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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快」，就一定「好世界」？在跑場上，除非你是100米短跑世界紀
錄保持者保特，否則，也似乎只能跟在人後拚命追趕。現今世界，瞬

息萬變，一味跟隨大隊跑是否就能穩住腳步？處世哲學的一句「不變

應萬變」，今時今日還合適嗎？三位說書人分別以地下經濟、價值觀

審視和資訊收藏的角度，縱談奔向「好世界」的方法。方法有同有異，

採用見仁見智，目標始終一致，就是「求生應萬變」，create your own 
economy。

 
簡單來說，《地下經濟》所描繪的就是非主流體系的
經濟活動，並將一切不納入監管、納稅、發牌等政
府干涉的經濟活動如巿集小販、銷售老翻、貨物走私
等一概歸納為作者所謂的「D經濟體系（Débrouillards 
system）」。
 
此處的「Débrouillards」源於非洲法語系國家的俚語，
意指有效率與積極的人。顧名思義，作者傾向對每一
次參與「D經濟體系」的人都予以肯定。
 
此書取材的地區遍及非洲方興未艾的小販巿集、盜
版問題嚴重的中國大陸及走私蓬勃的拉丁美洲，而無
一例外的是所描述的地方都是一些法制規範寬鬆的
地區。聰明勤勞的商家利用政府的漏洞進行買賣，定
價靈活，又補足了政府的缺口，從而潤滑了社會及經

濟。譬方說非洲利日尼亞的政府缺乏公共食水
系統，人們便自行汲取地下水在街頭售
賣，滿足一般巿民的食水需求。巴西走
私客的誕生則為了反抗政府徵收高昂
而稅制含糊的產品與服務稅。儘管這
些民間非正式經濟活動並不為官方承
認，但普遍第三世界的政府都採取「隻
眼開隻眼閉」的態度，一則因政府執

行力有限，二則因地下經濟體系龐大，作者
在書中估算，全球「D經濟體系」的GDP規模僅次於美
國，可見根除這些經濟活動有機會動搖國家根本。
 
若以此對照中港兩地則更為有趣，中國以法論法其實
頗嚴謹，但往昔執行寬鬆，令不少中小廠商如雨後春
筍冒起，但近年展開規範化後，不少身體比嘴巴誠實

美國朋友Joe已是兩年來第三次訪港，原因不外乎自
稱Pick Up Artist的他認為對亞洲女子能夠予取予求，
事實是否如此小妹無甚深究，但始終相識一場，Joe
既然泣稱之前只顧「蒲老蘭」而未曾遊覽香港，小妹自
然不得不作嚮導，帶他一遊香港萬年不變的景點——
山頂。

的廠商為了躲避內地的嚴格法規，已逐漸撤離大陸。
另一方面，近年內地Startup最成功的領域大多是「互
聯網+」的企業，亦因內地政府在這方面的法規存在
著一定的灰色地帶，使不少創業家能成功撞閘。

香港的情況則是另一個極端，嚴格的法規是創業家不
能輕視的一環，最貼身的例子可算是近年幾近絕跡的
流動小販。事實上，對上一代而言，靠街頭販賣養妻
活兒甚至買樓養舖應該是共同經歷。科技方面，富爭
議性Uber暫且不論，幾年前早已有名為「起你底」的程
式幫助用戶搜查調查對象的公開資料，但上架後不久
即被私隱專員公署強迫下架。

小妹忽發奇想，司機大哥這種避稅方法，將來是否又
可以利用Uber這種網召租車程式，讓政府方便確認其
收入以徵稅，藉此將其重新納入正統經濟體系內，避
免有心人濫用公屋綜緩等的社會救助福利呢？暫時坊
間似乎沒有相關論述，但適度地調整法規並同時支持
創新，應是創業者的喜訊。

往山頂的路途上，年輕的士司機見到外國人禁不住
「口痕」搭訕，並以頗流利的英語滔滔不絕地說自己本
來任職中環白領，人工萬七八，但香港地少人多，為
求有瓦遮頭，寧願做的士司機，月入過兩萬元之餘，
又可與老婆申請公屋。的士司機對香港社會的描述勾
起Joe的興趣之餘，亦令小妹想起最近閱讀的《地下經
濟》（Stealth of Nations）一書。

地下經濟  順應潮流

佟若喬

80 後 財 經 公 關， 大 Deal 細 Deal 統 統 做，
business trip 出不完，新聞稿寫不盡，但見銀行
家、公關傳媒界的奇怪異事。

說書人

互聯網 +乜乜乜
「互聯網 +」，即是「互聯網 +XX 行業」，例如德
國近年推行的工業 4.0，就是「互聯網 + 工業」。
騰訊主席馬化騰今年初向人大提交的四項建議
之一，就是以「互聯網 +」為引擎，推進經濟社
會，創新發展。馬認為，互聯網能夠打破訊息
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專業化分工，提
升生產效率。

《Stealth of Nations》
（中譯本：地下經濟）

（Anchor ／2012）

作者  
Robert Neuwirth

美國資深新聞記者，曾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
《福布斯》等撰文。另一著作《Shadow Cities: A Billion 
Squatters, A New Urban World》， 講 述 他 在 奈 洛 比、
里約熱內盧、伊斯坦堡、孟買等較落後的城市居住佔屋
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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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說社會主義的代表作是馬克思的《資本論》，那麼
資本主義的代表作，Ayn Rand的《Atlas Shrugged》
便當之無愧。這本厚千多頁的小說，描述一個架空歷
史的美國，社會主義和左翼思想成為政治主流，政府
逐步扼殺私人企業和自由市場，國家如何從繁榮走向
衰亡。性質有點像George Orwell的《1984》一樣，兩
本都是寓言小說，分別是讀Orwell會感到絕望，而讀
Ayn Rand則看到希望。她藉著筆下人物反抗政府的掙
扎，陳述她的客觀主義哲學思想，高舉理性自私、個
人權利和資本主義等價值，以古典自由主義精神，對
抗歪曲人性、漠視現實的左派思維。
 
現今社會，資本主義一詞彷彿帶有貶義。Ayn Rand
筆下理想的資本主義，接近亞當史密夫的原形。資本
家不是金錢遊戲的莊家——不事生產只懂錢搵錢，而
是帶領社會進步的工業家和發明家，憑知識去創造財

富。資本主義的精神，在於私有產權，財富由誰生產
出來，所有權便屬誰。交易必須出於雙方自願，以暴
力威嚇手段去強行徵收等同搶劫。社會主義的「各盡
所能，各取所需」，聽起來很美好，但實行起上來，
卻是無生產力的人在勞役有生產力的人。書中有一段
故事講述，車廠老闆受到大愛的感召，決定在車廠推
行社會主義。薪金不是論功行賞，而是看誰有需要，
要鬥慘才獲分配金錢。除最基本的食飯和生存之外，
老闆說你沒有其他需要，你便休想拿取最低以外的工
資。結果有能力的員工，不甘受到剝削，辭職另謀高
就，車廠捱不了多久便倒閉了。
 
一間公司推行社會主義，員工可以辭職不幹，但當全
國都推行時，工作崗位由政府分派，人民又可以逃往
哪裡呢？在「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國度，每個人只
問分配不問生產，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當你看見別人
比你窮，你會對所擁有的感到羞愧，有兩塊麪包不分
他人一塊讓你內疚。當你看見別人比你有錢，你會痛
恨他生活比你好，憤怒他不與你分享財富，從而想著
如何把他的財產搶到手上。書中的主角John Galt，建
立高科技的世外桃園，以$標誌為旗幟，帶領資本家
反抗政府的苛政。他的武器不是暴力而是信念，他主
張「人不欠我，我不欠人」，他以理念感召資本家和有

生產力的人一起大罷工，從社會中完全抽離，撤退到
世外桃園中，過著自給自足、公平交易的生活。當社
會上有生產力的人都走了，剩下來沒有生產力的人，
連養活自己也成問題，掠奪者再沒有可供掠奪的對
象，社會主義政府最終難逃經濟崩潰。
 
Ayn Rand的理性自私常被人誤解為冷血無情，其實她
的理念正確的解讀，乃為每個人都擁有自身的主權，
延伸至其生產的財富之上，亦同樣擁有絕對的主權。 
不論是勞力或金錢，沒有人能要求你無條件幫他。若
以暴力手段強迫你去幫他，那就是強盜，若以罪惡感
去讓你良心受責而幫他，那就是小偷；兩者之惡，只
是程度之別。Ayn Rand並非說我們不應幫助別人，而
是幫助別人應是等價的交易，換取的不一定是金錢，
可以是親情、愛情、善心等無形財富。若果幫助別人
非出於自願，兼且幫助完了並不快樂，那為甚麼還要
去幫忙呢？我沒有欠他甚麼！反過來若他因為我不幫

忙而怪責我，那樣的人並非可以公平交易的對象，應
該索性與他斷絕來往。在人與人之間很顯淺的道理，
當提升至政治理念的層面，為何會180度反轉過來。
左派財富再分配的政治理念，不正就是有生產力的人
奉旨要幫助不事生產的人嗎？
 
這部書的評價十分兩極，左派固然恨之入骨，從作
者的中心思想，到寫作技巧，無一不被批評得體無完
膚。反過來對左派思想反感的人，不懂如何反擊左派 
「無私奉獻，大愛包容」的歪理，從這書就能找到完整
的道德論述，從此可以理直氣壯向左派說不。美國不
乏商界菁英和大企業CEO，公開讚揚此書的思想，對
他們人生產生深遠影響，而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國聯儲
局前局長格林斯潘。讀者要有心理準備，這本巨著並
不容易讀，我前後花了一年才看完。此書在說故事的
外衣之下，迫使你重新檢視自己的價值觀，思考人生
和社會的意義。若能閱畢全書，思想頓時啟蒙開竅。

人不欠我 我不欠人 

Let me give you a tip on a clue to 
men's characters: the man who 
damns money has obtained 
it dishonorably; the man who 

respects it has earned it.

