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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價值不可或缺
  刊》相信作為一本刊物，有三個必不可少

的價值：一、內容既能觸動人心，又令人
有所得；二、與世界接軌，反映現況；三、

提升個人修養與品味，不隨波逐流。
 
今次主題是貨幣 • 顛覆世界，介紹書目有 Milton Friedman
的《Money Mischief》、Murray Rothbard 的《What Has 
Government Done to Our Money》、Charles Kindleberger
的《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和安倍晉三的《邁向
美麗之國》，由簡述貨幣功用的轉變，到近三十年貿易
全球化後，日本及美國為首，以控制自家貨幣幣值而掀
起的經濟攻防戰。
 

《Investing Against the Tide: Lessons from a Life Running 
Money》，是歐洲股神 Anthony Bolton 的經驗之談，本
書是有心鑽研股市的讀者必讀之選。Anthony 宣佈今年
4 月退休，正好藉今次機會，向股壇一代宗師致敬。
 
修 養 及 品 味 方 面， 有《 人 性 的 弱 點 》， 作 者 Dale 
Carnegie 提出的待人接物基本功，是律己以嚴，待人

華少
駐刊說書人

以寬的必修課；《兩極化與分寸感》介紹獨門的思考方
法。《誰殺了古典音樂》，解釋了古典音樂沒落的原因；
藝術修養方面，有《The Power of Myth》教導我們神話
與現實的關係。
 
我們亦十分重視親子家庭，今期颽思分享了美國與香
港教育氣氛的大不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可
以給香港家長們另一個角度，思考如何給孩子更好的
學習方向。
 
感謝各讀者支持，本刊自第二期出版後，反應熱烈，接
到很多機構及學校的訂閱要求。為了加強推廣閱讀，我
們除了不斷改善本刊質素，亦將推出其他服務：包括定
期推出讀書會，邀請說書人講解自己的讀書心得；並將
推出網上短片，邀請各方名人介紹自己喜愛的書目。此
外，我們亦會加強 Facebook 更新，增加與讀者的互動。
 
希望以上的改進，能為我們的創作擦出新火花。如果各
位讀者有好書想介紹，歡迎投稿，與其他讀者分享閱讀
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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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於南太平洋的雅浦群島，
直 到 二 次 大 戰 之 前， 仍
然使用叫做 Rai 的巨型石

幣。石幣最大直徑達 12 呎，重量
超過 8,800 磅。自古以來，雅浦島
民要從幾百公里外的帛琉群島開採
石炭岩，然後再將石幣運回雅浦。

貨幣 •顛覆世界

由於開採和運送困難，石幣愈大，
價值愈高，擁有石幣的家族，社會
地位也愈高。

雅浦人採石回島之後，不會再將它們
搬動，就算交易過後，都是憑口耳相
傳，由全島人確認石幣的擁有權。

某次，有一族雅浦人在運送石幣的
回程途中，遇上風暴，被迫放棄石
幣。回到雅浦，有其他島民願意作
證，並且承認石幣的擁有權和價值。
雖然沒有其他人見過這一塊石幣，
但是經過島民公認，石幣的交易價
值仍然有效。

20 世紀初，德國的官員命令島上的
族長修葺道路，可是族長沒有依從
命令。殖民官在族長的石幣上以黑
油畫上個大交叉，就當是財富充公。
忽然失去了財富的族長，乖乖遵從
命令；殖民官之後將黑油洗去，族
長重新富貴。

1932 至 33 年，法國央行擔心衰退
中的美國沒有能力履行兌換黃金的
承諾，要求提取黃金。聯儲局在金
庫中，將標籤改一改，由美國改成
法國，就這樣大筆一揮，整個法國
的貨幣基礎即時增強。這個程序，
跟雅浦島民的石幣交易，又有甚麼
分別？

貨幣供應學派精神領袖佛利民在
《Money Mischief》提出：「任何我
們願意接受的交易媒體，都是錢。」
我們願意接受一張張紙幣，是因為
我們知道，社會上其他人也願意接

受這些紙幣，價值是建基於共通的
接受。

法律上，以法定貨幣還債，債主不
得拒絕；政府也只會接受人民以法
定貨幣繳交稅款。所以得到政府的
承認，幾乎是貨幣得以確立的先決
條件。事實上，在無政府狀況下，
又或者政府嚴重失效，才會出現以
香煙或黃金作為臨時貨幣的情況；
其餘大多數時候，經濟動物都寧願
持有和使用紙幣。不過，無論是商
品貨幣抑或由政府發行的法定貨
幣，都要有廣泛的認受性。

佛利民認為，紙幣的發行和中央銀
行的出現，乃回應現代經濟需要的
自然發展。

貨幣簡史

現代人每日生活都接觸到錢，但絕大多
數人對錢的運作和原理，可謂一知半解。

錢，究竟是甚麼？明白錢的本質，

才可以明白到貨幣戰如何顛覆世界。

美國經濟學家。1976 年諾貝爾經濟
學獎得主，主要貢獻為消費分析、
貨幣理論及歷史、和穩定政策複雜
性等範疇，被譽為 20 世紀最重要的
經濟學家之一。

佛利民提倡「小政府、大市場」，
政治哲學強調自由市場經濟，反對
政府干預。他對 1980 年代美國總
統 Reagan 及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及
貨幣政策有極大影響。

作者
Milton Friedman

《Money Mischief : 
Episodes in Monetary History》
佛利民由古到今講述貨幣的歷史，
由雅浦島島民的巨型貨幣，中古時
期的金幣、銀幣，到現今只講信用
的紙幣。其中 Milton 用了大量篇幅
講解 1873 年，美國政府只承認黃
金為法定貨幣，及其影響中國民國
時期的經濟，之後講到通貨膨脹的
形成是由於政府濫發貨幣。此書深
入淺出，經濟學初學者及有深入認
識的學者皆適用。

“Money is only a tool.  It will take you 
wherever you wish, but it will not replace 
you as the driver.”

