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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和「人
不知而不慍」，既是我們每個人的
基本修養準則，也是提升自我的
參考目標。究竟這三句話是甚麼
意思？我們又怎樣可以做到孔子
提出這三個做學問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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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輪迴轉世嗎？曾任職耶魯
等著名高級學府的精神科主診醫
生 Brian L. Weiss以「前世回溯療
法」的經驗為藍本，於 1988年推
出第一部探討前世今生的作品，
帶出一個重要信息：接受「前世記
憶」的存在，能夠減低對死亡的恐
懼，並在思考生存意義的命題上
發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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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音

一個樂團指揮家的成功，不僅因
為他懂得聆聽樂手的聲音，而且
因為他懂得聆聽自己的聲音，一
心追求自己的夢想。女指揮家譚
香盈及楊玄風與大家分享音樂之
路，在她們追尋普及音樂過程中
留下的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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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如何發明了世界史

我們心目中的蒙古人，是打砸燒
殺的遊牧民族，但他們對全球化
和世界史的開端卻起了至關重要
的作用。日本史家上溯到蒙古史，
發現正是蒙古把東方和西方連成
一塊，而成吉思汗比哥倫布更早
將不同的地區連接起來，建立了
一個最碩大無朋的世界帝國。直
至今日，我們仍活在其影響下，
《遊牧民的世界史》或對我們有所
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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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最需要處理的，其實是不
安的根源。斷、捨、離，顧名思義就
是三個步驟；首先須斷絕不必要的物
品在身邊出現，再捨棄現有不用的雜
物，最後就是離開對物的執念和牽掛。
 
斷、捨、離是「減法」的生活哲學，
背後的假定是我們的人生本來就不
假外求，只是後天俗世的五光十色令
我們迷失自我。透過逐步地減少「擁
有」的執念，我們才能夠更實在更理
性地活在當下，感受每刻的慈悲喜
樂，既不沉溺在過去，也不惶恐於未
來，達致自在的境界。
 
「減法」的實用生活哲學，除了適用於
收納和處理家居物品，也可套用在社
交、工作和生活。與其每天將工作和
社交排滿日程，我們何不將無必要的人
和事從身邊減除，留下時空給自己和真
正所愛去享受，更實在認真地過每剎
那。真正的斷、捨、離，是正念，是要
讓未來的自己不因錯失了最愛的人和事
而感到懊悔、執念於睹物思人。
 
意志力，是對慾望的抵抗力。
 
意志力強的人，不但面對逆境的能
力更強，成功的機會也更高。好消息
是，意志力並非完全是天賦的本事。
相反，人類本能當中充滿七情六慾，
意志力的鍛煉，其實是了解自我的過
程；一個人愈了解自己，就愈懂得如
何面對各種衝動和慾望。
 
Kelly McGonigal不 僅 是一位心理
學家，亦致力推廣透過正念修持
（Mindfulness Meditation Practice）
來提升個人意志力。她曾在史丹福
大學主持一個維期十周、透過科學
提升自我意志力的課程，而《The 
Willpower Instinct》是該課程內容的
文字版本。

 McGonigal不主張抑壓慾念，並且認
為自我控制和抑壓等行為儼如使用身

體上的肌肉，過分的話會疲倦，鬆懈
之後反而令人更易縱慾。不過，自控
力也可以像肌肉般，透過適當的操練
而變得更強壯。
 
「提升自我控制的最佳方法，就是了
解自己如何和為何失控。」意志力鍛煉
的第一步，是了解自己。McGonigal
要求學員，每次慾念萌動的時候將環
境和心態仔細記錄；此外，每次作出
決定時，也將想法和條件記下來。這
個練習的意義，在於要我們清楚意識
到自己決定事情的方法。當我們對自
己更了解，也會更懂得如何去面對衝
動和慾望。研究發現，疲倦和飢餓的
時候，我們的意志力會相對薄弱，所
以避免惡習影響生活質素的最直接方
法，是盡量避免在意志力薄弱的時候
做決定。
 
除了正念修持的練習，另一個更簡單
的應對方法，是學會刻意在慾念萌動
之時將呼吸的節奏放慢，舒緩身心的
壓力，讓意志力發揮作用，重掌思想
和決定的主導權。
 
意志力的最大敵人，是壓力。在壓力
之下，不但我們的意志力也會受影
響。一旦意志力鬆懈並開始了縱慾，
我們的意識便會為自己的決定作出辯
護，並將行為合理化。以節食為例，
有人因抵受不了飢餓的煎熬，破了第
一次戒，腦海就會出現一把聲音去勸
告自己放棄。在這個時候，我們愈是
責怪自己，矛盾和壓力也愈大，意志
力也愈薄弱，決定也愈易受擺布。另
一個現象，叫「假希望症候群」（False 
Hope Syndrome）；當一個人在最低
潮的時候，以為自己終於拿定主意要
戒除惡習，無疑在那一刻的確感到一
股意志力，但熱忱很快消卻，換來就
是失望以及回到縱慾的圈套中。

 掌握慾望，秘訣在於分清「快樂」和
「追求快樂」是兩回事。人的腦神經
中樞系統在預期快樂的時候，會分泌

出多巴胺（Dopamine），令人感到興
奮和快樂，這也是「追求快樂」的動
力。不過，「追求快樂」並不等於「快
樂」，因多巴胺而起的快感，最終不
會令人感到滿足。所以受到多巴胺驅
動的行為，結果會令人感到空虛，慾
望更旺盛。例如有暴食症的人，對食
物的慾望並非來自於飢餓，他們可能
甚至連吃過甚麼都沒有感覺，只不過
是食的行為令他們的中樞神經不斷分
泌多巴胺，產生快感，但暴食過後的
空虛，令他們想吃得更多，在惡性循
環之下形成病態。
 
McGonigal的哲學，並非要我們變成
超人。意志力的意義，也不是在於壓
抑；愈是刻意去壓抑，結果往往是相
反。自主的大前提，要接受慾望是人
性當中無可避免的一部分，並且接
受自己的不完美，但與此同時，我們
可以運用意識作出理性的決定，透過
真正自主，並且產生另一層次的滿足
感，達致真正的意志力。

整理家居收納瑣碎雜物，不少人第
一件事是想去購買各式收納用的盒、
箱、架、櫃，結果各種身外物還未安
置好，先讓有限的空間變得更擠迫。
 
曾經，我以為無論是時間抑或空間管
理，都只有一個原則：「每件事物，
都要有其既定位置。將位置放得方
便快捷，就是好的管理。」換言之每
件身外物都應該有個固定的收納地
方，每件事都有其應該發生的場所
和時間。只要將時間和空間管好，個
人生活就有結構，有結構就整齊，整
齊就是舒適，也可以更有效率地用盡
每分時間和空間。
 
究竟為甚麼我們將物品積存？每天排
滿的日程當中，佔據著我們生命的事
和人，又有甚麼意義？用盡每分時間

和空間的觀念，就像算術的「加法」，
以零碎的身外物來堆砌自己的人生。
 
《斷捨離》的作者山下英子，本來是
個瑜伽修道者，她從僧侶的簡樸生活
中得到啟發，提出以「斷捨離」的心
態來處理收納的問題。
 
積存，有人是為了不時之需，有人是
為了保留回憶，更多的情況是我們不
知道如何去處理那些物品。但說到
底，所有理由的根源都出於不安穩的
心態。我們通常都高估了所謂的不時
之需，大多數因此而積存的物品，最
終塵封一角，換來的只是一份虛無的
安心。至於所謂的保留回憶，某程度
上也是因為對未來的不安，覺得將來
很大可能不如過去，我們才會牽掛過
去的美好。

THE 
NEW 

ME
心理上，在一年的終始，立定決心，要讓自己更勝從前，更待何時？

《論語．學而》篇首的幾句「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和「人不知而不

慍」，既是我們每個人的基本修養準則，也是提升自我的參考目標。究竟這

三句話是甚麼意思？我們又怎樣可以做到孔子提出這三個做學問的境界？

今期《閱刊》專題 「The New Me」，特意選了七本好書，讓我們由心境到處
境，重新審視當前的自己，為未來作準備。

自在．自主

《斷捨離》

（平安文化／2011）

作者：

山下英子  
大學時期透過瑜伽習得了放下心中
執念的行法哲學——「斷行．捨行．
離行」，其後致力提倡以這種概念
為基礎的新整理術「斷捨離」，將其
實際應用在日常生活中。2000年
起在日本各地舉行一連串「斷捨離」
講座，引起熱烈迴響，也使得「斷
捨離」在日本掀起一股心靈改造運
動。另著有《歡迎來到斷捨離的世
界》、《斷捨離減肥法》、《新．生活
術俯瞰力》等。

《The Willpower Instinct: How 
Self-Control Works, Why It 

Matters, and What You Can Do 
to Get More of It》
（Avery／2013）

作者：

Kelly McGonigal   
健康心理學家，於史丹福大學任教，
同時為《國際瑜伽治療期刊》總編輯。
2010 年獲《福布斯》選為「20 位最
啟發人心的女性 Twitter作者」。在攻
讀博士期間，獲史丹福大學最高榮譽
的教學獎Walter J. Gores Award。目
前是《今日心理學》雜誌「意志力科
學」一欄的主筆。著有《The Upside of 
Stress》、《Yoga for Pain Relief》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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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策大象，不可能單靠利誘和恐嚇。
首先，我們要馴服和訓練大象，而最
基本的條件，就是時間和重複。建立
習慣，道理也是一樣；我們先要審視
現有的習慣，然後圍繞這些每天都必
然發生的事件，借用條件反射的方
法，建立新的習慣；例如每天一早一
晚和用餐，就是建立新習慣的最佳時
間。最終當習慣成自然，就可以再微
調這些行動發生的時間和地點。
 
S. J. Scott在《Habit Stacking: 97 
Small Life Changes That Take Five 
Minutes or Less》提出了97個簡單易
做的習慣；原則是，每個行為都只需
每天一兩分鐘的時間，務求以最低的
代價，將幾個小習慣組合起來，成為
每天的例行公事，提升生活質素和工
作效率。簡單如每朝起床先喝一杯
清水，又或者在床邊放一本字典每
晚臨睡前學一個生詞等，只要持之以

成功，不外乎兩個元素：方法和習慣。

我們每天絕大多數的行為，其實都是
由不經意的習慣所主導。良好的習
慣，可以讓一個人長年累月地，在
不知不覺間比別人完成得更多，所
得到的，自然也更多。
 
多數習慣由環境因素促成，也有不少
習慣是社會上其他人，刻意讓我們
養成的。可是，與其任由環境和別人
掌握我們的工作和起居生活習慣，為
何不像編寫程式般，由自己設計自己
的習慣？

良好的習慣，另一個好處就是減
少不斷做決定而對意識構成的負
擔，讓我們可以集中精神，思考更
複 雜 的 問 題。Steve Jobs和Mark 
Zuckerberg，刻意每天穿同一件衣
服，就是為了省卻思考每天選擇衣裝
的那點時間和心思；每天五分鐘的時
間，一年下來就是30小時，差不多等
於四個工作天。