Horace Chan

中年電腦工程師，在矽谷某老字號科技公司混
飯吃。每次回港省親，遇著親友問做盛行，總
要費一番唇舌來澄清不是 IT 人。

說書人

《Atlas Shrugged》
（Penguin Putnam Inc ／

2012）

作者  
Ayn Rand

俄裔美籍哲學家、小說家和劇作家，憑著其客
觀 主 義（Objectivism）哲 學 理 論， 被 譽 為 20
世紀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她的兩部小說

《Fountainhead》和《Atlas Shrugged》，長據美
國暢銷經典小說榜首，更是不少學校的指定課
外讀物。

何謂自私？
在日常用語中，「自私」（sel�sh）是一項罪名；
不顧別人，不是好人。Ayn Rand 的「自私」並非
如此解釋，自私的人一樣會顧及別人，只要前提
是基於雙贏的交易。自私的相對是「專門利人，
毫不利己」的利他主義（altruism）。利他主義的
最大問題，是不要求回報、自我犧牲，完全否定
自己的權利；當一個人否定自己的人權，他還算
是一個人嗎？是故自私為人，利他非人也。

延伸閱讀
《Fountainhead》
Ayn Rand

（Penguin Putnam Inc /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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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公司同事交來文件，無論是文字抑或數字，通
常二話不說，我都會先處理格式，然後才斟酌內容。
我對資訊結構的執著，令同事們痛苦不已，都說我有
「資訊強迫性」。
 
我自年少就有收集的嗜好，由經濟和哲學書籍，到字
帖、流行曲CD、章石、錢幣，有時自己也不知道，為
何會開始收集一類物品，但只要一開始，就有種按捺
不住的衝動，要集齊完整的一系列。收集嗜好和「資
訊強迫性」，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但據我所知，有
收集嗜好的人，都會將藏品分門別類；而多數人都會
按照約定俗成的分類去將藏品歸類，然而假以時日，
收藏者會建立出自己的一套分類方法，自成一家。換
言之，收集的真正樂趣，不在於擁有，而是將藏品歸
類整體的過程。我的藏品雖然收納在一個個紙箱當
中，但我很清楚記得每一個箱中藏著甚麼、為甚麼它
們會和其他藏品放在一起，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我
的書架也是一樣，每一本書放在甚麼地方，和甚麼書
放在一起，我有一套特定的邏輯，我閉上眼睛也可以
將它們找出來；有人挪動過我的書，我一定知道。

會上有一定程度的
「腦神經多元性」（Neuro-

diversity）。
 

《Create Your Own Economy》雖然有不少
關於自閉症的討論，不過此書的最主要目的是

探討在資訊膨脹極急速的世界，我們可以如何自處。
在過去的日子，資訊「質量」大，而且集中，曾幾何
時，半部《論語》已經可以治天下，所謂學富五車也只
不過是十本八本經典。可是在今天的世界，莫說一本
洋洋灑灑十數萬字的書，就算是一篇數千字的文章，
也被視為「長文」；最多人閱讀的，是一言半語的網上
留言，又或者最多90秒的短片。
 
「多、快、簡、短」的文化，是否代表互聯網世界膚淺
和短暫？Cowen認為，現今資訊膨脹，其實每個人收
集資訊的機會也更多，問題是我們在自己的思維結構

 

經 濟 學 家
Tyler Cowen是個有另類觀點的
作者，他在《Create Your Own Economy：The Path 
to Prosperity in a Disordered World》提出一個很有趣
的觀點：被標籤成自閉症（Autistic）的人，對於所接觸
到的人、事、物等一切，都有歸納分類的習慣，有時
候他們的歸納分類方法異於主流；在陌生環境中，他
們被過多的新官能資訊衝擊，頓時感到無所適從，
行為也顯得怪異，正因此一般人難以理解。不過， 
Cowen指自閉症人士對資訊和感觀的分類習慣，其
實有一種天賦，也因此令到他們成為某方面的專家，
故此Cowen提出，我們應該重新了解自閉症，接受社

當中，有沒有意識到要將這些資訊歸納和分類？就像
一個收藏家一樣，將零碎的藏品，排序成一個有個人
意義的組合。換言之，Economy最根本的意思，就是
一個價值體系。Create your own economy，就是指
每個人都有機會自成一家， 將身邊的人、事、物都重
新組織，創造出一個新的價值體系。
 
此書立論具爭議，背後含義更富挑戰性。在互聯網社
會成一時風尚之前，主流社會對知識的分門別類，不
但有極為牢固的既有觀念，每個類別也各有權威，尤
其是專家學者。Cowen的理論，意味著往後的世界，
不但知識沒有人為的範疇分野，社會上權威的角色也
將有所改變；從人類文明的發展，尤其是社會性的知
識，本來就應該有廣博的基礎。Cowen指出的現象，
其實只反映在互聯網等的世界，我們回到了知識發展
的最根本，不讓任何人擁有判斷對錯的專利，讓每個
人對自己有興趣的題目，有一家之言。

資訊收藏家

半部《論語》治天下？
「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典故，最早出於南宋林
駧的《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八〈儒史〉：「趙普，
一代勳臣也，東征西討，無不如意，求其所學，
自《論語》之外無餘業。」趙普所學的書籍，除了  

《論語》之外，沒有別的了。這段話下面有個小
注：「趙普曰：《論語》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
定天下。」

1 0 1 0 1 0 0 0 1 1 1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0 0 1 1 1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0 0 1

1 0 1 0 1 0 0 0 1 1 1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0 0 1 1 1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0 0 1 1 1 1 0 1 0 1 0

1 1 1 1 0 1 0 1 01 0 1 0 1 0 0 0 1 1 1 1 0 1 0 1 0
1 1 1 0 1 0 1 0

1 1 1 0 1 0 1 0
1 1 1 0 1 0 1 0

《Create Your Own 
Economy: The Path 
to Prosperity in a 

Disordered World》
（Dutton ／2009）

作者  
Tyler Cowen

美國經濟學家，於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擔任經濟學教授，與同事 Alex Tabarrok 在超
人氣博客 Marginal Revolution 撰文，同時為

《紐約時報》專欄〈Economic Scene〉的主筆。

FEATUREFEATURE
利世民

 工作和興趣都是以經解經。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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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人總是喜歡妒忌及發掘他人的
缺點；〈論野心〉令我明白當野心不
能自由發揮的時候，會變成一種陰
鬱的情緒。
 
作者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的散文，最大的特點就是運用了歸
納法，以經驗作為手段去研究自然
及經驗哲學，我在閱讀每一篇散文
時都體會了培根對於人生的觀察力。
 
「喜歡自我吹噓的人所說的話有誇張
的成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他
們自我誇耀的目的。」喜歡自我吹噓
的人總是沒有自信，惟有透過稱讚
自己來博得別人的同情。
 
「滔滔不絕之人通常都是思想膚淺、
人云亦云之人；不管對所言之事是
否了解，他們都會大肆宣揚一番。」
《論人生》這本書似乎並非說明人生

展和普及，逃出貧病交加的狀況，但
有些人卻遲遲未能受惠，而且兩種人
在各個範疇的距離愈來愈遠。Deaton
研究的課題，正是為何人類的發展歷
程中，會出現不平等的結果。

開宗明義，Deaton在書中首先定義何
謂幸福。在個人層面，幸福的範圍很
廣闊。因此，作者集中討論人們最關
心的兩點：「健康」及「財富」。本書分
生死、財富及援助三部分，整理由上
世紀到近幾年的大量有關數據：例如
從各國預期壽命的近百年來數據，作
者從而追溯這一百年有甚麼新發明或
政策轉變，而引致這些變化。

無論健康上或者財富，要減低人與人
之間的差異，關鍵在於能夠減低制度
偏向的影響。假如政策傾向某一方，
政策本身就成為當權者的尋租工具，
或許會令貧者愈貧。例如近幾十年來
美國政府的政策，傾向增加醫療福利 Philosophy when superficially studied, excites doubt, when 

thoroughly explored, it dispels it.  
－ Francis Bacon

的意義，而是教導讀者如何在社會中
生存並且生活得更加快樂。
 
令筆者感受最深的，是來自〈論憤怒〉
的一句：
 
「憤怒的確是一種卑劣的行為；心靈
軟弱的人常常會被它所支配，比如孩
子、婦女、老人和病人。因此，一定
要注意，一旦發怒，絕不可夾帶著恐
懼的情緒爆發怒氣，而是將怒氣與輕
蔑一同表現出來。」

根據培根的觀察，經常表達憤怒的
人，內心是比較脆弱，亦容易感到
恐懼，因為他們缺乏耐心，而當他
們爆發憤怒的時候，同時會把恐懼
爆發出來。
 
閱歷深的讀者不難發現培根的觀察
力，我已經反覆看這本書超過五次
了，每次看都覺得非常受用，思想豁
然開朗。

而減少照顧工人組織，據作者解釋，
是由於美國選民多是嬰兒潮的一群，
而這班相對富裕的人，已進入退休年
齡，醫療福利自然成為他們最切身的
問題；相反美國工業不停萎縮，現在留
在工業的工人，有很多是沒有投票權
的墨西哥人或有犯罪記錄而不能投票
的黑人，這直接令工會失去政治影響
力，變得沒有政治市場。

本書最後一部分談論「援助」的章節，
最是精采。Deaton堅決反對向貧窮國
家提供援助，原因十分簡單：他認為
貧窮的國家之所以貧窮，大多是因為
當地政府的腐敗。如果富有國家繼續
把財富捐到這些腐敗國家，當權者只
會有更多「子彈」去維繫自身權力及利
益，當權者更可能以販賣自己國家平
民的苦，以換取更多外國人的同情
心和捐助，讓他們從中抽取更多的 
利益。

「究竟我的人生有甚麼意義？」相信每
個人都曾對自己的人生感到迷惘，禁
不住這樣捫心自問。對人生的迷惘，
時期可以很長，以致每分每秒困擾著
自己。「我活著究竟為甚麼呢？」漸漸
地，對事物不斷的採取質疑的態度，
我也曾如此，幸而看到了《論人生》這
本著作，彷佛在霧裡遇上一盞明燈，
引領我走向正確的道路。
 
48篇散文中，〈論憤怒〉令我領會到
原來經常發怒的人，對傷害特別敏
感；〈論青年與老年〉令我學會了原
來青年和老年在成長路途上各有性
格優勢；〈論結婚與獨身〉令我明白
思想傳統及性情嚴肅的人通常是用
情專一的好丈夫；〈論養生之道〉令
我學會了長壽之訣在於避免嫉妒、
焦慮和恐懼；〈論禮節與得體〉令我
學會了重視小事可贏得舉止優雅的
稱讚；〈論嫉妒〉令我明白了一無所

每年諾貝爾獎的評審，總會借得獎者
的成就來向世人表達對現今社會問題
的看法，也向全球的政權表達他們做
得不足之處。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ngus 
Deaton，在研究消費、貧困及福利方
面有所成就，在現今貧富懸殊的世界
下，顯得別具意義。

經濟的門外漢認識Deaton，大多是因
為他兩年前的著作《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此書的名字《The Great 
Escape》，靈感來自60年代的一齣同名
的電影；電影講述三個被德國納粹軍
隊捉入俘虜營的同盟軍的逃生故事。
Deaton認為，觀眾大多將注意力集中
在逃生英雄上，忘記了大部分人還留
在俘虜營中逃不出去，而現實世界就
好像電影所描繪般，有一部分人因為
各種社會進步，尤其是醫學科技的發

人生明燈

作者  
Francis Bacon, （1561-1626 ）

英國哲學家、科學家及政治家，主張唯
物主義，透過歸納法去獲取知識，其著
作有《論人生》、《學術的進展》及《新工
具論》。

《論人生》

（The Essays）
（黑龍江科學技術 

出版社／2011）

戴雲露

鍾情亞當史密夫，著重情感互通，心靈交流，
夢想成為道德倫理學家。

說書人華少

職業雲遊四海，但求人生貴而不富，各安天命。

說書人

富貴不由天

《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Princeten University 

Press ／2015）

作者  
Dr. Angus Deaton

201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主力
研究消費、貧困及福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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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機家沒有僱員，沒有老闆，毋須不時

笑容可掬地向別人問好，也不必像銀行

家或經紀人那樣忍受神經質的客戶。他

不必游說別人買東西，他是貴族，可以自

由支配自己及自己的時間，難怪許多人羨

慕他們。

「看股神的書籍，是否有用？」柯某
經常會收到類似的提問。以上問題合
理，甚至柯某間中亦會反問自己。始
終看投資書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
賺錢，提升賺錢能力。股神們都是投
資奇才，但看他們的著作，難免會想
到：

