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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萬呎
離地書單

在離地三萬呎的高空，既沒有Whatsapp，也沒有Facebook，更沒有YouTube，在現代社
會，那是難能可貴的閱讀環境，尤其是當你發現互聯網的世界，甚麼都彷彿跟你對著幹，

事事都不如意。難怪有人想每個月都可以出差公幹，將一年當中的數百小時困在機艙內，

沉醉在自我的世界，善用那獨處的寧靜來治癒心靈。

機艙內的氣壓始終偏低，加上幾百個乘客不斷呼出二氧化碳，在航行數小時後，每個乘客

的血液含氧量平均下跌4%。研究更發現，由於長時間缺乏活動，更多血液集中在兩條腿
上，更少氧氣供應到腦部，令人更易進入半夢半醒的半昏迷狀態。所以，假如有人選擇在

航程中不加思索地瀏覽娛樂八卦雜誌，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適合短中長途航程閱讀的，除了娛樂八卦雜誌，還有人物傳記、輕哲學⋯⋯希望今

期《閱刊》精選專題，讓各位在海拔三萬呎高空的朋友，不費吹灰之力讀破萬卷書。

曾幾何時，幾乎每星期都要到台灣公
幹；在大概一小時的航程，我只可以
選擇些輕巧簡單的書，其中一本，就
是號稱現代史上銷量最多、影響力最
深遠的《Think and Grow Rich》。
 
上期《閱刊》介紹過Robert Greene
的《Mastery》。不過，早在1937年，
Napoleon Hill 就出版了《Think and 
Grow Rich》；據說這本書是作者花
了近廿年光陰，是深入研究500位成
功人士的心血結晶。過去近80年來，
這本書一直高踞暢銷書榜，甚至連
模仿它寫成的《Mastery》和《Secret》
系列，一樣洛陽紙貴。這本Self-help
經典，幾乎代表了整個20世紀美國的

個人自我提升改進；今時今日成行成
市的同類書籍，萬變不離其宗，都是
出自《Think and Grow Rich》。
 
然而，《Think and Grow Rich》成書，
作者Napoleon Hill認為最大的功勞是
「卡奈基先生」的支持和鼓勵，甚至
在序言中用上幾乎所有篇幅來鳴謝。
 
在Google上搜尋Carnegie、Writer或
者Personal Improvement， 得到的
結果是暢銷書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的作者Dale 
Carnegie。
 
有 人 說Dale Carnegie是20 世 紀 最
成功的推銷員。據說，在1950年，
當時只有20歲的畢菲特報讀了Dale 

Carnegie舉辦的個人溝通課程，至
今，這位股神的辦公室中，還掛著
那張有半個世紀歷史的的畢業證
書。不過，原來Dale Carnegie原姓
Carnagey；出身清貧的他，為了讓
廣大讀者相信他血液中有成功的基
因，索性連「老豆姓乜」也可以出賣。
 
1936年出版的《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目標讀者是
大蕭條後冒起的白領中產，所以無論
在用字抑或結構，都務求直接淺白；
作者在設計章節的時候，甚至用上了
「六個令人喜歡你的方法」、「十二個
影響別人想法的方法」等的題目，讓
讀者就算不用細心思考，一樣可以拿
到重點，所以也入選三萬呎上的離地
閱讀精選。
 

尋找

「真．卡奈基」

Dale Carnegie

Andrew Carne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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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興趣，都是以經解經。

說書人



足夠讓子孫基本使用。兩種堅持，表
面上各走極端，但在背後其實同出一
轍。Andrew Carnegie認為，財富再
多，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只不過是託管
者。對於有宗教信仰的人，俗世間的
財富，是造物者交託下來的責任；就
算是沒有宗教信仰的，也可以視錢財
為廣大群眾的信任。換言之，將財富
私相授受既是不對，甚至連沒有盡心
盡力將每一點資本發揮到最極致，
其實也已經是有負所託。事實上，
Napoleon Hill深受Andrew Carnegie
的思想影響，著作強調人如何理順慾
望和信念的力量達到個人成就。
 
自從我不再是打工一族，要自己的生
意自己管，同時在大氣平流層航行的
日子也愈來愈多，最高峰的時期，一
年差不多有600小時在機艙度過。個
人思考的問題，也由怎樣去爭取成就
和別人認同，變成探究個人的存在意
義和價值；讀前人的傳記，已經不只
是為了去學習別人的成功之道，而是
從大家都同樣思考過的問題，去感受

時代思潮的變遷。   
百多年前的世界，資本主義方興未
艾，另一邊廂共產主義也像「早晨
八九點鐘的太陽」，朝氣勃勃；像
Andrew Carnegie這個生活在資本主
義最核心的人物，見到的是打破世襲
壟斷的新社會秩序，另一面又有人提
出資本主義最終將在自身的不穩定中
崩潰，結果他選擇了用自己的方法，
去改變世界。
 
今時今日回顧Andrew Carnegie的論
述，道理雖然簡單，但又超越了他
所處的年代，甚至比我們身處的當下
更超前。100年前他呼籲人們將大多
數財富用在慈善，最近Facebook的
Mark Zuckerberg響應了，可是社會
上大多數人仍然不明所以，甚至戴上
有色眼鏡來度君子之腹。
 
施比受更有福，是簡單的道理；施比
受更要智慧，卻不是人人都能夠明
白。終其一生，Andrew Carnegie捐贈
的金額超過三億美元，以今天的物價

計算，保守估計逾40億美元；其中，
資金被用作成立超過3,000家圖書館、
一所大學，以及各種獎學金。他的慈
善捐獻著重文教，也反映了他相信
「人活著不只是為了麪包」的信念。
 
在《The Gospel of Wealth》他曾表
示，行善的最主要考慮，就是要幫助
那些願意為自己努力的人；讓他們去
進步，也是令到人類社會文明進步。
Andrew Carnegie 是進化論理論大
師Herbert Spencer的好友，甚至視
為師傅；他關心的，不只是任何一個
人的福祉，而是整個人類群體的進
步，超越了常規政治的左右光譜。
 
用Andrew Carnegie自己的話作結：
「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是要找

出方法善用財富，讓貧富之間不致疏

離，人與人之間能情誼常在。」（The 
problem of our age is the proper 
administration of wealth, so that 
the ties of brotherhood may still 
bind together the rich and poor in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Think and Grow Rich》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0）

作者：  
Napoleon Hill
1908 年就讀大學期間擔任雜誌社兼職記者，與美國鋼鐵
大王 Andrew Carnegie 結識，並受其賞識及託付，投注
20 年時間訪問全美 500 多位成功人士，並將他們的成功
心法歸納整理，於 1928 年寫成《The Law of Success》，
成為激勵千萬人追求成功與財富的教科書，他亦隨之變身
美國享負盛譽的學者，被譽為「百萬富翁的創造者」，後
來更擔任美國總統威爾遜及羅斯福的顧問。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Pocket Books ／1998）

作者：  
Dale Carnegie
著名演講家，1888 年誕生於美國密蘇里州一個貧窮農戶，大學畢業後做過業務員及
演員。1912 年在紐約基督教青年會教導成人如何溝通，著名的「卡奈基訓練」由此
誕生。其姓氏原為 Carnagey，為了讓作品更吸引，於 1922 年改為 Carnegie（與美
國鋼鐵大王 Andrew Carnagie 同姓）。他早前創立的訓練機構現今遍布全球 86 個國
家，而他的暢銷書，全球銷售量已超過 3,000 萬本，並以 38 種語言出版。

《The Gospel of Wealth》
（Applewood Books ／1998）

作者：  
Andrew Carnegie
1835 年生於蘇格蘭，後移居美國，白手興家，在匹茲堡建立卡奈基鋼鐵公司（現為
美國鋼鐵公司），幾乎壟斷了美國鋼鐵市場，因而被稱為「鋼鐵大王」，當時與「石油
大王」John D. Rockefeller 和 J.P. Morgan 合稱美國經濟界三大巨頭。鋼鐵公司獲 J.P. 
Morgan 收購後，他把幾乎全部財富捐獻給社會，積極投身於教育、和平、養老、救
濟等方面的慈善工作。

不過，世界上，知名的卡奈基，其實
有兩個。此卡奈基不同彼卡奈基。
Napoleon Hill幾乎視為再生父母的卡
奈基，叫Andrew Carnegie，他正是
Dale Carnegie眼中的成功典範。兩
個憑推銷「成功」讓自己名成利就的
作家，都一同推崇備至的「真．卡奈
基」，究竟是何許人也？
 
「人生的頭三分之一，應該用來學習

一切可以學習的知識。中段的三分之

一，應該盡力賺最多的錢。最後的三

分之一，應該用自己的學識和財富，

貢獻世界。」 ——Andrew Carnegie
的人生原則。

 「真．卡奈基」Andrew Carnegie，
是19世紀末叱吒美國政商界的鋼
鐵大王。1901年，他將自己創辦的
Carnegie Steel Company股權出售予
J.P. Morgan為首的財團，重組成鋼鐵
業巨無霸US Steel；當時66歲的他，
全身而退，並履行他自己提出的人生
格言，用餘下的日子行善，改變世界。
 
假如要選一個對美國現代資本主
義社會意識形態最有影響的人，
Andrew Carnegie肯 定 在 三 甲 之

內；他的故事，也是最典型的美國
夢。1848 年， 只 有13 歲 的Andrew 
Carnegie跟隨父母來到美國，他由
紡紗童工到鐵路電報員到債券推銷
員。到了20歲的那一年，他開始投資
在鐵路相關的公司。之後雖然遇上了
南北戰爭，但他恰巧站在勝利者的
一方，歷史讓他趁低吸納。在戰爭的
最後一年，他以極低價買下了一塊油
田，在一年間單是現金利潤已經是本
金的25倍。
 
之後他並沒有留戀在石油和鐵路，
反而將資金投入在鋼鐵業。由1865
年到1901年的30多年間，他改進了煉
鋼的技術，他也透過併購來控制市
場佔有率，從而控制成本和售價。
在管理學上，他的名言是：「控制成

本，利潤便隨之而來。」（Watch the 
costs and the profits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可是讓Andrew Carnegie在歷史
上留下位置的，不是他的財產。
由1880年起，他努力寫作，當中
以評論文章為主，其中最為人津
津樂道的，應該要數他在1889年發
表 的《The Gospel of Wealth》。 在