更重要是正如先前所講，人的意志力
畢竟有限，自控的另一層次，就是善
用慾望的力量，建立出良好習慣，讓
我們完成本來不願意去做的事。
 

恒，在幾個月內足以見到這些小習慣
對我們有明顯影響。

培養新習慣，除了靠每天定時定點不
斷重複，更重要是每次成功堅持之
後，我們都給予自己一點獎勵；簡
單如在日曆上貼的一個剔，又或者
在臉書上貼一張讓自己感覺良好的
照片，都是必要的回饋過程。
 
建立每個新習慣時，我們都要有清
晰的邏輯和理由，並不時提醒自己建
立這些小習慣的原因。在生活和工作
的場所，將希望建立的習慣清楚寫出
來，不但可以提醒自己，也讓身邊的
親友同事知道，支持自己。直至習慣
融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便可以轉移
注意力專注改善生活的其他環節。

不過，改變行為最有效，而成本極低
的方法，其實是透過改變周遭的物理

環境。借用Heath兄弟的比喻，假若
要大象循某條路線向前行，最簡單的
方法，莫過於將前路清理。有節食
經驗的人都知道，轉用容量較小的
器皿用餐，是減少食量的最直接有
效方法。
 
習慣的力量既有如滴水穿石，亦是一
把雙刃劍。習慣一旦建立起來，它的
影響力，幾乎無法完全去除。已有的
習慣，只可以透過新的行為來替代，
但習慣的本質不變。Duhigg亦提到，
人在受壓的情況下，很容易故態復
萌，以為被戒掉的舊惡習，隨時以加
倍的力量吞噬我們。所以，悉心栽培
良好習慣固然重要，但一個人若然能
夠時刻自省，避免染上惡習，其實已
經是時刻地為自己作出了影響一生最
佳的決定。

成功 = 方法 + 習慣

《The Power of Habit》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2014）

《Switch: How to Change Things 
When Change Is Hard》

（Crown Business／2010）

作者：

Charles Duhigg
《紐約時報》得獎記者，分別於耶
魯大學和哈佛大學獲得歷史系學
士和企管碩士學位。2006 年加
入《紐約時報》，曾主筆或協助進
行系列報道，包括檢視企業如何試
圖佔高齡美國人便宜的〈Golden 
Opportunities〉、 研 究 金 融 危 機
的〈The Reckoning〉、 探 討 美 國 水
質污染惡化問題與執法者回應的
〈Toxic Waters〉等等。後來獲得美
國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National Journalism、George Polk、
Gerald Loeb等單位頒發的新聞獎項。

作者：

Chip Heath、Dan Heath
Chip Heath
史丹福大學心理學博士，現任史丹福大學
商學院組織行為學教授，主要研究創意的
可行性、如何設計深植人心的訊息、怎樣
下重要決定等等。
Dan Heath
曾任哈佛商學院研究員、亞斯本研究所
顧問，現任杜克大學社會企業精神推廣
中心資深研究員，亦為創新媒體教育
Thinkwell 公司創辦人之一。與 Chip 同
為知名商管雜誌 《Fast Company》專欄作
家，經常舉辦講演，為微軟、日產汽車及
西點軍校等提供諮詢服務。另一合著有
《Made to Stick》。

《Habit Stacking: 97 Small 
Life Changes That Take Five 

Minutes or Less》
（Oldtown Publishing LLC／

2014）

作者：

S.J. Scott
美國暢銷書作家，專門指導讀者
在各領域建立良好習慣，書籍內
容重視方法和行動。「Develop 
Good Habits」博客創始人，並根
據個人經驗，提供大忙人也能輕
鬆採用的簡單做法，協助公眾建
立和持續習慣，換來美好人生。

 紐約時報》記者Charles Duhigg的
《The Power of Habit: Why We Do 
What We Do in Life and Business》，
嚴格來說，不算是一本指南式的工具
書，不過當中有不少教人大開眼界的
故事，令人相信改變習慣的力量，可
以改變個人，更可以改變企業組織，
甚至整個社會。

實驗證明，我們可以因應自己的需
要，去建立習慣，改變自己，改變環
境際遇。習慣行為學，說穿了就是心
理學的應用。俄國心理學家巴甫洛夫
（Ivan Parlov）那個讓狗流口水的條件
反射實驗，可以說是習慣行為學一半
的理論依據，而另一半就是佛洛伊德
心理學中的下意識。心理學上這兩套
學說，在方法上可謂南轅北轍，但可
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人的行為並非
全部由理性主導。
 
Chip Heath 和 Dan Heath 兄弟合著
的《Switch: How to Change Things 
When Change is Hard》，對人的行
為有個很精采的描繪 —— 人的理
性，就好像騎在象背上的人；非理性
的行為，就好比那頭大象。要改變行
為和習慣，單憑理性，失敗居多，而
且極為費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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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學問

在成長的路途上，我們總會遇到一些
值得去學習的大師；Greene的建議
是，假如想自己成為大師，第一步就
要找個令自己拜服的大師去做師傅。

「師」，《說文解字》的註解就是「教
人以道者」。在舊社會，師徒制是個
人學習和成長的最有效途徑。今時今
日的社會，工廠式大量生產的集體教
育，最被忽略的就是對個人的培育，
所以驟耳聽來拜師學藝好像不合時
宜，但偏偏就是回到學習正途的最有
效方法。事實上，不少最出眾的成功
人士，在事業路途上都有最少一個良
師益友。

有些人在年輕的時候，就已經發現自
己的天賦和志趣，他們也更易得到超
卓的成就。不過，就算走到人生中年
仍未發現自己的天賦，也不代表沒有
成功的機會。不少人經歷過人生跌
宕，才會感悟到自己的本領和志趣；
其實就算真的要花上一萬小時去浸
淫一門技能，假如平均每天花上四至
六小時，約五至七年便能達到嫻熟的
境界，大概也只是完成一個博士學位
所需的時間，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
個負擔得起的代價，大前提是我們借
《斷捨離》的「減法」整理人生，簡化
日常生活，將不必要的瑣碎事去除，
剩下來的空閒，就是我們可以專注用
功的本錢。

決志、拜師、學藝、經過苦練之後，
最後一步就是要有機會去將生平所
學盡數使出來。機會，要自己去創造
掌握。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方，
「天時」和「地利」，人人都公平地享
有，唯獨是「人和」，最終將成功與
失敗的人分別出來。

理順環境和心境，再加上悉心建立
的良好生活日常習慣，也不代表我們
生活得充實。生活要充實，就必須要
有使命感。我們每個人只有自己才知
道，自己的使命究竟是甚麼。

 《Mastery》的作者Robert Greene認
為，每個有使命感的人，只要依足
方法，都有條件成為一個「大師」
（Master）。
 
成一家之言的大師級人物，誠如司
馬遷所講，是因為他們能「究天人之
際，通古今之變」。Greene眼中的大
師，不止對技能極為熟練，了解到微
妙的規律，甚至將技能昇華至單憑直
覺也能作出正確決定的水平，有如庖
丁解牛。

Jesse  Warren Tevelow的《The 
Connection Algorithm》所 反映的
價值觀，在多方面都跟Greene的
《Mastery》不謀而合，同樣都鼓勵讀
者重新審視自己目前的境況，並且
主動尋找在心底最深處的那份使命
感。然而Tevelow更毫不含糊地表
示，在這個社會任何人要成功，都
要得到別人的幫助，尤其是社會上的
「超級聯繫人」（Connector），因為
他們比其他人的接觸面更廣，亦更有
能耐將人與人連結起來，互通有無，
將眾人的機會都放大，讓每個人都
可以完成自己本來完成不了的事情。

通常我們只會見人將自己的成功往面
上貼金，但分享失敗的卻少之又少。
難得是Tevelow不單將自己的成功經
驗分享，也忠實地將失敗的經驗記
錄下來。要知道，每個人的成功，總
有些獨特之處，旁人無論如何也學
不來，但每個失敗的案例，背後都有
一定的共通之處，甚至可以說，我們
從別人身上未必可以學到成功，但肯
定可以學到如何避免重蹈覆轍。

後記：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
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
乎？」曾子認為，要做到孔子提出的
「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和
「人不知而不慍」，方法就是每天反
省，究竟自己對人對事，是否盡心盡
力，是否忠於本心？有沒有對友人守
信？有沒有將自己所學，持之以恒？
說到底，成功的習慣和特質，離不開
專注、持之以恒以及獲得旁人信任認
同。能夠做到這幾點，無論結果是甚
麼，也能問心無愧，自在自信。

要成為大師，長期的浸淫必不可少。
Greene也強調「一萬小時法則」。不
過，天下間成千上萬的人，一樣長期
在同一個工作範疇，為何有些人最終
成為大師，有些人卻停留在熟手技工
的層次？

工匠和大師的分別，就是在於大師能
夠不忘初心，雖然他們對自己的範疇
有深廣的知識，但始終不失好奇心
和創造力，也不會受制於既有的框
架，能推陳出新，青出於藍。大師
級人物技驚四座，是因為他們用別
人從來都沒有想過的方法，達到意
想不到的效果。

工匠眼中只有工具和方法，大師見到
的，卻是物件以外的境界。

《Mastery》

（Penguin Books／2013）

作者：

Robert Greene 
美國著名作家及演說家，畢業於威
斯康辛 −麥迪遜大學，在成為作家
之前，曾擔任超過 80份公職，現
時活躍於策略、權力等學術討論範
圍。其他著作包括《The 48 Laws 
of Power》、《The 33 Strategies of 
War》和《The 50th Law》。

《The Connection Algorithm: 
Take Risks, Defy the Status Quo, 

and Live Your Passions》
（Jesse Tevelow／2015）

作者：

Jesse Warren Tevelow
美國青年創業家，於 2007年成為
手電遊戲公司 PlayQ Inc. 的共同
創辦人，但因為鷹派作風而被迫
離開，同時寫下《The Connection 
Algorithm》 一 書， 教 授 承 擔
風險的策略。不少著名媒體如
Businessweek、Do More Faster和
Upstarts皆有刊登有關 Tevelow專
題報道。

利世民

工作和興趣都是以經解經。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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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 Be a Stock Market Genius: 
Uncover the Secret Hiding Places of 

Stock Market Profits》
（Touchstone／1999）

作者：

Joel Greenblatt
高譚資本（Gotham Capital）公司的
創始人和合夥經理人，自 1985年這
一私人投資公司成立以來，其年均
回報率達 40%。擁有理學學士學位、
沃頓商學院的 MBA，任哥倫比亞大
學商學院的客座教授，一家《財富》
500強公司的前董事長，價值投資
者俱樂部網站（ValueInvestorsClub.
com）的共同創辦人。

股市天才是你

老實說，《You Can Be a Stock Market Genius: Uncover the Secret Hiding 
Places of Stock Market Profits》這本書是亞馬遜推介柯某讀的，在推介之
前，即使柯某遊走中環十年，也未聽過Joel Greenblatt何許人也，他在香港
的知名度亦不高，不會像畢菲特、索羅斯般經常見報，但看到這位對沖基金
經理的基金名為高譚資本（GOTHAM），即是說自己是蝙蝠俠啦！加上據稱其
基金年回報四成，不是神也非常人能及，有資格成為本欄的品評對象。
 