一、  他們的成功並非處於現在的時
空，經典的理論亦未必貼市；

二、  夫子自道，不免會自吹自擂、隱惡
揚善；

三、  柯某未見過股神書「派冧巴」，難
以直接買貼士得益。

綜合閱讀股神著作的經驗，柯某認
為，看股神書無疑是有用的；最有用
的，是看他們的氣度，在遇到挫折時
如何面對並成功翻身。

今期柯某寫的德國股神高斯圖蘭尼
（André Kostolany），就是一個曾兩度
破產的投機者。本地傳媒喜歡引述他
的「投資十律」，柯某卻更欣賞他對投
機的定義，就是要破過兩次產，才有
資格稱為投機者。此書台譯為《一個投
機者的告白》，跟德文原文《Die Kunst 
über Geld nachzudenken》有出入（德
文原意直譯是「思考金錢的藝術」）。長
期「一注獨贏」股神書籍，柯某可以斷
言，此書的文氣之強，較其他投機者
江恩、佛李摩爾更甚，直覺覺得其氣
勢強似其「同鄉」索羅斯，但同時亦謙
卑有如股神畢菲特。

箇中原因，柯某估計跟他在離世前
的數月才動筆有關，同年他便離世。
實際上，高斯圖蘭尼未及目睹這本書
的出版，便與世長辭。然而，他寫書
時已九十有三，畢生之功力盡化為文
字，此外，曾經歷戰亂的人，個性都
較強悍，氣勢強勁不言而喻。

此書另一神奇之處，在於沒有英文
版。高斯圖蘭尼是匈牙利出生的猶太
裔人（跟「大鱷」索羅斯一樣，分別是索
氏到了美國發展，高氏則轉到德國），
真正成為殿堂級人物則在德國，本書
以德文出版，卻離奇地沒有英文版，
不僅Amazon沒有，連美國的投資網站
都表明沒有英文版。華文地區卻有緣
以中文閱讀此書，也是難得的機會。

在傳媒的手筆之中，股神就是每次都
贏，不能犯錯。這位「德國股神」卻絕
不離地，其中一句廣為人所引述的名
言：成功的投機家在100次交易中，獲利
51次，虧損49次，他就靠這差數維生。

對待虧損，本是割肉之痛，但他轉念
為經驗上的獲利，「只有仔細分析失
敗，才能從中獲利」。這不正是本地股
民「交學費」的說法？但做到又有多少
人？相反，「在證券市場獲利會覺得自
己受到認可，感覺在雲端，於是體會
不到自己還繼續學習，只有慘敗才會
讓人回到現實，這時就必須診斷出錯
誤所在」，對獲利快感的淡薄，才是在
投機市場上取勝的泉源。

閱讀股神書籍有沒有用？柯某的答
案是：有，答案就在《一個投機者的 
告白》。
 

1.  有主見，三思才決定：是否應該買進，如
果是，在哪裡，甚麼行業，哪個國家？

2. 要有足夠的資金，以免遭受壓力。
3.  要有耐心，因為任何事情都不可預期，

發展方向都可以和大家想像的不同。
4.  如果相信自己的判斷，便必須堅定不移。
5.  要靈活，並時刻考慮到想法中可能有

錯誤。
6.  如果看到新的局面出現，應該賣出。
7.  不時查看購買的股票清單，並檢查目

前還可買進哪些股票。
8.  只有看到遠大的發展前景時，才可買進。
9.  考慮所有風險，甚至是最不可能出現

的風險，也就是說，要時刻預料意想
不到的因素。

10.   即使自己是對的，也要保持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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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不要跟著建議跑，不妄想能聽到秘密
消息。

2.  不要相信賣主知道他們為甚麼要賣，
或買主知道自己為甚麼要買，也就是
說，不要相信他們知道的比自己多。

3. 不要想把賠掉的再賺回來。
4.  不要考慮過去的指數。
5.  不要躺在有價證券上睡大覺，不要因

期望達到更佳的指數而忽略它們，也
就是說，不要不做決定。

6.  不要不斷觀察變化細微的指數，不要
對任何風吹草動做出反應。

7.  不要在剛剛賺錢或賠錢時做最後結論。
8.  不要只想獲利就賣掉股票。
9. 不要在情緒上受政治好惡的影響。
10. 獲利時，不要過分自負。

德國股神

「投資十律」與「投資十戒」

《Die Kunst über Geld 
nachzudenken》

（商業周刊 ／2014）
台譯：一個投機者的告白

譯者：唐峋

投資
十律

投資
十戒

作者  
André Kostolany（1906-1999）
被稱為德國股神，據稱在德國的地位等同股神畢菲特。他出生
於匈牙利，於巴黎發跡，並在德國工作，經歷兩次破產仍能再
度崛起，老年時在不同報章撰寫專欄、演講，
繼而被稱為「股市教授」，1999 年 9 月於巴
黎 逝 世， 享 年 93 歲。《Die Kunst über Geld 
nachzudenken》於 2001 年以德文出版，據
書中前言所寫，執筆時為 1999 年 2 月，成
為其遺作。

兩度破產
德國股神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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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愛好幻想，但要將它結集成書也
不容易。雖然，市場上偶然也會出版
一些為文學作品編制的工具書，但常
局限在個別文本中，視野較狹窄。誰
能為幻想作記錄？日本的山北篤就正
是一個收集和整理幻想的專家。他以
製作動畫遊戲為業，尊重想像，重視
創作，決心要將不同種類的想像保存
下來，編制監修了一系列記錄幻想的
工具書，如《幻想地名事典》、《惡魔
事典》、《魔導具事典》、《魔法的15堂
課》、《一流編劇都著迷的奇幻事典：
110個創意源頭大公開》等著作，將我
們流傳的想像，系統化地分門別類，
方便讀者查閱。

山北篤擅長處理虛無縹緲的幻想，懂
得如何規範解說。《幻想地名事典》
收錄了數以千計充滿奇想的地域名
稱，由冥界、國家、都市、戰場、堡
壘、名山大川到山林湖泊，分布世界
各地，有些是真有其地，只是沾上了
想像色彩，有些則是完全虛構。各個
地名條目都指出所在地，並列明出處

是「神話」、「歷史」、「宗教」、「傳說」
還是「創作」，如「崑崙山」源於中國的
神話、「納斯卡」出自秘魯的歷史、「勒
穆里亞」源自印度的傳說、「秘密花
園」就來自英國的文學創作，再配上解
題、注釋、索引和地圖，就成為幻想
世界的地理百科全書。

《惡魔事典》網羅了古今中外的惡魔，
涉獵範圍甚廣，既有但丁《神曲》的
奇魔，也有印度宗教典籍記載的夜
叉鬼，更收錄美國電影經常出現的殺
人小丑，魑魅魍魎，令人目不暇給。
《魔導具事典》就將幻想世界出現過的
道具，圖文並茂地描述，就如希臘神
話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蛇形手杖，就包
含蛇脫皮重生的意義。手杖更穿越時
空，成為醫學界沿用至今的蛇權杖標
誌。《魔法的15堂課》則選取較流行的
魔法結集成書，解說各種魔法的歷史
由來和特點，如女巫、鍊金術、占星
術等等，雖超越理性，但帶來了無限
的想像空間。假如世上真的有魔法學
校，這本就是教科書。

至於《一流編劇都著迷的奇幻事典：110
個創意源頭大公開》，就是教導世人如
何開展想像。山北篤整理出創作故事
時常被參考引用的國家歷史、魔法傳
說、武器、宗教、地名、魔鬼怪物和
生活習俗，令《一》成為異常實用的創
作工具書。正如〈小小的妖精〉一章，
從文學作品和傳說中，歸納出常見的
妖精種類；〈傭兵〉一章，就指出中世
紀歐洲戰爭中，常有招募傭兵出戰的
情況，更描述他們的服飾裝備；〈歐洲
的公共澡堂〉一章，記述中世紀歐洲的
公共澡堂只在白天開放，一些更附設有
圖書館和劇場，是設備齊全的娛樂場
所。這本書為愛創作的人士帶來無限
的靈感，也是一本知識豐富的好書。

工具書的種類繁多，是書店的熱賣書
籍，但以收集幻想，協助讀者翻查想像
的工具書，卻選擇有限。山北篤一系列
的幻想工具書，正好補缺拾遺，是上
佳的延伸閱讀。況且，想像是美麗，現
實是殘酷，偶爾沉醉想像世界，逃離
現實，也是不錯的餘暇消遣。

《閱刊》為讀者找書，也為書找讀者，
是另類的書籍推銷員。推銷的手法就
是文字，能吸引讀者閱讀推介書籍，就
是完成任務。若能進一步引發思考和
延伸閱讀，更是一大樂事。正如以「神
話」為主題的一冊（2015年3月號）中，
愛幻想的好友閱後一直愛不釋手，但
卻為世界各地神話故事的繁瑣名稱而
煩惱，繼而猜想文學界有沒有為神話
傳說編訂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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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書人

作者  
山北篤

1960 年生於日本大阪府。
任 系 統 工 程 師 後 致 力 寫
作，於製作遊戲外並著述
諸多關於歷史、魔法、宗
教方面的書籍。

《幻想地名事典》  
譯者： 王書銘

（奇幻基地／2011 ）

《惡魔事典》

譯者：高胤喨、
劉了嘉、林哲逸

（奇幻基地／
2012）

《魔導具事典》   
譯者：王書鉻

（奇幻基地 ／2013）

 《魔法的15堂課》
譯者：王書銘

（奇幻基地／
2005）

 《一流編劇都著迷的

奇幻事典：110個創
意源頭大公開》

譯者：博偉晨
（如何出版社／2001）

珍

藏

幻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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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網上廣泛流傳各式「Startup」界
英雄的名言，相信大家必定會感覺
到「Startup」這詞彙根本就是「型的化
身」。再同時在股票市場看看阿里巴
巴、騰訊、Google及Facebook的股
價，更會感到加入「Startup」根本就是
「發達的階梯」。無怪乎今天的香港，
人人都高呼要做Startup，就連政府都
說要開設創新科技局。
 
今天，如果你走在街上隨便找個有意
創業的人問他甚麼是Startup，他們十
之其九會告訴你：寫App之類的快速增
長創新科網公司。如果你問他們最欣
賞的Startup界偶像是何許人？獲得的
答案大概是Mark Zuckerberg、Steve 
Jobs、Larry Page、Elon Musk、Jeff 
Bezos、馬雲或馬化騰之類。至於最近

看過甚麼關於Startup的書？也許九成
人會回答是黃雅麗的《創業大時代》或
者Peter Thiel的《Zero to One》。然而當
你問為何不開始創業，又或者目前遇
到甚麼問題？想必也有九成人會答你
香港市場太小、政府沒有支持及欠缺
資金等等。
 
說到底，一般人都會說香港不是創業
的好地方，根本不可能出現像馬雲或
Peter Thiel之類的傳奇創業者。
 
作為Startup「掹車邊」的一分子，我
見到的卻又不盡然；至少我敢肯定到
目前為止，香港仍是地球上其中一個
在稅制及融資方面處理得比較好的地
方。如果香港不是好地方，怎會出現
LifeHack、GoGoVan及9gag等成功的
例子？
 
