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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16世紀英國貴族Thomas More筆下的烏托邦（Utopia），還是東晉陶淵明口中的桃花
源，反映人類自古嚮往那種天上人間的無垢美好。然而，我們心底裡始終明白，有人的地

方，就注定了所謂烏托邦的理想更接近空想與妄想。於是，覺醒的人寫下反烏托邦小說

（Dystopian Novel），以最清醒的視角，粉碎桃花源的虛妄。

說書人利世民講解「烏托邦」的起源與「反烏托邦小說」的真義，在這個世道紛亂的時日，

倍值得細味。至於大學教授邵頌雄，與90後說書人馮紀立，不約而同從反烏托邦小說談到
相關的電影熱潮，分別以學者和年輕人的角度出發，在重疊的光影印象之下，分享截然不

同的所思所想，引領讀者探看箇中真相與假象。

反思宗教與政權關係

「烏托邦」（Utopia）這個字，在拉
丁文其實解作「不存在的地方」，
但在英語世界，這個字被讀成「Eu-
topia」，又多了一重意思，可以被理
解成「美好的地方」。不知道是出自
哪位高人的手筆，翻譯成中文之後，
竟然連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也共冶
一爐。
 
追源溯本《Utopia》乃是16世紀英格
蘭天主教貴族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以拉丁文寫成的政治諷刺小
說，故事背景，是虛構小島上的一個
近乎盡善盡美的社會，一個天下為
公的人間天堂。有人視摩爾為先知
和理論家，認為小說中描繪的理想
世界是共產社會的楷模。但客觀來
說，16世紀的歐洲還未發展出普及的
產權階級的矛盾，反而是宗教和政
治權力的關係，似乎才是這部小說
最終要探討的課題。其時，天主教
仍是歐洲社會的唯一正統，英國聖
公會還未成立，雖然歐洲各處已醞
釀新教的革命。有人認為，摩爾是
透過描繪一個理想的世界，來影射
歐洲貴族的腐敗，以及宗教的極權
主義。
 
民族國家的概念，在16世紀與新教
革命同時興起。往後400多年的歐
洲，君權神授的貴族統治漸漸被各
種新興的政治體制取代。在最初的

階段，思想家關心的是君權旁落之
後，權力真空造成的後果。到後來，
不同的政治思想主張，提出權力的分
配和使用的各種可能，理想國的構
想也變得更加豐富。在這個時代，
理想主義不是罪；反正甚麼都未曾實
驗過，也沒有人可以說得準，究竟怎
樣的社會才是猶如天堂的人間樂土。
 
直至19世紀，不同政治理念才漸漸
形成兩大陣營。一派屬理性主義，
認為人類只要掌握了自然法則，就可
以控制社會軌跡。另一派則屬於經
驗主義，認為社會發展有其自身的
力量，不是主觀願望說要變就變，
絕對完美的理想國不可能一蹴即
至，而轉變的出現，亦只可以透過不
斷的反饋作用和微調，隨時代的條
件達至某一種平衡狀態；所謂最佳
結局，也不過是將社會上的各種不
幸事件所帶來的傷害減至最少。
 
社會改革派，可說是一脈相承自柏
拉圖（Plato）在《共和國》中借蘇格
拉底的口所描繪的理想國。甚至有
人身體力行嘗試實驗建立烏托邦，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定要數英國人
羅拔奧雲（Robert Owen）。1825年，
奧雲在從一個理想主義組織「和諧
會」（Harmony Society）買下美國印
第安納州（Indiana）的一個聚落，企
圖建立一個共產主義工業小鎮「新

和諧」（New Harmony），讓各取所
需，各盡所能。可惜不到三年，新
和諧居民當中，有能力的陸續流失，
留下的卻不事生產，最終工業鎮入
不敷支，奧雲要再拿一筆資金來填
補。這段歷史，鮮有被人提及，但
奧雲的理想共產工業合作社模式，
倒有不少規矩在不知不覺間被保存
下來，例如每天標準工作八小時，
就是他所提倡的，但與此同時，在工
作時間偷懶或效率欠佳的工人，會
被領導公開批評和再教育，並作為
對其他工人的警惕。

延伸閱讀

《Heaven on Earth,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ism》

作者：Joshua Muravchik
（Encounter Books／2003）

烏有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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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人問我：「其實只要對社會制
度有渴望和主張，也是一種理想主
義，對吧？赫胥黎和奧威爾又何嘗不
是理想主義者？」
 
毫無疑問，反烏托邦作品背後，其實
都反映了某種政治取態，不過，其
背後信念和理想主義的最大分別，
在於多數理想主義者都只是著眼於
最終結果。他們想將現世改造成心
目中烏托邦，但從來都不會反省達到
理想所需要的手段，更不知道需要
作出多大的犧牲。
 
在光譜的另一端，反烏托邦的精神，
並非要提出另一種烏托邦。相反，我
們只可以堅持，永遠沒有人知道怎
樣的世界才能同時滿足所有人的所
有慾望，我們甚至懷疑，這種絕對
完美的世界不可能存在。不過，沒
有完美的社會，不代表我們不可以
向更美好的世界發展。事實上，在
反烏托邦作品當中，道德價值很分
明，是非對錯絕不含糊。當中更重要
的訊息是：「當個人不用負上道德的
責任，所謂的社會共同責任，不但
虛偽，甚至是邪惡的。」
 
美 國 俄 裔 女 作 家 安 蘭 德（Ayn 
Rand）的作品，應該是將個人主義
發揮到最淋漓盡致的代表，尤其是
反烏托邦作品《Atlas Shrugged》

（中譯：阿特拉斯聳聳肩），更加被不
少當代個人主義者奉為蘭德的客觀
主義哲學（Objectivism）的聖經。
阿特拉斯（Atlas）是希臘神話中肩
負著地球的泰坦（Titan），《Atlas 
Shrugged》的書名，則出自故事其
中一個章節的內容。
 
話說書中的兩個主角某次談論：假如
社會上所有人都不願為自己的事負
責任，而將道德都推卸到一個人身
上，結果將會怎樣？其中一個主角滿
不在乎地說：「阿特拉斯會聳聳肩，
然後將地球放下。」
 
事實上，《Atlas Shrugged》既是反
烏托邦，但當中又有不少烏托邦。在
故事當中，蘭德描繪一個灰暗的世
界，所有具創造力的人都不願意被
別人剝奪自己的成果而逐一離開。與
此同時，作者又幻想，這些創造者
都聚首一堂，在一個杳無人煙的地
方，重新建立一個絕對沒有以政治
權力剝削生產力的社會。
 
有人說《Atlas Shrugged》是20世紀
最具影響力的文學作品，有不少名
人如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都是
其忠實支持者。這本小說的銷量的
確是歷久不衰，而且在奧巴馬當選
總統和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愈來
愈多美國人對這本書著迷，令這已

代價是道德標準截然不同

具懷疑精神才是核心價值

社會改造運動，並沒有因為一次又
一次的實驗失敗而停止。反之，由19
世紀至今，各種要求改造社會的聲
音仍此起彼落。事實上，人定勝天
的信念，正是人類文明由古典走向
現代的最大轉變，尤其是步入20世
紀，知識分子對改造社會的決心也
愈來愈強烈。
 
Herbert George Wells在1905年出版
的《A Modern Utopia》和1923年出
版的《Men Like Gods》，不但是科
幻小說中的經典，也是政治論述。
兩個故事都是描述地球以外的地
方，物理條件幾乎完全相同，但卻
有截然不同的社會制度：世界再沒
有語言、宗教和民族的紛爭，也不
再有產權、階級、男女之別，眾生完
全平等，而且每個人都是素食者，
不再殺生，一切都存在於和諧自發

的秩序之中，但地球人的出現，令到
完美的世界出現轉變，最終結果是
地球人要回到自己的地方，而完美的
世界則繼續按本身軌跡發展下走。

假如在光譜的一端，是想改造世
界的理想主義者，在另一端又是
甚麼呢？
 
據牛津英語詞典，「反烏托邦」
（Dystopia）這個字，最早見於1868
年眾議院的一次辯論，提出的人正
是《論自由》（On Liberty）作者約翰
米爾（John Stuart Mill）。這次演說，
雖然並沒有真正觸及甚麼烏托邦和
反烏托邦的爭辯，這個詞語卻神差
鬼使地成了一種文學體裁的名稱。
 
作為19世紀的古典自由派先驅人物，
米爾一直以微弱的聲音提出「理想
國」不可行之說。不過，古典自由
主義和經驗主義，概念抽象，而且
不若改革派般對群眾承諾更好的生
活，所以一直以來，無論是古典自由
主義也好，保守主義也好，都被視
為少數既得利益精英的價值，主張
也得不到知識分子廣泛支持。
 
「其實一試無妨吧？」心懷宏願想
要改造世界的社會棟樑會認為，既
然其他人沒有提出方法能直接、迅
速地解決世界上的問題，就應該放
手讓他們一試。可惜，世界的運轉
並非一條數式，總是無情地翻來覆
去變完又變。另一方面，社會結構
和習俗的改變，也往往一發不可收
拾，開始了就無法走回頭路。反烏托
邦的文學就是讓讀者知道，「社會」
既然可以被構想得天上有地下無，
不也可能是我們完全陌生而不可理
喻的世界？

 
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1932年
出版的《Brave New World》（中譯：
美麗新世界），是衝著H. G. Wells的
完美世界而來的。在赫胥黎眼中，
理想主義者眼中所謂完美無瑕的世
界，雖然生老病死都不再是問題，
但代價就是一套截然不同的道德
標準。除了生老病死和道德等大問
題，《Brave New World》也嘗試探
討優生學和洗腦式教育的危機。
 
反烏托邦作品，內容明明是虛構，但
當中對人性的描寫卻逼真得教人恐
懼。相比《Brave New World》，奧
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
逼真感更豐富，社會性的意味也更
濃郁，甚至令人聯想到現存極權國
家的狀況。無論是赫胥黎抑或奧威
爾的作品，其實反映一代思潮對理
想主義的懷疑，也標誌了理想主義
的盛極而衰。

《A Modern Utopia》
作者：Herbert George Wells
（Penguin Classics／2006）

《Men Like Gods》
作者：Herbert George Wells
（Wildside Press／2009）

延伸閱讀

《Brave New World》
作者：Aldous Huxley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2007）

《1984》
作者：George Orwell
（Signet Classics/1999）

延伸閱讀

《閱刊》10 月號的專題「戰後思潮黃金年代」另有文章從時代背景剖析
赫胥黎和奧威爾等的作品，有興趣重溫相關內容的讀者，可從以下網
址瀏覽該期《閱刊》的電子版。
http://issuu.com/readmonthly/docs/rm_issue22_op

經出版逾半世紀的小說，再次長期
佔據暢銷書榜榜首位置。

安蘭德提倡的客觀主義，最大價值
在於讓我們看到其他政治哲學門派
的不足。但單獨地將客觀主義當作
真理來信奉，行為本身不但膚淺，
也充滿矛盾。
 
我們固然可以欣賞反烏托邦作品的
超現實，沉醉於未來世界的無奈
和悲觀，但畢竟我們是活在現實當
中，從閱讀中習得的修為，就是要學
會懂得從虛構的烏托邦和反烏托邦
之中抽離，從另一層次思考社會事
物的始末前因後果。說到底，懷疑的
精神，才是反烏托邦作品的核心價
值，也是一切學問的根本。