一如以往所有金融系的書籍，本書英
文是異常簡單（沒有出中文版，但有
簡體字版，此君在中國較受歡迎），
因為金融界爭分奪秒，沒有空咬文嚼
字，句句都要一看即明。
 
過去「追過的股神」書評之中，有三
位的書對柯某影響最深，分別是格拉
咸、畢菲特及高斯圖蘭尼。索羅斯則
因為他自稱「從沒有人了解他真實一
面」，即使閱後帶來衝擊，多多少少
受其言論影響，將信將疑，始終其亦
正亦邪的形象太深入民心。
 
無故說起舊書何故？因為上述四位股
神級人馬，所寫的不是股票投資，而
是接近哲學的文章，如何做有寫，但
只是技術問題；投資經歷有分享，但
只是點綴；真正分享的，是他們對人
性的了解。股市，是人性的遊戲，誰
了解人性，誰便是贏家。
 
此書不同，內容走務實路線，作者
Joel Greenblatt是價值投資的信徒，

跟價值投資之父格拉咸及股神畢菲
特系出同門，後來自立門戶稱為方
程式投資（Formula Investing，Joel 
Greenblatt另一書有講述，日後有空
可再評）。Joel Greenblatt沒有太多
人生哲理，直接寫有關導致股價跑
贏大市的情況，被稱為特別情況價值
投資，涵概包括：
 
分拆交易
企業重整
合併證券
合併交易
認購權證
企業資本結構調整
破產
風險套利
 
是不是很熟口面？對！就是近年本地
自稱「財技股」分析方法，只是美國
比香港早一步有人開發此類股份。
 
在讀這些財務會計準則對股價的影
響時，Joel Greenblatt先在第一節告

訴你，如果你是MBA，對你炒股是
沒有幫助，因為學院派是教你市場是
「有效率」，沒有機會跑贏大市；如果
你有此信念的話，又如何去學習跑贏
大市呢？首先你要去除讀書「沙紙」
的迷信，去除了思想障礙，才教你如
何炒股票。
 
有書未必勝無書，不要被市場上的名
銜壓倒，即使沒有頂級學府「沙紙」、
沒有專業資格，Joel Greenblatt告訴
你，你也可以成為股市天才。
 
（筆者按：柯某財富未追到股神的背
影，但現實生活中已追到女神，下個
月辦喜事，事忙，暫停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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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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你的目標是跑贏大市，一個頂級學府的 MBA 或 Ph.D. 是幫不到

你的。（If your goal is to beat the market, an MBA or a Ph.D. 

from a top business school will be virtually no help.）



與人際網絡
LinkedIn 吧！

《I'm on LinkedIn- Now What???》

（Happy About／2014）

作者：

Jason Alba
就業及人際關係專家。2006年
聖誕節前被解僱，發現極難尋找
工作，遂決定退後一步，了解整
個求職市場。幾個月後他創立求
職網站 JibberJobber.com，協助
專業人士管理求職及事業相關的
事項。他經常發表演說，分享職
場及建立人際網絡的技巧。

過了年尾，又是搵工的旺季。小妹身邊不少人都忙著去找head hunter飲茶；
不是太主動的，就說要更新「搵工網站」上自己的profile。「搵工網站」？哦，
原來是說LinkedIn。
 
在香港，不只小妹這位朋友，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形容LinkedIn為求職工
具——將履歷表上載，自然有HR找上門，空缺職位乖乖上釣。但小妹看了 
《I'm on LinkedIn- Now What???》一書後，對這個與Facebook一樣、同樣屬
社交網站的平台，徹底改觀，更因而在工作上加倍順利。

《I'm on LinkedIn- Now What???》
在美國被稱為LinkedIn聖經，目前已
出版第四版。作者Jason Alba曾經是
一名失業的IT人，後來因為LinkedIn
轉為縱橫職場，成為協助別人建立個
人形象和人際網絡的專家。他在書中
指出，LinkedIn並非只是求職者或招
聘者的工具，而是每一個人都適用，
用來管理職業生涯的工具。書中除了
教你如何寫好profile，亦會教你如
何透過endorsement、參與群組等
功能，提升你於聯繫人心目中的專
業形象，擴大社交圈子，同時透過
分享與行業相關等消息，讓你在職
場中脫穎而出。
 
你會問，用Facebook都不用看書，
為何上LinkedIn要呢？無錯，兩者都
是社交網站，但不同之處是你不可以
把你遊山玩水或與伴侶的親密照放上
LinkedIn，它不是你可隨心所欲的分
享平台，畢竟LinkedIn上的「朋友」，

都是與你工作相關的人。書中會結合
實際社交理論，告訴你在網絡世界中
的「處世之道」。例如你不應有求必
應，接受所有連繫邀請，不是人人都
可成為你的連繫人，如果一個真正想
知道你社交圈子有多闊的人，看見你
的連繫人全都是招聘者，即使你連繫
人數過千，亦沒有作為。
 
我自從有一次因為LinkedIn，找到了
公司想找的大客後，現時亦習慣了好
像Facebook般每天登入LinkedIn，
但與上Facebook截然不同，心態
嚴謹得多，多是想看看行業消息，
而且不會隨便按like。正因為使用
LinkedIn的人比較「認真」，也與你
的事業息息相關，實在需要一些如使
用指南般的專業指導。
 
除了個人之外，作者亦極力建議企業
開設LinkedIn帳戶。他指出LinkedIn
也可以是企業宣傳渠道，透過解釋

公司業務和理念，吸引新客戶，從而
增加收入。目前已有不少本地企業開
LinkedIn帳戶，作投資者關係或消息
發布之用，比起傳統發放電郵或信
件，更容易將相對嚴肅的公司資訊傳
到客戶手中。
 
現時香港LinkedIn用戶大約100萬，
雖然只是Facebook的四分之一，但
人數持續上升。不過，因為很多人覺
得用處不大，帳戶長期處於休眠狀
態，我估計在香港真正活躍用戶不
到30萬。然而，若更多人認識其作
用，相信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應有
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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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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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見盡銀
行家、公關傳媒界的奇怪異事。

說書人



《Understanding Comics》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4）

Scott McCloud
漫畫家和漫畫理論家，曾
擔任 DC Comics 超人漫
畫的主筆，出版多部獨
立漫畫。他的漫畫理論
三部曲：《Understanding 
Comics》、《Reinventing 
C o m i c s》、《M a k i n g 
Comics》是漫畫業界的指
定經典讀物。

            作者：返大學 讀漫畫
小時候看漫畫書，大人總會說「睇公仔書」無益、荒廢學業、浪費時間。看
漫畫要偷偷摸摸，夾在課本中央、扮溫書來掩人耳目，又或是夜半在被窩中
用電筒照著偷看。現今不少人仍然對漫畫存有偏見，認定看漫畫是不成熟的
表現，只有宅男毒男才會看；更有老闆看到下班途中的員工在看漫畫，認為
影響公司形象而炒魷魚。

事實上，「漫畫難登大雅之堂」這觀念早已不合時宜，漫畫是每年收入數以
十億元計的大產業，支撐著半個荷里活和不少電子遊戲商，是主流文化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每一個新的媒體出現，成功搶佔主流市場，藝術界和文化界
初時總是嗤之以鼻，視之為新興的低俗流行文化，到最後不得已承認長江後
浪推前浪，才堂而皇之將其迎入藝術的殿堂。繼小說、電影和流行音樂之
後，漫畫終於也踏上這條路。只不過漫畫實際上歷史悠久，甚至比文字還要

源遠流長；早於公元前13世紀的古
埃及石刻上，漫畫已用作記錄糧官
Menna的事跡。

外國大學開設的漫畫理論課，不是隸
屬藝術系，便是隸屬英文系。前者把
漫畫歸類為視覺藝術不難理解，畢
竟與畫畫有不少共通之處；後者對
於香港人來看則有點難以理解。試
想像中文系不教詩詞歌賦，而是教
《龍虎門》和《中華英雄》，那個教授
肯定會被家長投訴。在英文系中，
漫畫屬於現代文學的分支，有個聽
起來很學術性的名字——圖書小說
（graphic novels），一般泛指題材比
較嚴肅的漫畫作品。

今次為讀者介紹的《Understanding 
Comics》是一本關於漫畫的漫畫，也
是很多大學漫畫理論課的御用教科
書。每一種媒體都有其獨特的說故
事方式，把創作人希望表達的所思所
想，傳遞給觀眾或讀者。若按寫實
(reality) vs 抽象 (abstract) 來對比分
類，在線的一端是真人拍攝的電影，
忠實地把故事完整的呈現眼前；而另
一端是純文字，抽象的描寫讓讀者有

無限的想像空間。漫畫則視乎作畫風
格，自由遊走於現實與抽象之間。愈
抽象愈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因為容易
產生代入感；不過代價是訊息詮釋或
致失誤，因為想像空間大了或讓人誤
解作者的原意。

小時候我們會叫漫畫為「連環圖」，
顧名思義，漫畫就是用一張接一張、
帶有連貫性的圖像，去講述一個故
事。漫畫與其他媒體的最大的分別，
是如何呈現時間的觀念。其他媒體如
電影或小說，讀者同一時間只能看到
故事中的一個時間點；若果想看較早
前發生的事，電影要回帶重播，小說
要翻去前頁。在漫畫中，以數幅圖畫
並排的手法，甚至在同一幅圖畫中，
不同人物的對白泡沫代表著說話先後
次序，把多個時間點同時呈現讀者眼
前，讀者能夠宏觀地審視故事的時間
線，一眼盡覽事情的前因後果，讓漫
畫成為極具溝通力量的媒介。

《Understanding Comics》雖 然 以
藝術理論的架構去分析漫畫， 但讀來
完全不覺沉悶（看漫畫又怎會沉悶
呢！）。若果讀者對高深的藝術理論

不感興趣，只是喜愛看漫畫，書中亦
有大量篇幅分析各種不同漫畫的風
格、線條、字體、色彩等等，如何影
響說故事的效果。當然，也少不了討
論漫畫兩大主流——歐美漫畫和日
本漫畫的異同。自問從小閱讀的漫畫
無數，一直以來只憑直覺判斷一本漫
畫書好不好看。學懂了漫畫理論之
後，開始明白為甚麼那是好看、那是
不好看，作者這樣畫有甚麼用意，讓
我看漫畫時有更深刻的領悟。

欣賞漫畫、藝術或任何媒體，其實
和品嘗美食一樣，總不能永遠停留在
「好食、牛有牛味、雞有雞味」的層
次。要提升層次，此書是好幫手。

延伸閱讀

《Maus》
作者：Art Spiegelman
（Penguin ／2003）

《Persepolis》
作者：Marjane Satrapi
（Pantheon ／2004）

《Watchmen》

作者：Alan Moore、Dave 
Gibbons、John Higgins
（DC Comic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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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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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恒的瞬間：西方古典音樂小史及隨筆》