- Ayn Rand

究竟每天我們都用來交易
的錢，背後的價值又是來
自甚麼？

我 們 願 意 接 受 一 張 張 紙
幣，是因為我們知道，社
會上的其他人也願意接受
這些紙幣，價值是建基於
共通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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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leberger 的 思 想 框 架， 一 脈
相承自另一個凱恩斯派經濟學家
Hyman Minsky。Minsky 的 經 濟 模
式，將資產價格的周期，劃分成幾
個階段，周而復始。大致上，所有
泡沫由形成到爆破再演變成恐慌，
都經歷過以下的現象：

一、 外在的因素轉變，帶來令到部 
份資產價格上升；

二、 資產價格上升，引致金融系統
的信貸膨脹；

三、 用作信貸抵押的物品價格上
升，令信貸膨脹的速度加快；

四、 資產價格上升的幅度，已經超
越了背後基礎因素可以支撐的
水平。甚至連最初令資產價格
上升的初因已不復存在，投資
者仍然相信價格會繼續上升；

五、 購買力早已無力支持超乎現實
的 價 格， 但 持 貨 者 仍 抱 有 幻
想，爭持不下之際，正是有價
無市之時，這個階段，稱之為
受壓（Distressed），對於願意
賺少點以折讓價出貨的人，正
是最後離場的機會；

六、 另一個外來衝擊觸發價格逆轉。

Kindleberger 演述的歷史中，最重
要的衝擊來自於匯率的變動。新凱
恩斯，對國際金融秩序的主張，最
關鍵的乃是固定的掛勾匯率。另一
邊廂，佛利民為首的貨幣理論學派，
則認為以自由浮動匯率去調節宏觀
經濟環境，長遠而言才是最有效反
映實質經濟狀況的方法。

1973 年 美 國 單 方 面 放 棄 了 黃 金
兌換保證，國際金融市場秩序進

在狂熱和恐慌之間
佛利民在貨幣政策上最後一次世紀
辯論，是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
得主 Robert Mundell 討論歐元區的
鐵索連舟是否可行；佛利民說將基
礎因素不同的經濟體綑綁一起，不
可行。Mundell 的理論是貨幣最適
區域，認為只要政府能夠有財政紀
律自制，固定匯率利多於弊。

有人說，歐債危機出現，佛利民最
終以事實贏了這場辯論。但是也有
人說，2008 年源於美國次按爆破
引發金融海嘯，反證浮動匯率制度
造成市場不穩定因素。

要了解資產市場的泡沫和爆破周
期，就不得不參考另一本天書：
由 Charles Kindleberger 所 寫 的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順 帶 一 提，Mundell 在 思 想 上 受
Kindleberger 影響，兩人同是新凱
恩斯派。

Kindleberger 認為市場存在無可避
免的波動，不可能單憑市場力量去
扭轉市場本身的缺陷。撇除意識形
態，Kindleberger 這部著作也是經
濟史當中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入後凱恩斯的自由匯率新時代。
Kindleberger 這本經濟史書，初版
於 1978 年。 在 思 潮 上， 由 1970
年代初開始，正值凱恩斯派失勢，
佛利民派抬頭之時；其後的近二十
年，都是貨幣理論的天下。不過，
各國貨幣脫勾之後，世界經濟大致
上面對了四次危機：

第一波危機在 1980 年代初，源於
美國為了打擊通脹夾高息，以及人
為地令美國升值。一些新興市場，
1970 年代後半，受惠於原材料價
格急升，貿易盈餘也導致國內資產
價格上升以及信貸擴張，許多政府
乘機擴大外債借美元。可是當美元
上升，這些國家未能償還債務，觸
發了一次新興市場危機，結果要國
際貨幣基金會介入解圍。這次危機
過後，許多國家需時十多年才能處
理呆壞資產，重回經濟發展。

第 二 波 危 機 源 於 1980 年 代 中。
1985 年 六 大 工 業 國 元 首 在 紐 約
的 廣 場 酒 店 召 開 會 議， 達 成 史

上 有 名 的「 廣 場 協 議 」（Plaza 
Accord）， 透 過 干 預 手 段 要 令 美
元對其他貨幣貶值。其中與美國貿
易逆差最大的日本，更是針對的目
標。日圓升值，一方面令到日圓對
外的購買力大增。這個時候的日本
出口工業，仍然如日方中，也在龐
大的貿易盈餘下，日本國內出現了
各種資產泡沫，尤其是房地產。日
圓升值之後，日資往外到處收購，
最經典一幕，是 1989 年 10 月以
三菱集團為首的日本財團，提出要
收購象徵美國精神、位於紐約曼克
頓市的洛克菲勒中心。其時，美國
正值經濟衰退，評論都認為美國世
代過去，日本時代要開始。這宗「不
問價追」的收購，其實也反映了日
本資金正大量流出。再過幾個月，
反映日本股市的日經 225 指數在
1989 年 12 月見歷史高位；日本經
濟由 1990 年起反覆下滑，至今快
要四分一世紀，仍然無復當年勇。

