到過小額資助而引起許多人的妒
恨——甚麼？ Arts Council竟然拿納
稅人的錢去補貼一份只有兩千個讀
者的小雜誌？成何體統！

Hamilton辦刊失敗後，將一腔未
酬的壯志傾瀉在傳記寫作上，他為
Robert Lowell（1982）、J. D. Salinger
（1988）和Matthew Arnold（1998）寫
的三部傳記成為文人傳記的標杆之
作。他還為著名的「牛津指南」系列
編選了《20世紀英語詩歌指南》。作
為一位傑出的詩人、文學編輯、評論
家、傳記作家以及不太成功的雜誌經
營者，他在20世紀的英語文壇留下了
難以磨滅的痕跡，有心人建立了網站
www.ianhamilton.org以使他的文名
不至在數字時代湮滅。

IAN HAMILTON
《甜牙》中的名編輯

《Sweet Tooth》
（Jonathan Cape ／2012）

Ian McE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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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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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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導兒童理財的範疇裡，最常見的
一個詞彙就是「親子理財」，雖然很多
人都聽過這名詞，但是對於箇中內容
仍然存有不少誤解。另一方面，我們
不必想得太複雜，因為「親子理財」
簡單來說就是由「親子」及「理財」兩
件事情組合而成，誤解一般都是由前
者而來。
 
「親子」一詞近年經常被濫用，日漸
偏離原有意義，甚至淪為包裝教育商
品的華麗花紙。現時坊間的興趣班只

要認為稍有招徠功效，必定加上「親
子」二字，種類意想不到、位置前後
不拘、搭配千變萬化，如親子英語、
體操親子班、親子歷奇、高球親子
班、親子整餅等，透過這些教育商品
的名稱，不難發現「親子」實質等同
「家長陪伴孩子一同參與」的意思。

我和阿哲曾參加一個親子音樂班，父
母的角色充其量只是一名維持自家孩
子秩序的助教，因此很多家長樂意交
由外傭代辦，結果另類「親子」再次

演化為「親傭」。某家社福機構的暑期
親子課程宣傳單張，當中特別大字註
明「家長毋須參與」，「親子」 最終究
竟有何意義?
 
正本清源，「親子」一詞實際上來自
「親子教育」，這個重要的教育概念
約於20多年前誕生，至今仍是一個
深受教育工作者推崇的幼兒教育理
論。但是一般人並不理解何謂「親子
教育」，他們的認知已被「家長陪伴孩
子一同參與」取代，這股歪風近年不
斷逐漸增強，形成「親子」風暴。
 
每逢暑假臨近，又是莘莘學子求職
升學最熱鬧的季節，家長陪太子或公
主面試的場面，對於大學任職的朋友
來說司空見慣，但是「親子面試」卻
是全新物種，足教他們嘖嘖稱奇。

話說朋友的會計師樓每年也會招募
新血，以往偶有發現家長陪同面試的
個案，起初家長還懂得收斂，最多在
辦公室門外再三叮囑，其後也有一些

懶得避嫌，索性坐在接待處公然等
候。所謂「親子面試」，就是某位求職
者的母親突然進來一同面試，而且準
備充足，批評審計行業「食鐘」文化
（行內稱Eat Time，簡稱E.T.），精闢
辛辣，表明兒子受聘的話，日後如
要食鐘，希望負責的經理致電給她
解釋因由。
 
這位E.T.需要Phone Home的外星人
當然不獲錄取，朋友笑言不想開設託
兒服務，餘悸之下提議生兒育女需
要考牌，已有子女的家長必須接受培
訓，學習如何教導孩子。這些飯後戲
言純屬胡謅，但是這番說話的後半部
分正好道出「親子教育」的真諦。
 
真正的「親子教育」概念，不是家長
陪同孩子一起學習，而是「教育家
長」如何教育孩子，將幼兒教育的重
心從兒童轉到家長身上，透過提升
「家長教育孩子」的知識、能力和技
巧，讓孩子從中獲得良好的家庭教
育，建立穩健的成長基礎。