（匯智出版／2015）

作者：

麥華嵩
1972年出生於香港，作品包
括小說、散文及古典音樂評論。
著有長篇小說《回憶幽靈》、《繆
斯女神》，短篇小說集《浮世蜃
影》，散文集《觀海存照》、《聽
濤見浪》、《眸中風景》。

瞬間就是永恒

幾年前開始撰寫有關古典音樂的文字，起初是一本有關一位鋼琴家的專論，
然後是一些報刊專欄。其間，一直反思和建立自己這方面的寫作風格。因
此，對於其他樂評家的著作，也就讀得格外留神。可以說，寫作的時候，我
會用讀者的眼光、以批判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的文字；但讀書的時候，則會用
作者的立場，想像自己如何撰作同一課題，由是鞭策自己，更上層樓。這是
有趣的經驗，不論是讀自家或者是別人的作品，都進入一種既主觀、亦客觀
的微妙心境。許多時候，關注的層面也因之而擴闊了。
 

近日讀麥華嵩的《永恒的瞬間：西方
古典音樂小史及隨筆》，便深深體會
到撰寫這樣一部「小史」之難。這類
通史式的著述，以往於西方學術界，
都是大學者的傳世力作。近年學術
界被蛋頭學究充斥，鑽牛角尖的「研
究」則多似汗牛充棟，具宏大視野、
深富人文意義的著作，則反如鳳毛麟
角。事實上，專題研究往往僅是特定
範圍內的資料搜集和搬弄，然而通盤
式的觀察，卻需要廣博而深厚的文化
素養。可是，「文化素養」正是現今
學院派「窄士」（以別「博士」之稱謂）
普遍欠缺的一環。
 
麥華嵩博士是當今文化沙漠的一道
清泉。他雖是大學教授，著作中卻無
半分呆板的學究味，反而多有文學
創作，如長短篇小說、散文等，都出
版了多部；至於古典音樂的文字，多
年以來亦散見好幾份報章雜誌。麥
的文字簡練自然，衍詞講究、文采斐
然，且具宏觀氣象。此書上半部概談
西方古典音樂的發展史，稍欠文筆或
認識的，都會把這部分寫得不是呆
板沉悶就是艱澀難懂。麥華嵩卻有
能耐以少於200頁的篇幅，帶出古典
音樂從遠古至當代幾百年間的思潮

變化，每每以精闢見解作穿梭貫連，
更為每位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勾畫其藝
術特質，是為難能之處。
 
至於第二部分，則以濃筆帶出海頓、
莫扎特、舒伯特、布拉姆斯、布魯克
納、馬勒、西貝流士、佛漢威廉士、
巴托、梅湘等十位作曲家的藝術神
髓，繼後還有對於「風格」和「演奏」
的感言，皆有很高的可讀性。
 
其實對於「音普」（普及古典音樂）
類的著作，寫法可有多種，從80年代
黃牧、鄭延益那類隨筆式介紹一眾
演奏家的風采特長，以至近年焦元溥
所作深入的版本比較等，都是引導讀
者認識古典音樂的重要參考書籍。
可是，像麥華嵩這種對作曲家特色、
音樂藝術發展等縱橫交錯而立論的
通史著作，始終是華文世界的空白。
誠如為此書撰寫序文的劉志剛引述
他對作者所言，「大家是『行家』，你
沒有增進我的音樂知識；可是我喜歡
讀你的文章，因為我喜歡你述說的方
法。重要的不是內容（what），而是
你如何（how）去表達」，我讀此書
時也有同感。寫作上，麥最出色的地
方，就是盡量不把煩悶的資料羅列，

而是言簡意賅地把最精要之處，以令
人如沐春風的清爽文字娓娓道來，
正是所有「行家」讀得痛快過癮的地
方，絕不會感到作者賣弄（當然，「行
家」亦會理解到寫作背後所需的時間
心血）。這份真誠，對於希望多點認
識古典音樂的「新手」，恰是令人感
到文字親切吸引的主調。當然，讀者
欲藉此書「按圖索驥」，登入古典音
樂的殿堂，便需要真的找尋相關的音
樂多聽多想。幸好現在互聯網上，要
找到這些音樂，絕不為難。
 
音樂響起之際，對於永恒而言，雖只
瞬眼之間，然若從瞬間卻可瞥永恒，
是即如一粒沙中看世界，此亦為古典
音樂的偉大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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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說書人 邵頌雄

熱愛音樂、喜歡電影，亦好文史哲學、宗教命
理。現任教於多倫多大學。



《Many Lives, Many Masters: The True Story of a 
Prominent Psychiatrist, His Young Patient, and the 
Past-Life Therapy That Changed Both Their Lives》

（Simon & Schuster Inc.／1988）

作者：

Brian L. Weiss
耶魯大學醫學博士。曾任耶魯大
學精神科主診醫生、邁阿密大學
精神藥物研究部主任，現任西奈
山醫學中心精神科主任，專攻生
物精神醫學與藥物濫用，曾發表
37篇科學論文。

從回溯前世到無懼死亡
瀕死時你見到一束白光，不久一把聲音向你傳遞一些重要訊息⋯⋯你相信輪
迴轉世嗎？透過催眠能找回前世記憶，你想試試嗎？如果問這些問題的是羅
蘭姐，你會以為自己在看鬼故節目。倘若這是美國耶魯大學醫學博士、曾任
職耶魯等著名高級學府的精神科主診醫生所提出的邀請，你又覺得怎樣？

歷經八年沉澱，作者布萊恩魏斯（Brian L. Weiss）以初次進行「前世回溯
療法」（past-life therapy）的經驗為藍本，於1988年推出第一部探討前世今
生的作品—— 《Many Lives, Many Masters: The True Story of a Prominent 
Psychiatrist, His Young Patient, and the Past-Life Therapy That Changed 
Both Their Lives》。著作記錄作者以催眠治療嚴重焦慮症病人凱瑟琳
（Catherine）的過程、兩人的生命以及周遭人和事的微妙變化。

凱瑟琳在被催眠的狀態下把段
段 零 碎 的「 前 世 記 憶 」（past-
life memories）以及她轉世間（in-
between state）遇到不同「大師」
（Masters）的經歷娓娓道來，「大師」
們更透過凱瑟琳作媒介向作者傳遞
種種諸如人死後靈魂不滅、轉世償
債、不同主宰存在，以協助我們在死
後提升靈魂等靈性知識。

「心水清」的讀者看書名便可知道全
書重點不在於憑數據、實驗等科學
分析論證前世是否客觀存在；但顧
慮到傳統精神科醫生的專業形象，作
者沒有鼓吹怪力亂神，而是透過替凱
瑟琳進行催眠治療時意外獲得的「前
世記憶」以及其康復過程逐步推演，
為「前世回溯療法」塑造一系列具說
服力的、確切存在的證據，說明生命
是無盡，人死後靈魂會轉附到另一個
身體，繼續經歷生命旅程，學習未完
的知識。

凱瑟琳的前世記憶固然如懸疑電影
般極具張力（例如她疼惜的姪女是她
前世的女兒、又能透過轉世時獲得
的訊息知道作者一些鮮為人知的個人
經歷等），其實在引人入勝的背後存
在著一個意義深重的訊息——接受

「前世記憶」的存在如何減低我們對
死亡的恐懼及在思考生存意義的命
題上發揮積極的作用；而在其中一
個章節，作者更具體說明如何運用
凱瑟琳的經歷協助自己岳母安然過
渡死亡。

雖然書中沒有涉及幾個主要宗教的
論述，但字裡行間卻不乏印度教和
佛教的輪迴轉世、業報、因緣，以及
帶有濃厚基督教色彩的主宰等觀念
的影子；可幸作者以第一身經歷說明
本來抽離的形而上觀念，加上精神病
學、催眠治療等專業知識，令文字讀
起來免卻不少迷信的色彩，讓讀者較
易受落。作者至今已藉「前世回溯療
法」為數千人追尋前世記憶，治癒各
種精神異常，亦出版多本相關著作，
一一回應質疑其觀點的聲音（詳情可
瀏覽其官方網頁：brianweiss.com）。

每當各種天災人禍提醒我們生命無
常的時候，內心自然浮現對死亡的恐
懼。無疑「前世是否存在」是一個甚
具吸引力的議題，此書更是研究相關
議題的入門必讀， 但作者希望讀者關
注的，終究是死亡與恐懼的迷思。

延伸閱讀

《Return to Life: Extraordinary 
Cases of Children Who Remember 
Past Lives》 

（St. Martin's Griffin ／2015）

作者：Jim B. Tu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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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Y
說書人 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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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歲小孩說自己是二次大戰時被擊落的飛行
員；五歲的女孩難忘前世小鎮的一場大火
……當幾歲的孩童說出匪夷所思的「前世事
件」，我們該如何看待？來到21世紀，前世
今生之說雖仍未有定案，身為兒童精神病學
家的作者表示：「投入前世記憶的研究領域，
並非因為我對前世深信不疑，亦非想透過此
書推銷此論點，而是想找出死後世界的可能
性。」
 
書中也試圖引援量子力學與許多物理學家的
說法與發展，認為在主宰有形宇宙限制的古
典物理學解釋外，人類仍可以繼續探索——
存在於物質之外的意識世界、或讓意識傳達
到另一個身體的可能性。而從一些兒童「前
世記憶」中，作者指出「意識可以存在於不
同的生命時間點，而且就算事隔多年、地點
相隔遙遠，意識經驗仍然能結合且緊密互
動」，如果我們覺察到所有人都是終極源頭
的一部分，「有助於我們待人處事上多一點
耐心、多一分接受、多一點的愛」。



《鳥兒歌唱——二十世紀猛回頭》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作者：

李零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享有國際聲譽的古
文字學家，在古文字、考古和古文獻領域
造詣精深，於方術、兵法，以及上古經典
研究方面卓有建樹，尤以思想深刻、語言
犀利而廣受學界內外矚目，著有《唯一的
規則：〈孫子〉的鬥爭哲學》、《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學》等。

鬧中取靜—— 
一名北大宅男的文化立場

《鳥兒歌唱——二十世紀猛回頭》，書名告訴了我兩件事。首先，「鳥兒歌
唱」摘自《1984》的一句：「鳥兒歌唱，無產者歌唱，但黨卻不歌唱。」（The 
birds sang, the proles sang. The Party did not sing.）， 這本書大概就是要縱
談《1984》了。第二，「二十世紀猛回頭」，用意呼之欲出，就是對過往生活
點滴的回顧，甚至懷念。然後，我翻開目錄那頁，看到第一輯連續三篇都是
「讀《動物農莊》」，反而不是專講《1984》。第二輯雖以「七十年代」為主題，
但整本書的內容在時間上的覆蓋面甚廣，不乏對啟蒙運動、革命、世界歷
史、中國文化等重大課題的深入解讀。李零雖在自序中自稱「身在21世紀，
心在20世紀」，但這句意味不在於懷舊過往在北大留下的足跡，而是在於自
己以目睹世紀之變的經歷，講講他的文化立場。