這篇突破性的文章提出，愈是富有的
人，就愈應該深思如何好好使用財
富； 將財富留給子嗣，只會將他們的
自我和前程盡毀。要是等身後讓政府
去決定將自己留下的財富如何分配，
那倒不如趁自己還有心有力的時候，
像經營生意般錙銖必較，讓每分每
毫都發揮最大功用。
 
歷史上，有人評價Andrew Carnegie
這個資本家做生意算到最盡，不放
過每一個賺錢機會；一有機會，就必
然要賺到盡。可是，同時他又主張要
把全部財富用在慈善，只留下小部分

Napoleon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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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論》於16世紀初寫成，可說是
作者寫給當時王族的自薦書，由此可
見作者行文之時勢必使出渾身解數，
千錘百煉，務求做到精簡易讀。可惜
的是此書面世之初，命運跟大多數同
時代的文藝復興藝術品差不多，於作
者在生時不受重視，到作者死後才受
大眾留意及討論。
 
其後《君主論》一書之所以能夠引起
大眾討論及爭議，很大程度是由於此
書對不同王權成長的多樣性做到全面
覆蓋。如世襲君主制的要因循守德，
不可過度改革之餘，亦要避免因過分
守舊而被新興者入侵；混合君主制如
靠強征而奪土的，則要考慮新土地文
化背景而選擇徹底清洗過去，還是尊
重舊有風俗而立身於彼邦，植根教
化。在此書之前，一般的權術論述很
少能針對不同國家的成長背景而提供
其所面對問題的解決方案。
 

一次飛往日本的短途旅程，機程不長，但足以給你約四小時與世隔絕的寧靜閱
讀空間。如選對好書，長短合適，剛好讓你在閱讀一兩個小時後稍作休息，吃
著飛機餐可同時細味書中點滴。用餐過後，充滿能量之時，可再次加緊腳步，
重啟閱讀之旅，一氣呵成看畢全書。有過這種閱讀經驗的人，他們都會說，那
感覺絕對令你有如沐春風及再生之感。所以，如何選一本書帶到飛機上閱讀，
可說是一次旅程的另類重要環節。

上月跟太太前往大阪的旅程中，我便選了約200頁的《君主論》，貪其書本細
小、章節短、內容鋪陳清晰，而且是經典，非常配合我們現代人於航機上的速
讀習慣。但始終看書先看人，我選此書絕對是由於此作者的寫作背景及動機。

除此以外，此書更是歷史上少數會於
不同章節引用大量當代被視之為暴君
管治的事跡作例子供參考，描述他們
如何透過有效的軍權控制手段，使他
們於亂世中被內外夾擊仍然立於不敗
之地。
 
扼要地說，作者主張一個國家要長治
久安，軍權集中及給予人民一定程度
上的「恐懼」遠比只以「善」及「道德」
主導的統治來得更為有效。作者為加
強此立論，更於書中某部分以阿歷山
大為證，說其一生皆被讚譽善良，從
不會未審先判，但最終卻落得被群臣
視之為懦弱，暗殺而死。
 
當然，如果只教授以軍權掌控及恐懼
治國立論，此書又豈會成為經典。書
中不同章節更會教授君主如何利用不
同階級及貴族之間的矛盾以維持國家
穩定、如何透過小恩小惠使民眾歸

心、如何避免外敵介入貴族及管治班
底之中而破壞管治。

書中結尾亦提到，管治手法即使再
高，若失民心，其國不攻亦自破。即
使你懂的權術再厲害，若不跟時代轉
變，國運亦會由於過時而被命運及時
代巨輪所推倒。閱畢全書後，我更覺
作者貫通全書的靈魂及提倡的管治重
點其實還是在於「民心」及「順勢」。
 
《君主論》被稱為巨著，解書人亦有
不少，當中更有人指此書是暗嘲當代
君主管治失敗的曲線作品。不過孰
真孰假，還是留給讀者們自己判斷好
了。反正你是甚麼人，便看出甚麼。
 
事實上，身為公司的領導人，又何嘗
不是面對同樣的問題？借古方能鑑
今。總之重「民心」、「順勢」而治，
才是久安之王道！

《君主論》

（台灣商務 ／1998）

作者：  
馬基雅維利（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 1469-1527）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人物，是哲學
家、歷史學家、政治家、外交家。

不如順時勢

馬基雅維利

重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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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擔任傳媒中層管理人，現為創業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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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當時我年紀尚小，看到電視播
放這部電影，在飛機於空中解體一
幕後，我立刻擁抱著翌日要出外公幹
的爸爸，天真的向他警誡：「飛機意
外，必死無疑。」自此，我對乘搭飛
機產生極大抗拒。不過，讀萬卷書不
如行萬里路，人總要長大，總要到國
外擴闊視野。相隔十多年，我再次把
生命交託給飛機師（上一次是我一
歲到新西蘭），祈求能夠順利著陸多
倫多機場，參加當地一個生活體驗
夏令營。踏上飛機前，母親不斷提醒
我要在飛機上調節時差、把身分證明
文件保管好、可以看電影解悶⋯⋯航
程長達16小時，死神隨時都會出現，
基於內心不斷膨脹的恐懼，無論是
空中服務員的安全示範，或是安全出
入口和相關逃生用品的位置與使用守

則，我都一一留意。凌晨兩點鐘，飛
機起飛，旁邊的乘客開始在座位屏幕
上揀選心水電影，而我卻從小背包掏
出一本「求生小手冊」——《手斧男
孩》（Hatchet）。我一直戰戰兢兢地
讀著，不斷思考自己若遇上空難而流
落荒島時，怎樣才可跟「手斧男孩」
一樣克服野外生存的障礙。
 
這本小手冊的男主角Brian，獨自跟
一名飛機師從紐約乘搭小型飛機到
加拿大北部探望父親，途中卻因為飛
機師心臟病發，加上儀器的失控，迫
使年僅13歲的他在飛機失事後挑戰
野外求生。Brian被稱為手斧男孩，
顧名思義，就是因為他賴以腰帶上的
手斧求生。離開家前，Brian母親送
給他這把手斧。當然，Brian遇上的
挑戰不能單靠這把手斧解決，還需
要不斷的調整心理，面對很多意想不
到的突破。在睡夢中與好友跟父親的
一場誤會，卻啟發了Brian的生火智
慧；在杳無人煙的環境中，Brian以
他親手生起的火焰作伴，跟他分享野
外生存的辛酸與喜悅。

不過，人始終都要面對自己，才能接
受自己，確保無論在生理或心理上都

搭飛機在現代人眼中已輕鬆平常，在
航機上不是看電影，就是閉目養神，
或者拿一些消閒讀物翻一翻。一次航
途經驗的好壞，好像只取決於有沒
有某品牌雪糕無限供應、電影選擇
的種類與數量、空中服務員的面貌與
態度等。當一架飛機發生嚴重事故，
哪管它配備最新的荷里活電影、最漂
亮的空中服務員，也難逃命劫。幸運
的話，你或者像電影《劫後重生》
（Cast Away）中的Chuck Noland，過
著四年與排球自言自語的荒島生活，
否則，就會落得《死神來了》（Final 
Destination）中死神首次召喚的下
場——飛機在空中解體。
 
實不相瞞，筆者對飛機最難忘的印
象，正是上述《死神來了》的那一

能夠自給自足。在野外生存的初段，
Brian只求保住性命，希望有人能夠
在短期內尋到他的足跡，並盡快拯
救。當Brian目睹一架飛機無視他的
存在，冷酷地在空中劃過時，所有希
望瞬間幻滅，輕生的念頭隨即興起。
正當Brian準備用手斧割脈時，他掙
扎了一整晚，不斷質問自己。後來，
他發現自己蛻變了。心理上，他決定
捨棄過去，捨棄求救的念頭，轉而希
望長遠能夠自給自足，應付大自然的
日常挑戰；生理上，他漸漸融入大自
然的環境，利用學校與父母教授的知
識，掌握生火、吃龜蛋、捕魚、築巢
等基本野外求生技能。當他對大自然
的每個聲音都變得異常敏銳、當他
能夠向熊或狼以笑容點頭示意、當他
認為親手捕獲的第一隻烤雞比世上任
何漢堡包薄餅都要好吃的時候，他的
生存意義不僅是求生，還有求新。
 
有讀者認為，Brian事後被營救的過
程曲折離奇得有點過分。與此同時，
作者Gary Paulsen出版此書後，收到
成千上萬的讀者來信，要求他延續
Brian的求生傳奇。於是，作者另寫
一 本《Brian's Winter》， 假 設Brian
如果沒有獲救，會怎樣面對冬天的

嚴寒；論求生技能，續本一定比首
本的層次高。筆者認為，《Brian's 
Winter》與《手斧男孩》同樣是作者
的寫照，只是作者在續本更專注於分
享自己的野外求生經驗，例如强化弓
箭等捕獵工具、製作雪鞋等。Brian
後來遇上原住民家庭的情節，更令
續本凸顯加拿大本土色彩。兩者比
較，筆者必選《手斧男孩》。很多人
或許覺得野外求生不外乎生火、築
巢、捕獵等落手落腳的技能，但《手
斧男孩》之所以能夠成為筆者推崇
的「求生小手冊」，就是因為它著重
求生所需的心理調整。對於一個城
市人來說，野外生存的障礙有兩個層
次——生理與心理。面對極端環境
轉變，他不僅需要求生，還要求新，
樂觀意志、捨棄過去的決心，比落手
落腳的技能更加重要。
 
書本不厚，少於200頁，一次短途航
程也能夠一氣呵成。不管遇上空難而
流落荒島的機率比遇上車禍還低，不
管書中的求生技能未必派上用場，你
也要不斷提醒自己，每當變幻時，不
能只管緬懷過去，還要活在當下。

《手斧男孩 首部曲》
（野人／2012）

作者：  
Gary Paulsen
1939 年出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先後當過卡車司機、獵捕人、弓箭手、
導演、演員、歌手、水手、工程師、農夫、教師。豐富的人生閱歷，成
為他後來小說創作的藍本，從西部小說到家用維修，各類題材應有盡
有，絕大部分取材自親身經歷。現定居遠離塵囂的森林，專心從事寫
作，至今出版近 200 本書。他不僅是「美國圖書館協會最佳圖書」榮譽
榜的常客，更三次獲頒美國「紐伯瑞獎」。