第三波危機，是亞洲金融風暴。
由 1990 年代起，日本不斷以擴大

20 世紀初，許多歐洲政府脫離了
金本位，改以央行控制貨幣供應。

《Money Mischief》用了不少篇幅，
去講述現代社會怎樣逐步由金本位
現代化；尤其是 1935 年美國政府
進行史上第一次量化寬鬆，大量發
行銀票，從市場收購白銀。新流入
市場的銀票，目的是要促進美國經
濟，可是這次大規模抽走市面上的
白銀，竟然令到當時銀本位中國國
民政府流失貨幣基礎，令國民政府
被迫脫離銀本位；貨幣失去了發行
的基礎，央行在沒有限制下發行的
貨幣，價值暴跌，通脹成為了後來
大陸變天的一個遠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重回
新秩序。提出新秩序的構想，正
是鼎鼎大名的凱恩斯。在 Bretton 
Woods 的會議上，各國元首協定，
主要的貨幣均以固定匯率互相掛
鉤，而美國則承諾向各國以 35 美
元兌換一安士黃金；如此，美國成
為了新的國際結算貨幣。不過，世
界不少的黃金儲備在同盟國敵對的
蘇維埃手上，有指冷戰兩大陣營，
其實就是消耗黃金儲備的角力。

在佛利民眼中，各國央行也在調整發
行貨幣的政策，雖然脫離了金本位，
但在主要國家，沒有再出現 20 世紀
初那種不受控的通脹，因為各國央行
確立了發行和調控貨幣的機制，也就
是今時今日所謂的公開市場運作。

1992 年出版的《Money Mischief》，
從非學術角度了解貨幣理論的通俗
天書；各國央行的運作和對金融業
的監管，至今仍然是參照同一套思
維。雖然當中有許多觀點仍然有爭
論之處，但佛利民提出貨幣發行制
度要有規有矩，以及國家政府財政
運作終歸要有節制的主張，道理始
終經得起實證考驗。

奧地利經濟學派經濟學家。他是現
代的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
和 無 政 府 資 本 主 義（Anarcho-
capitalism）的代表人物之一，有極
大貢獻。Murray 主張政府提供的所
有服務，都可以被私人部門所提供
的服務替代。

作者
Murray Rothbard

《What Has Government Done 
to Our Money?》
此書解釋了貨幣的功用，支持自由
經濟，並指出政府的計劃經濟下，
法定貨幣（Fiat Money）破壞了貨幣
反映貨物真正價格的功用，令社會
不可避免地步向極權主義。書中對
美國的貨幣政策提出質疑，建議回
到金本位作貨幣才能治好千瘡百孔
的現代經濟。

Kindleberger 認 為 市 場 存
在無可避免的波動，不可
能單憑市場力量去扭轉市
場本身的缺陷。市場最重
要的衝擊來自於匯率的變
動。各國貨幣脫勾之後，
世界經濟大致上面對了四
次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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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當
中，2007 年 至 2008 年 的 金 融 危
機，是自由浮動匯率的第四波危機。

科網爆破後，美國聯儲局由 2001
年 底 至 2005 年 持 續 放 鬆 貨 幣 政
策。這一輪在美國醞釀的，正是眾
多投機泡沫中，破壞力最大的房地
產泡沫。美國樓市其實早在 2006
年底見頂，其時剛上任的主席伯
南克，試圖以加息來壓制樓市泡
沫。正是求仁得仁，由 2007 年至
2008 年中，美國經濟步入低氣壓，
在風雨飄搖之際，先有證券行 Bear 
Stearns 倒 閉， 到 2008 年 9 月 雷
曼也忽然倒閉，世界陷入新一輪恐
慌；以美元為世界經濟核心的制度，
自 1980 年代近三十年首次遇到信
心危機。

之後，美國聯邦政府先買入金融機
構的有毒資產，經濟危機已過，
但一直不見復甦跡象。聯儲局在
2009 年、2010 年以及 2012 年，
推出三次大型買入資產行動，是
為之三次量化寬鬆。美元長期疲
弱， 接 替 Kindleberger 的 Robert 
Aliber 在 2011 年 的《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第 六 版 提
出，歐元區危機，正是因為歐元兌
美元大幅升值而間接觸發的第四波
危機的延續。

在太平洋的另一方，2011 年 3 月
的東北大地震，積弱近四分一世紀
的日本，經濟再次陷入近廿年低位。
日本民主黨的總理菅直人，半年內
下台。接任的野田佳彥在接下來的
一年，提出以倍增消費稅來填補赤
字，但建議不得民心，導致在選舉
中大敗。自民黨的安倍晉三，於
2012 年底再次成為日本首相。

邁向美麗之國
現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安倍晉三，在
二戰後嬰兒潮時期出生。戰敗後的日
本，淪為美國的附屬國，及後短短
三四十年，日本發憤圖強，經濟急起
直追。80 年代，日圓多到可以買起
全世界，差點成為全球第一。90 年
代，日本泡沫爆破，至今仍半死不
活。生於老牌政閥世家的安倍，自出
生後經歷過這段起伏，自然會深思如
何能復興自己的國家，尋找借鏡。

同為島國，英國雖然由日不落走向
黃昏，英語文化軟實力，仍然世界
第一；英語始終是世界通用語言，
普通法（Common Law）現今還影
響世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英超是世
上最受歡迎的體育賽事之一，也是
收入最高的足球聯賽。

比起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跌，文化
發 展 較 平 穩 易 防 守。 觀 現 今 大
勢，靠硬實力也是不切實際。安
倍的目光，自然是學習二戰後英
國 的 名 相 Winston Churchill 及
Margaret Thatcher，這在他的著
作《邁向美麗之國》，多次提到
這兩位前輩的政治哲學。