李零曾經寫過幾幅篆字贈送友人：
「何以解憂，唯有讀書，我是宅男，
宅茲中國」。這是自嘲，也是寫照。
不過，正是「宅男」、以書解憂、
喜歡鬧中取靜的天性，為李零培養
了鮮明、獨到的文化立場。李零的
文化立場，重點是要有獨立思考能
力，對人云亦云的輿論持著懷疑態度
（skepticism）。就是李零的這份懷疑
態度，促使他寫了開首的〈讀《動物
農莊》〉系列。李零希望讀者能夠擺
脫西方意識形態導讀的影響，避過
坊間流行的一些指鹿為馬的議論，從
而正確了解《動物農莊》、《1984》，
以至奧威爾本人的政治取向。《動物
農莊》的出現，令中國不少人都把奧
威爾當作右翼作家，李零卻不斷刻
意強調他是左翼作家。《動物農莊》
只是反映他對蘇聯式極權主義的痛
恨，左翼批左翼，並不代表他轉而奉
行右翼思想。奧威爾是左翼作家，
在歐美廣為人知（BBC前任總幹事
Mark Thompson更因為奧威爾太過
左翼而反對在BBC倫敦總部樹立奧威
爾雕像），但中國國內不少人給奧威
爾一個完全錯誤的定位。再者，當

別人以為了解奧威爾就要讀《動物
農莊》和《1984》時，李零卻建議讀
《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84》是《動物農莊》
續本，而《動物農莊》的靈感源於《向
加泰羅尼亞致敬》，不讀此書就無法
了解《動物農莊》與《1984》。我們
從《動物農莊》的導讀部分可以見到，
李零對人云亦云的輿論持著一貫的
懷疑態度，對任何讀者皆大有裨益。

第二輯有三篇專談七十年代，其中一
篇演講〈再談七十年代〉的開頭是這
樣：「今天是第三次談『七十年代』
這個話題了。其實我很懷疑，有多少
人樂意聽咱們講。我們這個年齡的
人，嘮嘮叨叨，反復回憶，別人可能
沒興趣，小孩沒興趣。我們那點事，
出了北京，可能沒人感興趣  。」其實，
李零在第二輯不只是「猛回頭」，而
是重於借古鑑今。六七十年代，大部
分人都很窮，但因為窮而成為時間富
翁，不少人文學者或是藝術家都是因
為無聊才讀書。對於一個人文學者
或是藝術家來說，時間很重要。現在
的學生，「著書都為稻粱謀」，時間與

心思欠奉，全民閱讀古書的現象難以
再現。專研古籍的李零眼見現況，不
是傷心就是無奈。

即使第三輯以北大、鼎和中國貴族作
主軸，「革命」、「文革」等字眼仍然
不時出現。附錄的人物專訪〈一盤沒
有下完的棋〉，內容亦不離李零對「革
命」的論述與解讀。李零畢生涉獵於
人文科學的範疇多不勝數，但其心還
在一個受「革命」籠罩的時代，「革
命」猶如李零的一個情意結。正如陳
雲所說，要革命，首先做的，是找到
自己的文化立場。李零談「文化立
場」，「革命」在當中必定佔了重要一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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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ED REVIEW

說書人 書米高

閱讀時，只管細嚼慢嚥，不愛 9秒 9的快感。



從衣、食、住、行認識多國文化

零距離閱讀香港文化建築

「閱讀世界」第二年舉行

逾 200 名青少年齊探索香港

每逢佳節都是傳遞關懷和分享歡樂的好時機，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新地）新閱會特別在

聖誕節前，為50位基層兒童、青少年義工，以及來自多國的海外交換生舉辦「閱讀世界」文化
交流聚會，讓他們透過講故事及互動遊戲去認識彼此國家的文化，並分享愉快閱讀的體驗。

他們又到中環欣賞閃耀華麗的聖誕裝飾，在濃濃的節日氛圍中跨越地域及語言隔閡，互相送

上祝福，將關懷和歡樂傳遞開來。

新閱會與AFS 國際文化交流和香港遊樂場協會再度攜手，連續第二年舉辦「閱讀世界」
活動，本年度將以「衣、食、住、行」為主題舉辦四次文化聚會，預計共有200名基層
兒童、青少年義工，以及來自亞洲及歐美包括泰國、德國、挪威、比利時、巴西等地
的年輕人參與。在首兩次聚會中，一眾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兒童及青年聚
首一堂，經過一輪熱身遊戲後，打破陌生隔膜混熟起來，互相分享及討論與「衣、食、
住、行」相關的書籍，一起體驗多語言閱讀的樂趣。

為鼓勵年輕人從書本走入大世界，「閱讀世界」分別帶領他們到
訪有80多年歷史、現已活化成戲曲中心的油麻地戲院，了解粵
劇發展及服飾，並從導賞員的介紹中得知這座歷史建築的特色
及活化工程背後的有趣發現；上中式酒樓品嚐廣東點心，體驗
地道的「一盅兩件」飲茶文化；以及參觀中環皇后像廣場及展
城館，認識香港的特色建築及規劃和基建項目，讓參加的年輕
人一頁頁翻開香港發展的篇章，零距離「閱讀」這個城市的過
去與未來。

「閱讀世界」為新閱會其中一個社區項目，目的是透過文化交
流聚會推廣多語言閱讀的樂趣，同時提供機會讓基層兒童和本
地義工結交其他國家的朋友，通過互動有趣的形式去認識世
界；而海外交換生亦可藉此參與義務工作，並到訪不同社區，
認識香港。

新閱會祝各位新年進步，喜「閱」滿載；也感謝大家陪伴我們走過充
實的兩個年頭！剛於2015年12月慶祝兩歲生日的新閱會，在Facebook
專頁舉辦了「Happy 2 Read」活動，推介多本以生日為主題的好書。
新閱會未來揭開的每一頁仍需大家的參與和支持，如果您有任何建議
或意見，歡迎電郵給我們(contact@shkpreadingclub.com)。若不想錯
過新閱會的最新活動，請即「Like/ 讚好」新閱會Facebook專頁 (www.
facebook.com/shkpreadingclub)，或下載新閱會應用程式，享受喜
「閱」生活的樂趣。

參與「閱讀世界」的本地及海外青少年趁著聖誕佳節，一同前往欣賞別具特色的節日布置。

一邊飲茶吃點心，一邊看書交流，一樂也！
 

難得踏上大老倌的舞台，大家都把握機會來個分組
合照。

來自油尖旺區的基層兒童與海外交換生細聽油
麻地戲院導賞員的解說，對粵劇的舞台布置及
樂師席甚感興趣。

新閱會成立兩周年  迎接喜「閱」2016

新閱會鼓勵本地及海外青年

以不一樣角度閱讀社區

來自本地及海外年輕人透過
互動遊戲進行文化交流。

展城館內「下一個世紀的香港」的展品讓大家化身為
建築師，一起打造夢想之都。

閱刊 Read Monthly • JAN 2016    2322    閱刊 Read Monthly • JAN 2016 



 text : 馮紀立

音樂指揮家：

樂團指揮的工作，是否只是一部拍子機？《閱刊》邀請了譚香盈（Edith）及楊玄風（Lorraine）兩位女指揮
家，與《閱刊》的讀者分享音樂。

訪問地點，在Edith與Lorraine的母校庇理羅士女子中學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小記還沒
看她們帶領樂團演出時，一直誤以為指揮存在的原因，大概就是要像一部拍子機，給

樂團一個清晰的指令，奏出樂譜上的音符。看過她們各自的表演後，卻發現她們有各

自的指揮風格：同一隊樂手，由她倆分別指揮，效果截然不同。當Lorraine揮動指揮
棒時，樂手們整齊得有如軍隊；反之Edith揮舞翩翩，樂隊氣氛也較輕鬆瀟灑。更有趣
的是，訪問當天Edith一身黑色行政服，而Lorraine則一身文青打扮，與兩人的指揮風
格大相徑庭。「學然後知不足」，訪問過後，才知道一個指揮對樂團的影響及付出，實

在遠超一部拍子機。

 指揮家在一場音樂會的角色是    
甚麽？

指揮家在一場音樂會的職責，
不只是在台上指揮樂團，還要跟
行政人員攜手處理大量有關人
的工作。從招攬樂手、訂立音
樂會主題與曲目、排練到演出，
指揮家都必須參與其中。當中，
尤以招攬樂手及訂立主題與曲目
最為重要。沒有樂手，樂團就成
不了；有了樂手，我們才能知道
這個樂團的水平在甚麽位置，並
因應樂手的能力、興趣、排練時
間等等，揀選適合他們演奏的曲
目。此外，我們在揀選曲目和主
題時，也要考慮觀眾的背景與口
味。為了把古典音樂在香港普及
化，讓觀眾能夠欣賞一場內容豐
富多樣的音樂會，不失為良策。

記：記者　E：Edith　L：Lorraine

指揮家除了要有足夠的音樂
造詣，又要懂得管理一班音
樂人，熟悉每一位樂手的風
格——對著信心不夠的樂手，
在適當的時候給予鼓勵；在臨
場時還要有一雙靈敏的耳朵，
即時調校各樂手的音量，為整
個音樂會創造和諧。大家不要
忘記，在音樂會進行時，指揮
不可以用聲音發指令，即是指
揮與樂手有足夠默契，方可成
事。
 
 指揮家工作量遠超我所想，實在
不易當。即使如此，為何你們仍

然決定當指揮家呢？

 一切都要從中學說起。庇理羅士
一直都有Student Conductor（學
生擔任管樂團指揮）的傳統，我

當年有幸受命擔任這個職位，並帶
領樂團在比賽獲得佳績。該次經驗
讓我得到很大啟發，因此立志投身
音樂，決定在中文大學修讀音樂，並
在英美兩地繼續進修音樂與指揮。
回港後，我希望能夠以音樂教育的方
式，鼓勵下一代接觸音樂，感受音
樂。此外，音樂是一個認識朋友、建
立關係的好媒介。音樂能夠帶我到不
同地方，讓我以音樂會友，是人生一
大喜悅。更何況，指揮家在排練時需
要不停與樂手磨合，讓樂手清晰了解
其指揮動作。在磨合過程當中，大家
的距離愈拉愈近，彼此互相了解後，
奏出的音樂也會帶來更深刻、更強烈
的感覺。

聆聽自己的聲音

LorraineEdith

記：

E：

記：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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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raine自小接觸音樂，是出色
的單簧管手，人生路向一直非
常清晰，就是兩個字，音樂。
原因，就是純粹的喜歡。相反，
Edith的音樂之路可說是無心插
柳。