小手冊
求「新」

Gary Pau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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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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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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與經濟

《胖子的脂肪該被抽稅嗎》

（Uncommon Sense: 
Economic Insights, from 
Marriage to Terrorism）

（大寫出版／2011）

作者：

Gary Stanley Becker（1930-2014）
經濟學家，生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州。長期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
為芝加哥經濟學派成員之一，是首位將個體經濟學方法應用到社會
學分析的經濟學家，以理性選擇及效用理論為出發點，對於種族歧
視、犯罪、家庭決策、藥物濫用等社會現象進行經濟學分析，為新
家計經濟學（New Home Economics）奠定了基礎。1992 年獲得諾
貝爾經濟學獎，並於 2007 年獲得美國總統自由勳章。

Richard Allen Posner
1939 年出生，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曾任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
授，法律經濟學運動的重要人物。著作包括《法律的經濟學分析》、

《法理學問題》、《性與理性》、《資本主義的失敗：08 危機與經濟蕭
條的降臨》等。

貧富懸殊下，不少香港人認為政府在資源分配上能夠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話雖如此，屬典
型經濟學右派的《胖子的脂肪該被抽稅嗎？》一書卻頗令小妹耳目一新。不僅因為該書由
兩位芝加哥經濟學派巨人的對談討論博文編纂而成，選題方面亦十分切身有趣，而切入的
角度亦迥異於坊間的「××經濟學」類書籍。這固然因為兩位作者一個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
主，一個是著名的美國聯邦法官，以對談式的寫作討論更易激起火花，透達思考的核心。
 
全書議論的大題目包括結婚契約、財產權、大學、脂肪稅、工作、反恐等，當中不少涉及
道德領域，但書中明言，如果凡事訴諸道德的話，在公共知識領域的討論上是沒有效果
的，因為每人的道德標準皆不一樣，只能尋找最大的公約數。相反，從經濟學及法律觀點
推論則可以剖析問題的核心。譬如同性戀婚姻，作者就反溯婚姻的契約定義，並反建議支
持同性戀婚姻立法的人不應執著於「婚姻」二字，而是要爭取公民結合制（civil unions），
並讓公民結合制的法律地位提升和普及，使同性戀婚姻能達至無名有實。而此問題的引伸
討論則是現行婚姻契約的彈性，及爭論非一夫一妻制的合法可能性。
 

另一個更具爭議的是開放器官買賣
巿場。眾所周知，器官的供需缺口
十分龐大，現時僅能靠捐獻，遠遠
不能滿足實際需要。如果將個人的
身體器官定義為私人財產的話，何
妨將其交易巿場開放呢？既能增加
供應，亦能減少病人前赴第三世界
國家進行手術（即如電影《殺破狼2》
中的古天樂要到泰國換肝），使病人
留在先進國家接受手術，提高移植
手術的效率及存活率。
 
至於反對的論調可以參考Richard 
Titmuss在1971年出版的《The Gift 
Relationship: 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般論證，透過比較
英（捐血）美（賣血）兩國及二戰前
後日本的血液樣本，論述一旦將捐
血商品化，一心想做好事捐血的人
會覺得用錢賣血「好cheap」、「唔
型」，這些利他主義者（altruist）就
會「縮沙」，結果剩下的賣血者可能

是有病而又需要金錢的，故此血液
品質會減低、捐血頻率亦會變得不
穩定。相同的情況將會重現在器官
買賣上。
 
另一論調是買賣器官行為沒有可
逆性。如房產巿場，我今日賣掉
房子，他日可買回，但器官買賣的
話，活人固然不可能賣掉會令自己
即時死亡的心臟，即使其他器官，
一旦他日後悔想買回亦難以回復相
同功用。對於缺乏判斷力的賣家，
便很容易產生售後問題，而這個並
非單靠導入冷靜期可以解決。
 
而討論到「無價」的生命，所衍生
的問題更多，如高昂的藥品專利權
問題。一些孤兒藥品（美國孤兒藥
品定義是藥品針對的患者不超過20
萬名美國人）的專利權保護性較一
般藥品要來得強，但當中很多只能
緩和症狀或延長生命，無法完全治

癒，病人一生都要仰賴這些藥物，
那麼在一般藥價已被抨擊高昂的情
況下，社會為這些孤兒藥品付出更
高昂的代價又是否值得呢？
 
當然作者亦有提到一些十分「芝加
哥學派」的解決方法，例如據統計，
一種藥品只能受到20年的專利保
護，但研發成功並註冊後的首八年
往往就花在通過藥物管理局的藥品
測試，故此作者建議可予病人更大
的自由，讓病人在一項藥品未通過
安全與療效的試驗之前使用。
 
小妹相信任何對公共政策有研究的
人都會有興趣研讀這本書，因為現
時香港流行的政策研究往往流於
數字式的判斷，如項目的內部回報
率、實行措施後帶來的徵稅後果及
恒生指數的變幅等，反而忽略政策
對整個社會的影響，致流於片面，
失諸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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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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ICS & FINANCE



鹹得有道理
鹽，開門七件事之一，在超級市場賣數元一大包。常識科有教，人每天須攝
取1,500毫克（大約四分之三茶匙）的鹽維持身體機能，但進食過量則有損健
康。化學科有教，鹽的化學成分是氯化鈉；可是歷史科卻輕描淡寫，恍如餐
桌上的鹽瓶般毫不起眼。直至19世紀末工業化大量生產鹽之前，鹽曾是全球
最重要的資源，鹽田鹽礦乃兵家必爭之地，採鹽造鹽推動科技發展，政府的
鹽政策足以左右一國之興衰。鹽的歷史，是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歷史，也是
世界的歷史。
 

西漢時桓寬編纂的《鹽鐵論》，可
以說是研究鹽稅利弊的最早歷史文
獻。反方支持自由市場，容許民間造
鹽促進經貿，藏富於民。正方主張以
鹽稅支付國庫開支，因為在古代農業
社會，鹽是生活必需品，只要官鹽壟
斷市場，稅收便源源不絕。在古代鹽
與國力畫上等號，羅馬帝國的每座城
市，都建於鹽田鹽礦附近，確保帝國
用鹽的供應。帝國統一造鹽採鹽，人
民須依法購買官鹽，禁絕私鹽。鹽於
羅馬有重要經濟地位，貴族享有官
鹽福利，士兵甚至以鹽來出糧。薪金
salary一字，便是從拉丁文"worth his 
salt"演化而來。
 
羅馬帝國衰亡，地中海各地鹽商百家
爭鳴。威尼斯原本是產鹽地，直至他
們發現買賣鹽比產鹽更加有利可圖，
於是以鹽補貼利誘商船前來交易。
補貼措施令威尼斯船隊以低價搶佔
市場，其他國家逐漸依賴威尼斯的貿
易。威尼斯商人所到之處，必定盡量
收購鹽田鹽礦，控制鹽進出口貿易；
威尼斯甚至會把鹽田買回來破壞，減
少供應抬高價格，操控市場。這場用
鹽來打的經濟戰爭，讓這個細小城

邦壟斷地中海貿易，迫令他國俯首
稱臣。
 
隨著哥倫布發現北美大陸，其他探險
家發現非洲和印度的新航道，歐洲的
中心從地中海轉移至大西洋。北海魚
藏豐富，自維京人以來，漁船都是載
滿鹽出海捕魚，即場製成鹹魚回航販
賣。中世紀歐洲因為天主教要齋戒，
每年有一半日子不得吃肉，鹹魚成為
平民日常的主要食糧。誰主宰鹽與
漁獲的貿易，誰便控制全歐洲。1652
年，英國和荷蘭為爭奪北海鹹魚開
戰，結果荷蘭艦隊慘敗，英國從此確
立海上霸權的地位。
 
鹽是重要的戰略資源，中世紀歐洲諸
國準備開戰，一定預先囤積大量鹽，
並醃製鹹魚鹹肉作軍糧。英國陸軍出
征，士兵每日分配一大包鹽，以供沿
途搶掠畜牲後用來製醃肉之用，而且
軍馬亦要每天食鹽保持狀態。鹽除
了食用外，更是製造火藥的原材料。
英國伊利沙伯女王對依賴國外進口鹽
深感不安，於是致力開發新造鹽技
術，並採取保護主義，保護國內的造
鹽產業。能否保護鹽這條資源生命

線，往往成為戰爭勝負的關鍵。美國
獨立戰爭，英國海軍首要任務就是封
鎖美國的鹽田。美國南北戰爭，南方
沒有產鹽區，打消耗戰愈久愈不利，
最終輸了戰爭。當一個國家苛抽鹽
稅，從民間榨取更多收入時，便是該
國滅亡的先兆。在人民起來革命反抗
政府壓迫，不論是法國大革命，還是
甘地的印度反殖民運動，鹽稅都成為
控訴政府不公義的象徵。
 
當年人民為鹽而起革命，捍衞每個人
製鹽的權利，今日全世界的產鹽量卻
由兩大公司壟斷。鹽工業化的大量生
產，價錢變得非常便宜，而食鹽更只
佔總產量的小部分，超過半數產量用
在冬天灑於馬路上融雪。諷刺的是這
古代貴重的生活必需品，古人視之為
權力和地位的象徵，國與國家為爭奪
它而開戰，今天我們卻多到隨便傾倒
在路上。昨日的鹽，今日的石油。我
們對古人為鹽打仗感到不可思議，我
們的子孫大概亦不明白美國為何會為
了石油出兵中東。在未來世界，那些
黑色的液體，與白色的結晶體，同樣
都不值錢啊！

In every age, people are certain that only the things they have deemed valuable have 
true value. The search for love and the search for wealth are always the two best 
stories. But while a love story is timeless, the story of a quest for wealth, given enough 
time, will always seem like the vain pursuit of a mirage.