經濟上，安倍第二次上任後，提出
一系列經濟政策，安倍稱之為「三

國債來填塞金融機構因呆壞帳導致
的資不抵債。因為日圓信貸擴張生
成的資本，卻沒有停留在日本；反
之，在亞洲各國吸納了不少日圓資
本，以致其時許多人產生新的信念，
認為亞洲仍然是大有可為。與此同
時，美國也為了處理 1980 年代中
開始的信貸危機，繼續放鬆銀根；
東南亞各國，在 1990 年代前半經
歷了一次大規模的資產泡沫。直到
1995 年，美國再次收緊貨幣政策，
美元上升，借下龐大美元債的東南
亞國家，重演 1980 年代的新興市
場危機。這次亞洲金融風暴，本
來對聯匯之下的香港沒有即時直接
的影響。可是當港元隨美元上升，
香港的資產相對其他鄰近地區的價
格，即時顯得異常昂貴。香港資產
續漸被拋售，最終也觸發香港的資
產泡沫爆破。

由亞洲世紀到亞洲金融風暴，十年
時間不到。這個慘痛的教訓，背後
其實也不是沒有正面的訊息。這些
國家沒有像日本般，由政府代替市
場去承擔了所有的投機錯誤；投資
者咬緊牙關，痛定思痛，捱了幾年，
就有如火鳳凰般重生了。2000 年
代中，基本上多數亞洲國家已經回
到經濟發展的常態。當然，也有學
說提出，亞洲人社會儲蓄率高，政
府負擔公共開支的比率低，經濟規
管靈活性大，調整和反彈也更快。
事實上，在此消彼長之下，日本已
經失去了工業第一大國的地位；高
端工業被南韓台灣從後追上，一般
低增值的生產被中國佔據，除了非
常少數超高技術的生產，基本上日
本已經優勢盡失。

本來平靜下來的局面，又因為美國
的次按爆破掀起新一波危機，在

支箭」（三本の矢），人稱「安倍
經濟學」；除了以貨幣貶值為主體，
暫時改善日本經濟，增加了出口，
亦帶動旅遊業發展。日圓貶值，在
這一年間「哈日」又成一時風景，
間接加強日本文化對其他地區的影
響；同時間，日圓貶值迫使囤有大
量日圓在手的國民消費及投資，日
本人的特色是多買或投資本國品
牌，幫了企業成長，間接又加強了
本國的文化。

2013 年 1 月 15 日，日本政府通過
補充預算案出台超過 10 萬億日圓

（約 994 億美元）的緊急經濟對策。
4 月 4 日，日本央行宣佈超寬鬆貨
幣政策，決定兩年內將基礎貨幣擴
大一倍。6 月 14 日，安倍政府正
式出台以放鬆行政管制、刺激民間
投資為重心的經濟增長新戰略。至
此，「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已全
部射出。

為甚麼我們的錢變
薄了？
將貨幣貶值，看成救經濟救國，似
乎是當今的主流；最諷刺之處，是
無論佛利民的貨幣理論，抑或凱恩
斯主張的固定匯率，原意都是要帶
來穩定。

一． 大膽的金融政策
二． 迅速的財政政策
三． 鼓勵民間投資的成長策略歷史經濟學家，著作超過 30 本。在

40 年代曾是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的主要設計者之一。

作者
Charles Kindleberger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講述每次經濟周期初期，市場總會
部份資產價格上升，跟著出現大量
瘋狂投機炒賣，到了最瘋狂的階段，
不利市場消息爆發，然後資產價格
崩潰，大量破產出現。此書在 1978
年出版，之後每一次股市爆破，總
會大賣，現在已經印到第六版。

現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家族被列入
日本四大政治世家。父親安倍晉太郎
曾是日本政壇三領袖之一，外祖父岸
信介是前內閣總理大臣，外公胞弟佐
藤榮作亦曾任內閣總理大臣。

作者
安倍晉三

《邁向美麗之國》
安倍晉三親自講述自己的政治哲學，
以他多年從政的經驗，表達自己對
日本發展及其政治、文化、經濟及
外交的理想及看法。

安倍「三支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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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古至今，政府取之不盡的財政
來源，不是稅收，而是透過壟斷
貨幣供應，以不斷的通脹，在人
民不察覺的情況下，賺取不義之
財。」奧派觀點的重點，就是我
們不能授予政府發行貨幣的權力，
否則到最終，政府還是會走上濫
發貨幣之路。

事實上，日本經濟現在最急在眉睫
的問題，不只是經濟疲弱，而是政
府嚴重入不敷支。在未來兩三年，
日本政府的稅收，將只足以支付國
債的利息。假如利率水平上升，日
本政府就會即時陷入困境，須再加
大發債和央行買債的規模。所以，
與其說日本是為了傷害鄰國利益而

利世民
《閱刊》社長， 
工作和興趣都是以經解經。

說
書
人

凱恩斯學派雖然主張政府要在衰退
時以開支刺激經濟，但凱恩斯本人
非常清楚通脹對社會帶來不可彌補
的禍害；凱恩斯的國際金融框架，
正是針對這種破壞性的現象而提
出。至於佛利民的貨幣理論，更是
建基於確立小政府和制度的信任。
競逐式貶值，又或者是美籍華人宋
鴻兵提出的貨幣戰爭，都不是經濟
學者認為可取的政策。