坦白說，小時候從沒想過要以音
樂為職業，更遑論要當指揮家
呢！入讀庇理羅士後，老師發現
我的嘴唇較薄，建議我學銅管樂
器。圓號只有三個鍵，較容易上
手，於是我便由零開始，借用母
校的圓號練習，加入了管樂團。
後來，我漸漸愛上了圓號，到大
學時也只打算繼續當樂團的圓號
手，從沒想過要當指揮。直至有
天回到母校看管樂團練習，很想
幫忙帶領師妹做得更好，便「膽
粗粗」報名參加指揮的工作坊。印
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在美國緬
恩州的一場夏令營工作坊，當時
我對指揮毫無認識，感到非常彷
徨，但卻獲益良多，感受最深。
它不僅教你怎樣指揮，還教你怎
樣做一個領導。我還記得令我很
感動的一幕：當我們打算上旅遊
巴離開時，老師卻叫停我們，然
後拿出一個黑盒，把蓋子揭開，
一群白鴿隨風飛往遠處。老師希
望我們能夠像一個解放白鴿的人
一樣，把自己的音樂與知識傳揚
到世界各地，為社會作出貢獻。
當我回港成立庇理羅士管樂團
後，發現原來很多香港人沒有接
觸過音樂。有一次我在屯門一間
幼稚園表演，有家長抱著孩子在

你們剛才提到自己的抱負，在於

讓社會每個角落都能夠接觸音

樂，要在香港把音樂普及化的途

徑是甚麽？

把音樂普及化的其中一個途徑，
就是要讓觀眾有代入感。庇理
羅士管樂團剛剛的周年音樂會，
以浦羅哥菲夫的《彼得與狼》為
主題。浦羅哥菲夫以不同聲音塑
造每個角色的形象，令觀眾了解
每種樂器的特色，加上生動的故
事旁白，讓觀眾能夠代入這場管
弦童話之中。雖然《彼得與狼》
本是一首專為兒童設計的音樂作
品，但香港不少人對音樂仍然陌
生，把《彼得與狼》作為賞樂的
入門曲目，非常適合。

小記還記得，雙簧管演奏《彼
得與狼》中有關傻鴨的章節時，
坐在小記旁邊的年輕聽眾無不
顯得歡喜雀躍。演奏把音樂與
故事融合得極致的管弦童話，
或許正是音樂普及化的第一
步。

欄杆外忍不住偷望我們，他們對
欣賞音樂的渴望，令我很感動。
我希望能夠以指揮的身分，召集
一班樂手，以音樂把社會每個角
落的人緊扣起來，讓他們有欣賞
音樂的權利。
 
Edith學圓號、學指揮都是由零
開始。為了音樂，為了母校，
為了社會，千里之行始於足
下，相信不用多久，Edith會創
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一個成功的指揮需要具備甚麽特
質？

 耐性、愛與敏銳的聽覺。指揮
是一份對人的工作，情況很多時
候未如理想，容易讓你產生挫敗
感。耐性的定義，就是看看你自
己願意花多少時間與精力在樂手
和音樂方面，看看你能否有一顆
冷靜的心，聆聽及細心分析樂手
的演繹，然後給他們最適當的指
導與建議。
 
我也非常認同Lorraine，指揮是
對人的工作，首要的職責就是要
維繫人心。在藝術層面上，指揮
必須具前瞻性，帶領樂團走同一
個方向。
 
有哪些書籍對你們的音樂人生有

很大的幫助？

美國指揮家James Jordan的《The 
Musician's Soul》對我有很大啟
發。這本書目的不是教授有關指
揮的技巧與學問，而是透過作者

奈何香港有不少家長鼓勵甚至督

促子女學音樂，主要目的是要豐

富子女的履歷表，這難道是音樂

普及化的好現象嗎？

 音樂本不是一種功能性的藝術。
奏樂為你帶來的不是苦心孤詣的
感覺，而是樂趣的享受。撇除考
音樂試的框框，去玩自己喜歡的
音樂，再從中知道自己的優點與
不足，是父母與音樂老師培養兒
童對音樂興趣的好開始。此外，
父母的支持不應只限於考試層
面，而是放心讓子女選擇音樂作
為興趣，甚至職業。
 
我還會鼓勵學生多參與團體音
樂活動，畢竟我在樂團的薰陶下
成長。有同伴與你一起成長，與
你共享音樂，也非常重要。在大
學以後追尋音樂時，也許會發現
音樂家也有孤獨的一面，但當我
回港籌辦音樂團體活動時，我再
次感受到當年在中學呼朋引伴的
歡樂氣氛。綜觀而言，音樂的目

的經驗，講解我們應該以甚麽態
度投身藝術，怎樣演繹出音樂的
深度。雖然書名為The Musician's 
Soul，當中的故事卻反映了不少
人情世故，無論是musician還是
non-musician都適合閱讀。書中
最重要的部分，莫過於作者父親
突然離去，令他感到非常沮喪，
後來卻悟出一個重要的人生道
理——在這個世事難料的世界，
必須能夠時常開解自己，並要有
謙卑的生活態度。這個道理無疑
令作者在音樂人生有很大的成
長。
 
在我來說是《The Alchemist》！
雖然這不是一本關於音樂的書，
但我從牧羊少年身上找到自己的
影子。書中講述一位牧羊少年
在人生路途上聆聽自己內心的聲
音，讓它帶領自己克服愛別離苦
的恐懼，繼續到世界各地追尋他
的寶藏。我以前從沒想過當圓號
手，更從沒想過當指揮家，但我
一想做我就會全力以赴。這本
書令我回想自己當初從零到圓號
手，再到指揮家的成長路。即使
因為追尋夢想而放棄現時擁有的
事物，只要對內心聲音的聆聽與
忠心，就能一步一步走出屬於自
己的道路。回望過去，其實我與
牧羊少年最終都被內心的聲音帶
領回到出發點，所謂的「寶藏」
不是甚麽真金白銀，而是路途上
的每個生活點滴。活在當下，就
是找尋寶藏的最佳方法。

Edith難忘夏令營老師放白鴿
一幕，白鴿的特性是無論飛
到多遠，最後總是會回歸自
己的家。 這令我想起《The 
Alchemist》中的主角牧羊少
年，走到天涯海角，原來最大
的財富就在身邊。Edith走遍天
下，最後回到香港追夢，正是
應了老師的意思——把音樂帶
到自己的家鄉。

的不是豐富履歷表，而是豐富人
生，感悟人性。

世界上不乏知名的女音樂家，但

是女指揮家卻是鳳毛麟角。根

據網站Bachtrack在2014年的調
查，全球排名首150名的指揮當
中，只有5名是女性。作為女指
揮家，你們覺得與男性在指揮台

上最大的分別是甚麼？

 其中一個先天因素是男女體格的
差異。由於男性的體力普遍較女
性強，可以選擇的樂曲種類因此
較闊，特別是一些長達數小時的
大型作品。不過，女性相對比較
細心和敏感，所以對音樂上和溝
通上的處理或會較為細緻，亦較
容易掌握樂手的感受。
 
一個指揮家選擇樂曲，未必受
到性別上的限制。男性或有他的
先天優勢，但女性只要肯付出努
力，同樣能夠把樂曲演奏得淋漓
盡致。女性要克服的另一個障
礙，是要走進以男性主導的指揮
家圈子。我不能夠因為自己的性
別而畏懼，必須大方地跟他們溝
通，成為圈子的一部分。

庇理羅士管樂團
為非牟利藝術團體，2012年成立，主要由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的舊生組成。樂團宗旨是凝聚該校
的學生及校友，透過表演和交流活動，宣揚及推廣管樂文化。藉著樂團的成立，令庇理羅士女子
中學管樂團的音樂精神得以延續，薪火相傳。

《The Alchemist》
（HarperTorch / 1988）

《The Musician's Soul》
（G I A Pubns / 1999）

作者 :
Paulo Coelho
巴西著名作家，著作
《The Alchemist》目 前
有接近 80種翻譯版本，
於 2009 年為他創下健力士世界紀
錄，成為著作擁有最多譯本的在世作
家。他在不同國家得過許多文學獎，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2003年「國際
IMPAC都柏林文學獎」。現為聯合國
的和平使者（Messenger of Peace），
積極在互聯網發表言論與創作。

作者 :
James Jordan
著名美國作家及指
揮 家。 現 於 Rider 
University 的 Westminster Choir 
College 任教，並於 Westminster 
Schola Cantorum、Westminster 
Williamson Voices 及 專 業 合 唱
團 Anam Cara 擔 任 指 揮。 其
他 著 作 包 括《Evoking Sound》、
《The Musician's Breath》 與《The 
Conductor's Gesture》。

楊玄風表示《The Musician's Soul》一書對她有
很大啟發，當中故事反映了不少人情世故，無
論是 musician還是 non-musician都適合閱讀。

譚香盈很喜歡《The Alchemist》，那不是關
於音樂的書，但她從牧羊少年身上找到自己
的影子，故事令她聯想到變身指揮家的成長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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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介紹《Can Japan Compete？》，作
者Michael E. Porter對日本能否走出衰退
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因為大企業開始容
許外資持投，管理層又陸續交棒，新人
事新作風，不再墨守成規，改革似是
事在必行。15年過去，今日的情況又如
何呢？好不幸，日本依然一蹶不振，如
迷失在五里霧中，走不出來。究竟發生
了甚麼事？被譽為「全球五大管理大師
之一」的大前研一，其著作《形塑生活
者大國──大前流心理經濟學》或許能
給我們一個答案。

作者認為，日本經濟橫行多年，歸根
究柢，不是日本人沒有錢，只是不願
花錢。錢在哪裡？「在銀行睡大覺」，
而且總數達1,500萬億日圓！作者相
信，這筆錢如果拿來消費，那怕只是
一小部分，也非常可觀，足可推動日
本經濟從谷底反彈。奈何日本人對
國家前景失去信心，又擔心自己退休
後的生活無保障，於是拼命儲錢，
即使利息已經低無可低，亦照儲可
也，結果大量資金被鎖死，經濟自
然難有起色。

日本人為何熱衷於儲錢？不是有全民
退保嗎？何解還是不敢消費？原來，
日本的年金制度早已入不敷支，破產
是遲早的事。人口老化是原因之一，
政府投資失利，拿人民的血汗錢去購
買近乎沒有回報的國債，以致年年跑
輸大市，也是責無旁貸。面對如此
無能的政府，年輕人固然不敢奢望退
休後可以拿回供款，就連銀髮族也不
相信可以靠年金「食過世」，不努力儲
錢，老來生活怎麼過？但日本人不知
道，連放在銀行裡的存款，也被政府
用各種財技「據為己用」，不是拿來還
債就是用來救市。奇怪的是國民竟然
逆來順受，單是這一點，作者認為足
以列入「世界七大奇跡」了。
 
作者信奉自由市場，反對政府胡亂干
預；市場是英雄塚，優勝劣敗，無效率
的企業，理應讓其自然淘汰，而不是
用納稅人的錢（包括存款甚至退休金）
輸打贏要。Too big to fail又如何？那
是關乎長痛或短痛的問題。日本不像
東歐，理應可以承受改革的陣痛。況
且，日本的救市政策，已經超出了too 
big to fail的範圍。作者說：「連日本老

牌調味品公司Bull-Dog Sauce這樣的
虧損企業也要保護」，是不是太過分
呢？
 
綜觀全書，作者提出了多項建議，涵
蓋金融、稅制、地產、城市規劃等，
改革繁多，目標只有一個，就是促進
競爭，振興經濟，讓人民有信心消
費，而不是把一疊疊的鈔票放在銀行
「睡大覺」。書名副題是「大前流心理經
濟學」，顧名思義，消費是一種心理；
不消費，通常是心理作祟，怕先使未
來錢，將來要「食穀種」。若要刺激消
費，便要對症下藥，讓人民放膽花錢。
 