所謂Startup的重點，其實在於開始，
照字面直接翻譯及執行便是。但怎
樣開始，總得有些方法才行。今次我
要推薦的書籍便是前蘋果首席宣傳
長——Guy Kawasaki所寫的《Art of the 
Start 2.0》。

素——「人」。雖說Startup，但畢
竟仍是生意，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是必要的。如果創辦人不懂分辨
何謂好的合夥人及合適投資者，
大家又如何走遠？如果大家只懂
進而不懂退，一切以己為重，只
貪圖公司持股比例或控制權，而
不知引進其他比自己更合適的人
及投資者，公司又如何壯大、如
何幫你追趕目標呢？

 
五、 作者曾經在美國蘋果打工，而且
更是Garage Technology Ventures
的Co-Founder，即是天使投資
人。這代表他比一般作者有更多
的經驗，能發現及解決年輕創業
者常見的事件。此外，他以往在
大公司的管理及行銷經驗，使其
建議比單純創業者多了一份長遠
穩定發展的眼光。

為何要推薦此書？

一、 因為市面有太多名人傳記式及案
例分析的Startup書籍，再推無謂。

二、 作為這類書的長期讀者及Startup
過來人，每次閱讀此書，我總會
有一種「我要盡快開始」的感覺。

 
三、 這本《Art of the Start 2.0》真的
教你由零到一怎樣開始。如何
由開始到賣盤，它會教你由怎樣
調整創作概念、表達你的產品，
繼而告訴別人、去找投資者、
presentation，到最後階段分配
股權以至拆夥都有涉及。補充一
點，坊間一般的Startup工具書都
是有「開始」沒有「終結」的。

 
四、 這書在不同的範疇都加入了其他
Startup工具書時常欠缺的重要元

黃式

曾擔任傳媒中層管理人，現為創業初哥。

說書人

如果大家看完這書後還有點時間，我建議大家可以看看他和社群媒體策略
家合著的《The Art of Social Media》，此書同樣寫得淺白易明。作為沒有宣傳
budget的初創公司，一定要想盡辦法盡量利用免費渠道去宣傳產品及服務，
相信這書絕對可以幫到手。

作者  
Guy Kawasaki

美 國 矽 谷 著 名 的 風 險 投 資
家，1984 年 擔 任 蘋 果 公 司
首 席 宣 傳 長， 現 為 Garage 
Technology Ventures 的執行董
事，並在《Entrepreneur》、《福
布斯》等多家媒體擔任專欄作
家。

《Art of the Start 2.0》
（Portfolio/2015）
作者：Guy Kawasaki

《The Art of Social Media》
（Portfolio/2014）

作者：Guy Kawasaki、
Peg Fitzpatrick

Our industry does not respect tradition - 
it only respects innovation  

－ Satya Nadella, Microsoft's CEO

作者  
Peg Fitzpatrick

美 國 社 媒 宣 傳 專
業顧問兼演說家，
現時為《12 Most》
的 聯 合 編 輯， 偶
爾也會替《Huf�ng 
Post》撰文。

創業
寶典

As startup CEO, I slept like a baby. I 
woke up every 2 hours and cried.  

－ Ben Horowitz, Co-Founder of  
Opsware and Andreessen Horow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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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時代
網
我對本地的Startup有興趣，是因為其
中一個本地創業家宋漢生。他是我朋
友的朋友。碰巧那段時間在不同的場
合見到他，又剛好知道他當時在《蘋果
日報》上有專欄，就開始對他多加留
意。不看他專欄還好，一看之下驚覺
他為人斯文、行文風格瀟灑、內容言
之有物。他的專欄內容正是他的老本
行：創業，自此我對創業更有興趣。

看到自己人在世界打出一片天，我會
相當自豪，加上宋漢生的Startup電子
書櫃aNobii又在意大利大紅大紫，所
以就對邁向世界的Startup更有興趣。

本地成功的創業家相當有趣，他們
成功的產品，多數是在衝出香港後才
取得成功，反而在本地市場不太出名
⋯⋯所以可能有某種香港產品在世界
很有名，香港人卻不自知。為了定期
更新資訊，所以我買了創業新書《創業
大時代》。

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本地兩間在社
交媒體紅得發紫的Lifehack和9gag。因
為我們做marketing的，最想就是「將
件事viral出去」。以上兩間社交媒體在
Facebook和其他平台的粉絲人數，當
然令我們一眾廣告人羨慕到極。羨慕
歸羨慕，我最想的當然是從中偷師，

大自然的顏色是甚麽？你或會自然聯
想到綠葉、紅日、藍海、黃土。看畢
《熊貓的故事》，我會答，是黑白色。
 
黑與白，世上有不少地方、民族都是
以此來表現生與死。兩者強烈的對
比，也代表著陰和陽的顏色。萬物皆
有各自的顏色，卻離不開生命與死
亡。可以說，黑白是萬物之本源，是
最根本的顏色，是最基本的狀態。唐
亞明、木下晉和杉浦康平三人，選擇
以熊貓作為繪本《熊貓的故事》的主
角，並以素描繪畫，別具意義。熊貓
的身軀，黑白相間，表面是對立的兩
極，同時又是統一的整體；此繪本以最
真實的方式，讓讀者體會大自然最根
本的狀態。日本「圖畫書之父」松居直
曾說：「真實的力量最強大也最深遠。」
他欣賞此書的原因，正因其風格寫
實，不會刻意迎合市場而替熊貓換上
動漫、卡通式的面貌。
 
既然繪本要堅守「真實」原則，故事
切忌擬人色彩的渲染。唐亞明在日本
從事編輯圖畫書已31年，但他坦言，
要避免過度擬人化是編寫熊貓故事

看看它們有甚麼秘技，可以令粉絲人
數飛升。

其中我對做Lifestyle Blog的lifehack.org
最感興趣。Lifehack創辦人Leon Ho提
出一點極重要的，就是凡事以數字為
依歸。一般做social media marketing
的，都知道要大量like大量share，很
多時候就以數字的多寡定勝負，但對
數字間有甚麼規律，甚麼內容才能更
受歡迎，就沒有太多研究。而Lifehack
卻在數字方面下極多工夫。他們最重
視的，是數字間的規律。因為他們深
信，數字間的規律就是粉絲的習慣。
透過解讀數字，就能知道 fans的偏
好，這是留住讀者的不二法門。 這也
是為甚麼其粉絲人數可以節節上升。

我讀畢那一章，簡直有如醍醐灌頂。
lifehack.org將讀者做的每個細節，都變
成可以量化的指標，並根據不同指標來
判斷讀者的喜好，這簡直完美解答了
marketing最根本的問題：「到底啲客鍾意
啲乜？」這令人確切感覺到，所謂的「大
數據」，能替我們解答甚麼切身問題。

有人說，創業就是要解決問題。看完
lifehack.org的做法，我相信他們早晚
有一天會解決得到「人類喜歡甚麼」這
個問題。祝他們好運。

的最大難關；解決辦法，就是以樸實
淺白的第三者描述，捕捉熊貓生活習
性的簡單細節。這些細節串連起來，
變成一則小熊貓被媽媽遺棄、學習獨
立自居的故事。日本早前拍攝過一齣
有關熊貓的彩色動畫片，也叫《熊貓
的故事》，講述小熊貓濤濤的媽媽被
獵人奪去生命，多舛的命運卻將牠
從四川推向完全陌生的歐洲，成為供
人觀賞的囚徒。濤濤雖然得到飼養員
瑪麗的細心照顧，卻不斷思念遙遠的
故鄉。動畫故事的基調的確悲傷，但
由於是彩色卡通的關係，失去了黑白
繪本的沉重。即使是BBC與Sir David 
Attenborough這對英國雙寶合攝的熊
貓紀錄片，也稍嫌太過多姿多采，觀
眾容易被絢麗多彩的畫面和生動調皮

《創業大時代》

（天窗 ／2015）

作者  
黃雅麗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
播學院，曾任《香港經濟日報》
副主筆，現為香港無線科技商
會 執 行 總 監。2009 年， 憑 有
關科網創業的系列報道，獲第
四 屆「 中 大 新 聞 獎（ 文 字 專 題
組）大獎」。其他著作包括《這
雙 手 雖 然 小》、

《創業 2.0 科網
六 子 蕩 寇 誌》、

《 早 晨 八 九 點
鐘的太陽》（合
著）。

方健僑
香港大學畢業後，從事零售及
批 發 業 務， 領 導 公 司 進 行 電
子 化 工 作， 年 僅 25 獲 投 資 創
業，其後引入歐美知名通訊科
技產品的品牌如 US Robotics、
Palm、ORiNOCO 及 O2 等等，
由 Modem、PDA、Wi-Fi 網 絡
設 備 以 至 智 能
電 話， 皆 早 著
先機。

媒魅力
黑白

作者  
木下晉

著名鉛筆畫家，1947 年出生
於日本富山縣富山市。金澤
大學教授，東京大學工學系
建築學科、武藏野美術大學、
新潟藥科大學兼課講師。在
日本國內和巴黎、紐約等地
多次舉辦畫展，畫作被十餘
家美術館收藏。

作者  
唐亞明

作 家、 翻 譯 家，1953 年
出 生 於 北 京，1983 年 赴
日，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文
學系和東京大學大學院綜
合文化科。長年在日本最
大的少兒出版社福音館書
店從事圖畫書編輯工作，
並在多所大學任教。

《熊貓的故事》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5）
作者：唐亞明（文）、木下晉（圖）、

杉浦康平（裝幀設計）

的描述分心，這就是擬人色彩過度渲
染而失真的後果。
 
我一直在强調繪本「非擬人化」的元
素，但繪本始終是給人看的。《熊貓的
故事》的重點價值，不只在於真實，
還有富層次的情感表達。從小熊貓被
母親遺棄，到後來遇上大地震，每一
頁的黑、白、紅（文字），都產生了我
心裡對大自然的畏懼。唯獨翻到較後
的一頁，一副充滿慈愛的老婆婆面孔
呈現在眼前，受傷的小熊貓被老婆婆
救回，心中的忐忑也頓時一掃而空。
在老太太眼裡，突然看見受傷的小熊
貓，有驚恐，有慈愛，有憐憫。躺在
同一頁的左端是那隻受傷的小熊貓，
它看到人類也是驚恐，與更多的無
助，還有孩子看到親人的神態。這一
切，沒有以文字去說明，要靠木下晉
的繪畫補足，顯示黑白所產生的想像
力，非常寶貴，也非常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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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書人馮紀立

深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兩者不可或
缺。 讀時，不限題材，但愛以了解作者
為先，會有一口氣讀畢作者所有作品的
衝動。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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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紀法國的赦罪書是一種法律檔案，源自近代早期法國司法史上的一種獨特的赦免制度。犯下
命案的犯罪嫌疑人，在正當的、情有可原的情況下，可以通過一套特殊的司法程序，請求國王的赦
免，從而免遭死刑的懲罰。作者利用現存逾 9,000 份的赦罪書，解讀基層民眾的生活與情感，尤其
是他們講述的赦罪故事的敍事特徵。