似乎，政治的運作，和經濟學的解
釋，現實和理論之間，兩者有一段距
離。究竟兩大學派是否有甚麼盲點？

在 1963 年，Murray Rothbard 出 版
了《What Has Government Done to 
Our Money》（中譯：為甚麼我們的
錢變薄了？），提供了第三個觀點。

將貨幣貶值，倒不如說日本在無可
奈何的情況下，被迫要以發行貨幣
作為最後的收入。

其他國家又會否步日本的後塵，被
迫走上貨幣不斷寬鬆的不歸路？在
奧派的眼中，無論是佛利民抑或凱
恩斯，都高估了政治的制約能力，
所以最佳的貨幣制度，還是回到金
本位：各國的匯率是對應金價，理
財不善的政府，在貨幣基礎流失的
壓力下，不得不撥亂反正，重回有
紀律理財的正軌。

重回金本位，最終還得要各國政府配
合，並且願意面對現實，可是，這樣
理想的結局，似乎遙不可及。

日經平均指數（1984 -2014）

將貨幣貶值，看成救經濟
救國，似乎是當今的主流；
最諷刺之處，是無論佛利
民的貨幣理論，抑或凱恩
斯主張的固定匯率，原意
都是要帶來穩定。政治的
運作，和經濟學的解釋，
現實和理論之間，兩者有
一段距離。究竟兩大學派
是否有甚麼盲點？

40000

35000

30000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40000

35000

30000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1992 年 2000 年

1997 年
亞洲金融風暴，由泰
國開始，進一步影響
鄰近亞洲國家的貨
幣、股票市場和其他
的資產價值。

2000 年
以技術股為主的
NASDAQ（納斯達
克綜合指數）攀升到
5048，網路經濟泡沫
達到最高點。

2006 年
安倍晉三就任第 90 屆
內閣總理大臣，是為
日本戰後最年輕首相。

2013 年
日圓貶值幅度超過
20%，股市上漲約
70%。

1985 年
日圓迅速升值，匯率
由 US$1 = JP¥220
左右，升到一年後的
US$1 = JP¥150。

1990 年
日本大藏省發佈 

《關於控制土地相關融
資的規定》，對土地
金融進行總量控制。

2012 年
安倍晉三再次出任日
本內閣總理大臣，推行
大膽的寬鬆貨幣政策，
被稱「安倍經濟學」。

1989 年
日本泡沫經濟迎來最高
峰。日經平均股價由最
高 38957.44 點下跌到
14000 點左右。大量帳
面資產在一兩年間化為
烏有。

2008 年
金融危機開始失控，
多間大型金融機構倒
閉或被政府接管，並
引發經濟衰退。

2008 年

2007 年
美國次級房屋信貸危
機爆發。
安倍晉三突宣佈因健
康理由辭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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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過
的
股
神

股神逆向出擊
「當我回顧過去 35 年的生涯，我認為自己很幸
運，甚至是偶然，能夠身處於這個充滿吸引力及
個性的行業，並直至退休。」

英 國 最 著 名 的 基 金 經 理 和 投 資
者，被譽為「歐洲股神」。
他 從 1979 年 12 月 至 2007
年 12 月 擔 任 Fidelity Special 
Situations fund 經理人，在這 28
年期間該基金年均增長 19.5% 。
Anthony 退休後復出，由於著重
中國市場而移居香港，現時管理
Fidelity China Special Situations 
PLC。

作者
Anthony Bolton

柯景騰
追女神，可以令你傾家盪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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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
資市場是個英雄地，今天
市場給你多少，明天可以
無情地要你連本帶利歸

還，所以多年屹立不倒的投資者，特
別為人所尊重。地道一點，香港人愛
稱他們為股神。《Investing Against 
the Tide: Lessons from a Life Running 
Money》作者 Anthony Bolton，香港
人通稱他為「歐洲股神」，他之所
以為港人所熟悉，是因為他退休後，
選擇在香港復出，是少數曾經在香港
落腳的國際級股神。
 
中文版名為《逆勢出擊：安東尼波
頓投資攻略》（台灣譯名），原本
在 09 年推出，內容是他在歐洲退
休前的經歷，在這個時候重看，更
具意義。
 

我只見過 Anthony 一次。事緣他自
稱傾慕中國市場 ─ 我猜測是退休
後太悶要尋找新挑戰 ─ 09 年在香
港復出，為此進行一些公關活動，
傳媒專訪自是少不免的，我正好被
分派去採訪。當時年資尚淺，沒有
深究此人是誰，一輪問答訪問便完
結，他把這本書簽了名送給我，之
後便各自離去。
 
及後 Anthony 的基金表現成為香港
傳媒追蹤的對象，不是因為特別好，
而是來到中國竟水土不服，錯買幾
間有假賬的大陸公司，輸得很慘，
差點英名盡喪。
 
我對他真正有認識，是一年前，追
蹤他的持倉，發現他接連選對股份

說
書
人

Anthony Bolton ─ 
《Investing Against the Tide: Lessons from a Life 

Running Money》作者

─ 終於適應這個市場吧。去年其富
達中國特別情況基金上升 26%，基
金價格追家鄉並有賺，總算保持在
英國時年回報率兩成的紀錄，更讓
人了解到他不服輸的一面。
 
他在書中寫過一句有霸氣的說話：

「所 有 好 的 基 金 經 理 都 會 有 跑 輸
大市的年份，我有三年，1989、
1990、及 1991 ！」或許就是這份
信心，令他堅持要在退休前讓客戶
贏錢而回，他亦保住招牌榮休。
 