延伸閱讀

《Atlas Shrugged》
作者：Ayn Rand

（Penguin Putnam／1957）

FEATURE
利世民

工作和興趣都是以經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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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此2015年，為電影《回到未來》
（Back to the Future）問世的30周年。
電影系列中的第二部，通過那架由德
羅寧跑車改裝之時光機而到達的未
來，正是今年的10月21日。世界各地
都有不少影迷慶祝終於「來到」這一
天，更有不少人熱切討論戲中描繪的
各種超時代發明，有多少於今天已經
夢想成真。
 
然而，電影對未來世界的展望，其實
頗為黑暗。當中對科技荒唐怪誕的描
繪，可以說是貫徹電影系列的瘋狂喜

有多少竟然「一語成讖」。其中，對
於全天候的監視系統、無休止的戰
爭、歷史的篡改、文字應用的倒退、
犧牲個人自由以成全社會和諧的理念
等等，今天看來都毫不陌生。小說作
品固然用上戲劇性的表達方式，描述
一個令人窒息的氛圍，但正如奧威爾
自己所言，他並不認為他筆下的極權
社會必會來臨，而是謂類似的社會於
往後日子中有機會得以成立。
 
《1984》中全無人性的「河蟹生活」，
固然令人不寒而慄，但在奧威爾寫出
此作品前的15年左右，另一位英國作
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寫了一
部內容與《1984》完全南轅北轍的作
品，名《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亦被視為「反烏托邦」的經
典巨著，讀後同樣令人心有餘悸。所
謂的「美麗新世界」，非以極權控制
人心，而是依賴對物質生活的重視、
社會「繁榮穩定」的追求、各類情感
的麻木和貶抑等，作為「文明世界」
的定義。而且，為令社會秩序井然，
亦衍生出種姓制度，把都市內的人劃
分為五種等級，並經由科學技術嚴格
控制各別種姓等級的喜好、追求、消
費模式等。
 
《美麗新世界》對社會環境的剖析，
可能比《1984》更為深刻。現實雖然
不是沒有極權政府，但畢竟一天尚未
發展至這種模式的高壓統治，一般人
都能意識到民主精神的可貴，哪怕狂
風雨打，仍然竭力抵抗。相對而言，
有多少人能於沉醉物質追求的安穩生
活時，尚能意識到一己良知靈魂已給

劇元素，亦可以視為對世人受困於盲
目發展的科技作出一番冷嘲熱諷。
 
事實上，藝術與文學的創作，以往常
見「借古喻今」的手法，但自科幻作
品興起以後，亦每見借未來諷喻當今
社會的政治氛圍、道德淪喪。這種說
故事的技巧，把讀者帶離現實的生活
環境，恍如置身虛擬的未來世界，但
內容涉及的種種議題，卻又與讀者息
息相關，因而令讀者「旁觀者清」，
建立起更客觀的角度、更長遠的眼光
來反思當前的實況。英國作家奧威

精心設計的市場策略消磨殆盡？又有
多少人可以戳穿消費世界的「自由」，
其實是最隱而不見的「牢籠」？奧威
爾的極權世界，為和諧而嚴格控制資
訊的傳播；赫胥黎的種姓社會，卻正
是通過無限資訊的自由來建立人類長
時間依賴資訊的被動性，由是剝奪人
類具主動性的創意思維。我們生活於
極權國家以外的，都是處於一個「美
麗新世界」嗎？
 
電 影《22 世 紀 殺 人 網 絡 》（The 
Matrix）所描述的電腦虛擬世界，其
實與赫胥黎筆下的未來社會相去不
遠。甚至佛陀、耶穌的事跡，亦同樣
可分別以《美麗新世界》與《1984》
的兩種故事景觀，聯繫到印度教建立
的種姓制度和羅馬帝國管制下的高壓
手段。如此於思想上接通科幻小說裡
面的「未來」、歷史陳跡的「過去」，
來審視眼前的「現在」，可以令我們
更深刻反思自己對人生和社會的本
質，以及對未來的期許。
 
由此而觀，「反烏托邦」的作品，便不
是只具政治色彩、把一切抗爭都推往
非黑即白、非「法西斯主義」即「無
政府主義」之類的極端鬥爭，而是可
具備令人內省自察的一面。這類作
品，於不同年代都有代表作，例如
20年代的《我們》（We）、30年代的
《美麗新世界》、40年代的《1984》、
50年代的《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60 年 代 的《 發 條 橙 》（A 
Clockwork Orange）、70年代的《流
吧！我的眼淚》（Flow My Tears, the 
Policeman Said）、80年代的《V煞》

爾（George Orwell）寫於1948年的政
治小說《1984》，便是這類作品的代
表作。書中通過描述一個全無個人自
由思想空間的未來極權政體，來探討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政治路向，為世人
響起極權政府或已於建立進程中的警
號，被譽為「反烏托邦」（dystopia）
小說類別中，最傑出的作品之一。
 
就像電影《回到未來》一樣，當時間
來到書中描述未來的那一年時，亦湧
現不少評論，細意檢視和分析書中對
30多年後的1984年所作種種「預言」，

（V for Vendetta）、 90年代的《地下世
界》（Underworld）等，各別因應時
代的轉變，探討環保、政權、精神與
心理狀態等不同範疇。
 
千禧過後，則逐漸開拓了所謂的「年
輕人小說」（Young Adult Books）
市場，而當中亦有一些涉及「反烏
托邦」、「反建制」的類型，例如近年
因拍成電影而大熱的《飢餓遊戲》
（The Hunger Games）、《移動迷宮》
（The Maze Runner）、《 分 歧 者 》
（Divergent）、《宇宙生還戰》（Ender's 
Game）等，都屬此類。然而，這些
針對年輕市場而寫的「商業產品」，
與上述奧威爾及赫胥黎的兩部經典
文學作品相比，則可謂判若雲泥，因
為它們雖然情節豐富，但主角離不開
都是俊男美女，而他們挑戰的都是既
得利益且位居極權的「老而不」，再
加上情竇初開等環節，令這些小說都
透着過分單純的二元世界觀、非黑即
白，主角及其友人以外的盡是「除之
後快」的壞蛋等陳套情節，全都墮入
同一故事模式。整體而言，還是回歸
電子遊戲般的追逐和射擊等官能刺激
為主調。
 
這或許是另一個「美麗新世界」的開
始吧。

新
世
界
美
麗
嗎
？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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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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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飢餓遊戲：自由幻夢終結戰》
（The Hunger Games: Mockingjay 
Part II）上映，為《飢餓遊戲》改編電
影系列畫上完美句號。《飢餓遊戲》
自2012年登上大銀幕後，旋即觸發新
一浪反烏托邦小說改編電影的熱潮。
《飢餓遊戲》，以及隨後的《分歧者》
（Divergent）系列、《移動迷宮》（The 
Maze Runner）、《未來叛變》（The 
Giver）等等，都以青少年為主角，描
述他們怎樣對抗當權者的陰謀詭計。
有趣的是，這批改編電影的名字，彷
彿不約而同地與新一浪反烏托邦熱潮
互相輝映。

近年，拍攝與幕後製作技術發展成
熟，天馬行空的電影效果，加上荷里
活明星的號召力，大大增加這類電影
的可觀性。不過，當你抽絲剝繭後，
你或會覺得絕大部分的反烏托邦小 
與改編電影都是「換湯不換藥」。當
中的「藥」，就是跟隨反烏托邦的二
元論框架，透過疑惑、情慾、反叛情
緒等的爆發，找尋消失的歷史，亮出

分歧：女權當道？
社會過往一直有一把聲音，不停質疑
女性在傳統反烏托邦文學裡的存在意
義與地位，希望能夠透過女性角度批
判社會。加拿大籍女作家Margaret 
Atwood作出大膽嘗試，於1985年寫
成反烏托邦小說《侍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講述未來的美國
政府經歷一場宗教軍事政變後，把大
部分女性（包括女主角）貶為性奴，
藉此讓讀者反思女權在現有宗教及
社會制度下被蹂躪踐踏的問題。這本
書為Atwood贏得1985年的Governor 
General's Award及1987年首屆Arthur 
C. Clarke Award，但同時被美國圖書
館協會列為「1990-2000年100本最具
爭議性的書」的第37位。《侍女的故
事》本是眾多高校的必讀書目之一，
但社會不少輿論認為書中內容帶有過
分的色情渲染及反宗教情緒，高校唯
有把它從必讀書列剔出。

20年後，一批新進作家（尤其是女
性）再次嘗試一改女性被淪為浪漫
配角的傳統，以巾幗鬚眉作為反烏
托邦的救世者。《飢餓遊戲》、《分歧
者》與《魔都獵人》相繼面世，扭轉

個人自由意志與未來極權統治的冒險
對抗。當中的「湯」，則是針對社會
現狀與觀眾口味而調校的表達手法。
反烏托邦題材嚴肅，到了近年卻居然
跟「青少年」畫上有趣的等號。

青少年要服「藥」，不僅因為他們追
求反烏托邦的科幻、緊湊和刺激，而
是正如《分歧者》作者Veronica Roth
所說：「年輕人希望當代社會能夠聽
見他們的聲音。」（There's a craving 
for young people to see themselves 
represented.）青少年早就承受社會
為他們設下框架的壓力，「學業+比賽
+工作」，彷彿是成功與否的方程式。
加上「草莓族」、「Y世代」、「糞青」
等針對青少年的刻板印象，不少青少
年被附上錯誤、膚淺的人格標籤，難
免心有不甘。另外，反恐戰爭、全球
暖化、人口老化、金融海嘯、貧富懸
殊等等由老一輩遺留的爛攤子，未來
終要由青少年收拾，但他們對此卻看
不到希望。近年的反烏托邦小說和電
影以青少年為主角，目的就是藉此寓

了反烏托邦文學在性別上的傳統定
位，女性成為反烏托邦舞台的核心。
這一系列的文學隨著改編電影的熱
潮而大受歡迎，是否代表女性充權
（empowerment）的一次成功？執導
《分歧者》的Neil Burger指出，女性要
克服的障礙比男性的多，以女性為英
雄主角的反烏托邦電影，必然更新鮮
更可觀。女性充權在荷里活影壇成
為趨勢，或許只是聽命於金錢的使
喚，難怪一直稱霸美國影壇的「美國
亞當」（American Adam），也要乖
乖讓位。

迷宮：反烏托邦還是
反傳統？

自從《飢餓遊戲》成為全球焦點，《Like 
Crazy》導演Drake Doremus「趁熱打
鐵」，開拍一齣浪漫版的《1984》，名
叫《Equals》，於今年底公映。《1984》
的Winston和Julia在《Equals》之中對
換了性別地位，分別以Nia（Kristen 
Stewart飾）和Silas（Nicholas Hoult
飾）亮相。《Equals》要後浪推前浪，
不容易。正如《未來叛變》作者Lois 
Lowry所言，追隨熱潮本身是一個逆

意現實裡青少年的憂慮。他們看到電
影主角怎樣突破社會的種種框架，不
免察覺銀幕內的反烏托邦國度與現實
世界帶著平行並聯的關係。再者，反
烏托邦世界的科幻與愛情橋段百花
齊放，讓不少青少年情不自禁投入於
反烏托邦時空。暢銷青少年類型小說
《Backwards》的 作 者Todd Mitchell
認為，青少年尤其對生態、社會、經
濟、人權等問題感到憂慮，尖端科
技、浪漫色彩與全球問題在反烏托邦
時空內能夠高度結合，正是反烏托邦
創作再次成為全球熱潮的一個主因。
 