台灣設計雜誌《ppaper》開創了另一個不同的典範，為讀者打開國際視野。製作團隊在每一集中，
挑選新進設計大師及具潛力的新秀，在紙上做一場又一場的精采對談：打破健力氏世界紀錄的
荷蘭書籍設計師 Irma Boom、全球最知名女設計師團體 Front Design、川久保玲的幕後推手 Filip 
Pagowski……本書集結 45 位國際級大師的創作過程與發想的源頭，為大家揭開設計大師的秘密創
作世界。

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席伯南克在任八年，他的每一步，都撼動世界。他帶領全球安度金融海嘯，但
航向卻飽受爭議：他為何沒察覺房市泡沫的前兆， 一上任就三次加息？ 2007 年次貸風暴爆發，他
為何會低估其影響，讓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呢？為何他前後救了貝爾斯登和 AIG，卻獨漏雷曼？危機
時刻，他為何大膽推出量化寬鬆政策？到底他是拯救世界經濟的舵手還是歷史的罪人？
透過伯南克唯一的自傳，讀者將盡覽豐富的決策細節、人物特寫和記錄，並深入了解美國金融危機
和經濟大衰退當中，最不為人知的內幕與詳情。

2012 年瑪麗娜以優異成績於耶魯大學畢業，前途一片光明。她創作的音樂劇即將在紐約國際藝穗節
上演，知名雜誌《紐約客》也有一份工作等著她赴任。不幸的是，畢業後五天一場車禍奪走了這個才
華洋溢的年輕生命。瑪麗娜畢業前夕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孤獨的反義詞〉，在網絡上被熱烈分享轉
載，不僅因為文中洋溢的無限可能性與現實的對比過於令人震驚惋惜，更在於她說中了廣大同代人
的心聲，宛如《最後的演講》（The Last Lecture）：「甚麼才是屬於我的志向與夢想？如何善用自己的
才能為世界帶來改變？」瑪麗娜遺留給世人的文字，將讓人心頭無可迴避地重重一震。

人的一生所懸念的，無時無刻不影響著我們的心；而心，則影響我們的一生。要如何駕馭自己的心，
為漫漫人生尋出一條清澈澄明的道路，莊子之道有解。
若失去了一段愛情，莊子教你：「厲風濟則眾竅為虛」。大風一停，發出聲音的樹穴皆回復寂靜。愛過
了、努力了，就該放下，為甚麼要放任心情擾動不安？用盡全力卻無法得到肯定，莊子說：「物莫之
傷」。既然無法掌控外在，不如轉而經營內心，讓自己不再陷溺於世俗價值的網羅，任龐大壓力將自己
淹沒。經常為負面情緒、憂鬱與焦慮所纏擾，莊子教你：「莫若以明」。把視野提升到太陽和月亮的高
度看事情，將會發現世界如此廣大，使你有寬闊心胸駕馭人生百態。
要為生命找道理，要安定惶惶不安的心靈——是時候讀讀莊子！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多明尼克莫恰努所屬的美國女子體操隊，成為美國第一次摘金的女子體操隊伍，
當時 14 歲的她，是其中最年幼的成員。奧運光環背後，是無盡的訓練、挑戰與黑幕。然而，對多明尼
克來說，更難以置信的，是十年後一封突如其來的信件，揭開了莫恰努家族的秘密──她的親妹妹，剛
出生就因「沒有腿」而被父親送走。
多明尼克在書中直視自我，勇敢揭露童年時期的種種創傷與壓力、奧運體操的內幕，以及與父母決裂、
對簿公堂之隱情。同時也娓娓道出她獲知自己還有個妹妹之後的不安，逐步體驗到血緣的奧妙；她那「不
存在的妹妹」同樣熱愛體操，從小便把她當成偶像，更突破身體障礙，奮力往這條路上邁進。一連串的
驚奇與巧合，讓人看見生命的奇跡與勇氣。

文具從人類懂得記事之後便一路癡心相伴。由數個世紀演化至今，時時刻刻幫助人們記錄事件、量吋
畫軌，讓人類的生活愈來愈便利。你桌上的一根小小迴紋針、一罐膠水、一本便利貼、一支鉛筆……
它們活了近千年，經歷過的故事比你想像中的多更多！透過巨細靡遺的歷史考證，跨越東方與西方，
穿越時空回到古代，一場文具的穿越劇鮮活上演：回到一眾文具被發明的那一刻，看見它們最初的清
純樣貌，看著它們在演進的路途上如何在外觀與功能上彼此影響，最後造就了文具王國，也改變並創
造了人類文明史。

現代醫學已經扭轉了嬰兒死亡率、受傷生病的致死率，但是面對衰老和死亡，醫學能做的還是很有
限。身為著名外科醫生的作者，透過自己家庭和病人的故事，描述了衰老、死亡過程中的困擾、痛苦
與無奈。醫生該如何與病人討論死亡？如何提供適度而不浪費資源的療法？如何協助病人在虛幻的期
望與有品質的臨終生活之間，做出抉擇？這些不僅是醫學院很少會教的課，也是許多人避諱不敢面對
的生命課題。作者以誠懇的態度、溫暖的筆觸，敍述老人安養、臨終照護的種種面向，揭示人生的終
極目標可不是「好好的死」，而是「好好的活、有尊嚴的活過每一分鐘」。

本所深川的「糊塗蟲」巡捕井筒平四郎，極怕麻煩卻常惹上烏龍事，幸好老天爺待他不薄，賞賜活潑
伶俐的小夥伴── 14 歲的「萬人迷」天才外甥弓之助，和堪稱「行動錄音機」的耿直少年「大額頭」，
陪他度過驚濤駭浪。只是，近日江戶不太平靜，來歷不明的男子被砍為兩半，殘留的血水遲遲未消。
不久，賣神藥「王疹膏」的瓶屋老闆橫死家中。更怪的是，失蹤的賣春女無端變成浮屍，搞得人心惶
惶。平四郎出馬調查，豈料小夥伴狀況多多，弓之助音訊全無，拋棄「大額頭」的生母上門糾纏。好
不容易掌握線索，又挖出 20 年前的慘案。千辛萬苦湊齊所有拼圖，他才恍然大悟，一切皆離不開世
間最難解的男女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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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LEASES

《檔案中的虛構──

16世紀法國的赦罪故
事及故事的講述者》

出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作者：Natalie Zemon Davis

《正是時候讀莊子：

莊子的姿勢、意識與

感情》

出版：天下雜誌
作者：蔡璧名

《不存在的妹妹》

出版：商周出版
作者：Dominique 
Moceanu

《誰把橡皮擦戴在鉛筆

的頭上？——文具們的

百年演化史》

出版：時報出版
作者：James Ward

《凝視死亡：一位外

科醫師對衰老與死亡

的思索》

出版：天下文化
作者：Atul Gawande

《相思成災》

出版：獨步文化
作者：宮部美幸

《創意大師想什麼？──

包益民╳ PPAPER╳ 45
位全球頂尖創意大師對

談經典》

出版：時報文化出版
作者：包益民

《行動的勇氣——危機

與挑戰的回憶錄》

出版：今周刊出版社
作者：Ben S. Bernanke

《The Opposite of 
Loneliness: Essays 
and Stories》
出版：Scribner
作者：Marina Keegan

新加坡作家 Kevin Kwan 繼暢銷喜劇小說《Crazy Rich Asians》後，再度推出調皮諷刺及宛如
喜劇般的豪門小說，描寫女主角 Rachel Chu 即將與亞洲黃金單身漢訂婚前，找尋生父的過程，
攀龍附鳳的心機手段、上流社會的流言蜚語、億萬富翁的感情困擾，全都發生荒誕奢華的上流
世界裡。一窺中國富人是如何利用財富彰顯社會地位，一部宛如真人騷的怪誕幽默之作。

《China Rich Girlfriend》
出版：Doubleday
作者：Kevin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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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級導賞嘉賓丁新豹博士細說有趣的歷史故事，大家聽得津津有味。

馮錦雄（左）及鄭麗莎（右）在講座上散發陽光正能量。

一眾參加者一邊踏著單車走訪歷史建築和文化博物館，一邊細味書中記載的有趣歷史。

新閱會的「兩個轆」漫遊到沙田的大圍村，欣賞圍村特色。

踏單車跳出靜態閱讀框框

名人嘉賓暢談運動及寫書路上苦與樂

丁博士生動有趣的講解，讓參加
者增加對珍貴文物建築及香港
歷史的認識。為鼓勵大家走進閱
讀世界，新閱會及丁博士特別配
合導賞團精選相關讀物，包括余
光中著作《沙田山居》、陳達材
所著《沙田新市鎮規劃故事》，
以及分別由沙田區議會及沙田民
政事務處編印的《沙田古今風
貌》和《沙田文物誌》，讓參加
者在導賞團後作延伸閱讀。

至於「我閱讀　我『敢』動」系列的第二個活動「我是運動員也是作者」講
座則於10月31日舉行，邀請了截肢跑手馮錦雄及「蜘蛛女」鄭麗莎親身說書，
他們分別從自己的著作《我要跑起來》和《蜘蛛女‧鄭麗莎Lisa Cheng》出發，
分享運動員向著目標前進的追夢歷程，以及首次做作家在寫書路上的點滴。

講座上，馮先生特別提到剛於十月初舉行的智利極地馬拉松中獲得勝利的難
忘經歷，鄭小姐亦分享了過去於長洲搶包山比賽中遇到的挑戰。他們永遠向
前的堅毅奮鬥精神，感動了在場每一位觀眾。

在11月，新閱會則送上「我閱讀　我『敢』動」系列的最後兩個活動，包括「踏
上樓梯時光機」文化導賞團及「人生垂直跑」講座，前者由著名香港歷史專
家丁新豹博士及導賞機構「活現香港」帶大家穿梭中上環的特色樓梯，發掘
一直存在的美麗風景；後者由著名電台節目主持人梁繼璋暢談如何面對人生
階梯，並分享他培育兒子建立閱讀習慣的心得。

新閱會呈獻連串閱讀 x 運動節目

與愛書人一起 「敢」動

從來汗水與閱讀絕緣，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新地）新閱會特別在今年秋天，推出

「我閱讀　我『敢』動」系列，舉辦一連串結合閱讀和運動元素的活動，包括文化導賞團、

講座和好書推介，鼓勵大眾多讀好書之餘也多做運動，實踐身心健康生活，得到從頭

「動」到腳的樂趣。

新閱會「我閱讀　我『敢』動」系列活動於十月
下旬展開，頭炮活動「兩個轆漫遊書世界」文
化導賞團於10月24日舉行，由香港中文大學歷
史系客席教授、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丁新
豹博士帶領參加者跳出靜態閱讀的框框，一起
踏著單車尋找沙田的新顏舊貌，走訪大圍村、
曾大屋和香港文化博物館。