Mark Kurlansky

《Salt: A World History》
（Penguin ／2003）

作者：

Mark Kurlansky
記者，現居紐約。作者集中研究不
同日常用品和歷史事件的關係。著
作 包 括《COD: A Biography of the 
Fish that Changed the World》以 及

《The Big Oyster: History on the Half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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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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ORY



《瘋子的世界》

（亮光文化／2010）

作者：

高銘
生於北京，目前任
職於某公司項目總
監。曾一度沉迷於
宗教、哲學、心理
學、生物學和天體
物理等學科。21 世紀以來開始對精
神病患、心理障礙者以及邊緣人的內
心世界產生強烈好奇。2004 至 2008
年間，通過各種渠道探訪精神病院、
公安部等機構，訪談「非常態人群」，
最終整理出此書內容。

你所不知道的睿智——

試定義「正常人」及具體舉例說明之。

據中國精神衞生政策研究資源中心的資料顯示，目前中國登記在冊患有嚴重
精神疾病的就有430萬人。《瘋子的世界》內地版原書名為《天才在左，瘋子
在右》，在此先說明「瘋子」一詞不含歧視之意，只是作者以普羅大眾約定俗
成的「正常人」視角出發所選的用詞。本書作者高銘既不是精神病學專家，
也不是心理醫生，只是內地某公司的項目總監，因此書中沒有專業的分析，
甚至連完整的結論也欠奉，那麼為何此書仍值得推薦？

憑藉對世界的好奇，高銘用盡各種人
脈和渠道，花了四年公餘時間走訪內
地的精神病院和公安部等地，結合成
40個短篇，切切實實不帶半點矯情
去憐憫、不用冰冷的科學和醫學去剖
析、更不帶奇異的眼光記錄他訪談
過的36位「非常態人群」的過程（當
中一些是住院的精神病患者，其餘的
都是作者經朋友轉介的個案）。

一個整天蹲在花園看花草石頭的教
師丟掉工作，在家人、朋友都斷定她
失常的時候，作者發現她找到了生命
的另一些形式；一個整天窩在家中的
雙失少年，在牆上畫滿惡魔，強行在
女友後背刺上五芒星，父母絕望地把
他送到精神病院，似乎只有作者明白
他甘願成為撒旦是為了證明光明的存
在；那個強迫症患者，整天都在洗手
是因為他發現了細菌對人類的威脅；
一個為了追尋異能的人，深入研究顱

骨穿孔的文獻，最後真的進行了這個
手術⋯⋯

作者高銘沒有刻意為訪談過的「非常
態人群」營造特定形象，反而在樸實
的文字間不經意地流露出他們充滿智
慧的思緒。也許就如其中一個被訪者
所說：「原來所謂正常的概念，都是
你們這些瘋子加給我的，而我原來是
正常的，被你們的那些藉口搞得不正
常了⋯⋯我決定留在真實的這面，不
再跟你們這些瘋瘋癲癲的人起鬨了。」

在現今高度文明、科技發達、資訊極
為流通的社會，我們沒有因為知道得
更多而變得豁達，反而更懂得運用形
形色色的資訊去為自己的觀點辯解，
排他性愈見嚴重。其實你看不到的，
不代表沒有；你不了解的，並不代表
異常。

延伸閱讀

《瘋狂天才》 
（心靈工坊／2002）

作者：Kay Redfield Jamison

看瘋子的世界

Text：許龍杰 精神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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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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 2011 年 11 月 號《 英 國 精 神 醫 學 期 刊》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一篇由瑞典斯
德哥爾摩的卡羅林斯卡醫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研究報告，患有雙極性情緒病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或稱為躁鬱症
（Manic-depressive illness）的病人，從事創
意職業的比率竟比一般人多。研究結果的公
布，不免又掀起所謂「瘋狂天才」的辯論。

創意職業（creative profession）的定義，是
指與科學或藝術有關的職業，包括畫家、攝
影師、平面設計師、音樂家、作家，和參與
科學研究的大學講師等。結果顯示，只有雙
極性情緒病的病人有比一般人更多從事創意
職業的比例。

其中一個最引人入勝的傳說，便是相信創
造力是來自不正常的精神狀態。由古希臘
神話中兼具瘋狂與創造的酒神戴奧尼修斯

（Dionysus），到醉入水中撈月而死的酒仙李
太白，出色的藝術創作總是令人聯想到暴烈
的狂喜與起伏的思潮，天才的腦袋好像就與

我等凡夫俗子有著不同的構造，以致總是被
人誤當作瘋癲的怪人。
 

《 瘋 狂 天 才》一 書 的 作 者 Kay Red�eld 
Jamison 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精神醫學教
授，本身亦是躁鬱症患者。她以過來人的身
分投入對躁鬱症與創造力的研究， 發現情緒
的起伏與藝術創作確實是有一定的關係，特
別是當患者處於輕躁症（Hypomania）的狀
態之時。所謂輕躁症，是指患者既非處於悲
傷抑鬱狀態，也不是非常狂躁興奮的階段，
而是介乎於正常與狂躁之間的不穩定情緒。

長期處於這種興奮狀態，思想好像長了翅
膀，快活歡欣飛舞。當思維如此快速流暢和
跳躍，便很容易在不同的概念之間來回聯
想，再將意念隨意組合，產生全新的想法，
形成富有創意的藝術成果。這便是輕躁症和
創意思維在思考模式上的相似之處。

當然，就算思想情緒生動跳躍，懂得活用創
意思維，更遺傳了天才基因，也不代表會創

作出超卓的藝術作品。沒有深厚的人生閱歷
和學養、沒有真誠細緻的情感投入，創作只
會淪為快速生產的「寫詩機」和「繪畫機」，
不能感動人心的，說不上真正的藝術。



回味粗咖啡
洗腦

張君默於70、80年代的香港文壇，
甚為活躍。他的散文清新雋永、自成
一家。除散文外，他亦著有推理小
說、科幻小說、科普文集等，產量甚
豐。筆者讀中學那個年頭，曾愛寫散
文，正是受了張君默文字魅力感染之
故。但90年代後，張君默於聲望如日
中天之際，忽然急流勇退，就似人間
蒸發似的。今天的中學生，大概連他
的名字也沒聽過。
 
已沒有讀他的文字30年，近日重讀，
便像跟老朋友敍舊一樣。但張君默
的散文也不僅是閒話家常，而總淡淡
然地透出一番人生哲理。像他以「粗
咖啡」為名的專欄結集，便解釋便宜
的粗咖啡「入口粗糙苦澀⋯⋯卻能提
神醒腦，實在當藥喝還差不多」，可
是「粗咖啡現在仍然大杯小杯的天天
喝，卻喝出一個道理來，如果天天喝
好咖啡，回頭再喝粗咖啡，舌頭和腸
胃必定受不了，可是現在，偶然讓我
坐在音樂裡，跟前放一杯好咖啡，美
妙人生的好感受，要多少有多少」。
這份惜物的感懷，便不是許多今天
被物質生活寵大的年輕人所能體會。
 
筆者自藏的《粗咖啡》，是第四版。
首三版由明窗出版社出版，新版則由
天地圖書出版。書中有一篇〈四版題
記〉，雖然只有短短兩頁，但卻一下

比viral更高境界的功夫，叫「上腦」。
相信大家都試過被某種音樂或某段
旋律洗腦，那首歌好像在你耳邊一
直縈繞，擺脫不了似的。不過，能夠
將一首歌的旋律或歌詞深深印在聽
眾腦中，相信這也是大部分音樂人一
生追求的境界。
 
要一首歌入腦，重複的旋律和歌
詞，加上強勁的節拍是必不可少。
看看最近幾年橫行天下的金曲，
絕大多數符合以上兩個條件：
「Baby~Baby~Baby~Oh~」 或 者
「Op~Op~Op~Oppa Gangnam 
Style!」就是最佳例子。
 
正正因為音樂家對於「令人難以忘記
的音樂」有更深刻的了解，現今歌曲
創作也變得更仔細。歌曲創作由以前
的兩人分別創作曲和詞，轉變成現在
的四大角色：「beat makers」專門創
作洗腦的節拍；「topliners」負責創
作讓人一聽就記得的歌詞；「melody 

子把讀者帶到另一時代。其中提到
三點：首先，謂在這一版之前已「一
共銷出了一萬五千冊」。此外，還提
到林真於《開卷月刊》對本書排版的
批評，而新版的改動，不少都是因應
這些批評而作改進。最後，提到書中
的「香港」，「原來已遠去了八年⋯⋯ 
重校這些文字，當年光景一一重現腦
海，恍如昨日事，可見光陰對於一個
中年人，快如迅雷疾電，實在是無法
把握得牢的」。
 
題記寫於1986年。此書大概已不算
是暢銷一類，但30年前亦能夠賣出一
萬五千冊後，仍不斷再版。這種讀書
氣氛，當然今非昔比。其時香港人口
約為550萬，今天已膨脹至超過720
萬。這樣的「此消彼長」，令人感歎。
 
至於《開卷月刊》，則可說是《閱
刊》的「老祖宗」，以「反映出版動
向，評論中外書刊，譯介參考資料，
提供購書門路，擴大閱讀視野」為
宗旨，冀能「豐富精神生活，做讀
者的良友」。香港文學資料庫提供此
刊物共24期的電子版，讀者可以參
考（http://hklitpub.lib.cuhk.edu.hk/
journals/kjyk/）。
 
書中描述70年代末的香港，反映的是
筆者小時候的生活印記。張君默的文

people」顧名思義，是創作旋律；最
後由「vibe people」，判斷歌曲有沒
有活力，能否被聽眾喜愛。
 
John  Seab rook在《The  Song 
Machine: Inside the Hit Factory》
一書中，就深入分析歌曲爆紅的原
因，以及背後令歌曲爆紅的機制是怎
樣運作。原來當年有一名瑞典DJ名為
Denniz Pop，他發現，要一首歌受歡
迎，最重要是節奏和易記的一兩句歌
詞。因此他創辦了Cheiron Studio，
將這種成功的killer formula不斷量
產。當年Britney Spears和Backstreet 
Boys大量名動一時的歌曲就是和他們
合作。直至現在，瑞典仍是量產爆紅
音樂的大國。國際巨星如Taylor Swift
和Lady Gaga的歌曲創作名單上，不
難發現瑞典音樂家的名字。
 