喻（oxymoron），你決定追隨熱潮的
那一瞬間，熱潮便冷卻了。更何況，
名著《1984》是《Equals》的賣點，
同時亦是包袱，社會不少輿論認為當
中的浪漫色彩過分濃厚，把電影弄得
四不像。

《Equals》有《吸血新世紀》女星坐
鎮，唯一令筆者感到雀躍的，或許就
是《1984》將得到一大批新讀者——
Kristen Stewart數以百萬計的粉絲
們。若要乘勝追擊，「離地」（離開地
球）固然是個不錯的選擇，但每一個
人在創作反烏托邦時空的過程中，必
須以社會批判作為大框架，並把浪
漫、角色配對、科幻等「吸金」元素
安排得恰到好處。

名著《We》、《Brave New World》及
《1984》經歷了時間與後起之秀的不斷
考驗，其文學價值與地位至今仍然穩
居反烏托邦小說系列的首三位。大家
若要深入了解反烏托邦的真正定義，
不妨拜讀這三本經典。

從飢餓、

分歧到迷失

飢餓：青少年找尋知音

《 飢 餓 遊 戲》的 創 作 靈 感 源
於古羅馬鬥獸場，以及希臘
神 話 中 雅 典 人 向 米 諾 陶 爾

（Minotaur）交出七少男七少
女作贖罪祭品的傳統。

小資料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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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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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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to Rob a Bank》
（William Morrow ／

2015）

Steven D. Levitt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

Stephen J. Dubner
自由記者、作家，並擔任網
上電台節目《怪誕經濟學》

的主持。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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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誕經濟學

Morality, it could be argued, represents the way that people 

would like the world to work, whereas economics represents     

how it actually does work.

一般人對經濟學家的印象，總是滿身銅臭，話題離不開金錢、股市、國民生產總
值等枯燥的數字。2009年出版的《怪誕經濟學》反轉經濟學家必然市儈的印象，
從最基本的經濟學出發，研究人類供求行為的原動力，從而解釋社會上千奇百怪
的現象。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傳統觀念，往往經不起經濟學的分析。任何政策若
漠視經濟定律，不論出發點的動機如何良好，結果只會好心做壞事。要改變社會
造福人類，先要解理其運作原理，而經濟學正是其不二法門。

《怪誕經濟學》引用大量數據，通過
嚴謹的經濟學推論，結論得出來的
真相，完全令人意想不到，甚至情感
上難以接受。書中最具爭議的案例，
便是作者從70年代美國墮胎合法化
開始，分析各州墮胎率與犯罪率的數
據，得出墮胎合法化是美國近30年犯
罪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結論說出來很
震撼，推論卻十分簡單易明。在單親
家庭的小孩，長大後學壞變成罪犯的
機會較高，墮胎變相從源頭減少未
來的罪犯，20年後犯罪率自然下降。
 
這次介紹的《When to Rob a Bank》
是《怪誕經濟學》系列的第四本著作，
收錄作者博客過去十年來的精華文
章。若是不怕麻煩，大可按目錄按圖
索驥，在相關網誌上免費閱讀文章。
作者用樽裝水來比喻此書，樽裝水只
是自來水入樽（外國的自來水可以直
接飲用），為甚麼要花錢買樽裝水而
不喝免費的自來水，不外乎比較方便
而已。作者從8,000篇博客文章中挑
選，去蕪存菁重新校對，按類別題材
編排成章，讓讀者更容易閱讀。
 
文章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前作中案
例的補充或跟進，佔篇幅大約一半左
右。例如前作中提及，當教育局把教

師薪金和學校資源與學生的考試成
績掛鉤，而教師又同時負責批改學生
的試卷，從校長到教師皆有極大誘因
在考試中作弊，不是事前偷看試卷幫
學生作特別補課，便是把試卷錯的
答案塗改成對的答案。此書有一章
研究各種不同的作弊行為，從搭地鐵
逃票、小說偽裝成回憶錄、運動員服
用禁藥等。作弊與否純粹出於理性計
算，當回報巨大而被捉的機會小，作
弊便是一個理性的選擇。作弊也有
分高手與低手，書中講述網上撲克的
員工，利用內線透視對家底牌，在賭
桌上每局必勝，引起賭客的懷疑，過
不了幾天便被揭發。若果他們不是
「衰心急」，有輸有贏慢慢劏客，也許
能一直作弊下去。
 
第二類基本上是雜項，作者天馬行
空，想到甚麼題材便寫甚麼，因為每
篇文章的篇幅所限，並非如前作般詳
細分析數字，只運用簡單的經濟學推
論，這樣可觀性雖更高，但真確性便
可能打了折扣。甚麼時間去打劫銀行
最好？根據FBI的統計，星期五早上
是打劫銀行的繁忙時段，每次劫案的
平均收入有5,000美元，高於其他日
子平均的4,000美元；最差是周末下
午打劫，回報只有3,000美元。不過

打劫銀行有三分一機會被捉，若把
坐牢的時間成本按最低工資計算，打
劫銀行的實際回報其實是負數，所以
還是不要打劫銀行。
 
早年張五常的《賣桔者言》也是走這
條路線，以經濟學來解釋日常生活，
讀來充滿趣味之餘，亦能廣闊思考，
可惜近年他多寫風花雪月。幸好有一
眾後起之秀：徐家健、梁天卓、曾國
平、阮穎嫻等人接棒，期待他們寫本
香港版的《怪誕經濟學》。

延伸閱讀

《Freakonomics: A Rogue 
Economist Explore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William Morrow／2009）

《SuperFreakonomics: 
Global Cooling, Patriotic 

Prostitutes, and Why 
Suicide Bombers Should 

Buy Life Insurance》
（William Morrow／

2011）

《Think Like a Freak: 
The Authors of 

Freakonomics Offer to 
Retrain Your Brain》
（William Morrow／

2014）

 ECONOMICS &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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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無限耆

《Unretirement: How Baby Boomers are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About Work, 

Community, and the Good Life》
（Bloomsbury Press ／2014）

作者：

Chris Farrell
本 身 已 年 屆 60， 但 仍 未 言 休， 身 體 力
行，活躍於傳媒界，於美國公共廣播電台

《Marketplace》擔任資深財經節目編輯，每
周主持一小時全國聯播節目《Marketplace 
Money》，講個人理財。另外亦活躍於紙
媒， 分 別 是《Bloomberg Businessweek》的 編 輯 以 及 明 尼
蘇達州最大報章《Star Tribune》的專欄作家。個人著作包
括：《Right on the Money: Taking Control of Your Personal 
Finances》、《De�ation: What Happens When Prices Fall》。

電影《見習冇限耆》講述退休長者重投職場當見習生所帶來的各種衝擊。     【《見習冇限耆》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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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大熱電影《見習冇限耆》（The 
Intern）講述退休長者重投職場的
故事。男主角以70歲高齡當上時裝
網購集團的見習生，帶出銀髮一族
絕不是社會負擔，而是值得我們重
視的寶貴資產。這個主題正好與
《Unretirement: How Baby Boomers 
are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About Work, Community, and the 
Good Life》一書如出一轍。

隨著戰後嬰兒（Baby boomers，即
由1946至1964年出生者）逐步踏入退
休年齡，美國的勞動人口減少之餘，
這班戰後嬰兒開始對當地的社會保
障制度以及醫療系統造成前所未有
的負擔。社會普遍預期，美國經濟根
本無法負荷這筆龐大的福利開支。
America can't afford to grow old，
這個「人口災難」的炸彈一觸即發。
《Unretirement》的作者Chris Farrell

卻大唱反調，提出美國人口雖然逐步
老化，但他們帶來的不是負擔，反而
是為整體社會帶來機遇，而且美國
的社會保障制度絕非那麼不堪一擊。
書中提到，退休是相對較新的概念，
在美國最先是1935年在設立社會保
障時所提出，到50年代開始普及。事
實上現時大部分戰後嬰兒都延遲退
休，作者估計，如果他們可以工作至
70歲，大部分人都會有能力做到「退
而無憂」。

作者提出，我們要摒棄一般人對人生
下半場的固有想法，重新出發，所謂
的Unretirement，其實就是「延遲退
休」。很多長者即使到了退休年齡，
身體仍壯健、腦筋靈活，適合繼續工
作。如果你在60歲仍保持工作，就算
只能賺取兼職的薪金也好，總比開始
動用退休資金「食老本」強，甚至能
夠增加彈藥，到真正退休時，手頭資
金便更鬆動。

長者的最大優勢就是人生閱歷豐富，
而且財政實力比年輕人雄厚。所以，
不少當了一世「打工仔」的長者，退
休之時反而想創業，為自己的第二人
生打拚。這就是作者所講的Encore 

career，長者利用自身已擁有的技
能、對行業的觸覺以及經年積累的人
際網絡，「踩過界」踏足新的行業。
這推翻了一般人認為長者承受風險
能力不及年輕人的想法，「冒險」不
再是年輕人的專利。長者的資本豐
厚，可能更有本錢創業冒險，在未知
的領域大展拳腳。作者訪問了很多退
休人士，有人臨老搞生意開咖啡室、
有牧師轉行當上司機。其實，20多歲
的年輕人跟60多歲的長者十分相似，
他們不是單純想「搵錢」，他們所追
求的是有意義的工作。兩者之間的最
大分別是對時間的看法：年輕人自以
為青春無限，長者則自知時日無多。

不過，經營一盤生意所帶來的精神壓
力，不是所有退休人士都承受得了。
更多的長者不求賺大錢，但求有事
忙，所以他們會選擇到非牟利機構工
作，或擔任義工。他們在退休年齡更
加懂得珍惜時光，寧可找一份有意義
的工作來打發時間，也不願意天天打
高爾夫球。

人口老化是全球的問題，香港也不能
倖免。政府最新估算，20年後65歲或
以上的長者比例將由現時15%，急升

至三成。政府今年6月已將新入職公
務員的退休年齡提高五年至65歲。
不過，有現職公務員反對，認為會影
響年輕公務員的晉升機會。其實，香
港大可試行書中提倡的「分階段退
休」（phased retirement），美國聯
邦政府已實行公務員分階段退休，他
們可以選擇只工作一半時間，領取一
半退休金。

研究顯示，四分一的人退休兩年後
重返職場，不是因為他們需要賺錢，
而是他們想重投社會，不想呆在家
中，他們真正需要的只是一個悠長假
期。或許，你會覺得這些都是老生
常談，並非甚麼新道理，但書中的精
髓是怎樣看待人口老化。我們一直把
長者視為負擔，所有老人福利、老人
服務皆以此出發；其實，很多長者不
需要我們單向地施予福利照顧，而是
希望社會接納他們仍然是有用的個
體，充分利用他們貢獻社會，這才是
Empowerment的真義。不過，要讓
長者重返職場，這需要商界積極改
變人才政策方可成事，「不論年齡唯
才是用」，談可容易？

CAREER

Experience never gets old



?
$你是哪種股神？

柯景騰

追女神，可以令你傾家蕩產；追股神，跟風落
注，可以興家創業。作者細時追女神，大時追
股神，無黨無派，不信圖，又忌 fundamental，
炒股彷彿回到那些年，一起追過的股神。