《蜘蛛女‧鄭麗莎Lisa Cheng》
（鄭麗莎 / 運動版圖）

《我要跑起來》

（馮錦雄 / 青森文化）
《沙田山居》

（余光中 / 商務印書館）

《沙田新市鎮規劃故事》

（陳達材 / 星島）

《沙田古今風貌》

（沙田古今風貌編輯委員會
/ 沙田區議會）

《沙田文物誌》

（衞慶祥 / 沙田民政事務處）

好書推介

新 閱 會 定 期 舉 辦 不 同 的
會 員 活 動， 包 括 名 人 嘉
賓 閱 讀 講 座 和 文 化 導 賞
團 等 等， 歡 迎 大 家「 讚
好」 新 閱 會 Facebook
專 頁（www.facebook.
com/shkpreadingclub），
以 及 登 入 w w w.
shkpreadingc lub.com
或 以 智 能 手 機 掃 描 QR 
Code 登記成為會員，費
用全免。齊
來 踏 上 喜

「 閱」之 旅，
培 養 輕 鬆、
愉快的閱讀
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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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煉成的

邵頌雄：

邵
頌
雄

PRO-AM

古典音樂、佛學、歷史，普羅大眾覺得「悶到打
瞌睡」的三個範疇，卻有人同時愛上，甚至熱衷
鑽研，成為「業餘專家」（Professional-amateur，
簡稱「Pro-am」）。說的是專治佛學的加籍華裔學
者邵頌雄教授，邵教授在多倫多大學任教，研究
漢藏佛學，卻出版一本暢銷書《黑白溢彩──荷
洛維茲的藝術》，大談古典音樂，不乏知音人。早
前邵教授返港小休，《閱刊》特找他訪問；剛好說
書人謝毅是邵的「粉絲」，也同樣愛好古典音樂和
歷史，遂展開一場Pro-am的對談。

謝：謝   毅
邵：邵頌雄

記：記   者

謝： 邵教授於09年出版著作《黑白溢彩──荷洛
維茲的藝術》，題材如此冷門，在香港市場居
然大賣，短短一年推出增訂版，銷情好得令
書店負責人大跌眼鏡，當初怎麼想到寫古典
音樂書籍？

 
邵： 其實當初沒想過要出版，只是想寫個文字集，
送給媽媽做80歲生日禮物。我受母親和黃牧先
生的影響而認識鋼琴家荷洛維茲，而媽媽是黃
牧的「粉絲」，那時覺得能找到黃牧先生幫我寫
幾隻字就好了，後來把文稿傳給他後，他交由
牛津出版社出版。編輯跟我說的第一句話是：
「這本書應該很難賣得出！」但我相信牛津作為
學術機構出版社，應該有預算出版一些「蝕錢」
的書吧！哈哈！

  
謝： 這麼多年來，華文圈子不是沒有人想看古典音樂書，只是缺
乏適合資深樂迷、內容深入淺出的專書，近年出版的各走極
端，要麼太淺，佔大多數；要麼太深，近乎不可理解，為何
有這種現象？

 
邵： 作者寫作時必須代入讀者的想法，樂評與藝術評論都很易
流於形容詞的堆砌，沒想過讀者能否消化，這是一般專家
寫書的盲點。

 
謝： 主場新聞創辦人蔡東豪曾談到Pro-am的現象，互聯網的
普及，凸顯了Pro-am的威力，他們的興趣隨時可變成專
業，就像醫生律師寫藝術、文化人寫經濟等，這反映讀
者不滿專家寫得太學術。

 
邵： 蔡東豪曾說，「Pro-am的人是用自己團火做一件事出來，
怎會不好看？」霍金也寫過《時間簡史》，這對科學家來
說是很粗淺的書，Brian Greene、Stephen Hawking這些
頂尖科學家，都有將知識普及化的心，反而藝術界很少
這種人。

 
謝： 沒錯，專家應有更大的責任把知識推廣出去，其實黃牧和台
灣的資深樂評人崔光宙都是我的啟蒙老師，可惜他們現在已
封筆了。Pro-am不易做，因為要公餘花時間去培養興趣，要
達到近乎專業水平才可以寫出一本書。為何邵兄當時讀書可
以培養到這麼多興趣？

 邵： 這跟我的老師有很大關係，像我的師傅王亭之老師，對書法、
國畫、易經、經濟和佛學都有深入的認識，除了是紫微斗數大
師外，也是黃金的專家，又辦過《每周經濟評論》，是個學富五
車的人；大學時我認識一位英國教授，精通日文、藏文、梵文及
中文，同時醉心考古學、柔道及武術，他們都是renaissance（多
才多藝）的人，當興趣不是負擔時，就有發展下去的動力。

批判性思維很重要

音樂是邵教授的業餘愛好，久經鑽
研下，知識媲美專業者。

謝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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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在追求同一標準

知識要互相衝擊

邵：   朱曉玫也是個Pro-am，連當紅的郎朗師妹王羽
佳，赴法國時都去她的演奏會拜會她。現時從
學院出來的都追求同一種標準，沒有發展個人
風格的餘地。

 
謝：   上世紀初的演奏家的賣點不是技巧，是個人風
格，因傳播媒體不盛行，難以抄襲，每個人都
會努力摸索，那時的樂壇最百花齊放。

 
記：   電影業是否亦面對個人風格欠奉的問題？
 
邵：    對，現時的荷里活電影不停拍續集，就是要向
大財團集資時，說服他們不會蝕錢。以前的電
影味道是不同的，意大利導演Sergio Leone拍
攝的《獨行俠》系列、最後一部作品《義薄雲天》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我都很喜歡，

他用電影語言表達的意象，是前無古人的，直
至現在的鬼才導演Tarantino有些鏡頭運用也是
向他致敬的。

  華人方面我喜歡吳宇森導演，他的作品深受
Sergio Leone影響，90年代的荷里活電影，都爭
相模仿他的暴力美學，但他去年底的《太平輪》
上集影評極差，下集也是靜悄悄地上畫、靜悄
悄地落畫，證明不斷重複自己的吳氏，不斷走
下坡。05年的《Mr. and Mrs. Smith》有很多吳
宇森式的槍戰場面，但因別人懂得吸收後再變
化，你不會覺得過時。王家衛比他聰明，風格
獨特但總能找到新方向，每個畫面都很精緻，
每部新作總能給人驚喜。

謝：    風格不是說你要變就能變，要在早年求學時擴
闊眼界，儲下很多「貨」，經年累月才有機會昇
華綻放，像荷洛維茲，當年受恩師啟發，練琴
之餘，培養了對其他不同藝術的愛好，特別喜
歡歌劇，潛移默化，為日後轉型奠下了基礎，
晚年的荷洛維茲不再賣弄技巧，改以變幻音
色及如歌的造句獨步天下，全靠早年「不務正
業」。現今讀書壓力大，令世界少了「大師」出
現。

 
邵：    自我反省更重要。我寫了兩篇文章關於《逝去
的武林》，此書的筆錄者正是王家衛《一代宗
師》的編劇徐浩峰。書中記錄1930至1940年代三

謝：    初中時無心向學，愛在抽屜偷看《衛斯理》
小說，或到圖書館看《牛頓》雜誌，學習自然
科學；之後愛上歷史，全因遇上幽默的歷史
老師，他們好笑得像黃子華一樣！班上的那
些「古惑仔」，一上歷史堂就會專心聽書，好
誇張的！那時我立志入大學要主修歷史，但入
了大學後，卻誤打誤撞副修心理學，雖然要經
常查字典，甚麼樹突、神經元，讀文科的我一
點概念都沒有，但因為上堂太開心，一切辛苦
都感到值得。Psycho（心理學）是很科學的東
西，可應用在生活中，例如有個學派叫classical 
conditioning（古典制約），可以解釋為甚麼我
們會「睹物思人」、「觸景傷情」，很有趣。

 
邵：    我從小到大的讀書成績都很好，理所當然地覺
得自己是理科生，當時大學收我讀mechanical 
engineering（機械工程），本來想做工程師，
後來轉了讀營養學，到第三年，讀到外系的選
修科，接觸到佛學，當年的教授很有啟發性，
令我之後兩年都選宗教哲學的科，那時才知道
自己喜歡甚麼。中學時看很多金庸小說，文字
受金庸和王亭之這些上一代的人影響，很多人
以為我是個50至60歲的人，所以我寫不出王迪
詩的風格！哈哈！

位最頂尖的武術宗師的軼事，三人來自同一門
派，也是練形意拳，但各人風格迥異；聽說三
人不會切磋，因為必有一死。三位大師明白人
各有長短，故練習時針對自己的優點來訓練。
表現到自己的標記最重要，現時中國已經沒有
武林，只有武術，李連杰、吳京的都是套路表
演，把功夫耍到最優美就能拿獎，但他們「唔
打得」，其他藝術亦一樣，為了參加世界級比
賽，人人追求同一種標準，如果你不在這標準
內，再出色也是曲高和寡。每個界別都流於套
路，自然沒空間讓有能者發揮。

記：年輕人想成為Pro-am，有甚麼建議？
 
邵：    少些打機！不要將時間花在很無謂的事情上，
發展多些興趣，靠批判性思維去認識所有事
物，就能找到自己那團火；如果連團火都「撻唔
起」，那談不上做到Pro-am了。

 
謝：    大學生選修科目的時候，應盡量選些跟主修風
馬牛不相及的科，例如文科讀理科，商科讀宗
教就最好，這樣才有衝擊，把不同的知識統籌
起來，適當時候就能成為Pro-am。其實選修科
毋須考慮分數和工作需要，反正選了文史哲，
將來都「乞米」，不如拿時間來培養興趣；如果
主修醫科法律，將來生活定有保障，更加要試
試讀些「乞米」的科！

 
邵：    年輕人愛上網找資訊，但網上資訊太多，而
Facebook更有個程式，會替你篩選常看的立
場，若以它來看新聞和認識社會，便會困在一
個框內，欠缺批判性思維，而這種思維對Pro-
am來說是很重要的。

 
謝：   雖然現時讀書壓力很大，但看書的時間一定
有的，像都市人說沒時間做運動一樣，都是藉
口。我也是搭車時看書，另外要多到書店，才
有機會發掘自己潛藏的興趣，可能你有天會因
為一本印刷精美的書而發現自己原來喜歡建
築，有興趣便會想鑽研下去。

 
邵：   補充一點，行二手書店更好，大書局亦會幫你
篩選了。

談到古典音樂，朱曉玫是邵頌雄一位非常欣賞的
鋼琴家，她對老莊思想神往，更把意境融入在演奏
中。在芸芸技巧高超的演奏家中，確立了她鮮明的
個人風格。

二人提到青少年時期，謝毅是個「低分高材生」的成
長故事，邵教授則笑指自己是一個「高分低能生」。

與其羨慕別人多才多藝，不如先打破對所有事物的前設，培養更多興趣，說不定有一天，
自己也能成為一個Pro-am。

邵教授原修讀機械工程，後轉攻營養學， 
最後投入佛學與哲學的懷抱。

現為多倫多大學教授的邵頌雄，以 Pro-am 姿態推出 
著作《黑白溢彩──荷洛維茲的藝術》，獲知音人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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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中產的啟示

COLUMNS

《日本新中產階級》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5）
譯者：鄧伯宸

傅高義（Ezra Vogel）
1973 年生於俄亥俄州一個猶太人家庭，先後就讀俄
亥俄衞斯里昂大學及哈佛大學，任教哈佛大學 30 餘
年。傅高義精通日文，能說漢語，著有多部關於中
國、日本和亞洲的著作；其有關日本的著作，在西
方作家中是史上最暢銷的。