如果認為歐美音樂世界太遙遠，大
家可以看看韓國音樂K-pop。作者
Seabrook在書中特意有一個章節專

字淡樸，卻韻味濃郁。他的文章倒像
都沒頭沒尾的，忽然帶出一個生活話
題，然後又不知怎的便帶過去了。因
此，單憑記憶很難具體說得出讀過
甚麼內容。但把書中〈小冰室〉、〈雨
前〉、〈茶盅裡的人生〉、〈人生的缺憾
美〉等一篇一篇細味，卻能感受到如
何把日常生活的粗咖啡化為上好咖啡
的魔力。

門分析K-pop。 眾所周知，K-pop
近年橫行亞洲，從最初K-pop廣為
人 知 的《Nobody》到《Gangnam 
Style》，我們明顯看得出K-pop的成
功非偶然。尤其我們聽到其中一些琅
琅上口的歌詞，都是「Mr. Taxi Taxi 
Taxi Taxi~」 或 者 是「Sorry Sorry 
Sorry Sorry~」時，好明顯南韓的
音樂是學了瑞典的killer formula。
Seabrook為進一步了解K-pop的興
起，深入韓國數間著名娛樂公司，了
解其運作模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作者說整個南韓樂壇就像上世紀90
年代美國樂壇一樣；唯一不同的，是
南韓明顯知道成功音樂的秘訣，然後
不斷重複使用。
 
成功非僥倖！長久以來，音樂被大家
認為不可量化，亦難以模仿成功的
content，不過原來早有人找到了成
功方程式，不知道下一種被破解的
content，又會是甚麼呢？

《粗咖啡》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986）

作者：

張君默
原籍廣東省江門市，1939 年出
生，1946 年隨父母移居香港至
今，中學就讀於香島中學，因肺
病未能畢業。病癒後先後任職出
版 社 與 報 社， 並 走 上 寫 作 的 道
路。1984 年 以 短 篇 小 說《 模 特
兒之戀》獲廣州「花城文學獎」，
1994 年以其 20 多年對古玉之
收藏與研究，寫成《玉典》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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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人 邵頌雄

熱愛音樂、喜歡電影，亦好文史哲學、宗教命
理。現任教於多倫多大學。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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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ong Machine: 
Inside the Hit 
Factory》

（W. W. Norton & 
Company ／2015）

作者：

John Seabrook
美國記者，專門寫科技業及音樂業相關題材。
自 1993 年起替《New Yorker》寫專欄，此書
部分內容亦見於《New Yorker》。

L ITERATURE COMMUNICATION



現時全世界每年舉行的馬拉松比賽超過2,200個，當中獲AIMS（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athons and Distance Races）認可的達280個，其中世界
最大型的馬拉松賽事──紐約馬拉松去年就吸引50,000名跑手參加。
 
根據runrepeat.com一項就歐美12個大型馬拉松賽事進行的研究顯示，由
2009年至2014年期間，參與馬拉松賽事的總人數上升13%，其中來自中國的
參賽者增幅達260%，而來自香港的亦增加160%。
 

《馬拉松 •歎世界！》一書的三位作
者莊曉陽、Edkin及Frankie都是資
深跑手。這三位馬拉松達人年紀輕
輕已跑過9至32個海外馬拉松賽事，
將來在馬拉松方面一定會有更多成
就。他們除了熱愛跑步之外，亦有很
強的觀察力，《馬拉松 • 歎世界！》
就是透過他們生動的筆觸，將11個馬
拉松的所見所聞，從多個角度與眾分
享，書中加插大量繽紛有趣的照片，
大大增添可讀性。
 
雖然我也曾經在五大洲跑畢54個馬
拉松賽事，但他們跑過的地方，很多
我都未嘗踏足，例如Frankie曾跑過
的西伯利亞貝爾加冰湖馬拉松，就是
我很想挑戰的其中一項賽事，他們的
足跡正好成為我日後的參考。
 
人到中年始起步，長跑至今，各項賽
事累計距離超過3,000公里，回想起
來實在非常感恩。我在香港以外的首
個馬拉松賽事是2002年的北京國際

12,000呎）及尼泊爾的珠穆朗瑪峰馬
拉松（海拔18,000呎），我都「榮幸」
地成為大中華區冠軍（因為是分區的
唯一跑手）！
 
迄今我曾參與的海外賽事超過20個，
挑戰海外馬拉松其中一個目的是走遍
天下和擴闊視野。
 
我和莊曉陽、Edkin及Frankie一樣，
深深體會到兼顧家庭與繁忙工作之
餘，要抽空到海外跑馬拉松的難處，
幸得家人的理解，特別是另一半的支
持，這是十分重要的。引用莊曉陽在
書末的感言：「最幸福並不是跑遍天
下，而是在每次旅途結束後，無論是
終點或是香港的家，都有你愛的人在
等候你。」
 
有家室的馬拉松跑手都應該趁機hug 
your beloved，對她（他）的體諒與
支持說聲謝謝！

馬拉松，當時與我在香港完成人生第
一個全馬相隔只有八個月。完成該次
賽事的跑手不足1,800人，當中只有
包括我在內的五名跑手來自香港。
 
跑畢北京馬拉松一年後，我參加了
2003年的雅典馬拉松，亦是我第一
次衝出亞洲。賽事的最大亮點是其賽
道——由馬拉松的發源地「馬拉松」
鎮至雅典，是模擬公元前490年，雅
典傳令兵Philippides拚命將戰勝波斯
軍隊的消息通知雅典居民所跑過的路
線，是所有馬拉松發燒友心神嚮往的
聖地。
 
該年完成賽事的選手不足2,700人，
其中約1,600人是海外參加者，來
自香港的更只有我和我的啟蒙導
師楊子江，我常笑說他是那次賽
事的大中華區冠軍，我只能屈居亞
軍。但另外三次分別在南非Two 
Oceans Marathon、印度Mt. Everest 
Challenge Marathon（最高點達海拔

馬拉松「瘋」氣大盛

說書人 張樹槐

恒生銀行傳訊及可持續發展總監
為恒生銀行執行委員會委員，2002 年開始到
外地跑馬拉松，曾在五大洲完成超過 54 個
馬 拉 松， 包 括「 世 界 馬 拉 松 大 滿 貫」（World 
Marathon Majors）賽事，也是首位跑畢世界海
拔最高的珠穆朗瑪峰馬拉松的香港人，曾挑戰
阿根廷阿空加瓜山並攀至海拔 6,300 米。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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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松 •歎世界！》
（天窗出版／2016）

作者：

莊曉陽（左二）、Edkin（右一）及
Frankie（左一）
莊 曉 陽、Edkin 及 Frankie 與 恒 生
銀行傳訊及可持續發展總監張樹槐

（右二）分享他們的最新著作《馬拉
松 • 歎世界！》。



深入校園推動「愉快閱讀」

從香港認識世界

讓好書延續生命

由新閱會及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合辦的「閱讀‧分享」是其中一
個喜「閱」攻略，旨在向學校提供支援，在校內籌劃有趣及具啟
發的活動，包括安排歷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優勝者舉行講座，
親身分享出書經歷，以他們的故事燃點同學們對閱讀的興趣；
邀請繪本作家在「創意工作坊」講解繪本的創作與繪畫技巧，學
生更可即場動手創作一本書。至今已有58間小學參加「閱讀‧分
享」計劃，與新閱會攜手協助學生培養閱讀習慣，並鼓勵他們與
身邊的家人及朋友分享書中知識及樂趣。

除校內活動外，新閱會亦與AFS國際文化交流及香港遊樂場協會合作，為基層兒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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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一同遊走社區，透過閱讀和有趣活
動，了解彼此的世界和文化，體驗多語言閱讀的樂趣。自活動開展以來，新閱會已舉行了六次聚會，
並到訪過中環、油麻地、黃大仙、青衣等社區，參與的青少年近270人。2016年，「閱讀世界」將繼續
向其他社區進發，零距離「閱讀」及認識香港。

至於在本港各區進行的「循環‧閱讀」書籍
共享計劃亦深受公眾支持，新閱會與合作機
構世界綠色組織在十個月的收書階段中，透
過新地旗下物業網絡共收集超過44,000冊書
本，近半書籍已先後免費送到46間參與計劃
的社福機構，包括保良局、香港傷健協會、
基督教勵行會、聖雅各福群會、香港耆康老
人福利會等等。義工將繼續協助新閱會把書
籍妥善分類，期望盡快把書本分送到受惠者
手上，共享閱讀的樂趣。

創意工作坊導師李香蘭教小學生用一頁紙或一卷廁紙做一本書。

「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優勝作家之一黎偉傑分享其出書經歷，讓
學生們知道「做作家」不只是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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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悅新閱會向不同社群推動 讀體驗

「閱讀世界」帶領本地青少年及海外交換生走訪香港不同社區。 到油麻地戲院一遊，自然要了解它的歷史及發展。

回收書籍階段雖已結束，但義工繼續努力把書本分類，盡快送抵各
社福機構讓更多人士受惠。

踏入丙申猴年，新閱會祝福各位如猴子般聰慧活潑，歡樂喜「閱」！迎新

之際，也讓我們回顧去年的點點滴滴。新閱會於2015年推出了一系列喜
「閱」攻略，以多元化的方式如創意閱讀活動獎勵計劃、文化交流聚會及

書籍共享等，向不同社群包括學生、青少年及基層人士推廣閱讀，讓更

多人細味「悅」讀樂趣，反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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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S心 靈 品 書 齋

「人生而自由。」18世紀啟蒙思想家盧梭
如是說。
 
但即使人是生而自由，或者人的天性充
滿自由的基因，那是否代表每一個人後
天都以追求最大程度的自由為目標？
 
人 本 心 理 學 派（ H u m a n i s t i c 
Psychology）的心理需求層次理論
（Hierarchy of needs）指出，人的心理
追求由基本需求逐級而上，先是生理、
安全感和社交需要，到需要被尊重，最

後才是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
財爺在上一次的財政預算案演辭中也
提到「對於飢餓的人，有食物的地方就
是烏托邦，自由、愛、尊重等等不可
以果腹的事物，對他們都是沒有價值
的」——言下之意，人要衣食足才知
「自由」。
 