說書人

? ?$

《Kostolanys beste Geldgeschichten》
（台譯：一個投機者的告白之金錢遊戲）

譯者：丁紅 （商業周刊／2014）

作者：

André Kostolany（1906-1999）
被稱為德國股神的高斯圖蘭尼，據稱
在德國的地位等同股神畢菲特。他出
生於匈牙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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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巴黎去世，享年 9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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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過的股神」的讀者是幸運的。先
容柯某在此自吹自擂。2015年將盡，
又是時候為一年的辛勞作出總結。
今年「追過的股神」可謂帶讀者們
環遊世界，從美國到歐洲，從日本
到中國，不論是基本分析股神，還
是技術分析投機家，柯某甚至穿越
時空，由評論最近代的科網投資者
Peter Thiel，以至最遠300年前的江
戶年代，跟日本行情之神本間宗久翁
隔世相逢，甚或回到100年前的中國
及美國，既在清朝同治年間見「紅頂
商人」胡雪巖，亦到太平洋彼岸的美
國見證JP Morgan的創辦人——也就
是JP Morgan——的崛起。

粗略分類，不論古今，在金融市
場而得以成功並留下名聲，方法大
致有三種：投資、投機，以及賣股

票。投資，一般是指以價值投資及
基本分析方法進行買賣，今年「追
過的股神」人物有彼得林治（Peter 
Lynch）以及約翰鄧普頓（Sir John 
Marks Templeton）。投機則主要依
照技術分析，加上一些自創的方法套
利，例如德國的高斯圖蘭尼（André 
Kostolany），又或者江恩（William 
Delbert Gann）及李佛摩爾（Jesse 
Lauriston Livermore）。賣股票多是
創業家，在股市中賣出公司股權套
利，稻盛和夫就是一例，Peter Thiel
則介乎於賣股票及投資者之間。

在投資市場沒有集各家之大成這回
事，各種方法本身相沖，妄想賺盡只
會落得悲慘下場，所以最緊要「知
碇」，知道自己屬於哪類型投資／投
機者，然後賺應賺的錢。

最後，大家可能會問，為何今期是個測驗，書呢？不是說高斯圖蘭尼的《一
個投機者的告白之金錢遊戲》嗎？其實書中有一「你是天生的投機者」測試，
柯某讀後覺得好玩，便將格式借來一用，同時又認為，此書開宗名義寫給
投機者或想成為投機者的人看，若非此類型讀者，不免閱後覺得無益，不
如柯某在此先作篩選，為讀者創出「柯某股神分類法」。若在「柯某股神
分類法」得分低於9分者，不用花時間讀原著了。所以說，「追過的股神」的
讀者是幸運的。

1. 你會進行沽空嗎？
a. 會，只要有波幅便有利可圖。
b. 不會，這非我應賺的錢。
c. 不會，我時常保持樂觀的心。

2.   以下哪句最能反映你性格？
a.  我是個天生的獨行俠，喜歡無
拘無束。

b.   我明白到團體合作的重要性，
有必要我會跟人分工。

c.   我是天生的領袖，有一些追隨
我的人。

3.  對於打工，你的理解是？
a. 享受生活的反義詞。
b. 我願意為工作付出。
c. 扮工（作）。

4.  市場或行業出現一趨勢，
你會⋯⋯

a. 持相反意見。
b. 先作研究再決定。
c. 做得比它更好。

5. 金錢的來源是？
a. 時機。
b. 順勢。
c. 努力。

6. 金錢的目的是？
a. 自由。
b. 眼光。
c. 做對了。

a ：2 分／ b ：1 分／ c ：0 分
分數沒高低之分，純綷用作分類。
 

8分以上——投機者
解籤：只有投機者才會進行沽空！投機者就是
不愛受生意及工作束縛，才會選擇最不困身的
投機行業，並用投機以小博大，甚至從無變有

（孖展／沽空）。投機者有一特徵，就是「包拗
頸」，所以才有喜歡沽空。
參考股神：高斯圖蘭尼、江恩、李佛摩爾

 

4-8分——投資者
解籤：投資者一般只作正股買賣，寧願清倉亦
不會沽空。不少價值投資信徒都是打工仔，投
資跟打工並無衝突，甚至因為股票知識太多，
願意跟不同的人互相研究及合作，需要有班底
分析不同行業。對於賺錢的方法，短暫時機並
不重要，因為只要把握大趨勢，任何時候入市
都行，例如彼得林治；但同時亦會如投機者般，
跟市場持相反意見，例如約翰鄧普頓善於在股
災時入市。
參考股神：彼得林治、約翰鄧普頓

 

4分或以下——創業家
解籤：三者中最樂觀的人，在股市永遠是賣方，
製造股票給大家炒賣，並且樂觀得認為事情只
有他完成才行，覺得沽空是賭博，無興趣參與，
勤力不差於投資者，但只鑽研自己的公司，有
Peter Thiel 喜歡創新的創業家，亦有如稻盛和
夫般製作電子零件而從後趕上的人。有別於投
機者的「包拗頸」，創業家的反對，是要超越對
手，而非你輸我贏。
參考股神：Peter Thiel、稻盛和夫
 

正值年尾，柯某在此創出「柯某股神分類法」，回答以下問題，大致得知
自己屬哪類型投資者，再加以鑽研成一家之言。

 ECONOMICS & FINANCE



而非的說法辨清，如此功夫，套用
李天命有如武俠小說一樣的形容
詞——「智劍」，誰人能掌握此劍，
就能刺向廣闊的思想世界，殺遍知識
的天下而無逢敵手。
 
當然，這只是文化人自我陶醉的浪漫
說法，現實世界的學術卻沉悶得多。
 
現代學術工廠的全球生產線，分工
精微，學者各有專精。將李天命的
學術專業放在其中，角色就像工廠
的QC（Quality Control）——上流
生產出不同學科的思想成果，方法學
家（Methodologist）的工作，一方
面是教導上流生產的學者要有合宜
的生產方法，另一方面，就是檢定思
想產品成果的質素——即是所謂的
「謬誤剖析」。
 
但方法學也有很多部門。如何將心
理學現象變成量化數據，是心理測
量師（Psychometrician）的工作；
如何從大量量化數據中得出意義，
是統計學家（Statistician）的工作。
李天命所專精的方法學部門，主要

李天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集體回憶。
 
回想中學年代，不似現在，手機、網
絡、社交媒體充斥，熱熱鬧鬧眾聲
喧譁，那時候一件社會爭議事件出
現，不會在一兩天內已被名人學者
名筆網友的正反文章七嘴八舌辯過
爛透，人們好像會有多一點時間和
空間細思慢想整件事件的來歷和因
由。但也礙於知識和資訊並非隨手
可得，要有能力將事件分析得綿密
細緻，豐富的知識和邏輯水平是必
要條件，前者就是學者作為時事評
論員的先天優勢，後者則是李天命
的強項。
 
能純粹以乾淨清潔的邏輯思維剖開
事物的表象，直達事件的核心，本

是包括語理分析（Logico-linguistic 
analysis）和形式邏輯，都是從學術
製成品的最根本處做QC。由於邏輯
是一套思想／主義要站得住腳的最
基本要求，所以若一套思想／主義，
被攻擊為邏輯有問題，就是對此思
想最致命的打擊。
 
最近李天命之所以備受批評和攻
擊，也就是因為他挑了港大副校事
件的相關言論來做QC。李天命分析
指，沒有提出充分的理據就得出香
港言論自由受損的結論——這就是
「謬誤剖析」的工作。至於「洩密」
和「說謊」這兩個概念並非mutually 
exclusive，也是根據形式邏輯作出
的判斷。
 
一些多年來死忠於李天命的粉絲，
對於李天命如此一番言論相當傷
心失望，有人甚至揚言要燒掉他的
書。但筆者相信，假如真的喜歡李
天命的思想，就應該多學邏輯，多獨
立思考，少偏執妄信。崇拜李天命，
甚或對李天命失望，本身就已經很
不「李天命」。

身已經是一個很吸引人的想法——
這也是李天命學說的魅力所在。理
論物理學家努力不懈地尋找解釋一
切物理現象的萬有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雖未竟全功，但物理
學定律的簡單、清晰、純粹，是研究
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既羨且妒的。
李天命在《哲道行者》一書有所謂「哲
學拜科衣」的講法，意思是一班搞哲
學的學者居然對一件科學的外衣頂
禮膜拜，只懂抄襲科學的術語、期
刊、論文格式（影響因子？）等外在
形式，而不得其神髓。
 
邏輯就是科學的神髓。將最嚴謹的
理性思維邏輯應用在人文及社會科
學之上，少不免將一些語焉不詳、
冗長累贅的理論裁走，將一些似是

最近重新拿出他的《語理分析的思
考方法》一書，發覺在序言中已有這
一段：
 
「古往今來，有多少思想性的論爭

不是由糾纏不清的語言所引起的名

辭之爭？有多少觀念上的困擾不是由

玄虛矇矓的字眼所導致的庸人自擾？

最要警惕的是：有多少社會、政治、

宗教、人生等方面的悲劇不是由閉

塞、迷信、盲目、甚至瘋狂所鑄成的

人為悲劇？」

 
李天命的智劍，一早已將政治放在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目標。社會、宗教
和人生問題上的思想謬誤，李天命的
早年著作都已一一批判警示，例如
由最早期的《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開始，已長年累月對基督教思想作出
批判，多少神學家的思維謬誤被揭
發，多少基督徒因此離教，其影響
力至今仍在。李天命的政治思想批
判，也許會收錄在他的下一本新書
之中。作為一個關心社會的書迷，實
在期望早日看見他的成果。

《哲道行者》

（明報出版社／2005）

作者：

李天命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哲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
大學哲學系教授，主要講授數理邏輯，因能
言善辯，詞鋒犀利而被稱「小李飛刀」。著
作包括《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破惘》、《從
思考到思考之上》、《殺悶思維》、《存在與反
思》、《思考與人生》等。

再
看
李
天
命

龍醫生說書人

精神科醫生。嗜好品書、旅遊、飲食、寫文
章，下筆遊走於政治、社會、歷史和文化議
題，期望以心理學的眼睛看世界，探尋紛亂
時勢的處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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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到這裡，大家心裡都應該和我一
樣有一個疑問：「為甚麼人命損失會
大得如此可怕？」
 
我在這裡簡單地指出一些原因：
 
一、德軍本身窮兵黷武，動員了很多
的軍力和裝備，希望在入冬前打敗
蘇聯。希特拉（Adolf Hitler）曾說：「我
們只要往門上踢一腳，整座腐朽的建
築就會倒塌下來。」蘇聯因為戰略和
裝備落後，盲目使用人海戰術，令很
多軍人枉死於德軍的槍下。
 
二、兩個政權都不重視人命。德國
除了本身就是兇狠的侵略者，納粹
主義者也認為蘇聯的人屬於「低等」
的斯拉夫族裔，除了戰鬥時殺人如
麻，落在其手上的戰俘也大量死亡。
 
三、蘇聯因為各種原因，史大林
（Stalin）無視德軍在邊界集結和情
報的預警，沒有積極備戰，到德國
聯軍大軍壓境時，就被殺到措手不
及，如入無人之境。德國早期輕易
取勝，令本來已經雄心勃勃的希特
拉如虎添翼，打算長驅直入。真的
如俗語所云：「輸錢皆因贏錢起。」希