作者  

閱 讀 C r o s s o v e r

提起傅高義（Ezra Vogel），大家必定想
起其代表作《日本第一》。但說來有點
尷尬，此書在1979年出版，十年後，日
本的泡沫經濟爆破了，往後20年，日本
始終當不成老大，早前甚至被中國爬
頭，由老二變老三。如果我是傅高義，
我會寧願沒有寫過這本書。

當然，以一本書的成敗衡量傅高義的
學術地位，是有欠公允，他的其他著作
依然甚有分量，其中成名作《日本新中
產階級》，早前出了50周年紀念版，足
見影響歷久不衰，值得向大家推薦。

先來一個正名。新舊是相對的，有新中
產自然有舊中產，當中差異，在於國家
認同。作者說：「有別於舊中產回應西
方時，往往表現出民族沙文主義及傳

統的復興，多數上班族深信，日本的
傳統必須要適應現代⋯⋯時至今日，
對於念書時要熟記124個天皇的名字，
連自己都覺得可笑。甚至對於國家起
源的故事，原先號稱千真萬確的事
實，如今都已經淪落到神道教神話的
地步。」一場戰敗，造就了一群理性的
新中產，由他們重建的日本，是一個
能跟西方接軌的新日本。明治維新未
竟全功的現代化，幾經波折，在戰後
的50、60年代終於實現了。

從工作態度到生活方式，新舊中產的
態度也有分歧。戰後日本深受西方思
想影響，個人主義抬頭，新中產開始
追求work-life balance。作者說：「許多
人都質疑之前理所當然接受的權威觀
點，比如人活著就要承受痛苦，埋頭

苦幹，並認為那是自然且不可避免的
⋯⋯公司發現，要求上班族加班愈來
愈困難。上班族習慣了規律的工作時
間，把無償加班視為對自由的侵犯。」

且慢！作者有無搞錯？日本人怕辛苦
不肯加班？那又何來「過勞死」？我最
初也不理解，但想深一層就明白了，
因為大家的reference point不同。作
者是拿新中產跟戰前的舊中產比較，
我們則拿昔日的上班族跟今日的「御宅
族」比較，結論自然大有出入。這也是
世代之爭的弔詭之處。有人認為新一
輩不如上一輩，但在上一輩中，父執
輩又不及祖父輩，後者又比不過曾祖
父輩，這樣一代一代的數上去，永無
休止，亦無意思。

話說回來。作者以新中產為研究對
象，有其用意。因為他們是戰後日本
的時代象徵，透過觀察其日常生活，
順藤摸瓜，即可掌握社會全貌。相信
大家都知道日本有所謂終身聘用制，
而且，大家都好羨慕，對不對？但這
個制度是有代價的，因為一間公司做
到老，人人都爭入大公司，貪其薪高

糧準；怎樣可以脫穎而出？當然是名牌
大學畢業。如何考入名牌大學？那就
看閣下讀甚麼中學了，如此類推，贏
在起跑線，由幼稚園開始。作者說：
「東京最近開了幾間特別學校，專為3
至4歲準備應考幼稚園入學試的小孩而
設。」這個「最近」，是指半世紀前，日
本的怪獸家長遠比香港來得早，也更
「怪獸」。

還有一個問題。香港有一試定生死，
但只影響升學，在日本，入職考核的
結果卻關乎一生的前途。因為終身聘
用是雙向的，老闆不會炒你魷魚，你
也不能隨便轉工，否則就是叛徒，遭
人歧視事小，失去年資事大。日本職
場是論資排輩，公私營皆如是。所
以，年輕人畢業後要馬上決定前路，
決定了就無得反悔。正如作者說：「一
個人的成就、保障和社會流動機會，
被高度壓縮在人生的某一點。」這麼高
風險的賭博，大家夠膽試嗎？

俱往矣。自從冷戰結束，全球化的競
爭一下子以幾何級數遞增，日本的生
產成本太高，工廠外移，職位流失，

動搖了行之有效的終身聘用制，牽
一髮而動全身，原本超穩定的中產階
級亦告瓦解，貧富懸殊，出現了大前
研一所謂的「M型社會」。由於前景暗
淡，一職難求，年輕人無奈加入「飛特
族」（Freeter）行列，甚或隱居家中，
做「御宅族」。換言之，今日上班族的
地位已經大不如前，更遑論像昔日的
新中產，能夠代表整個社會。

套用William Kelly的一句話作總結：「這
本書雖不是一本超越時間的經典，卻
是一本抓住了時間脈搏的佳作。」要認
識戰後日本的社會發展，這本書絕對
不能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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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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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Quentin Bell寫姨媽Virginia 
Woolf的傳記出版後不久接受了一次
廣播採訪，採訪者問道：「你展現了
她非常完整、非常知性的一面，她熱
愛生活的方方面面⋯⋯」Bell打斷了
採訪者：「從性生活的角度看，你無
法說她是一個完整的女人。她很冷
淡。她在性方面不算正常。在其他關
係上，她可以算正常。」接著他引用
了父親Clive Bell對Virginia的看法：
「對我們其他人來說，人生一大事業
是進行愛情探險。對她來說，則是一
隻蝴蝶飛進窗戶。」

最近BBC新拍的三集迷你劇《Life in 
Squares》中，若有若無地暗示了
Clive和妻妹Virginia似乎有過曖昧之
情。Clive Bell在與Vanessa結婚後風
流韻事不斷，而Vanessa卻被同性戀
畫家Duncan Grant深深吸引，甚至為
Duncan生下一個女兒Angelica，這個
女兒後來嫁給了Duncan的男朋友David 
Garnett⋯⋯Bloomsbury群體成員之間
錯綜複雜的情感關係，催生了無數文藝
作品；一位加拿大學者S. P. Rosenbaum
將畢生精力獻給Bloomsbury Group研
究，編寫了無數年表、人物關係表、人
物口述、回憶等等。

不少傳記作家將Virginia和Leonard 
Woolf的婚姻看作權宜之計。二人成婚
時V已是30歲的大齡女青年，而L在遙
遠的Ceylon（今天的Sri Lanka）當軍官，
結婚是他回到英國生活的機會。他們
床笫無歡不是甚麼秘密，在威尼斯的
蜜月堪稱災難。V寫信給朋友抱怨蚊子
太多總是打斷房事，L則抱怨V要麼正
經到僵硬要麼興奮到發狂——這些都

《張春橋獄中家書》近日由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推出，當中收錄張春橋從
1985年起寫成的近60封家書。其時，
張春橋已由國家領導人淪為階下囚，
後來即使從北京秦城監獄獲釋到江蘇
度過餘生，仍不免遭監視居住，直至
2005年病逝。

在起初的家書中，張春橋只談健康，
不及其餘。隨年月過去，氣氛漸漸緩
和，大抵他也從挫折中定過神來，於
是開始在信中也寫其他東西。起初是
幾句馬列思想，後來愈見大膽，不僅
批評社會現狀，更月旦葉利欽、金庸
乃至陳凱歌等名人。然而，張春橋始
終是敏感人物，他亦自知書信必經審
查，所以他的筆下只存隱勁，倒是家
書以後的一篇訪問最為可觀。受訪者
張維維是張春橋的女兒，她在訪問中
重塑父親的形象，毫不忌諱的憶述父
親對時局的見解，其中尤以父親晚年
一「夢」最堪細味。

瑞典漢學家沈邁克（M i c h a e l 
Schoenhals）對此書有以下評論︰

他的家書內容豐富，小至個人健康、
大至「蘇東」社會主義解體對世界歷史
的影響，可與意大利共產主義思想家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獄中書簡
相媲美。

談馬克思主義者的獄中書簡，Antonio 
Gramsci的《Lettere dal Carcere》和美
國黑人 George Jackson的書信集最令
人印象深刻。毛澤東說過︰「春橋是思
想家，比陳伯達強（編按：陳伯達乃中
共文膽），他的特點是肯於動腦筋。」

Virginia Woolf 的愛情家書抵萬金

COLUMNS

是後來導致V自沉的躁鬱症的症狀。房
事不諧加上V的精神病，醫生建議他們
別要孩子。

也許是異性戀的挫敗感使得V將注意
力轉向了同性。1926年她愛上了女作
家Vita Sackville-West，兩人斷斷續續
維持了多年戀情。但Vita也碰到了和
Leonard一樣的問題，她只要一激起
Virginia的肉體慾望就會害怕得要命，
她甚至寫信告訴丈夫Harold Nicolson：
「那是一種連我也不想玩的火。」

在事業上，這兩位女作家似乎有點
兒較勁。Vita的詩《The Land》獲得
Hawthornden Prize時，Virginia的反
應在大度和嘲諷之間游移不定。1927
年Vita似乎要移情別戀了，Virginia立
刻寫了小說《Orlando》——獻給Vita
的「終極戀歌」。

不過Woolf夫婦在心靈上算是志同道
合的soul mate，熱愛文學藝術，反
對戰爭，關心人類命運。二戰中倫敦
遭到轟炸，Woolf夫婦都在希特拉的
黑名單上——納粹一旦入侵英國便

非 常 讀 者

要立刻逮捕的人物。Leonard提議，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他們二人便一起
去車庫打開引擎吸廢氣自殺，堅決不
做納粹的階下囚。

五個月後的一天，Virginia梳理頭髮，
穿上大衣，在口袋裡裝滿石頭，自沉
於Ouse河。她給Leonard的遺書這樣
寫道：

「最親愛的，我真切地感覺到我又要
發瘋了。我覺得我們沒法再經歷一
次那可怕的夢魘了。這次我是不會
恢復了。我開始聽到各種聲音，無法
集中精力。自我了斷似乎是最好的辦
法。你給了我能想像到的最大幸福。
你在每個方面都那樣盡心盡力。要
不是我有這可怕的病，我實在想不出
還有哪兩個人能比我們更幸福。我沒
法繼續與病魔鬥爭了。我知道我拖累
了你，沒有我你會工作得更好。我知
道你會。你看我都沒法寫出好好的
句子了。我沒法讀書。我想說的是，
我生命中所有的幸福都來自你。你待
我真是好極了，總是那麼耐心。我想
說——大家也都知道，要是有人能
救我，那就只有你。一切都離我而
去，我唯一能確認的就是你的好。我
不能再拖累你了。我想不出還有誰能
比曾經的我們更幸福。」

在V的墓碑上，Leonard刻下了她的小
說《海浪》中的最後一句話：「死亡是敵
人。我朝你沖去，不屈服也不退縮。
啊，死亡！海浪在岸邊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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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歸 樓

他也許沒錯，只不過張春橋不曾在家
書中表現出這種特質；也有可能是20
年的牢獄生涯以後，令他的腦筋再也
動不了——不管如何，家書中展露的
視野並不怎麼高明，論啟發性也無法
與Antonio Gramsci與George Jackson
相頡頏。例如，讀Antonio Gramsci
的書信時，就算不信服他的馬克思
主義觀點，讀者最少也會對Niccolò 
Machiavelli的名著《Il Principe》會有新
體會。沈邁克的說法，我認為是過譽
了。