跟日本一海之隔的中國，在金融海嘯
後，經濟同樣面對嚴峻挑戰，故推
出家電下鄉、建材下鄉等政策，以刺
激內需，抵消出口萎縮的影響。問題
是，中國城鄉差距巨大，高消費群主
要集中在沿海城市，內陸居民收入微
薄，加上社保不足，「脫貧三五年，一
病回從前」，有餘錢也只會儲起來，不
會隨便花費。客觀環境不變，短期優
惠如何可以支撐長期的內需增長？而
二萬億社保基金何去何從，也是基層

市民最關心的事情；是入市還是救市？
若是後者，豈不是走日本的老路？
 
前車可鑑。日本底子厚，但因為政
府失策，該做的不做，不該做的卻
做到足，令經濟愈救愈差。中國的
底子不及日本，人口紅利亦消耗得
七七八八，將來要面對比日本更嚴
重的人口老化問題，而成本上漲，工
廠外流，又跟昔日的日本有八九分相
似。中國今後應該如何自處？聽大前
研一的忠告，會不會得到一點啟發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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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日本經濟的教訓

《形塑生活者大國── 
大前流心理經濟學》

（天下雜誌／2009／黃怡筠譯）

大前研一
1943年生於日本福岡縣，早稻田大學理工學
部學士，東京工業大學原子核工學碩士，美
國麻省理工學院原子力工學博士。1972年加
入麥肯錫顧問公司，離職後仍以全球觀點及
大膽創見為國際級企業及亞洲太平洋地區國
家提出建言。2005年設立日本第一所遙距教
學的管理研究所「商業突破研究所大學」，並
擔任校長，致力培養日本未來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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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億分之一，好讀書，餘無足道。

《香港好波》

（白卷出版社／2015）
作者：龍門後人

白卷出版社跟潮流讀物《黑紙》、《100
毛》等屬同一集團，走的也是同一路
線，以潮流話題掛帥。因此出版社發
行《墳場新聞》、《男人一生，只為尋覓
一個肯同自己挨麥記嘅女人》、《夏蕙
回憶錄》等書後，11月再順理成章的推
出《香港好波》，響應最近社會對香港
足球隊的熱烈討論。

《香港好波》由13篇訪問稿組成，受訪
者不但包括直接與港隊有關的職員和
球員（如領隊金判坤、守門員葉鴻輝
等），更有話題人物（如大埔足球隊的
Lulu），讓各人暢談對香港足運的看
法。跟出版社其他出品一樣，《香港好
波》也是輕鬆讀物——別說一個月，
就算是一天看30本這樣的書也毫無難
度。

除受訪者外，有份撰寫短序的也來頭
不少︰不僅有前曼聯及南華球員Nicky 
Butt和著名議員球迷，香港90年代著
名球員李健和也赫然在列。提到最近
香港足球隊的表現備受關注，他劈頭
拋下一句「百分百是因為政治」，然後
提出香港需要真正的球迷，而不是懷
有政治目的進場的觀眾。

一張香港對中國的黃牛票既然索價
一千以上，如果認為進場者純是因政
治動機而來，也太說不過去。何況，
進場動機可以是複雜的，要做到李健
和口中「足球」與「政治」涇渭分明的
純粹，恐怕是天方夜譚。我曾有幸在
Camp Nou欣賞巴塞隆拿對皇家馬德
里的大戰，那根本就是沒有硝煙槍
火的戰爭。代表爭取Catalunya 獨立

好波
的巴塞隆拿，迎戰代表西班牙中央政
府的皇家馬德里，主場球迷揮舞無
數 Catalunya旗幟，高呼爭取獨立的
口號，難道他們都不是真心擁護巴塞
隆拿的球迷、只不過是弘揚政治訴求
嗎？

最近讀到另一篇有關金判坤的訪問。
他談到最初帶領香港隊時，曾有慘敗
在日本腳下的戰績。本來勝負乃兵家
常事，但完場後香港隊隊員卻若無其
事的在更衣室談笑自若，令金判坤倍
感痛心。這種恨鐵不成鋼的感覺，本
地球迷絕不陌生。

電視上，有技術和競爭程度更可觀的
歐洲聯賽、盃賽、世界盃賽事。要我
們願意破費進場看質素較差的本地
聯賽和香港足球隊，只能說是出於感
情。試想︰懷此感情進場者，看到一
夥既無感情、亦無激情的球員在場上
載浮載沉，會是甚麼感覺？今次世界
盃外圍賽所以引人注目，所謂「中港大
戰」不過是噱頭，倒是球迷發現︰今次

香港隊認真了。對卡塔爾雖敗不辱，
末段連追兩球；對不丹奮戰至最後一
刻，終於攻入致勝入球⋯⋯球迷不是
奢求香港隊每戰必捷，更不是無聊
透頂的特意進場只為發出幾十秒的噓
聲，以作政治表態，而是發現︰自己的
付出和關心，終於收到回饋了。

所以，別問球迷願為足運做甚麼，而
是問球員願為球迷付出甚麼。

Stephen Spender可能是20世紀交遊
最廣的英國文人，他的足跡遍及北
美、歐陸，甚至遠至抗戰時的中國。他
寫詩、編雜誌，承擔公共知識分子的
責任抨擊社會不公，許多重要文化事
件中都有他的身影。他的兒子Matthew 
Spender最近出了一本文筆優美的回憶
錄《A House In St. John's Wood: In Search 
of My Parents》，從私人生活的角度出
發，為讀者呈現了Spender的另一面。

在公共領域，Spender的形象可能如
Cyril Connolly總結的那樣，有兩種主
要面相：一面是「缺心眼的笨頭鵝、
聖潔的俄羅斯白癡，輕信、天真、有
愛、理想主義、為友誼和美而活」，
另一面是「精明、野心勃勃、無情進
取、熱衷於拋頭露面、辦事雷厲風
行，一隻年輕的猛虎在和平的表面下
暗自磨爪」。正是這種天真又世故的
氣質，使得Spender與一代文藝驕子
締結友誼。Matthew小時候常在家裡
的雞尾酒會上為客人遞送零食，W.H. 
Auden、Isaiah Berlin、Charlie Chaplin
都是座上賓，富豪Astor和Rothschild
家族也是Spender刻意結交的人物。

說逢迎也不過分。當Isaiah Berlin開玩
笑地建議Spender與Inez Pearn結婚
時，他真的這樣做了。當英國共產黨
領導Harry Pollitt建議他去西班牙收集
情報，他立刻動身。Spender向來愛
說自己沒有野心不會騙人，他的兒子
卻說：「事實是，不管他做了甚麼（錯
事），都馬上會歸咎於自己的天真。」

Spender的第二任鋼琴家妻子Natasha 
Litvin（Matthew的母親）也是個複雜

Stephen Spender 的世故與天真
人物。新婚後不久他倆去巴黎旅行，
在一個派對上，她問別人跟丈夫聊天
的翩翩美少年是誰，得到的回答是：
「你難道不知道？那是Stephen的新情
人。」她當場昏了過去，這是她第一
次得知丈夫是雙性戀。然而他們的
婚姻持續了54年直到Spender去世，
Natasha生了一子一女，平日在家照
看孩子，幾乎放棄了鋼琴演奏事業，
Spender則自由自在地拈花惹草。在
Matthew眼中，父親從來不考慮母親
如何看他，他也不明白她有時發飆其
實是針對他的出格舉動；他不理解她
的感情，而且認為她應該對自己的感
情負責。Spender把所有的努力都投入
到理解自我內心的情感上，他人的情
感在他眼裡都是謎。

Natasha作為表演藝術家，深知保持公
眾形象的重要，她明白自己的婚姻只
有親情而沒有慾望和柔情。在Spender
封爵後，她也挺享受Lady的頭銜。對
Spender而言，寫詩的靈感與對年輕
男子的肉體激情是密不可分的。他發
現自己性功能衰退時簡直陷入了恐慌：
「我不相信我的任何寫作或其他活動能
夠在性缺失的情況下繼續存在。」

Matthew在母親去世後，發現了推理
小說家Raymond Chandler給Natasha
寫的許多情信。1957年Natasha和
Chandler曾共度聖誕節，Chandler
對Spender印象非常差：「一個狂熱
的自我中心者，心底裡只想著他自
己。」彼時Spender正忙著追求24歲的
Reynolds Price，而且還與初戀情人
Tony Hyndman藕斷絲連。

非 常 讀 者

Mat thew從小生活在父母交往的
highbrow文人圈裡，在Chandler送給
母親的留聲機上聽父親從莫斯科買回
的Sviatoslav Richter演奏的Prokofiev
第九鋼琴奏鳴曲唱片，他有時會自
問：「我是不是享受了太多特權？」
Spender曾經在日記中說想寫一部《上
層建築秘史》，Matthew的這本回憶錄
也許是想完成父親未竟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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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ouse In St. John's Wood: In 
Search of My Parents》
（William Collins／ 2015）
作者：Matthew Spender

《Stephen Spender: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enguin UK／ 2005）
作者：John Sutherland

非 常 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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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S COLUMNS序 人 書 話

我們心目中的蒙古人，是打砸燒殺的
遊牧民族，可是當中史課談到成吉思
汗後裔諸汗國的戰績和版圖的時候，
卻不得不承認他們在馬背上建立了縱
橫萬里的大國，令本來紛擾的世界各
地開始接觸對方，互通有無。忽必烈
時期馬可孛羅所寫的《東方見聞錄》，
還令哥倫布意外發現新大陸，讓美洲
也融入到西方人的「世界」內。

而日本人則從蒙古人那裡獲得另一重
啟示：近來西方史學界喜歡講「世界
史」，講的是帖木兒以後，西方世界
漸漸崛起的故事（可參考John Darwin
的《帖木兒之後》），日本史家亦見賢思
齊，他們為了證明全球化或世界史的
開端不是西方人的專利，於是上溯到
蒙古史。由於蒙古人是遊牧民族，與
東亞的農業民族、希臘羅馬的通商民
族不同，所以也須用另一套歷史觀去
講述。

岡田英弘在《世界史的誕生：蒙古的
發展與傳統》裡追溯了遊牧民族史的
誕生，他以希臘歷史之父希羅多德的
《歷史》作為藍本。這本講究東方（波
斯）和西方（希臘）衝突起源的經典，
也曾講述波斯開國君主居魯士大帝
（Cyrus the Great）怎樣率兵進攻中亞
斯基泰（Scythian）遊牧民族的馬薩革
泰人（Massagetae），被其女王托米麗
斯（Tomyris）率軍擊敗戰死的事跡。
另一位日本史學家杉山正明，也在
《遊牧民的世界史》裡談到後來的大流
士王（Darius the Great）和亞哈隨魯王
（Ahasuerus，或稱薛西一世，Xerxes I），
分別以70萬大軍進攻斯基泰人和以百
萬大軍攻討希臘人，結果戰敗的事跡。