數字會說話。一般人想起第二次世界
大戰（簡稱「二戰」），在歐洲就主要是
德國與英美等國的戰役，其中最經典的
是諾曼第登陸戰（死亡人數約23萬）。
在亞洲就是日本侵略中國（死亡人數介
乎1,500萬至2,000萬）和美國與日本多
場太平洋的戰役。如果講到平民所受
的災難，必定是猶太人大屠殺（600萬
人）。
 
然而，二戰期間有一場戰役的死亡人
數如雷貫耳，遠超上述的戰役，但一般

特拉如果沒有在初期節節勝利，可
能就不會到冬季陷入苦戰仍勉強堅
持進攻莫斯科，因果關係十分弔詭。
更諷刺的是，蘇聯沒有那種深謀遠
慮要設計陷阱誘敵深入，只是錯有
錯着；就是因為德軍深入敵國加上他
們沒有冬季裝備，令德軍傷亡慘重。
 
若大家想讀這場戰役的歷史，我介
紹大家看袁騰飛的《犀利話二戰
（上）》，主要因為他的寫法自命為「史
話體」，既沒有「學院派」的嚴肅和
艱深，也沒有「戲說體」中太多作者
的評述甚至猜測，以致看起來有趣
但客觀資訊不足，甚至像野史或歷
史小說。「史話體」按題目來「講故
事」，貫穿歷史時空，不勉強按時序
或地域將事件硬塞給讀者，更能令
讀者多角度（包括不同陣營的觀點）
和多維的去看歷史（例如世界上多國
在一戰後如何法西斯化），更容易掌
握其脈絡。
 
「史話體」另一個極大的好處，就是
方便讀者按題目選讀，最長的題目
不超過10頁，提起興趣後，延伸閱
讀其他題目也很容易。這本書連下
冊就完整涵蓋二戰歷史，大家若有

人的關注卻不及其他戰役和屠殺，驅使
我要好好研究其歷史。
 
那場五個多月的戰役及後續四年的戰
事，單是軍隊陣亡人數已經高達2,900
萬人，平民死亡也以千萬計，那就是
代號為「巴巴羅薩行動（Operation 
Barbarossa）」的侵略戰（目標為攻打蘇
聯），由納粹德軍於1941年6月22日展開。
這戰役是有史以來最大動員和最多人喪
生的軍事行動，也是二戰歐洲戰場的轉
捩點，令德國元氣大傷，由盛轉衰。

興趣更可以延伸至作者的《犀利話
一戰》。
 
如果大家有上佳的胃口，閱讀完《犀
利話二戰（上）》關於德蘇大戰後
意猶未盡，可以看看David Stahel
的《Operation Barbarossa and 
Germany's Defeat in the East》， 屬
於劍橋軍事歷史系列，由劍橋大學
出版社出版，暫時只有英文原版，未
有中文譯本。

梁鑑倫

數理底，電訊業，人文心。深信科技再進步、
經濟再繁榮，沒有人的故事和感情，一切皆徒
然，因此好研掌故軼事，喜見文化承傳。
 

說書人

《Operation Barbarossa 
and Germany's Defeat in 

the East》
作者：David Stah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犀利話二戰》

（上下兩冊）
（野人／2015）

作者：

袁騰飛
1972 年生於北京，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歷史
系。現任北京市海淀區高級進修學校歷史研究
員，北京精華學校教師。曾參與北京市高考歷
史命題工作，也是《高中新課標歷史教材》（人
教版）的編寫者之一。2008 年，袁騰飛在學校授課的影片被上
傳至網絡，幽默的授課風格讓他瞬間走紅，一星期內點閱數目逾
1,000 萬次。著有系列書《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沒人敢說的
戰爭史》、《塞北三朝》、《袁騰飛講漢末三國》、《袁騰飛講成吉思
汗》等作品。

我們只要往門上踢一腳，整座腐朽的建築就會倒塌下來。

史話
OPERATION
BARBARO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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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閱會與愛書人繼續「敢」動

從中上環特色樓梯

好書推介

走到人生階梯

樓梯與城市生活息息相關，我們卻甚少認真瞰視腳步下的每一個梯級。繼早前舉

行單車導賞團及運動員講座後，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新地）新閱會於11月特
別舉辦兩項與閱讀和樓梯有關的活動──「我閱讀　我『敢』動」系列「踏上樓梯

時光機」文化導賞團及「人生垂直跑」講座，身體力行與大眾一步一級走進書世界，

鼓勵愛書人多讀好書也多做運動。

站在樓梯上回望香港歷史

在人生階梯上面對高低起跌

由著名香港歷史專家丁新豹博士及活現香港帶領的「踏上樓梯時光機」文化導賞
團，穿梭了中上環的特色樓梯：在都爹利街樓梯欣賞香港碩果僅存的四支煤氣
街燈、在砵典乍街踏足歷史悠久的石板街、在文武廟旁的樓梯街回味經典電影
《蘇絲黃的世界》中的舊香港等等。丁博士用心講述樓梯的歷史故事與活現香港
所搜集的珍貴舊相片，彷彿與參加者一同坐上時光機，回望香港發展。每名參
加者在當日共走了四千多級梯級，較「新地公益垂直跑——勇闖香港ICC」中跑
手要面對的樓梯級數多出一倍，可見行樓梯是一項如此輕鬆快樂的運動。

人生猶如階梯，有人逐級往上行；有人在中途被卡著，被迫後退。「我閱讀
我『敢』動」的壓軸活動，邀請了著名電台節目主持人梁繼璋主講「人生垂
直跑」。在講座上，他說人生有五條重要階梯：在學業階梯上，追求的是知
識而不是分數；在工作階梯上，追求的是快樂和滿足；在社會地位的階梯
上，應追求真正的友誼；在財富階梯上，應懂得享受自己的努力成果；在
健康的階梯上，追求的是心靈上的健康。他又細說多年來在電台工作的高
低起跌，以自身經歷道出人生階梯上的不同選擇及步伐。
 
出版多部著作的梁繼璋，亦分享了自己創作《給孩子的備忘錄》時的心路
歷程。當年首部著作面世時，梁繼璋原來時常去書店暗地裡觀察銷情呢！
梁繼璋家中有豐富藏書，他認為閱讀應該是一生的興趣，而現時就讀中一
的兒子自小喜歡閱讀，最近讀過的好書包括魯迅的《吶喊》和《祝福》。

丁新豹博士（第一排，中）與新閱會會員穿梭中上環的特色樓梯，細味香港歷史和舊情懷。

活現香港創辦人陳智遠在砵典乍街（石板街）
以舊相對照發展。

整個導賞活動的每位參與者共走了四千多
級梯級呢！

途經城皇街 PMQ 元創方旁的石牆樹。 尾站為磅巷，重踏已故巨星
張國榮音樂錄像《Stand Up》
的拍攝場景。

著名電台節目主持人梁繼璋在「人生垂直跑」講
座上分享自身經歷。

梁繼璋的分享讓參加者獲益不少。

《香港歷史散步》  
 丁新豹著

（商務印書館 /2008）

《集體回憶之穿梭古今中、上
環——尋訪香港文化的故事》  

何耀生著
（明報出版社 /2005）

《港島街道百年》 
 鄭寶鴻著

（三聯書店 /2000）

《此時彼刻：中西區百年繁華》  
鄭寶鴻著

（中華書局 /2014）

《給孩子的備忘錄》 
梁繼璋著

（星島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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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hkpreadingclu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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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新閱會亦配合導
賞團精選相關讀物推介
予參加者作延伸閱讀，
包括丁新豹的著作《香
港歷史散步》、何耀生所
著《集體回憶之穿梭古
今中、上環——尋訪香
港文化的故事》，以及鄭
寶鴻的《港島街道百年》
和《此時彼刻：中西區
百年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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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英皇書院減班、反興建機場

第三跑道⋯⋯很難相信前任天

文台台長林超英是個不認真的

人，尤其是閱讀。他讀的是《道

德經》、大歷史、分子生物學

⋯⋯明明「悶死人」，他卻說「很

過癮」；明明是嚴肅到不得了

的書，他卻說「不用太認真，

少看一本書又不會死的，認真

你便輸了」。你說他不認真閱

讀嗎？他卻因著閱讀，學業突

飛猛進，並由一位物理學、氣

象學的專科人才，變成通識才

俊，現於大學教授通識科。

小時平庸 迷上星空狂啃書

有人說「林超英讀書好叻！」本以為
他自小出類拔萃，豈料他說：「不是
啊！」還說「我不是很聰明」，初中時
在班裡只屬中游，不是最出色的，也
不是最頑皮的，屬於不太引起老師注
意的那類。
 
中學升上英皇書院，已算是勝人一
籌。但中一開始，全英語教學，「嘩！
慘囉！開頭完全不知老師說甚麼！」
聽不明白的當然不只他一人，「很
傷」，但總算熬過來，只是成績未算
突出。
 
中二時參加童軍，為了考「觀星章」，
邂逅星空，一見鍾情，「因為天文（即
星星、宇宙、銀河系⋯⋯）給我一種
感覺，單是談一下，就已覺得自己在
一個很寬闊的環境裡」。自此，他的
世界變得很大、很大！日後即使遇上
甚麼艱難，他都知道自己不過是宇宙
中的微塵。
 
「中三開始，我看這麼厚（手指一
比，兩吋厚！）的英文書。」是天文

書，中文的全看完了，便看英文
書，「那時覺得好威，搭『叮叮』，
攬住兩本厚厚的英文書」。看得明白
嗎？「死啃。我喜歡（天文）嘛！」
初時查字典，後來能猜到字義 ，就
不用查字典了。「你喜歡的話，就會
拼老命地啃。」
 
這段瘋狂閱讀的日子，鍛煉了他的
英語能力，「語言好了以後，其他科
就okay」。會考時，他「優」了中史、
西史、地理、物理，其他科目則取
「良」。結果他讀了物理，在港大畢
業，然後到英國讀了一年氣象，回
港加入天文台──實現他初中訂立
的志願，一做35年。
 
雖然林超英醉心天文，但他的閱讀
毫不狹窄。大學時期，他喜歡霸著
圖書館那張不受歡迎的開揚大枱，
除了自己本科的書外，也拿一大堆
其他學科的書，最愛建築、美術等
漂亮的書，也看心理學、研究婚姻
的書，又會隨手拿起一本期刊翻
翻，隨機閱讀⋯⋯一言蔽之：雜。

 text : pat tam

「不要當作教科書來看！」林超英重
複強調，應視之為有趣的書來看，不
用太認真。他閱讀的竅門，是先從頭
到尾看一次，線性閱讀，掌握作者思
路，第一次看，不完全明白、不記得
內容，也不打緊，也不要揭回頭，大
概知道主軸就可以了，「看書的得益，
就是不要想著有甚麼得益」。
 

林超英閱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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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英看書：

認真便輸



愛情小說 讀後感「混吉」

道德仁義 「有科學理由」

兒時他也看「公仔書」，《財叔》
漫畫由第二、三期開始，一直追至
完結。自小家裡擺放了四大名著，
他隨手拿來讀，小學已看完《西遊
記》，「《三國演義》看了一大截，
看到諸葛亮死了就沒心機看，哈哈
哈！」武俠小說呢？⋯⋯他竟數了《水
滸傳》。
 