Anthony 在書的序言強調，他在基
金公司的同事已經使用書中的內容
培訓新人，但他亦希望將他的平生
所學傳授開去，由應問管理層甚麼
問題、如何看待市場情緒，到評估
公司估值、財務狀況，都一一說明，
可能著書時他一心想退休，已決定
毫無保留地分享所知。
 
對有興趣投資的讀者而言，此書是
必讀，因為一般散戶甚少機會能跟
老練的基金經理學習專業的投資方
法，但看這幾章節便能大概了解他
一生的投資哲學。不過，對於沒有
投資習慣的人，這幾個章節就像半
生不死的股價，會把你「震走」，
然後書本成為書架上的永恒擺設。
 
真正有趣的，永遠是故事，作者在
書中末段講述他參觀公司、會見管

理層的經歷。例如：「1984 年 10
月第一次參觀愛立信後便應該買他
的股份，如果我有，我便會賺大錢。
我記得跟我見面的人，當我放下他
的桌上電話時，發現那是我見過最
古老的電話，我心想：一流的手機
公司怎可能讓員工用古董？但我其
實應該欣賞他們節省成本的能力。」
 
另一個故事則是他到西班牙探訪一
個綜合企業的行政總裁，該企業是其
基金最主要的持股。他首先見到的人
是持械保安，會談後總裁邀請他一同
食飯，跟他一同上車的竟然有兩名持
械保鑣，回去後他很快便沽清該股
票。他認為，短距離路程都需要保鑣
的人，難以被信任，並有不可告人的
事情，後來該公司成為西班牙最大的
破產企業，該行政總裁或許已成為階
下囚了。諷刺的是，這個經歷沒有幫
助 Anthony 避過中國民企風暴，假賬
差點令他不能翻身。
 
香港股民開口閉口都說他是「歐洲
股神」。每位稱得上股神的投資者，
都有一番炒股哲理，例如股神 Buffett
是價值型投資者；又或是 Soros 是擅
長把握重大機遇的股壇大鱷。可是，

「歐洲股神」Anthony Bolton 呢？我
看過很多本地傳媒有關 Anthony 的
報道，以及評論股市的書籍，對他
的著墨甚少，甚至是沒有。
 

「著名投資者 Nils Taube 說過剽竊
（Plagiarism）是好投資的關鍵，我
完全認同他。」Anthony 在書中這
樣寫道，這一句本身亦是「剽竊」
的一種，而他在書中亦盡錄各名家
的語錄。我相信比起稱呼他為逆向
投資者，這個方法形容 Anthony 的
投資理念更有真實感。
 
Anthony 已宣佈今年 4 月退休，他
64 歲了，相信香港是其職業生涯的
終點，作為香港股市的參與者，沒
有甚麼比寫一篇文章來總結其投資
心得更好，也順道為他的榮休畫上
香港版本的句號吧。

作者送給說書人的書上有親筆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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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記者。 
曾任白宮新聞秘書。

作者
Bill Moyers

美國神學家，作家及大學教授。
主攻比較神學及比較宗教。

作者
Joseph Campbell

應
律 師 才 女 的 邀 請， 一 起
看 臺 灣 現 代 舞 團「 雲
門 2」 的 舞 作《 斷 章 》

（Oculus）。

這齣《斷章》是已故天才編舞家伍國
柱的巔峰之作；沒有清晰的劇情，舞
者不斷地重複吹氣、搔癢、跺腳，以
表達靈魂深處的不安及掙扎等動態情
感，反映伍國柱對生命深刻的體會。

舞蹈，自古作為世界各民族敬神祭
祀的原始儀式，要好看，離不開大
量神話的隱喻。有看過雲門其他舞
劇的朋友，應該知道他們多取材自
古典文學、民間故事、台灣歷史、
社會現象。

本人對舞蹈只通六竅，進場前心中
忐忑，怕自己中途瞌睡失禮。多得
看過 Joseph Campbell 的遺作《The 
Power of Myth》，知道所有文化之
源來自神話。劇終後，穿鑿附會的
把腦裡記得的中外神話，與劇中動
作胡亂比照一番，在才女面前無驚
無險輕鬆帶過。

話說神話學家 Joseph Campbell 與記
者 Bill Moyers 拍了一連六集紀錄片，
書本則是編者根據這一連六集的內
容，及一些沒有在片中播出的內容
編成，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神話
與現代社會的關係。

現今講的是科技與金融，好像與遠
古的神話沾不上邊。實情是神話講
的隱喻，及宗教的儀式，一直不間
斷的在我們身邊發生，只不過時勢
不同，物質的外表有所改變。

人生不同階段，要有不同儀式幫我
們的心靈轉化。儘管我們好像沒有
了成人禮，其實只是變了形式：大
學畢業禮，代表我們由學習轉化成
就業的宗教儀式，我們都約定俗成
地穿上那奇怪的黑袍，邀請所有自
己重視的親朋，等上幾個小時，難
道只為上台接受畢業證書？明顯大

舞．神話

說
書
人

家心裡明白這個儀式對自己生命很
重要。法官穿上黑袍進入法庭，所
有人肅立的行為，難道你不覺得與
教堂彌撒、主禮神職人員進入教堂
的情境十分相似？

因此，人類要了解自己與身邊發生
的事與物的關係與意義，最好的方
法是明白神話的隱喻。書中還有大
量關於各地神話比較，英雄形成等
等。另外，兩個作者認為，現今社
會禮崩樂壞，離婚率高升、青少年
暴力等問題，是由於現今教育漠視
神話的結果。