蒙古如何發明了世界史
而東方的漢朝雖然打敗了匈奴，但後
來還是經歷了鮮卑、突厥的蹂躪，至
於在俄國南部眾多的遊牧民則輪番入
侵歐洲。說來內亞大陸其實是一塊
從戈壁鄂爾多斯延展到喀爾巴阡山脈
的廣闊地帶，有草原森林也有沙漠，
亦是諸多謎樣民族生成以至消失的舞
台。直至後來蒙古人出現，為當時世
界帶來非常多的變革，如自由貿易、
銀本位制、郵驛制度、宗教寬容，還
有伊斯蘭教的重整等，但亦有西方史
家談過這點了。

那麼，日本史學家又想說甚麼？其實
他們關心地區史分類與融合問題。岡
田英弘指出，日本史學研究分為東洋
史、西洋史和日本史三部分，三者各
自站在自己的領域中，但岡田認為世
界本來就是一體的。在漫長的人類歷
史中，他發現正是蒙古把東方和西方
都連成一塊，而成吉思汗比哥倫布更
早將不同的地區連接起來，且建立了
一個最碩大無朋的世界帝國，堪比今
日的美國。重要的是，這個「帝國」深
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而日本史學家
自然希望強調東亞對蒙古的影響。

直至今日，我們仍活在世界史的影響
底下，地區文明的衝突和融合，到了
今天仍在延續：當敍利亞難民逃往歐
洲之際，伊斯蘭國分子也在法國巴黎
發動恐襲，使生活在兩個世界的人，
不能迴避對方的影響。肯定的是，
當東、西方史籍談起遊牧民族的入
侵時，我們的祖先已在經歷同類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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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 童 理 財

謝菲知道哥頓和我經常討論怎樣教導
兒童理財，他向哥頓發出挑戰，題目
是「具體說明兒童學習理財的重要程
度」。由於我們一直認為這是理所當然
的事情，故此話題圍繞「如何」方面，
較少花時間在「為何」之上，面對突如
其來的提問，哥頓說了半天也說不出
所以然，最終只拋下一句：「總之就是
很重要。」
 
事實上我與哥頓首次傾談就是理財的
重要性，可能時日久遠，他一時記不
起來。看到謝菲一臉得意，我正想給
些提示之際，謝菲卻說：「我就是要考
考你的『徒弟』，你千萬不要多事。」我
笑說：「好。我就靜靜在旁吃花生，但
你也不要再blah~blah~blah。」
 
當我們解釋一些事情的時候，遇上
概念比較繁複令人難以理解，或是
千頭萬緒說不清的情況，Dan Roam
在《Blah Blah Blah: What To Do When 
Words Don't Work》一書所介紹的「圖
文整合思考」（Vivid Thinking）便派上
用場。這種思考方法有助化繁為簡，
凸顯重點，既可重新檢視內容是否暗
藏盲點錯謬，亦可幫助聽眾更易明白
自己所想表達的東西。Vivid由Visual、
Verbal、Interdependent三字拼湊而
成，Vivid Thinking即是結合圖像及語
文而成的「視覺化思考」方法，簡單來
說，假如我們無法利用語文表達，可
嘗試繪畫或利用圖表取代部分甚至全
部文字，成為更有效的溝通工具。之
前我曾向哥頓推介此書，並利用當中
圖表解釋孩子學習理財的重要性。
 

破產天使
哥 頓 聽 到 我 叫 謝 菲 不 要 再
「blah~blah~blah」，記憶像被魔法咒
語喚醒。他拿起桌上的餐巾紙畫了一
個區域圖，然後向謝菲解釋：「我們先
用學習語文與學習理財比較一下，橫
軸左右代表語文能力，左邊最劣，代
表目不識丁；右邊為佳，代表學富五
車。縱軸上下代表理財能力，頂部最
優，代表生活富足；底部為差，代表財
困潦倒。為了簡化討論，我們現在各
取極端成為四個組合，然後剔走兩者
俱佳及俱劣的組合，剩下的分別是富
裕無憂的文盲和偃蹇困窮的才子。假
如現在只能讓你學習語文或理財其中
一樣，你會如何選擇？」
 
謝菲毫不猶豫回答：「當然是理財，飢
寒交迫的日子並不好過。」哥頓繼續邊
畫邊說：「如果將語文換上其他學科，
如數學、科學、音樂、美術等，我們
也可得出相同結果，由此可見，孩子
學習理財相比任何學科更為重要。為

人父母，寧願孩子不懂繪畫，也不想
他成為饔飧不繼的梵高。」
 
謝菲十分滿意，認為哥頓已經過關，
於是我補充一下：「再用這個例子將
橫軸換成品德，有人甚至認為學習理
財比培育品德更重要，他們認為孩子
即使成為卑鄙無恥的魔鬼富豪也無問
題，千萬不要淪為仁德兼備的破產天
使。」我在紙上畫了一個魔鬼頭像，「幸
好這個例子只是用作展示學習理財的
重要性，兩者並非互相排斥，故此我
們還是致力培育孩子成為理財品德兼
備的人。」

會計師，深信學習理財，應該從小開
始，提倡「遊戲學理財」。

《Blah Blah Blah: What To Do 
When Words Don't Work》

（Marshall Cavendish／
2012）

作者：  

Dan Roam
前作《The Back of the Napkin》（中
譯：餐巾紙的背後）曾被英國《泰晤
士報》選為年度最佳創意書籍，以
及被美國《商業周刊》選為年度最
佳創新與設計類書籍。他協助過的
客 戶 包 括：Google、eBay、Wal-
Mart、The Gap、微軟、波音、盧
卡斯電影動畫公司、美國海軍以及
白宮通訊辦公室。

《世界史的誕生﹕蒙

古的發展與傳統》

（廣場出版／2013
／陳心慧譯）

《遊牧民的世界史》

（廣場出版／2015
／黃美蓉譯）

岡田英弘
1931年生於東京，
1953年畢業於東京
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
系；專攻滿洲史、蒙
古史。對於其他包括中國史、古代日
本史、韓國史等領域亦有鑽研。26歲
便以《滿文老檔》的研究獲得日本學士
院賞。現為東京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

杉山正明
1952 年生於日本靜
岡縣，京都大學文學
研究科博士課程修
畢，主要研究領域為
蒙古時代史，是箇中翹楚，並因此
屢獲獎項。現任京都大學院文學研
究科教授。

作者：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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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LEASES

以「姿態決定你是誰」為TED歷年最熱門演講第二名的哈佛大學教授Amy 
Cuddy，不斷說明權力姿態「power poses」的意義。本書更深入地介紹這門科
學中許多有趣的身心影響，從多方印證，一個人選擇採用的行為反映了權力和力
量的高低。如能從恐懼和疑慮中釋放自我，不做別人希望的形象，表現自己的思
想、行為，是一大挑戰。

面對專業術語茫無頭緒？紐約暢銷書冠軍《What If?》的作者Randall Munroe，
將那些古怪難懂卻又想了解的問題，用幾筆線條跟淺顯易懂的詞彙作解釋，包
括：微波就是一種食物加熱單選按鈕的概念；國際太空站是共享空間的房子；洗
衣機和烘乾機就是讓衣服氣味好等。有趣地化繁為簡，這本書不僅提供答案，
也讓你學習如何簡單回答複雜問題的技巧。

Cass R. Sunstein是美國當代最頂尖的憲法學者，也是將行為經濟學不斷運用到
法律與公共政策等實際場域的重要推手，他甚至參與奧巴馬政府的運作，成為白
宮的重要官員。本書集結其12篇長文，犀利辨析恐怖襲擊、氣候問題的責任、同
志婚姻等爭議性問題，並提出他的解決方案。

1

2

3

4

《剪裁歧見：訂作民主社會

的共識》

作者：Cass R. Sunstein
譯者：堯嘉寧
出版：衛城出版

《Presence: Bringing 
Your Boldest Self 
to Your Biggest 
Challenges》
作者：Amy Cuddy
出版：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Thing Explainer: 
Complicated Stuff in 
Simple Words》
作者：Randall Munroe
出版：Houghton Mif�in 
Harcourt

狂玩手機，會吃掉你動腦思考的機會！發呆，都好過看手機。其實，很多好創意
都來自發呆時間。科技發達，人們太依賴網絡，漸漸地會失去與自己獨處的能
力。透過作者汪培珽媽媽那些記載日常生活小事的治癒手記，你會明白一句話：
看手機的時間愈長，生活品質愈差。

《聽話 , 不要一直看手機》

作者： 汪培珽
出版：愛孩子愛自己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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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引頁碼
A House In St. John's Wood: In Search of My Parents Matthew Spender William Collins 31
Blah Blah Blah: What To Do When Words Don't Work Dan Roam Marshall Cavendish 33
Habit Stacking: 97 Small Life Changes That Take Five 
Minutes or Less

S.J. Scott Oldtown Publishing LLC 7

I am on LinkedIn- Now What??? Jason Alba Happy About 13
Many Lives, Many Masters: The True Story of a 
Prominent Psychiatrist, His Young Patient, and the Past-
Life Therapy That Changed Both Their Lives

Brian L. Weiss Simon & Schuster Inc. 19

Mastery Robert Greene Penguin Books 8
Maus Art Spiegelman Penguin 15
Persepolis Marjane Satrapi Pantheon 15
Presence: Bringing Your Boldest Self to Your Biggest 
Challenges

Amy Cudd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34

Return to Life: Extraordinary Cases of Children Who 
Remember Past Lives

Jim B. Tucker St. Martin's Grif�n 19

Stephen Spender: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John Sutherland Penguin UK 31
Switch: How to Change Things When Change Is Hard Chip Heath、Dan Heath Crown Business 6
The Alchemist Paulo Coelho HarperTorch 27
The Connection Algorithm: Take Risks, Defy the Status 
Quo, and Live Your Passions

Jesse Warren Tevelow Jesse Tevelow 9

The Musician's Soul James Jordan G I A Pubns 27
The Power of Habit Charles Duhigg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6
The Willpower Instinct: How Self-Control Works, Why 
It Matters, and What You Can Do to Get More of It

Kelly McGonigal Avery 5

Thing Explainer: Complicated Stuff in Simple Words Randall Munroe Houghton Mif�in Harcourt 34
Understanding Comics Scott McCloud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5
Watchmen Alan Moore、Dave Gibbons、John 

Higgins
DC Comics 15

You Can Be a Stock Market Genius: Uncover the 
Secret Hiding Places of Stock Market Pro�ts

Joel Greenblatt Touchstone 11

世界史的誕生﹕蒙古的發展與傳統 岡田英弘 廣場出版 32
剪裁歧見：訂作民主社會的共識 Cass R. Sunstein 衛城出版 34
形塑生活者大國──大前流心理經濟學 大前研一 天下雜誌 29
斷捨離 山下英子 平安文化 4
永恒的瞬間：西方古典音樂小史及隨筆 麥華嵩 匯智出版 17
聽話，不要一直看手機 汪培珽 愛孩子愛自己工作室 34
遊牧民的世界史 杉山正明 廣場出版 32
香港好波 龍門後人 白卷出版社 30
鳥兒歌唱——二十世紀猛回頭 李零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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