意外的是他也看過浪漫愛情小說，
當年瓊瑤（台灣女作家）小說大熱，
他看了一本，只此一本，評語是「混
吉」。他說：「愈看愈往小處鑽、愈看
愈委屈⋯⋯差點想死！」瓊瑤迷且別
生氣，因為連《紅樓夢》也被他嫌棄。
 
「《紅樓夢》我都揭過，看幾章便打
瞌睡了」，在他看來，都是些雞毛蒜

到了40歲前後，人定下來，開始感
到虛空，覺得不可以吃老本，於是
慢慢恢復閱讀。一次他在英國打
書釘時，看到動物學家Desmond 
Morris寫的《The Naked Ape》（中
譯本：裸猿），「這是其中一本令我
開竅的書」，作者以觀察動物的角度
來看待人，原來人有很多行為，可
以從動物性推斷出來。然後，林超
英提出一個奇特的觀點：「道德、仁
義是有（存在的）科學理由。」他從
英文書，一下子跳了去看孔子，又
發現荀子說的明分、使群，正正是
“Differentiation of roles”和“Make 
them work as a group”，也就是
人類避免滅絕的基本條件，「儒家
好嘢」！
 
另一本令林超英大開眼界的，是
James Lovelock的《Gaia》（中譯本：

皮的事，人物出場時的由頭到腳細
膩描寫，也令他支持不住，「我是比
較粗線條的人」。小說和電影，他都
沒興趣，因為內容是假的。也許在
他眼中，世界、人類就是一個有趣
而真實的長篇故事⋯⋯人類還在每
天撰寫著這故事，終局臨近，他尤
其著緊：「你們這一代臨尾那幾年很
難過！」

他說的，是氣候暖化問題──人們
耳熟卻所知不詳的問題。他認為，
世界的故事，就是物質和能量的流
動：植物等生物物質把二氧化碳埋
在地底，成為煤和石油；現代人則
燃燒煤和石油，把埋藏億萬年的二
氧化碳，快速地釋放到大氣層中，
令大氣升溫；若大氣升溫攝氏兩度，

物種可能大規模滅絕，世界將失去
自我修復能力⋯⋯
 
「我本來覺得不關我的事，（那時
候）我應該bye bye了。」林超英說，
可是， 原本預期100年後發生的事，
現在似將提早來臨，說不準他也能
看見惡果──天氣變得極端，糧食
減產、水源短缺，各國各族為爭奪
資源而戰爭，世界紛亂，人性泯滅
⋯⋯
 
林超英的大歷史觀，不少源自他40
歲後的閱讀。他自加入天文台後，約
有10年沒怎麼讀書，先是工作「搏
殺」期，然後結婚、生子，忙碌之
餘，又迷上觀鳥，閒時也只會看有
關雀鳥的書。

蓋婭，大地之母），「這本書被人𢱕
到飛起：『吓？你即是說神？』」其實
這書是用科學來述說地球幾十億年
來的轉變，所有生物、死物互相關
連，不能單獨存在。林超英聯想到
「天人合一」，「西方要到1979年才有
人提出整全地看世界的概念，但我
們中國2,500年前已有了」。
 
1992年，全球首個氣候變化會議在
巴西的里約熱內盧舉行；但直至千
禧年代，林超英才相信氣候暖化，
於是，他的閱讀興趣由生物書，轉
為氣候變化問題。

為甚麼有全球暖化的問題出現？有
一本書，林超英覺得大家一定要
看，就是Tim Jackson的《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林超英強調，
該書作者不是環保分子，而是經濟
學家，原來「我們被人洗了腦，從
小到大，覺得經濟（GDP）一定要
增長」；事實上，繁榮的真正意義，
在於社會上人人都可以愉快過活，
不覺得委屈、壓迫。然而，社會實
況卻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經濟

發展有甚麼好處？最後都要經世濟
民嘛，有沒有濟到民先？」

奉行簡單生活的林超英，已超越了
憂國憂民的境界，而是憂人類憂世
界；但愛哈哈笑的他，不會像屈原
般屈到死，而選擇了分享知識，希
望喚起大眾對問題的覺醒，從而改
變終局。
 
他反三跑、反郊野公園建屋⋯⋯有
人當他是「維園阿伯」？他本可擔
任世界氣象組織的項目顧問，又威
又有錢收，但他選擇服務香港。退
休六年來，平均每星期最少做一、
兩場演講，又曾在多家大學教授通
識科目，2013年獲頒中文大學通識
教育教學模範獎；本學年起，他教
的中大通識課程「氣候‧能量‧生
命」更計算學分。這個「阿伯」不
簡單！

如果你嫌林超英推介的書難啃，不
妨先讀一讀他的著作《天地變何處安
心》，這書是五年前按他講學內容寫
成的，易讀易明又有趣，而且他把人
家的精華都吸收進去了。
 

後記

《人生之體驗》

（唐君毅著／臺灣學生
書局／1995）

 《The Naked Ape 
Trilogy》 

（Desmond Morris ／
Vintage ／2005）

《Gaia》
（James Lovelock
／OUP Oxford ／
2000）

林超英集中推薦第一部分〈生活之肯定〉，他已
讀了 N 次，短文短句，寫人生的實際問題，例
如「說孤獨」，「在群眾中，你生活於當時的時
代，在孤獨中，你生活於所有的時代……」令人
感受極深。作者是中國現代著名思想家，此書
寫於 1940 年代。

這 是《 裸 猿》為 首 三 本 書 的 結 集。《 裸 猿》於
1967 年出版時，相當轟動，因為作者從野外
動物生態的角度，來解釋男女關係、帶孩子、
打架、覓食等人類行為，例如穩定的一夫一妻
制，原來出於人類繁衍的需要。

此書最主要的一句話，是全世界所有生物和死
物，包括空氣、海水、冰、山……全部加在一
起是「一個生命」，因為數十億年來地球的轉
變，顯示生死萬物互為牽引，若不能單獨存在，
便不能稱為「一個生命」。

《喚醒 69億隻青蛙》
（李逆熵著／經濟日報出版社／2011）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Tim Jackson ／Routledge ／2011）

作者曾為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著有暢銷書《資本的衝動》，而
《喚醒 69 億隻青蛙》可謂其前傳，講解何謂全球暖化、為甚麼有
這問題出現、為何這問題與生活模式和經濟學有關。

作者為英國某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進行研究，發現最根本的經濟
問題在於何謂繁榮。GDP 增長不等同於發展，地球資源有限，應
脫離強調消費、借錢的模式，未來的宏觀經濟應考慮生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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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迷 失 的 始 末

COLUMNS

《Can Japan Compete？》
（Basic Books ／2000）

作者：  

閱 讀 C r o s s o v e r

2015年即將結束，對日本來說，這一年
別具意義：既是戰敗70周年，亦是廣場
協議30周年，兩者皆是盛極而衰的標
誌。日本在戰後極速復元，每一天都在
進步，到了80年代初登頂。相反，泡
沫經濟爆破後，日本迷失20年來，了
無寸進，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將來還
有希望嗎？
 
由策略大師Michael E. Porter連同兩位日
本學者、前後花了10年時間走訪日本各
大企業研究其成敗得失，並將結果寫
成《Can Japan Compete？》一書，在千
禧年出版，轟動一時，事隔15年，一樣
有參考價值。作者發現，日本經濟原來

有兩面：一面進步，一面落後；前者是
出口產業，例如機械、汽車、音響、
相機、電玩等等，後者是國內產業，
包括金融、貨運、電訊、農業及房地
產。作者認為「進步的日本」主要拜競
爭所賜，反而「落後的日本」，撇除文
化因素，政府絕對責無旁貸。
 
作者的觀點，相信一般人難以接受，
因為日本一向奉行大政府，甚麼都
管，而日本的經濟又盛極一時，大家
好容易把兩者聯繫起來──大政府是
因，經濟繁榮是果。但作者列舉了20
間最具競爭力的日本企業，當中鮮有
政府介入的證據，即使有，也不是「最

受稱道」兼「被各國廣泛模仿的經濟政
策」，而且，效果也「令人意想不到」。
 
比方說，日本雖有反壟斷法，但形同
虛設。富士製鐵及八幡製鐵在1970年
合併為日本製鐵，一躍成為全球最大
的鋼鐵廠之一。公平交易委員會原本
是反對的，但最後只附加少數條件即
予以放行。當時有輿論指，這樣的合
併也可以通過，還有甚麼不可以？同
時，政府為防止企業倒閉，特許成立
「衰退卡特爾」（recession cartel），由
1953年到1989年，這類卡特爾竟有81
個之多。意想不到？未算，作者說：
「優秀產業難得看到卡特爾，少數的
例外也因為產業結構而削弱了卡特爾
的影響力，無法有效限制競爭。」市場
的生命力如此之大，連政府也無可奈
何，這才真的叫人意想不到。
 
那麼，日本有甚麼政策是「被各國廣
泛模仿」？不外乎由政府制定國家的
發展策略，挑選哪些行業可獲重點栽
培、哪些公司可以參與，再配合貿易
壁壘，打壓進口，減少競爭等。但作
者認為，這些政策以失敗居多，成功

的卻如鳳毛麟爪，像通產省最初不看
好本田，曾盡想辦法使其退出，以免
造成惡性競爭，影響豐田等老行尊的
生意。但本田不認命，偏要跟豐田一
較高下，於是走自己的路，生產出與
別不同的本田車系，成功打入國際市
場，令通產省大跌眼鏡。
 
作者拿本田做例子，是要帶出一個事
實：獨特定位是成功的關鍵。但日本
不少企業定位模糊，妄想大小通吃，
以半導體為例，日本公司都提供全套
服務，由電晶體到微型處理器，無所
不包，這也是日本企業的通病，對市
場佔有率有一種非理性的執著。反觀
美國，除德州儀器外，大部分半導體
公司在95年後都退出了記憶晶片的市
場，專做自己有優勢的產品，於是愈
做愈好，甚至比日本做得更好。
 
作者在書末勸誡日本，若想走出谷
底，必須拋棄昔日家長式的管理，讓
企業獨立自立，自負盈虧。而企業本
身也要反省，不能重複以前的勝利方
程式，而要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競爭策
略，適應全球化的挑戰。那是否等於

照搬美式資本主義那一套？當然不
是，作者絕對贊成多元化，也明白國
情有別，不能一概而論，但國情再特
別，有些東西始終是放諸四海而皆
準的，例如權力容易令人腐化（大政
府）、競爭帶來進步（大市場），古往今
來，永遠正確。正如Porter在台灣的演
講，一再強調：「我只是提供大框架，
你們要自己決定細節。你們是台灣專
家，我不是。」個別人士批評他是市場
原教旨主義者，明顯是無的放矢了。
 
話說回來，日本有否聽作者的勸誡，
改轅易轍？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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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E. Porter
哈佛商學院的 Roland 
Christensen 教 授、 競
爭戰略和全球競爭的
首 席 權 威 專 家。 他 的
16 本戰略和競爭專著
包 括《 競 爭 戰 略： 分
析企業和競爭者的技
巧》、《競爭優勢》等。