可能是以對答形式進行，書中內容
散亂重複，一不留神就有如劉姥姥
進大觀園，眼花繚亂，不記得自己
讀過甚麼。當然你也可以斷章取義，
只參透其中一兩句，也可令你對人
生有所啟發。

華少
職業雲遊四海，但求人生貴而不富，
各安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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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頭炮2014

星級爸媽教授秘笈  引發孩子閱讀興趣

南朝梁 • 蕭統《纂要》有云：「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
意謂於一年或一天的開始，為自己訂下計劃、好好籌算，再對準目標
必定可以事半功倍，無論是完成一項工作或者看一本書，道理亦如是。

新鴻基地產 ( 新地 ) 自去年底成立「新閱會」，以推廣愉快閱讀為宗
旨，希望透過多元化的活動，與大眾一同發掘各種嶄新的閱讀體驗。
早前舉行 2014 年首個會員活動，並以「一年之計在於春」為親子講
座的題目，請來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著名導演張堅庭、中
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和親子專家鄧藹霖傾囊相授，與會員分享培養兒
童閱讀興趣、定立讀書計劃的心得。

名人嘉賓 
好書推介

新閱會

實踐愉快閱讀  鼓勵親子溝通

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表示：「新

地致力推動閱讀及全人發展，鼓勵兒童

和青少年自小培養閱讀習慣，將閱讀融

入生活。而當中，父母的支持和指導十

分重要，我們希望『新閱會』會員能在

今次講座的嘉賓分享中獲得啟發，在新

一年與孩子一同訂立清晰的目標，實踐

愉快閱讀的理念。我鼓勵各位父母與孩

子一同閱讀、分享心得，讓孩子感受讀

書的樂趣，並從而加強彼此的溝通。」

講座上，嘉賓們就培養孩子建立閱讀習

慣分享心得，親子專家鄧藹霖認為父母

應該以身作則、諄諄善誘；她以自己的

兒子為例，帶出如何活潑生動地引導及

啟發孩子對閱讀的興趣，她指出：「因

為兒子愛讀《福爾摩斯》，我便送了一

頂福爾摩斯的帽子給他，讓他戴著帽子

閱讀，令他投入當中的角色，讓他與書

中的主角一同解開謎團，發掘閱讀的樂

親子專家鄧藹霖經常以有趣的聲
線為孩子講故事，令他們對書本
發生興趣，逐漸將閱讀變成生活
的一部分。

施永青相信閱讀是重質不重量
的，應該着重孩子從閱讀當中所
能理解多少，以及從中可有得着。

著名導演張堅庭認為家長可按照
孩子性格和能力，選擇適合的方
法去指導他們。

趣。」此外，鄧藹霖每年暑假都會與兩

個兒子一起「煲書」，三人會趁著假期

閱讀邊吃朱古力，還有不時交流書中的

有趣情節，令閱讀變成一件樂事。

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則認為，要讓孩

子在大自然、社會及書本中不同層面尋

求知識，培養出獨立思考的能力；施永

青更鼓勵兩個孩子訂下目標，按照他們

的步伐，去尋找通往目的地的方法，從

而培養出面對挑戰時不退縮及不斷嘗試

的毅力。而著名導演張堅庭同意親子閱

讀可提高與孩子的溝通，他認為透過分

享可以加強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聯繫及默

契，並指不同講者的理念都具啟發性，

值得大家參考。

星級會員定期聚會   
攜手推廣閱讀

另外，「新閱會」於農歷年間舉辦的春

茗，亦獲得不少名人會員支持，包括

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教育家何文匯教

授、浸大電影電視系副教授盧偉力、

am730 社長盧覺麟和賽馬會創意藝術

中心行政總裁侯婥琪等。新地代表亦同

場簡介「新閱會」2014 年的活動計劃，

期盼與星級會員攜手推廣閱讀。

2014 年「新閱會」活動概覽覧
• 三月份與香港國際青少年讀者節  

合作，邀請海外著名作家出席講座，
講述其寫作和閱讀經驗及心得

• 舉辦「濃情 • 家書」新地閱讀寫作比
賽，鼓勵港人閱讀好書，同時與家人
分享閱讀感受

• 計劃舉辦閱讀及寫作營，邀請資深作
家、學者，以及傳媒人，主持小組討
論、工作坊和講座等，讓對寫作和閱
讀有興趣的年輕人，更深入了解文字
與創作

• 續辦「年輕作家創作比賽」，扶助有
志當作家的年輕人出版及發行首部個
人著作，成就他們的出書創作夢

• 進行「新地喜『閱』指數」問卷調查，
分析香港市民的閱讀習慣、對閱讀的
觀感以及整體閱讀風氣

•「新閱會」亦定期出版有關閱讀的刊
物，每期精選一些書本及作者，推介
給會員

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表示，父母可引導孩
子自小培養自律性格，對日後成功達成目標有莫大
的幫助。

新鴻基地產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中）、著名導演張堅庭（左二）、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
（右二）和親子專家鄧藹霖（左一）於「新閱會」會員活動 —「一年之計在於春」講座上，與觀
眾分享培養子女閱讀興趣的心得。

《How to Talk So Kids 
Can Learn》

《 熱 「鬧」 教育 》 

作者：Adele Faber & 
Elaine Mazlish

譯者：Scribner

作者：張堅庭

出版：天行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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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民前在香港工作時，已留
意到外國長大或較早到海
外留學的同事其觀察力和

創意，很多時候比在港接受教育的
「本地薑」優勝。我們移民到美國
後，漸漸體會到他們的創意是從哪
裡來的。
 
引述已故著名畫家畢加索的一句
名言：
 

“Ever y chi ld is  an ar t is t .  The 
problem is how to remain an artist 
once he grows up.”
 