這好像在與自由主義者（Liberalism）
唱反調。中世紀之後的西方近現
代史，就像一部人類奮力追求自由
的歷史——政治上推翻了專制皇

權，建立了三權分立的議會民主制度；
經濟上奉行自由市場，釋放出巨大
的生產力；思想上掙脫了封閉的教會
世界觀，確立了人文主義和科學精
神。西方文化能在如此短時間內登
上人類進步文明的巔峰，令人對自由
的力量信心大增——直至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的出現。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研究納粹
德國為何能幹出驚世屠猶罪行時，發
現除了當權者的指使，一般德國人的
冷靜配合也令人匪夷所思——由剝
奪猶太人身分的迫害，到集中營的建
立，以至最後的毒氣室和屍體處理，
德國人並非沒有違抗命令的空間，但
大眾對暴政的沉默，自願出賣自由以
示對暴政的高度支持，都令社會學家
百思不得其解。
 
人願意出賣自由、接受暴政的真正
原因，也許要在深層的人性那裡
找。當代著名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的名著《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第一章開宗明義的標
題就是：「自由是心理學上的問題嗎？」
正正就刺中了這問題的核心。
 
佛洛姆本身也是因納粹的捕殺狂
潮而逃到美國，因而對極權主義

有切身體會。他從心理分析學
（Psychoanalysis）的角度分析人的本
性，從童年經驗起就和父母家庭不可
分割，從中確立自己的身分（Identity）
以及依附在身分之上的個人價值和安
全感，從生物學上亦可視為人與大自
然連結而得到心靈上的和諧。但人的
成長過程就像人類文明的進步歷程
一樣，是一個與母體和大自然分割獨
立的過程，當中的艱苦和不安，不言
而喻。

追求掙脫母體的原始驅動力於深層
心理中是如此之強，以致這個心理動
力（Psychodynamic）最後也大大驅動
了文明的成長，向追求自由的方向邁
進。但當人獲得自由，就開始要自發
建立一些賴以與世界重新連結的事物
──例如與他人的愛和關懷、有意義
和滿足感的生產工作、或者個人興趣
等等，從而尋回失去了的安全感。

人要建立有意義的獨立生活，殊不
容易。假如問題只在個人層面，例
如在精神病臨床治療上，一些人失
業、失學，失去生活動力和自信，
也就會出現隱蔽現象（Withdrawn 
phenomenon），自我放棄出外接觸別
人的自由，躲在家中尋求安全感。
 

假如是整體社會的所有成員都失去了
有意義的生活，逃避自由的氣氛更會
瀰漫整個社會。情況就好像1930年代
的德國，當時的歐洲正經歷經濟大蕭
條，在一戰戰敗的德國更因《凡爾賽
條約》而要承擔巨額賠款，令人民的
生活雪上加霜。此時的納粹黨乘時而
起，以獨裁、武力、秩序的幻覺，吸
引一心傾向逃避自由的民眾，才能成
就之後的極權社會。
 
可以這樣說：任何有志改革社會、為
人民爭取自由的社會運動家和政治
家，都不能不考慮如何為民眾建立有
意義的生活。否則，假如自由的來臨
帶來了生活上的威脅，激起了人民深
層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那只會令民眾
反對任何改革，選擇維持現狀，以逃
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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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人是追求自由，還是逃避自由？

《Escape from Freedom》
（Holt Paperbacks ／1994）

作者：

Erich Fromm（1900-1980）
美籍德國猶太人，人本主義哲學家和精
神分析心理學家。畢生致力修改佛洛依
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以切合西方人在兩
次世界大戰後的精神處境，被尊為「精
神分析社會學」的奠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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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由去年六月的二戰系列開始，連續
八期，內容都離不開日本，今期原本想
轉話題，寫一點別的東西，但人稱「日
本文化達人」的茂呂美耶早前出了新書
《大正日本》，非常精采，不薦不行，惟
有多寫一期東洋風，希望讀者喜歡。
 
稱得上「日本文化達人」，當然不是一書
走天涯，茂呂美耶之前已出版過多本
大作，由傳說到信史，一直講到大正時
期，縱橫二千年，只欠昭和，後者最令
我期待，可惜作者說昭和太沉重，應該
不會寫了，真可惜。

歷史長河，百年一瞬。明治維新三十
年，比一瞬還要短，卻令日本徹底改頭
換面，這段奇幻歷史最為迷人。有別
於以帝王將相、治亂興衰為主的「大歷
史」，《大正日本》是典型的「小歷史」，
講衣食住行、吃喝玩樂，重塑一百年前
的社會面貌，令讀者溫故知新。
 
讀《大正日本》前，建議讀者先看作
者的前作《江戶日本》和《明治日本》，
互相比較，即可掌握日本在維新前後
的變化。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作者
在《明治日本》及《大正日本》均花了

不少篇幅介紹巾幗英雄，唯獨《江戶日
本》沒有。何解？因為江戶時代仍未開
化，父權高漲，女人只能相夫教子，
沒有出頭天。但明治維新後，女權隨
西學東漸，教育又見普及，政府唯才
是用，巾幗英雄遂告應運而生，頂起
日本半邊天。
 
細心比較，還可發現日本新女性在上
述兩個時期的細微分別。前者的角色
仍局限於傳統職業，例如津田梅子倡
導女子教育、荻野吟子和高橋瑞子
是最早期的女醫師，十分正路，沒有
驚喜。但到了緊接明治時期的大正年
代，新女性不再是含苞待放，而是百
花爭妍，例如第一位近代女優松井須
磨子，平生演活了無數角色，其中在
托爾斯泰的《復活》一劇中所唱的主題
曲《カチューシャの唄》，更成為日本
流行曲的先驅。另一位奇女子是松旭
齋天勝，乃第一代魔術女王，靠表演
致富，臨終（1944年）之前向陸海軍分
別捐資二萬日圓，總額相當於今日的
二億日圓！還記得我在去年九月號講
過「平民不一定是無辜」的嗎？
 

再談飲食。日本菜深受歡迎，但有多
少人知道，我們常吃的牛丼、吉列豬
扒，甚至天婦羅等，在一百年前原來
是變種洋食？一如我們的豉油西餐，
其實也是中西合璧。那傳統和食是甚
麼？「主食是白飯，副食是早上一碗
味噌湯；中午是魚，晚上是紅燒菜和
湯」。我最愛的日式咖喱也是明治時期
傳入日本的。有無興趣嘗一口復刻版
的明治咖喱？以下配方收錄於1872年
出版的《西洋料理指南》：
 
蔥一根，生薑半個，韭菜小量切
細，以一大湯匙牛油煎，加一合五
勺水，再加雞、蝦、鯛魚、生蠔、
紅青蛙等煮熟，之後加一小匙咖喱
粉，煮西洋時間一小時。全部煮熟
後，再加鹽，另外用水調兩匙麪粉
放進去。

 
世紀之交，日本的現代化似是一步登
天，但作者提醒我們，實情並非如
此。有「日本現代教育之父」之稱的
森有禮（1847-1889），一向主張男女平
等，狠批日本的一夫多妻制，但他又

怎樣對待自己的夫人寬子呢？森有禮
喜歡洋食，但寬子只愛茶泡飯，如何
是好？當然是夫吃婦隨。一日，森有
禮出遠門，寬子以為可以偷食，但家
廚跟她說：「夫人，老爺吩咐過，他不
在的時候，一日三餐如常洋食，老爺
知道夫人你愛吃茶泡飯，但茶泡飯不
健康，老爺希望夫人你不要偷食。」連
森有禮這些「進步分子」也尚且如此，
何況一般老百姓？而洋食風潮亦只限
於中產或以上的階層，平民仍以和食
為主，洋食成為主流，是二戰後的事。
 
看過茂呂美耶的大作，你會發覺，以
前在學校讀的甚麼日本史，連皮毛都
不如。而愈了解日本，就愈覺得日本
不可思議；是有點矛盾，但我的確這
麼想。你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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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的明治維新

《大正日本》

（遠流／2015）
《明治日本》

（遠流／2014）
《江戶日本》

（遠流／2009）

作者：

茂呂美耶
日本埼玉縣人，生於台
灣， 初 中 畢 業 後 返 日，
1986 年曾到中國鄭州大
學留學兩年。著作包括

《戰國日本》、《戰國日本
Ⅱ： 敗 者 的 美 學》、《 物
語 日 本》、《 江 戶 日 本》、

《 平 安 日 本》、《 傳 說 日
本》、《歐卡桑的尖嘴兒
子》、《乙男蟻女》和《茂
呂美耶的歷史手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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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騙財騙色，不停搬家，導致妻子在
David五歲時拋棄了他們。Ronnie在破
產前曾經非常風光，開著Jaguar，把
兒子送去國內外私立中學學習幾種歐
洲語言，間接令他在將來的情報工作
中派上用場。

John le Carré間諜小說的世故、綿密
常會讓外人以為他是情報圈的上層人
物，其實據MI5的知情人透露，他當年
的工作都是很淺層的，比如監視英聯
邦的學生，或是打入早已被滲透得千
瘡百孔的英國共產黨內部。他曾在德
國波恩以外交官身分作臥底，表面是
為英國加入歐盟獲得德國支持，真實
工作是調查德國極右翼運動。1968年
的小說《A Small Town in Germany》
寫到新納粹準備接管西德，雖然進行
了虛構的誇張，但Sisman認為這反
映了當時人們的真實恐懼。Le Carré
的政治立場游移不定，時常以一種
「反體制」的身姿，在小說中把英國
情報部門寫得和蘇聯KGB一樣勾心鬥
角、陰慘冷漠，還經常號稱可以為
「更高的原則」背叛國家。他既深深
鄙視「劍橋間諜」Kim Philby，但又
帶著些自憐的同情——他們同為英國
統治階級的「從業者和受害者」。而柏
林牆倒塌時， 他又拍手稱快，說：「因

寫一部靠譜的John le Carré傳記，曾
被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David 
Cornwell（Le Carré的真名）嘴裡說出的
任何話都真真假假迷惑性極強，沒有
高明的頭腦和細緻的考辨，很難從他
的故事裡析出真實。就連他筆名的來
歷，幾次的說法都不一樣，他也從不
老實坦白五六十年代在MI5和MI6的工