坊間的「親子教育」書籍多如繁星，
但是良莠不齊，例如一本以「窮養男
孩、富養女孩」為噱頭的書，當中就
連最基本的「窮養、富養」概念也是
含混不清，故此讀者必須小心選擇此
類書籍，以免浪費寶貴時間。「媽媽
這樣教」系列是近年較為值得推薦的
親子教育書籍，作者首先描述在我
們與孩子相處時也有機會碰到的境
況，然後透過這些故事展示各國母親
的應對方式，讀者從中吸取一些簡單
而又具體的育兒技巧，從而提升自己
的教養能力，例如《美國媽媽這樣教
自信》提到兩個孩子在玩耍時摔壞玩
具，家長不必著急購買新的，反而鼓
勵孩子嘗試親自修理破損玩具，培養
他們自行處理問題的習慣，同時在修
理的過程中慢慢建立的自信。

家長教育

（野人文化  / 2013）

「媽媽這樣教」系列共四冊：

《美國媽媽這樣教

自信》

《德國媽媽這樣教

自律》

《日本媽媽這樣教

負責》

《猶太媽媽這樣教

思考》

兒 童 理 財

C O L U M N S

趙麗榮、孫玉梅及 

愛立方專家顧問團

BOOK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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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深 信 學 習 理
財， 應 該 從 小 開 始， 
提倡「遊戲學理財」。



2015 書展
全城熱話

新 書 搶 閘 出 爐

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在7月15至21日舉行，擔心花多眼亂不知如何找出心水之選？ 
《閱刊》今期再為你推薦「書展上架新書」，讓你先睹為快！

謝曬皮於 2012 年 11 月成立 Facebook 專頁，
至今累積超過 11 萬名追蹤者。新作《中二自作
業》以謝曬皮式幽默描寫初中時幼嫩、單純的愛
戀，定必令大家每幕都似曾相識，勾起那些年的
回憶，大呼過癮。

旅日學者李長聲的最新隨筆結集，收入近年來關於日本
歷史文化、民族性格、建築庭園、時下社會及書業出版
等方面的短文 68 篇。「把日本樹為敵人或樣板來觀察
都大可不必，無非一鄰人，自然交往，於交往之間自然
了解。」作者從細節引發思考，探索過程中既有冒險性
又不失雅趣，豐厚而紮實的學養足以讓作者遊刃有餘。

韓國研究學人鍾樂偉，自小對韓國文化著迷，經過多
年對韓國文化的認識與體會，透過韓式美食、影音娛
樂、扮靚美學、廣告營銷、男女愛情、職場文化與社
會發展，以最貼身的角度，帶讀者去深入觀察韓國社
會，揭開韓流背後「動魄驚心」的現實，讓讀者反思
這個領導潮流之國如何攻陷人心。

王祖藍、李亞男之戀由等待到開花結果，一直與他們
同行的杜婉霞，是專業輔導員、好好戀愛學堂堂主任，
她以結婚 20 年、恩愛猶勝從前的經驗，結合多年來的
輔導案例，寫成此書，提醒每對戀人：只要每天多做
一點點，就可讓愛情永恒不朽。

工商管理畢業後，作者從事電訊服務業，後來晉升為某客戶服務中心的管
理與營運顧問，穿梭於大中華區拓展公司業務。前途一片光明之際，突遭
癌魔來襲，從此遍尋名醫，同時到處遊歷，其間不忘勤習瑜伽，展開靈修
之旅，學習轉化心境。
走過賺回來的十年，作者看到更多人生風景。沿途尋覓，得失已不再重要。
拐彎碰壁無非助我們不斷提升，苦澀每步才能成就精采歷程。作者享受走
過的每一步，相信人生漫長，踏穩每一步，終能走到彼岸。透過文字，她
希望與讀者一起成長，一起變強，一起走過一段心靈重生之旅。

《中二自作業》
作者：謝曬皮
出版：青馬文化

《東瀛百面相》
作者：李長聲
出版：三聯

《心韓》
作者：鍾樂偉
出版：天窗

《戀愛防腐學 ── Love from A to Z》
作者： 杜婉霞（好好戀愛學堂創辦人、
 國家認證婚姻家庭諮商師）
出版： 升出版

《跟我一起……變強！──心靈重生之旅》
作者：Ginson Leung（梁素芬）
出版：天地圖書

從秦朝到清朝這兩千多年間，中國女性在經學、史學等
學術領域中擔當著甚麽角色？她們之中是否沒有一人可
登上經師或史家之席？她們怎樣訓課子女、啟迪後代，
孕育中國無數文壇菁英？作者劉詠聰憑著多年在中國性
別史的研究工作，撰寫這本為中國女性史研究補苴罅漏
的書籍。全書分為通論及專論兩個部分，針對中國古代
女性的治學與課子情況並詳加論述，從而展示女性在中
國文化歷史中足跡。