竹內弘高
日 本 一 橋 大 學 國 際
合 作 戰 略 研 究 生 院
的 院 長 兼 教 授， 曾
在 哈 佛 商 學 院 講 授

「 競 爭 和 戰 略」， 與
人合著獲獎專著《創
造知識的公司》。

原磨理子
美 國 加 州 大 學 洛
杉 磯 分 校 John E. 
Anderson 管 理 研
究 生 院 的 助 理 教
授，曾任日本通商
產業省的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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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隊Beatles解散至今近50年，樂迷始
終在爭論︰John Lennon的女友小野洋
子是否導致Beatles拆夥的罪魁禍首？
孰是孰非，多年以來仍未有定論；但另
一隊名樂隊X Japan的解散原因，則因
為有女人在搗亂。

X Japan隊員Toshi去年以「Tosh1」之名
寫成《洗腦地獄の12年からの生還》一
書，中文譯本《洗腦——X JAPAN主唱
的邪教歷劫重生告白》最近面世。在
書中，Tosh1講述如何與一位叫守谷香
的女子結緣、對方如何利用Tosh1的
不快身世乘虛而入、進而軟硬兼施逼
令Tosh1與自己結婚、並誘使他退出X 
Japan。12年過去，Tosh1受虐多時，
才驚覺自己一直被守谷香所屬的邪教
洗腦虐待，所謂的心靈救贖不過是斂
財手段，而且妻子其實也一直是教主
的女人。

同是樂隊音樂人，同受女色所惑，
Beach Boys的Dennis Wilson就相對清
醒。1968年的某天，他駕車時遇上兩
位想搭便車的年青女子，於是將兩
人送到目的地。沒想到，幾小時後在
路旁又遇上她倆。今次他將她們帶
回家中，歡聚數小時後離家灌錄歌
曲，回來時發現家門外出現了一位陌
生人，家中還多出了十幾位女士。這
陌生人名叫Charles Mansion，而這
群女士（包括那兩位搭兩次便車的女
子）都是Charles Mansion的追隨者。
Dennis Wilson與Charles Mansion談
了一會後，覺得對方有點音樂才華，
於是便讓他們一夥留在自己家中。後
來，Beach Boys還採用了一首Charles 

樂界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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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sion寫的歌，以《Never Learn Not 
to Love》之名推出。

不過，這位Charles Mansion不是正
常的人，很快就跟Dennis Wilson起
了衝突。據說，某天Charles Mansion
拿著一發子彈，神經兮兮的跟Dennis 
Wilson說︰「我要你每次看到這發子彈
時，都想起自己孩子依然安然無恙，
是多麼美好的事。」Dennis Wilson聞
言馬上痛揍Charles Mansion一頓，然
後一去不返，另覓居所，將 Charles 
Mansion及其追隨者留在原來的家中。

就是這位Charles Mansion，一年後指
使追隨者（也就是惡名昭彰的「Mansion 
family」）殘殺了演員Sharon Tate及友
人。Sharon Tate香消玉殞多年，芳名
漸為人所淡忘，倒是她的丈夫依舊鼎
鼎有名︰導演Roman Polanski。

看過Tosh1與Sharon Tate的遭遇，竟搞
不清楚是乾脆一死較好，還是長年受
罪後逃出生天更幸運？

70 億分之一，好讀書，餘無足道。

《洗腦——X JAPAN主唱的邪教歷
劫重生告白》

（方智 ／2015 ／林詠純譯）

Tosh1
1965 年出生於日本千葉縣，本名出
山利三（Toshimitsu Deyama），是日本
樂隊 X Japan 的主音及創隊成員。97
年脫離樂團，兩年後開展個人事業。
2010 年申請破產並與妻子守谷香離
婚。

作者：

序 人 書 話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Penguin Press ／2013）

Ian Buruma
出 生 於 荷 蘭， 在 荷 蘭 萊 頓 大 學（Leyden 
University）研 究 中 國 與 日 本 文 學， 並 在
日 本 留 學 及 居 住 達 七 年。 曾 任《 遠 東 經
濟評論》派駐香港的記者、為倫敦《旁觀
者》雜誌工作，以及為《紐約書評》定期撰
稿，是知名評論家。現為巴德學院（Bard 
College）的 人 權 學 教 授，
曾出版多本以日本為主題
的 書， 如《 鏡 像 下 的 日 本
人》。

作者：

「和平只是戰爭的間隙。」然而，美蘇
兩大強權畢竟以冷戰格局終止了二次
世界大戰的紛亂局面，即使到了今日
我們仍在其中受惠。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寫這本《零年》，可說是為了
紀念他父親從荷蘭邊境被抓到德國
集中營的經歷，也想重構當他父親在
1945年回到荷蘭時，歐洲甚至全世界
的景象。書名很切合某些差點被毀滅
的城市，如柏林和華沙，也適合描繪
那些從集中營中得到解放的人們——
像「從零開始」的刻度，預示美國、日
本、歐洲日後繁榮的發展。

然而史實並非如此，在戰爭完結時等
待着人們的，是將敵對陣營者和通敵
者的清算，以及審判及處決犯下戰爭
罪行的人。在東歐，尤其是蘇聯支撐
的共黨波蘭，德國人被驅逐、搶劫甚
至殺害，在被兩國瓜分的東普魯士，
所有德國人被迫離開故土。同樣，捷
克斯洛伐克政府對德國人也還施其人
之道。在歐洲被佔領國家之中，通敵
者通常屬於該國法西斯政黨，而在某
些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和印尼，通敵
者則希望透過日本勢力反抗西方爭取
獨立的地方精英（如阿奎諾一世、蘇
卡諾等），前者多數被肅清，後者則大
多成為解殖立國的英雄。至於在敵佔
區從事反抗的游擊隊，大多隸屬共產
黨而且在戰後仍堅持武裝革命，當中
大部分沒有像南斯拉夫共黨般獲得政
權，他們不是被迫繳械投降（如戴高
樂執政的法國），就是被大批殺害（如
馬來亞英殖當局對付馬共或希臘右翼
政府對付希共），不少國家很快陷入內
戰，如中國、越南、韓國等，戰爭結
束了但和平仍未出現。

和平得來不易
說到對日本和德國罪犯的審判，讀者
更可以參考作者另一本著作《罪惡的代
價》，布魯瑪指出了，這些審訊的作用
是去納粹化或去軍國主義化，還有象
徵式地為受害國申冤（如在菲律賓對沒
有直接策劃大屠殺的山下奉文執行死
刑）。歷史告訴我們，要懲治所有策劃
或參與屠殺的人是不可能的，罪大惡
極者依然逍遙法外，而罪行較輕微者
往往被判死刑。但這到底還是勝利者
定義的「正義」，在看似不公平的判決
背後，有時潛藏着讓人心大快、進而
穩定社會的理由，正如戴高樂堅持將
不配合納粹政策的維希傀儡政權首腦
賴伐爾判處死刑。

在復仇正義背後，作者更想說明的，
是盟軍佔領當局（這裡主要英美方面）
在二戰後審訊大量「戰犯」以及讓德
國人民目睹集中營死者慘況的真正目
的，其實是希望將歐洲和日本等國從
野蠻帶回文明之中。事實上，戰時的
德國和日本，如果要審訊所有直接或
間接參與屠殺的人，牽連面亦很廣；

如果審判變相成為追究和報復的話，
恐怕戰後歐洲也無法穩定和繁榮發
展。布魯瑪告訴讀者，歐洲戰後的和
平和繁榮其實得來不易，故此對於犯
下反人類罪行的戰敗國和受西方及二
戰蹂躪的前殖民地國家，要穩當處理
這些歷史問題確實不容易，今日世界
的全球經濟合作，亦拜當年英美兩國
努力所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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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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S 兒 童 理 財

《奢侈品策略：讓你的品牌，

成為所有人奢求的夢想》

（譯者：謝綺紅）
（The Luxury Strategy: Break 

the Rules of Marketing to 
Build Luxury Brands）
（商周出版／ 2014）

作者：  

哥頓新添一套桌上遊戲，約了謝菲、
阿哲和我到桌遊茶座試玩。謝菲如常
遲到，哥頓也不等他，開始與我們講
解玩法。過了一會，哥頓頭痛突然發
作，我請纓替他買藥，他囑咐我一定
要買他慣用的「速效配方」止痛藥。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要的藥
缺貨，我自行決定購買同品牌另一系
列的藥，並且想好回去之後如何應
對。不料哥頓的反應比我預期的更加
激烈，他面容扭曲地說：「你為甚麼買
這些鬼東西回來給我？」阿哲拿起藥盒
一看，上面印著「經痛配方」，這位已
從課堂上學懂、且對男女生理知識特
別敏感的小學生不禁捧腹大笑，哥頓
鐵青的臉色變得更加難看。
 
幸好我早有準備，施施然坐下說，「你
應該看一看這本《奢侈品策略》。」哥
頓取過我手上沉甸甸的書，苦笑地
說：「我這種狀態實在無法啃下這麼
厚的書。」
 
「不如讓我簡介一下，此書作者之一
Vincent Bastien有名牌教父之稱，先
後在Louis Vuitton、YSL Parfum等多
家名牌公司擔任行政總裁或其他掌舵
要職，書中他以業內人士的身份分享
各種經營奢侈品的策略，例如如何銷
售、定價、保證產品及服務質素、永
續發展等。」
 
我取回哥頓手上的書，續說：「即使
你沒有頭痛，我也不會建議你閱讀全
書，例如第一部的〈回顧奢侈品的起
源〉大可跳過，因為閱後對於奢侈品的
定義只會更加混亂。至於第三部的〈奢

頭痛的奢侈
侈品的策略觀點〉也可置之不理，作者
透過LV、愛彼錶、香奈兒等品牌的經
營模式作為商業個案，藉此討論各種
策略的成敗得失，如對商管不感興趣
的人，或會覺得枯燥乏味。」
 
「但是作為一個消費者，我們應該再三
細讀第二部，特別是第七章的〈奢侈品
的品牌擴張〉和第九章的〈奢侈品的定
價策略〉，你便會知道自己平日所買的
止痛藥也是奢侈品。」
 
哥頓一臉不以為然：「數十元一盒的東
西也算是奢侈品？」我邊叫他拿出舊藥
盒邊說：「奢侈品不一定是指天價的產
品，相反由主觀情感產生的溢價就是
奢侈品的必要存在條件，故此書中毫
不諱言製造主觀情感溢價，就是奢侈
品經營者的重要任務之一。所謂『經痛
配方』、『速效配方』實際上也是採用
這種策略，透過標籤製造主觀情感投
射，從而產生溢價，變成止痛藥中的
奢侈品。」

哥頓表示難以置信，阿哲將新舊藥盒
併在一起，猶如發現新大陸般興奮地
叫道：「成分果然是一模一樣、完全
相同！究竟表面上是經痛，實際上是
速效；抑或表面上是速效，實際上是
⋯⋯」我打斷他的胡言亂語，再對哥頓
說：「這藥是表面上是⋯⋯實際上是速
效，放心吃吧。」
 
正當哥頓準備吃藥之際，姍姍來遲的
謝菲看到哥頓手執的藥，對他笑道：
「你要吃經痛藥？月經來了？」哥頓登
時漲紅了臉，看到在旁的我忍不住偷
笑，一拳揮了過來，幸好我早有準
備，笑嘻嘻的避開了。

會計師，深信學習理財，應該從小開
始，提倡「遊戲學理財」。

Vincent Bastien
原 Louis Vuitton 掌 門 人，1988 年 將 LV 國
際化，並奠定其全球龍頭地位；橫跨三大
奢侈品集團 LVMH、Richmont、PPR-Kering。
之前曾擔任多家知名品牌的總裁，以其獨
特的品牌策略受法國總統之邀，協助國
家及羅浮宮塑造品牌，著有《La Marque 
France》（法國國家品牌）。