從底層間諜到成功小說家
為儘管我們失誤重重，但我們是對
的；他們雖然滿口理想，終歸不過是
一群骯髒腐敗的豬玀。」

John le Carré的小說極為成功，但在
文壇褒貶不一。他的朋友Philip Roth
盛讚其寫作功力，但Clive James 和
Salman Rushdie則說他裝腔作勢。
Hilary Mantel批評他的《The Constant 
Gardener》「粗糙又重複」。不過拿著
30倍於英國平均年薪的版稅，小說
家也不能抱怨太多，他對朋友和家
人都很慷慨，還花錢把騙子爸爸從
牢裡撈了出來。父親去世時，他出
錢舉辦了葬禮，卻沒有到場。

讀者最好奇的大概是英國情報部門
到底對John le Carré的間諜小說怎
麼看，眾所周知， Ian Fleming的 
「007系列」是大英帝國皇家特工的
最佳宣傳，而Le Carré往往被認為
是其對立面。不過現實中，David 
Cornwell的前僱主、MI6的領導Sir 
David Spedding在1998年邀請他和
Judi Dench（飾演了007系列電影中
的M）同去Vauxhall的總部共進晚
餐，以示對他們在文藝領域宣傳貢
獻的嘉獎。壞宣傳也是宣傳，倒是
很符合當下的時代精神。

作經歷，任由大家猜測他那些間諜小
說到底有多少真材實料。

據說Cornwell打算自己寫本回憶錄，
不過他的朋友Adam Sisman搶先挑戰
了不可能的任務，寫出了近700頁的
《John le Carré : The biography》。傳記
從David的騙子爸爸Ronnie寫起，他到

非 常 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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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le carré:  
The biography》

（Bloomsbury ／ 2015）

非 常 讀 者

作者：

Adam Sisman
英 國 著 名 作 家，2001 年 憑

《Boswell's Presumptuous Task》獲
頒美國國家書評獎（傳記），同時
為 A.J.P. Taylor 和 Hugh Trevor-
Roper 撰寫人物傳記，現居於英國
布里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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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塞爾維亞裔民族主義
者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在薩拉
熱窩行刺奧匈帝國皇儲費迪南大公
（Archduke Ferdinand），奧匈帝國政府
要求塞爾維亞按其最後通牒搜尋兇手
不果，最終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關
於主要參戰國如英、法、德、俄的史
書，如汗牛充棟，唯獨研究肇事者奧
匈帝國的專著一直少之又少，因此瓦
夫羅（Geoffrey Wawro）的著作《哈布
斯堡的滅亡》就顯得珍貴。這位祖先
來自烏克蘭西部地區的史家，也算得
上是舊日奧匈帝國的遺民，由他來寫
奧匈帝國在一戰前至一戰發生時的社
會軍事史，殊為合適。

千百年來，奧地利地區一直是哈布斯
堡皇室的地盤，他們以神聖羅馬皇帝
和天主教秩序守護者的名義，一直在
中歐對抗鄂圖曼帝國的伊斯蘭勢力，
亦因此將匈牙利人從異教徒手中拯救
出來。然而到了19世紀，當民族主義
在全歐洲蔓延之際，匈牙利人差一點
脫離其統治，於是在1866年敗於普魯
士不能問鼎德國統一的奧地利皇帝法
蘭茲約瑟夫（Franz Joseph），為討好境

中歐王朝的覆亡
內的匈牙利貴族，於1867年改制為一
雙重民族的單一君主國——匈牙利王
國和奧地利王國。從此，匈牙利的布
達佩斯議會一直在軍事開支和族群待
遇等議題上抽後腿，這正是奧匈帝國
軍隊在一戰時戰力不振的原因。

奧匈帝國境內的斯拉夫民族比匈牙利
人要多，這些民族一直視俄國為其
遠親，加上奧匈軍備又少又舊，上戰
場的時候自然主動投誠俄軍。而奧匈
帝國不但在族群和軍備上鬧問題，其
戰略戰術思維也停留在敗給普魯士
的年代，認為戰壕戰術是骯髒、膽怯
的行徑，軍官大多主張正面攻擊。領
軍打仗的霍岑道夫元帥（Conrad von 
Hötzendorf）和與他爭權的波提奧雷
克將軍（Oskar Potiorek）都是庸碌無能
之輩，然而在他們於一戰前夕的權爭
背後，亦反映出皇帝法蘭茲約瑟夫和
皇儲費迪南大公之間的齟齬。

書中以一半篇幅講述奧匈帝國戰前在
內政、外交和軍事的狀況，其餘一半
從行刺發生的1914年，講述到一戰翌
年的1915年。美中不足的是，基於取

材和篇幅所限，沒有描述1915年後的
戰爭和社會狀況，但往後的日子，奧
匈帝國軍隊事實上已交由德國總參謀
部指揮。1916年繼位的卡爾一世（Karl 
I）一直希望向協約國靠攏，奈何奧匈
帝國已泥足深陷，德國方面亦加以掣
肘，最終亦導致哈布斯堡王朝的戰敗
和覆亡。

第一次世界大戰奪去了許多人命，作
者認為不能因德國咄咄逼人的角色而
忘記奧匈帝國的戰爭責任。這場大
戰不但為20世紀揭開了充滿硝煙的一
頁，也為人類帶來極權主義統治，讓
人類充滿血淚的進入現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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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歸 樓

曾介紹過科普書籍《What If?: Serious 
Sc ient i f ic  Answers  to  Absurd 
Hypothetical Questions》，書中不斷提
出不可能的問題，然後以科學方法解
答。其實，可以問「What if?」的，又何
止於科學。

兩千前年，羅馬史學家Livy已在著作
《Ab Urbe Condita》設想︰如果亞歷
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後沒有英年早逝，
轉移目標直搗西歐，羅馬的先輩前賢
應有力擊退他。《晉書》則記載石勒自
評能力出眾，然而仍然自認︰要是與
漢高祖逐鹿中原，大抵難於匹敵（「朕
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
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於中
原，未知鹿死誰手。」）。

但Livy和石勒留下的不過是片言隻語
的推想，倒是近代作者屢屢嘗試真正
「重寫」歷史，造出一個「平行宇宙」。
遠有民國年代的周大荒撰寫《反三國演
義》，筆下的蜀漢大軍連戰連勝，恢復
漢室；近有Quentin Tarantino編導電影
《Inglourious Basterds》，敍述幾位義士
潛入巴黎，亂槍射殺希特拉，結束第
二次世界大戰。而最新讀到的，則有
陳冠中的小說《建豐二年——新中國烏
有史》。

故事設定蔣介石在國共內戰中勝出，
將毛澤東趕到蘇聯，一直統治中國至
逝世為止。嚴家淦暫攝總統一職三年
之後，又傳位給蔣介石之子蔣經國。

歷史沒有如果
蔣經國表字建豐，故事設定在他繼任
後第二年，因此書名《建豐二年》。建
豐二年，中國結束內戰已三十年，沒
有三反五反，沒有反右，更沒有文化
大革命，中國經濟在陳冠中筆下欣欣
向榮，與美國、蘇聯鼎足而立。而愛
書人當然最關心一眾文學家和知識分
子的「新」命運。老舍和林語堂先後拿
了諾貝爾文學獎，而他倆的成就令更
多人投身文化事業⋯⋯讀到這裡，有
多少人要不禁掩卷浩歎！

當然，也有人批評小說天馬行空之餘
不合情理。例如，網絡上就有人認為︰
既然國民黨沒有敗走台灣，蔣介石自
無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連
任的條件。於是，小說中的他不可能
像現實般，連任五屆總統，否則會違

反憲法第四十七條「總統連選得連任一
次」的規定。

我笑了笑，沒有再看下去。權力幾乎
總會令人腐化，所以美國開國總統華
盛頓才令人如此稱許。既然小說家為
了鋪陳故事，可以任意竄改歷史，則
政治家自也可為永續權力而肆意修訂
和扭曲法律吧。

70 億分之一，好讀書，餘無足道。

《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

（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作者：

作者：

陳冠中
香 港 作 家。1952
年生於上海，在香
港成長，香港大學
社會學系畢業，於
波士頓大學進修新
聞學。1976 年與丘世文、鄧
小宇及胡君毅創辦《號外》雜
誌。其後與多位文化人、媒體
人一起創立香港牛棚書院，為
香港文化藝術貢獻不少。

《哈布斯堡的滅亡：第一次世界

大戰的爆發和奧匈帝國的解體》

（左岸文化／2014 ／黃中憲譯）

Geoffrey Wawro
畢 業 於 耶 魯 大 學。 目 前 是 北 德 州
大 學 軍 事 史 中 心 的 主 任， 同 時
在 History Channel 主 持 節 目， 例
如《History's Business》 和《History 
vs. Hollywood》。 另 著 有《Quicksand: America's 
Pursuit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和《The Franco-
Pr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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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S兒 童 理 財

阿哲興奮地對我說：「我有一個好的專
欄題目給你，就是如何處理新年利是
錢。」我沒好氣地回答：「利是錢沒有
甚麼好寫，勉強要說，真的一句已講
完，字數肯定不夠一篇。」
 
「一句？他們寫了很多篇。」阿哲揚起
手上的剪報，大概是他用作新年假期
後的學校專題分享資料，我看了兩
眼，笑說：「又是那些所謂理財專家寫
的東西，多看無益。」他露出訕訕的神
情，反讓我不好意思，於是拿了當中
幾份文章跟他解釋：「關於如何處理
利是錢，這些專家最愛說的版本就是
3S大法——即是消費（Spending）、儲
蓄（Saving）和捐獻（Sharing）。如何分
配？不同專家各有見解，但是不論比
例多寡，依照這些建議，最終只會得
出一個結果，就是強迫消費。」
 
阿哲找到專家的解釋：「他們認為孩子
平日未必有用錢機會，故此利是錢就
是一個很好的實習機會，鼓勵孩子消
費，透過實踐掌握當中竅門，以免錯
失學習理財的機會。」我終於忍不住大
笑：「你還記得我常說『賺錢是本事，
用錢是本能』嗎？世上只有不懂賺錢
的人，我還未遇到一個不懂花錢的正
常人。刻意給孩子金錢，強迫他們花
費，最終學到的可能不是如何消費，
而是浪費。」
 