翻張春橋的家書時，我倒是想起了
另一部膾炙人口的書信集︰《傅雷家
書》。1966年，傅雷的家書戛然而止，
因為傅雷頂不住政治風暴，與妻子朱
梅馥雙雙自殺殞命。當時，張春橋正
擔任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
摩拳擦掌，要把文革推到更高峰，消
滅更多階級敵人。精英如傅雷喪生
了，平裝本家書只賣幾十元擺在一
角；張春橋的則印刷精美，一套兩冊
精裝書賣450元，據說還在書展大受歡
迎。

70 億分之一，好讀書，餘無足道。

《張春橋獄中家書》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5）

張春橋（1917-2005）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共政治人物，
1976 年 10 月被誘捕，幾經裁決，
由死刑改為無期徒刑，1998 年保外
就醫，2005 年死於癌症。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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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3：物種大交換丈量
的世界史》

（衞城出版 ／2013）

查爾斯曼恩（Charles Mann）
《大西洋報》、《科學》與《Wired》雜誌的特
派記者，也為《財富》、《紐約時報》、《科
技 評 論》、《 華 盛 頓 郵 報》以 及 HBO 電 視
網與連續劇《法律與秩序》撰稿。曾三度
入圍國家雜誌獎決選名單，獲頒美國律師
協會、美國物理聯合會與蘭納基金會等寫
作 獎 項。 憑 著 作《1491》
獲 美 國 國 家 學 院 傳 播 獎

（ Na t i ona l  Academ i e s 
Communication Award）年
度最佳書籍。

《這輩子，多少錢才夠用》

（好人出版 ／2014）

人生戰略會議
一個探討「人生計劃」的委員會，成
員共 11 人，著有《新版 28 歲的真
實人生》（新版 28 からのリアル）、

《新版 28 歲的真實人生 • 金錢篇》
（新版 28 からのリアル〔マネー
編〕）、《圖解 28 歲的真實人生》（ 圖
解新版 28 からのリアル）、《人生靠
減法就能一帆風順》（人生は「引き
算」でうまくいく）、《年屆 30 的高
速戰略》（30 へのスピード略）、《階
級差異》（ザ • 階級偏差 ）等書。

作者  作者  

《這輩子，多少錢才夠用》這本書有點
名不副實，閱畢全書認為稱作「35歲的
人生規劃書」比較適合，事實上日本原
著的名字也是《35からのリアル》，大意
譯為「35歲開始的真實」，或許台灣的
出版社認為這類書名難以招徠，故此
改用一個略帶標題黨味道的書名。

此書由11位日本人組成的「人生戰略會
議」合撰而成，成員年齡由20歲至40
多歲不等，他們有感社會充斥不安與
絕望，於是致力探討「如何獲得平凡的
幸福」。前言中指出，35歲是人生最不
安的時期，因為一般人在30歲過後，
在職場上多少有點成就，相對地責任
更繁重，但是每天勞碌奔波，生活容
易變得因循重複。作者提出，這樣努
力生活下去，能否安心迎接未來卻是
毫無保證。如何度過人生這段不安時
期？書中給予讀者的出路就是「選擇」。

《這輩子，多少錢才夠用》一書分為工
作、家庭、生活、理財（上下兩章）、
健康、夢想，合共七章，除了在相關
範疇探討35歲的現況，同時列出一些
其後將會面對的難題，透過檢視這些
問題，迫使自己重新面對良久忽略或逃
避的「選擇」，加上很多事情如轉職、婚
姻、生育等，隨著年紀愈大可供選擇的
機會變得愈少，甚至步入改變想法、
180度掉頭的最後階段，故此必須了
解現時處境，小心規劃自己未來的路
向，帶著準備迎接人生的下半場。

相比坊間理財書籍不同之處，此書在
「理財」的上下兩章並非探討理財致富
的秘訣，而是詳細羅列各類支出，給
予讀書一個具體清晰的數字，認清餘

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自翌年
開始，西班牙帝國展開對新大陸的殖
民和征服，世界歷史大大地改變，這
不但包括政治、社會、宗教和人種
上的改變，更包括物種和傳染病等方
面，直至今天我們依然活在其影響下。

2003年，一位名叫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的歷史學家，寫了一份名
為《哥倫布大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的論著，詳述哥倫布發現
新大陸所帶來的物種變化，可是主流
歷史學界不是忽略這本著作，就是劣
評如潮，最終克羅斯比只能找一家名
不見經傳的出版社，出版其著作。然
而，後來這本書竟然洛陽紙貴，影響
很多歷史學家相繼討論這個問題，其
中包括《1491》和《1493》的作者查爾斯
曼恩（Charles Mann），這兩部「以年份
為題的著作」將哥倫布登陸新大陸視
為舊大陸（歐亞北非）與新大陸（南北美
洲）進行物種交換的歷史大事件。

其實自板塊飄移將新大陸與舊大陸分
開以來，也曾經發生過物種遷移，例
如數萬年曾有巨型肉食動物從亞洲北
部遷移到美洲，一萬多年前大量北亞
洲人種從西伯利亞遷徙到美洲大陸成
為今日美洲原住民的祖先。但哥倫布
「大交換」是唯一一次由西方文明主持
的新舊大陸物種「交換」，不但舊大陸
物種「被西方人帶進」美洲，而美洲物
種也「被西方人帶回」歐洲及其他殖民
地，對人類世界造成重大的影響。

克羅斯比主要從動植物、農業、遺
傳、疾病等生物及生理變遷講述大交
換的後果，曼恩再進一步講述這些後

理想的費用 哥倫布革命

下的「這輩子，多少錢才夠用」這個事
實。假如讀者像我一樣被那中文譯本
的書名吸引了，來到「理財」這兩章終
於可以找到安慰。中文版除了提供日
版原有的參考數字，還額外添加台灣
的數據，在這方面可說是更勝一籌。

為了讀者易於理解，書中將各種支出
歸納為生計、家計、老計、死計。生
計是指維持健康生活的基本支出；家
計是指成家及維持家庭成員生活的支
出；老計是指維持退休生活以及額外
的健康支出；死計是指殯葬費用以及維
持在世伴侶的生計預算。

我也嘗試依法計算一下維持剩餘日
子所需的金額，好奇的阿哲也湊熱鬧
參與其中。經不斷增減當中項目、改
變通脹率等來觀察數字的變動，我

對阿哲說：「這個數字代表我擁有這
個金額的財富，就已足夠應付理想生
活。理財，簡單來說就是運用最有
效的財富管理方法幫助我們完成目
標。目標是甚麼？每個人的理想各有
不同，但是實踐任何理想的背後也需
金錢維持生活，利用這個方法得出的
數字，有助我們將抽象虛無的人生理
想，化為一個簡單而具體的數字，這
個就是理財的目標。」

WORK
RETIRE

會計師，深信學習理財，應該從小開
始，提倡「遊戲學理財」。

果對社會、政治和經濟上的致命影
響。在第二、三章裡，作者也解釋了
大西洋殖民過程中，怎樣把舊大陸的
微生物和疫症帶到新大陸，導致印第
安人口銳減，殖民者人人自危，後來
蓄養來自熱帶非洲的黑奴，最終令英
美崛起。而第四、五章，作者提出在
以菲律賓為中介的太平洋貿易，因為
白銀、馬鈴薯和茶葉的影響，一方面
為中國明朝以及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帶
來人口爆炸，另一方面令其經濟發達
致令社會帶來摧毀性影響。這兩場大
交換在不同領域上產生相反作用，但
一樣掀起翻天覆地的災難變化，堪稱
一場革命。

但這場革命也帶來農業（第六章）和
工業（第七章）方面的改革，我們熟悉
以橡膠發明者Goodyear為名的輪胎
品牌，這一發明無論對19世紀歐洲工
業抑或家居產品來說，都有巨大的意

義。而玉米、馬鈴薯對減少饑荒的作
用更不用說了，然而一旦單靠馬鈴薯
維生的地區發生馬鈴薯疫症，也同樣
會產生饑荒；1845年此疫症由諾曼第海
峽擴至整個西歐，引發了1848年歐洲
各地革命，也間接導致大批愛爾蘭人
及各地歐洲人移民美國，成為美國崛
起的基礎。

細讀此書，驀然看看身邊的事物，不
禁想問，有哪樣不是在哥倫布革命的
影響下出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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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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為天
食物的來源
食物的來源大致可分為四種：採集、務
農、養殖和捕獵。採集是最原始獲取
食物的方式，但採集並非永遠都行得
通，有些地理環境致使食物產量十分
少，而且人類群居生活往往令食物的
需求倍增，那麼如何是好？務農、養
殖和捕獵都是「文明化」的提升食物產
量方式。相對而言，務農和養殖在人
類史更普遍。因為以捕獵方式獲取食
物有時候代價高昂，相比開溝渠、焚
林開墾、築柵欄和挖洞等務農和養殖
所需工具，捕獵工具更難設計與製作。
早在九千年前的庫克地區（ K u k 
Swamp）或六、七千年前的東南亞地
區如新畿內亞和菲律賓，已種植根莖
或塊莖植物如芋頭。芋頭適應力強，
有可種在沼澤或山區的各類品種，而
且產量高、所需勞動力少，澱粉含量
高、男女老幼皆宜。這可能促使務農
漸成為提供世界營養的主要方式。
在養殖的歷史，蝸牛這類的軟體動物
理應佔崇高地位。第一、蝸牛不難養
殖。蝸牛是草食性動物，既不消耗人
類的糧食，又不構成人身危險，更不
用訓練領頭動物。第二、牠們的殼可
以盛裝醬汁，不造成浪費。早在舊石
器時代已有大量蝸牛殼的貝塚，如希
臘阿哥拉（Argolid）南部的法蘭許提洞

《漢書・酈食其傳》有言「民以食為天」；糧食，乃人類甚至所有生物賴
以生存的東西。普遍有關「食物的學問」的討論， 實則不外乎烹飪美
食的學問。然而，英國歷史學家Felipe Fernandez-Armesto在其著作
《食物的歷史》（Food: A History）中深入探討食物的學問。

穴（Franchthi Cave）。養殖為人們提供
可靠的食物來源，而且可挑選合口味
的品種，這好處促使大部分古代族群
多養殖而鮮捕獵。在此濫捕的年代，
重拾古人的智慧亦不無道理。

飲食文化
象徵意義及影響 

食物一方面有「社會分層功能」——
高級的烹飪表演或驚奇食物（如分子料
理）乃精英特權或上流社會的飲食文
化；另一方面有「轉化功能」——個人
而言，可以美容、提升智力、改善體
能等，群體而言，當代全球化和工業

化正顯示食物文化的影響。例如，昔
日的歸國英軍從印度引進咖喱，甚至
更早前從中國傳入的茶葉，都是文化
滲透，造成食物國際化。此外，微波
爐這工業產物方便一個人用餐，有可
能將群體聚餐和共同飲食的習慣逐漸
瓦解。

食物不僅在物質上滋養人類，更在精
神上改造人類——既曾在過去建立群
體情誼，又可能在未來摧毀其一手建
立的情誼。可見，食物本身的確大有
學問。

《Food: A History》
（London: Pan Book ／2002）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英國歷史學者，共有十多本著作，包
括《Civilizations》、《Millennium》、

《Truth: A History》和《Columbus》。 他
自 1983 年起在牛津大學現代史系擔
任教職，也曾任荷蘭高等研究院院士、
明尼蘇達大學聯合太平洋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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