Jean-Noel Kapferer
品牌管理方面的全球意見領袖與專家，最
新暢銷著作《新策略品牌管理》（The New 
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

Gore Vidal出生於美國政治世家，自幼
父母離異，他由祖父母帶大。他的祖
父Thomas Pryor Gore是Oklahoma的民
主黨參議員，也是對Vidal影響最大的
人。祖父眼盲，小Vidal在30年代時常
跟著祖父去議會辦公，充當他的耳目
和枴杖。祖父教他美國史和羅馬史，
鼓勵他讀Cicero、Suetonius、Gibbon
和Henry Adams。這些經典成為Vidal
日後寫作歷史小說的資源。1933年，
8歲的Vidal跟著祖父見證了Roosevelt
的總統就職大典；祖父對Roosevelt的
New Deal很不以為然，而且他是嚴
肅的憲政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反對
美國參加兩場世界大戰。Jay Parini的
新傳記《每有朋友成功，我的心又碎
一塊》（Every Time a Friend Succeeds 
Something Inside Me Dies）中寫道，
Vidal的政見和對歷史的觀點「都與
Senator Gore如出一轍」。
 
Parini與Vidal於1980年代中期在意大
利結識，他很崇拜Vidal的小說，也支
持Vidal反戰的政治姿態。最重要的
是，Parini和Vidal的長期男友Howard 
Austen關係很好。Vidal稱Parini是自
己的「Boswell」，指定他為文學遺囑執
行人，Vidal在世時要求Parini寫一本
授權傳記，Parini拒絕了，因他知道
傳主在世，勢必會干預傳記的結論、
偏重和解釋。聰明的Parini推薦了Fred 
Kaplan，Kaplan於1999年出版了傳記
《Gore Vidal》。正如Parini擔心的那樣，
Vidal不滿Kaplan寫的部分內容，對他
發動了一系列法律威脅，企圖影響最
後定稿，結果失敗了。於是Vidal公開
聲討並排斥Kaplan寫的傳記。Parini對
此表示，只要Vidal在世，他絕不會寫

莫為生人作傳
第二本傳記；Vidal同意了，但不忘叮
囑：「別盡往坑裡跳。看在上帝份上，
眼睛要盯著主路啊！」Vidal眼中的傳
記正途是這樣的：繞開他的社交勢利眼
和趨炎附勢，最弱化處理酗酒問題，
理性化處理他在曼谷的性旅遊和羅馬
的尋歡作樂，為他對母親和其他親戚
的刻薄找到合理解釋，不要過度強調
他與Kennedy一家鬧翻並被驅逐——
剩下的內容就很清楚了，盡情讚揚他
的文學成就、無數獎項和暢銷作品，
他的博學和智慧。總的來說，Parini還
是走在大路上的，只不過對他的朋友
不希望他多寫的小道也沒放過。
 
最近還有一部關於Gore Vidal的紀錄片
問世，《最佳死敵》（Best of Enemies）
講述了Gore Vidal和William F. Buckley, 
Jr.的宿怨。Buckley是Reagan的好友，
支持越戰、反同性戀、熱衷冷戰，與
Vidal是兩個極端。這兩人都曾競選紐
約市長，都以失敗告終。ABC電視台
曾讓這兩人公開辯論，Vidal說Buckley
是「納粹支持者」， Buckley罵Vidal是「死
基佬」，觀眾看著可樂了。還有一本
Kevin M. Schultz的新書《巴克利和梅
勒：塑造60年代的難得友誼》（Buckley 
and Mailer: The difficult friendship that 
shaped the sixties）講Buckley和Mailer
在芝加哥的公開辯論，Mailer大獲
全勝，不過Buckley雖敗猶榮，他和
Mailer成了摯友，即使他們算不上「塑
造了60年代」。《最佳死敵》中有人評
論說Buckley是美國當時最偉大的辯
手之一，儘管他說話慢吞吞而且時常
失手。Mailer尊重他，紀錄片中也把
他拍成討人喜歡的角色。要討厭Vidal
則很容易，他一點兒不像是心胸寬闊

非 常 讀 者

的人。《最佳死敵》中另一位評論者
說「Vidal滿懷仇恨」，這仇恨大概在
Norman Mailer和Truman Capote兩人
身上達到了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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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Time a Friend Succeeds 
Something Inside Me Dies》

（Little Brown Books Group ／ 2015）
作者：Jay Parini

《Buckley and Mailer: The 
Difficult Friendship that Shaped 

the Sixties》
（W. W. Norton & Company ／

2015）
作者：Kevin M. Schultz

非 常 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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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些話題不好談、難開口，愈逃避愈難收拾。不論大事或瑣事，有時只因沒有好好的
說，瞬間轉化成衝突。一但用了談判，很容易陷入你輸我贏、零和遊戲的陷阱之中。此書為你破
解四大心理陷阱，教你掌握「望」、「聞」、「問」、「切」的溝通技巧，勇敢面對難解的人際問題。
其實，衝突不可怕，只要跨越心理迷障，裝備好自己，跨過情緒地雷，反而可以創造新的可能
性。

走進美術館看畫展時，詳讀簡介文字、勉力聽完語音導覽之後，仍一知半解？其實，名畫背後的
秘密都在細節裡。在所有藝術範疇中，經常反復出現且顯著的元素、旨趣或中心思想，稱之為

「母題」。此書依「動物」、「植物」等類別區分 66 個「母題」，帶領讀者抽絲剝繭，細細領略每幅
畫作背後的真實含意，即使是對藝術沒有認識的，也能藉此書快速領略專業視野，觸類旁通，像
解謎一樣賞畫。欣賞畫作，也有通則可循！

1483 年，即將出戰的湯瑪斯霍克爵士，在出發前夕寫了一封信給他四名年幼孩子，告誡 20 種美
德，希望兒女們能憑藉這些教誨一生過著高尚的生活。在信裡，霍克引領子女思考這些問題：「我
為甚麼活著？出生前，我在哪裡？當我死亡的時候會發生甚麼事？不論起源為何，生命都是深刻、
狂野、神秘且未可知的……」作者借鑑東西方哲學、宗教、文學與詩歌的古老教誨，字裡行間，藉
著一個年輕人的旅程，闡述人生的真義。

此書帶領讀者循序漸進，深入了解芥川龍之介的作品與其人。先從兒童文學〈蜘蛛之絲〉、〈杜子
春〉開始，接著欣賞改寫古典文學的〈羅生門〉、〈鼻子〉、〈竹林中〉，最後是〈齒輪〉、〈某個傻子的
一生〉等後期作品，全覽芥川的風格與心境轉折。最後欣賞濃縮原著精華的十分鐘小閱讀，實際品
味芥川的文字；此系列首創的原著日文朗讀聆賞，予人前所未有的閱讀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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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ules for a Knight》
作者：Ethan Hawke
出版：Random House

《一本讀懂芥川龍之介——

天才廚師專愛短篇料理》

編集：新潮文庫
出版：野人出版

《衝突對話，你準備好了

嗎？：壓力其實是上天給

的禮物，穿越內心小劇

場，讓彼此更靠近》

作者：裘凱宇、 楊嘉玲
出版：本事出版社

《這幅畫，原來要看這

裡》

作者：宮下規久朗
出版：新經典文化

貧富差距擴大、稅制不公、金融危機……一連串動蕩不安的經濟與社會現象，是貪婪銀行家
和有錢人的錯嗎？主張「奧地利經濟學派」專家直指：被國家壟斷的貨幣體制才是罪魁禍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曾說：「國家對貨幣的操縱，是一部連綿不絕的欺詐史！」一般人
很少對「貨幣國有化」產生質疑，但我們手上的紙鈔購買力，為何愈來愈差？政府大幅舉債，
央行於是憑空印鈔票，卻使國債節節上升，間接造成通貨膨脹，最終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解決之道，就是解除國家獨佔金融的權力，打破龐大國家機器的壟斷。

《國家偷走我的錢》

作者： Philipp Bagus、
Andreas Marquart

出版：寶鼎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引頁碼
1984 George Orwell Signet Classics 6
A Modern Utopia Herbert George Wells Penguin Classics 6
Atlas Shrugged Ayn Rand Penguin Putnam 7
Brave New World Aldous Huxley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6
Buckley and Mailer: The dif�cult friendship that shaped the 
sixties

Kevin M. Schultz W. W. Norton & Company 32

Can Japan Compete ？ Michael E. Porter、竹內弘高、榊原磨理子 Basic Books 29
Every Time a Friend Succeeds Something Inside Me Dies Jay Parini Little Brown Books Group 32
Freakonomics: A Rogue Economist Explore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Steven D. Levitt、Stephen J. Dubner William Morrow 13

Gaia James Lovelock OUP Oxford 26
Heaven on Earth,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ism Joshua Muravchik Encounter Books 5
Men Like Gods Herbert George Wells Wildside Press 6
Operation Barbarossa and Germany's Defeat in the East David Stah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Tim Jackson Routledge 26
Rules for a Knight Ethan Hawke Random House 34
SuperFreakonomics: Global Cooling, Patriotic Prostitutes, 
and Why Suicide Bombers Should Buy Life Insurance

Steven D. Levitt、Stephen J. Dubner William Morrow 13

The Naked Ape Trilogy Desmond Morris Vintage 26
Think Like a Freak: The Authors of Freakonomics Offer to 
Retrain Your Brain

Steven D. Levitt、Stephen J. Dubner William Morrow 13

Unretirement: How Baby Boomers are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About Work, Community, and the Good Life

Chris Farrell Bloomsbury Press 15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 Ian Buruma Plume 31
When to Rob a Bank Steven D. Levitt、Stephen J. Dubner William Morrow 13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Ian Buruma Penguin Press 31
一個投機者的告白之金錢遊戲 André Kostolany 商業周刊 17
一本讀懂芥川龍之介——天才廚師專愛短篇料理 新潮文庫（編集） 野人出版 34
人生之體驗 唐君毅 臺灣學生書局 26
哲道行者 李天命 明報出版社 19
喚醒 69 億隻青蛙 李逆熵 經濟日報出版社 26
國家偷走我的錢 Philipp Bagus、Andreas Marquart 寶鼎 34
奢侈品策略：讓你的品牌，成為所有人奢求的夢想 Vincent Bastien、Jean-Noël Kapferer 商周出版 33
此時彼刻：中西區百年繁華 鄭寶鴻 中華書局 23
洗腦——X JAPAN 主唱的邪教歷劫重生告白 Tosh1 方智 30
港島街道百年 鄭寶鴻 三聯書店 23
犀利話二戰（上下兩冊） 袁騰飛 野人 21
給孩子的備忘錄 梁繼璋 星島出版社 23
衝突對話，你準備好了嗎？：壓力其實是上天給的禮物，穿
越內心小劇場，讓彼此更靠近

裘凱宇、 楊嘉玲 本事出版社 34

這幅畫，原來要看這裡 宮下規久朗 新經典文化 34
集體回憶之穿梭古今中、上環—尋訪香港文化的故事 何耀生 明報出版社 23
香港歷史散步 丁新豹 商務印書館 23

本期書目

我們都是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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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刊》歡迎讀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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