《才德相輝：中國女性的治學與課子》
作者：劉詠聰
出版：三聯

性 / 別政治是全球不容忽視的議題，牽繫公民的各個生活層面，更是近年兩岸三地
的討論熱點。香港由 80 年代起集中在婦女運動，推演至今多元的性 / 別運動，涵
蓋女性、男性、同性戀者、酷兒等不同性 / 別身份人士。
本書針對社會時事、流行文化現象、文學中關注的性 / 別爭議問題，如性騷擾、整
形、同志消費現象、基督徒的性 / 別解放、教學經驗、中國形式婚姻的流行等，作
不同角度的學術研究及分析，更講述 15 個本地及中國進行性 / 別運動的團體的在
地經驗。體現香港性 / 別運動的演變和發展路向，更鼓勵各界別對話溝通，建立平
等平權、友善共融的多元社會空間。

《性 / 別政治與本土起義》
主編：黃慧貞、蔡寶瓊
出版：商務

四位年輕熱血、本來互不相識的音樂治療師，有著相
似的成長背景。他們自小學習音樂，更選擇了音樂治
療作為終生職業。他們為了讓更多人認識音樂治療，
合力著書。
這本書有別於其他音樂治療書籍，服務對象由早產兒到
老人，以不同年齡層的過來人，帶出一個個撼動人心的
故事及一段段難以忘懷的經歷，向讀者闡述音樂治療的
奇妙。

《音樂殊不簡單》
作者：李振中、何顯斌、陸妤媛、梁曉盈
出版：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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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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件請投至 info@readmonthly.com。

來稿者請註明文題、所介紹書本資料、作者簡介、筆名及個人資料。

我們都是說書人
《閱刊》歡迎讀者投稿

雲來雲去有情書
林青霞的第二本書《雲去雲來》，封面驚艷，她側
面莞爾如黑夜中一朵綻放幽香的花。海明威用冰山
論小說之文字展露與意含隱藏，《雲去雲來》異曲同
工，展露林青霞寫作那一面，蘊含的是她一甲子的
生活情感，而封面剪影就是那外露的、風光明媚的
冰山。
 
也許真的因為她演戲時多讀好劇本，加上天分高，
又得白先勇、董橋、章詒和等名家指點，屆知命之
年才開始努力寫作，下筆愈來愈勤，繼《窗裏窗
外》後，又結集《雲去雲來》，文章竟然益發明淨見
慧，沒有當下常見的惡劣西式中文和數據語言，沒
有氾濫網路的濫情腔調，行文直白如話而有韻致，
抒情率真而不亢奮不消沉，其清通靈動足以令很多
中港台作家汗顏。
 
書中寫的主要是人，說鄧麗君、凌波、楊凡、甄
珍、何佐芝、大寶法王、蔣勳等等，甚至寫邂逅一
面的法國男子、文化團友和小秘書，不落俗套，寥

寥幾筆勾勒了人物的神韻。例如記與鄧麗君在餐廳
約會，二人「還沒坐定，就聽到背後盤子刀叉噹啷
噹啷跌落一地的聲音」，鄧忍不住竊笑道：「你看，
那小男生看到我們驚艷得碗盤都拿不穩了。」情景如
在目前；又如寫楊凡的性格瀟灑不羈愛笑鬧，林在
電話讚美他，他竟說林有「記仇」的缺點，叫讀者
會心而笑；刻畫大寶法王時，說「法王撐了撐眼睛，
嘴裡發出一個聲音，感覺就像是龍在嘆息，彷彿有
萬千的感傷和肩負著沉重的壓力」，出家人的悲憫隱
隱透紙而出；最後一篇〈老師的聲音〉，更以聲音之
緣寫蔣勳的淳厚寬宏，字裡行間流動仰慕之情。　
 
讀書的感悟是林青霞文章的次弦。她多次提及《斐
多篇》、《紅樓夢》、《金剛經》等經典，對她影響奇
深；讀魯迅、蔣勳、章詒和等人的作品，她動情動
容。閱讀的興味絲絲透入文字之中，書緣點綴了人
緣，彰顯了文人氣質的林青霞。又因文字質樸無
華，才見其筆下人物之真性情；林青霞的作品是文
壇上初綻的鮮花，冀盼新蕊常開。

《雲去雲來》
（天地圖書 / 2014）

作者：林青霞
1954年生於台灣，著名演員，94年
息影。2011年推出首本著作《窗裏
窗外》散文集，回響甚大，去年推新
作《雲去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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