「要處理沒有適當用途的利是錢，一句
話：就是全部儲起。」說罷我交回資料
給他，「相反教導孩子了解真正的儲
蓄，卻要多點心思和唇舌。」阿哲好奇

學習儲蓄
地問：「儲蓄也要學？不是三歲小孩也
懂嗎？」
 
「一般坊間的理財書籍，『投資』幾乎
是必不可少的隨機附送內容，《你的夢
想就是最棒的存錢筒》與那些書籍的
最大分別，就是不談『投資』、只講『儲
蓄』。此書作者再三強調儲蓄就是改變
人生的不二法門，透過儲蓄才能實踐
夢想，對於不是含著銀匙出生的人來
說，儲蓄無疑是最穩健有效的資產累
積方法。」
 
「另一方面，不少人卻一直錯誤理解儲
蓄，認為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
因此失敗告終。真正的儲蓄，並非像
小孩那樣簡單只要把手上的錢放進錢
罌便算完成。成人需要兼顧不同的事
情、應付各類的開支，故此作者提醒
我們儲蓄是需要練習的。作者首先告
訴我們莫忘初衷，儲蓄是為了達成夢
想；重新檢視夢想設定，有助我們找回
儲蓄的驅動力。為了順利開展儲蓄大
計，作者勸告大家必須捨棄一些的錯
誤態度，例如不要欺騙自己『錢，再賺

就有』、『加薪等於變有錢』、『錢用完
了，才想開始儲蓄』等。
 
「心態調節完畢，作者繼續介紹各種改
善儲蓄能力的技巧，當中以『一毛不剩
分配法』最為實用。所謂一毛不剩，就
是簡易的預算規劃，將每月收入的一
分一毫分配至不同項目，儲蓄當然排
在首位，其次是必要的生活開支，最
後是消費開支。這種方法有助我們凡
事皆以儲蓄為先，練習數月後，既可
從中了解自己的消費模式，同時培養
真正的儲蓄習慣。」
 
阿哲聽罷便對我說：「既然儲蓄需要練
習，為了加強訓練，不如把你替我收
起的利是全數給我，好嗎？」

會計師，深信學習理財，應該從小開
始，提倡「遊戲學理財」。

NEW RELEASES

《你的夢想就是最棒的存錢筒》

（方智／2015）

作者：

艾爾文
台灣交通大學研究所畢業，曾任上
市公司電子工程師，現為自主投資
人、網站「富朋友理財筆記」站長。

1

2 3

54

在這個講求創意的新世代，即使你沒有抱著傾家蕩產的決心，沒有壯烈地賭上性命背水一戰，也
能讓世界更美好。華頓商學院歷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 Adam Grant，透過各種研究，以生動的實
例故事，一步一步揭露產生新點子的方式、找到革命夥伴的秘技，甚至是不被輕易打槍的提案
術。他更進一步建議父母與老師如何讓孩子養成創新的習慣，以及我們可以怎麼逐步建立一個充
滿創造性競爭力的文化環境。只要以聰明策略有規劃地實踐，你會發現，原來創造並非天才的專
利。

一代政治思想家 Hannah Arendt，透過文字組成一生最重要的思想拼圖，試圖帶領讀者重返政
治哲學的原初條件：政治是關乎眾人之事，每個人都可以帶著思考去行動、啟動新事物。「Amor 
mundi」（愛這個世界）是原著書名，突出以政治愛世界的閱讀切入點，以及作者對基督教神學的
長期思索。在作者眼中，人類縱使微弱且不斷面臨各種困境，我們都能透過寬恕與承諾，進一步
改變或轉化那些看似無法避免的歷程。

古代埃及人以黑色代表死亡。受到非洲黑人奴隸影響，歐洲白人把黑色當作負面、邪惡的顏色。
20 世紀初期，Coco Chanel 推出「黑色小洋裝」備受追捧；到了現代，黑色成為藝術家及時尚設計
師最鍾愛的顏色。一種顏色為何能同時代表著黑暗、邪惡以及時尚、魅力？它為何對無數的藝術
家和設計師有著無限的吸引力？本書上溯聖經時代、希臘羅馬古典時期，從宗教文本、神話、文
哲作品、藝術品等角度切入，探索在世界古今各文化與「黑色」撲朔迷離的曖昧關係。

人文學科畢業生與理工科畢業生同樣念了四年大學，前者的薪水會大大低於後者。究竟一種學科
比另一種學科更不值錢的想法從何而來？學甚麼有用該如何判斷？難道文科只是一種陶冶性情的
選擇？如何看待人文類學科在一個文化社會中的價值地位，或多或少反映了我們對自己的看法。
人類社會需要科技為生活帶來便利，同時也需要人文給我們思想的厚度與溫暖，在這個愈來愈傾
向捨棄人文教育的世代裡，且看 Fareed Zakaria 如何為人文教育辯護。

1

2

3

4

5 《黑色的故事》

作者：John Harvey
出版：時報出版

《為博雅教育辯護：當人文

課熄燈，大學正讓青年世

代失去遠大未來》

作者：Fareed Zakaria
出版：大寫出版

《Originals: How Non-
Conformists Move the 
World》
作者：Adam Grant
出版：Viking

《人的條件》

作者：Hannah Arendt
出版：商周出版

2014 年 1 月，Paul Kalanithi 在《紐約時報》發表了文章〈餘命幾日〉，講述醫生如何向患者
陳述病情、病人該怎樣應對。該文章成為《紐約時報》最多次被閱讀、轉發、推薦的文章。
作者 36 歲時被診斷患癌症，夾在醫生與病人兩個身分之間，讓他既能深入醫藥科學研究，
又能以筆觸記錄自己作為病人的「回答」，試圖建立一個新的人生。透過深刻的思考，作者為
我們提供對於生死、對醫療、對醫生責任、醫患關係的出類拔萃見解，令人動容。

《When Breath Becomes 
Air》
作者： Paul Kalanithi
出版：Random House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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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已經了解國家間的關係建立
在既非感情亦非道德原則的基礎上，
而是建立在自私的利益基礎上。」19
世紀末美國國務卿Richard Olney在
歷史留下這一句。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是否不能抱持任何樂觀？是否真的不
能存在友誼？早前的習馬會面，令人
再次思考這個議題。美國國際關係
學者John Mearsheimer在著作《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就
打破樂觀主義的美夢，強調國家之間
絕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任。
 
書中毫不含糊地指出，所有國家在可
行的情況下必定會爭取自身的最大權
力和利益。為了生存，國家必定損人
以利己。書中以多個例子反對理想主
義，後者以為人類能夠理性地把世
界變好，正義的國家彼此可建立互
信，促使世界和平。近百多年人類
歷史戰爭痕跡累累，除了一、二戰和
冷戰，各地的大小戰爭和衝突從不間
斷。機會一到，必然出師有名地有所
行動。也許領導人在台前滿口道德，
然而一旦回到幕後，所有思緒只關乎
現實。
 
另一值得留意的，是作者綜合地理和
軍事分析國家的行為，尤其對水體和
陸軍的剖析十分精采。作者認為陸軍
才是王道，空、海軍只是輔助角色。
於是，水體的重要性變得異常鮮明，

因為它嚴重阻礙了陸軍的推進。例如
美國和英國，由於受水體所限，一來
難以進軍，二來易於防守。這也解釋
了美國何以能在數世紀內迅速崛起。
由於美國位處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間，
在立國初期只需著力處理歐洲在美洲
的勢力，之後輕易成為美洲的唯一大
國。相反，例如在歐洲，國家相連，
沒有水體阻隔，所以難有大國長居霸
權，也因此其中的衝突不斷，難以像
美國和英國般有隔岸觀火的本錢。
 
全 書 的 中 軸 是 攻 勢 現 實 主 義
（offensive realism）。國家的思緒不
但非常現實，還極為進取，一有空
間，便會爭取利益與權利。作者認為

國家所以拜服於這種主義，緣於國際
體系的結構驅使，因為它有一種零和
遊戲的意味。彼此不可能信任對方，
只有得到更多的權力才能爭取最大的
生存空間。這個世界是弱肉強食，寧
我負天下人，莫天下人負我。然而攻
勢現實主義並非唯一解釋國家行為的
理論，它和人性現實主義可作相互補
充；後者認為國家受人性的權力慾支
配。事實上，追溯國家的野心，不但
源於外在環境的「迫於無奈」，還關
乎領導人的「貪得無厭」，兩者不一
定矛盾，相反地都是國家愛慕權力的
動機，且古今中外亦然。
 
世界果真可以和平？不樂觀。

世界可能和平嗎？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

作者：

John Mearsheimer
美 國 芝 加 哥 大 學 政 治
系 教 授， 專 研 國 際 關
係，文章常刊於《紐約
時報》、《新共和》、《大西洋月刊》等
媒體。著作有《紐約時報》最佳暢銷
書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Why Leaders Lie: 
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等。

說書人 | 黃樂祈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引頁碼

Escape from Freedom Erich Fromm Holt Paperbacks 25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uence People Dale Carnegie Pocket Books 7

John le Carré: The Biography Adam Sisman Bloomsbury 29

Originals: How Non-Conformists Move the World Adam Grant Viking 33

Salt: A World History Mark Kurlansky Penguin 15

The Gospel of Wealth Andrew Carnegie Applewood Books 7

The Song Machine: Inside the Hit Factory John Seabrook W. W. Norton & Company 19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John Mearsheimer W. W. Norton & Company 34

Think and Grow Rich Napoleon Hill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6

When Breath Becomes Air Paul Kalanithi Random House Inc. 33

人的條件 Hannah Arendt 商周出版 33

你的夢想就是最棒的存錢筒 艾爾文 方智 32

君主論 馬基雅維利 台灣商務 9

哈布斯堡的滅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奧匈帝國的解
體

Geoffrey Wawro 左岸文化 31

大正日本 茂呂美耶 遠流 27

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 陳冠中 牛津大學出版社 30

手斧男孩 首部曲 Gary Paulsen 野人 11

明治日本 茂呂美耶 遠流 27

江戶日本 茂呂美耶 遠流 27

為博雅教育辯護：當人文課熄燈，大學正讓青年世代失去
遠大未來

Fareed Zakaria 大寫出版 33

瘋子的世界 高銘 亮光文化 17

瘋狂天才 Kay Red�eld Jamison 心靈工坊 17

粗咖啡 張君默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8

胖子的脂肪該被抽稅嗎 Gary S. Becker、Richard A. Posner 大寫出版 13

馬拉松．歎世界！ 莊曉陽、Edkin、Frankie 天窗 21

黑色的故事 John Harvey 時報出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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