已故美國著名天文學家 Carl Sagan
也有相近的看法：
 

“Every kid starts out as a natural-
born scientist, and then we beat it 
out of them. A few trickle through 
the system with their wonder and 
enthusiasm for science intact.”

每個小孩子天生都是好奇的、具創
意的，會觀察身邊的事物，將自己
的想法用語言文字繪畫表達出來。
現在不只香港，很多地方的教育，
光是不斷增加孩子機械式的操練，
花在應付功課默書考試測驗的時間
愈來愈多。就算父母讓孩子去上興

趣班，也沒有幾個真的可以培養出
甚麼興趣來。

很多孩子開始上學之後，就不再有
真正屬於他們的時間，已沒空去觀
察、感受和思考身邊的人和事，更
別說去把自己觀察到的、思考過的，
天馬行空地好好發揮和表達出來。

港美學習  環境氣氛大不同
 
美國的學校基本上沒有甚麼功課，
一天才一兩張工作紙，小朋友可以
花更多時間去從課外閱讀中學習。
在我們居住的 Fairfax，基本上所有
在同一個社區的孩子，都會上同一
所公立學校。我們社區，就是因為
有一所好學校的緣故，吸引了大量
對子女學業發展十分重視的亞裔家
庭（包括我們）搬來居住。

女 兒 Aimee 小 一 開 始 加 入 了
Science Club。每星期小組會有一
次活動，義工家長事先準備好一些
題目，有生物的、化學的、有關電
子器材的，目的不是催谷孩子，而
是讓他們在學校課程以外延伸學
習。有時候我們會讓孩子在活動前
進行一下資料搜集，在活動中分
享。有時候我們會一起到植物公園
考察，也試過到某位小朋友家的後

院觀察不同種類蔬菜水果的生長。
到學期完結，我們又為孩子辦個小
型問題比賽，讓他們重溫一下過去
一年的活動學到了甚麼。過程中，
不同班別的孩子可以一起學習新知
識，建立友誼的同時，也加入了一
些競爭。

香港有為幼兒而設的遊學團，有人
甚至推出拜年學習班！香港的家
長，不吝嗇投入大量金錢，希望子
女能被打造成完美的精英，但當中
又有幾多父母會不假外求，寧付出
時間多花心機，了解孩子的能力和
需要，為孩子組織活動準備教材，
親身和子女一起閱讀和學習？

出錢，不出力，一心打造機械人般精
英神童的家長們可知道，可憐有力沒
時間的孩子們，好奇心和創造力就是
這樣一天一天的被消滅殆盡！
 

Science Club 每星期一次的戶外活動。

親
子
思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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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職金融機構高層。為了下一代，
2011 年毅然舉家移居美國，專注家庭，
閒時在學校圖書館當義工，並研究教育
和兒童發展心理學。

專
欄
作
者

颽思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fromHKtoUS

Aimee 最 愛 就 是 從 學 校 圖 書 閣 借
The Magic School Bus Series 的
Chapter Books 回來看。
 
Magic School Bus Series 是一系列
圍繞不同科學題目為主題的兒童
圖 書。 故 事 記 錄 老 師 Ms. Valerie 
Frizzle 帶著她的一班學生，乘坐一
輛會變身的校車，經歷冒險學習旅
程。校車可化身太空船到太陽系探
險；也可化身潛水艇，到深海歷奇；
還可以縮小，走到人體內探索不同
的器官。書內的人物各有不同的性
格，不時鬧出笑話。這系列的圖書，
對科學特別感興趣的小朋友來說，
是很好的小說入門書。
 
這個系列的圖書已經有近 30 年歷
史，但不會給人過時的感覺。原著
第一個系列共有 12 本書，配以大

量圖畫，但用字較深。後來再推出
20 本以 Chapter Book 形式編寫，
在書中加插各人物的筆記。這些類
型的，對於母語不是英語的小朋友
來說，可能小學四年班以上會比較
適合。對小一至小三的學生，也有
30 多本相對簡短、內容和用字比較
顯淺的「Level 2 Readers」可供選
擇。家長可按孩子的英語水平來選
擇合適的圖書。

女
兒 Aimee 是 科 學 迷。 每
次帶她到動物園，她必定
要逐一將每隻動物的簡介

仔細讀完。她兩歲時我們帶她到海
洋公園，外公買了一隻海豚玩偶給
她，自此她便對海豚有著一份微妙
的感情。

記得 Aimee 小一下學期某一天，
當我忙著做晚飯時，她拿著一本
書興高采烈地跑來問我，「你知
道海豚和鯨魚是哺乳類動物，有
沒有留意牠們的尾巴跟魚有甚麼
不同？」

「牠們游泳的尾巴是上下擺動的，
而魚游泳是左右擺動的，這是海洋
哺乳類動物骨骼結構的分別！」
Aimee 急不及待告訴我。
 
去圖書館，她會找關於海豚的書來
看。學會上網，她又會找關於海豚
的資料。最喜愛的電影，是《Dolphin 
Tale》。 小 一 時 第 一 次 做 project 
presentation，都是以海豚為主題。
6 歲時，第一次問她將來長大了要
做甚麼，她的答案是：“I want to 
be a Marine Biologist.”（我要做海
洋生物學家）

歲女看圖書變海豚「專家」

THE MAGIC SCHOOL BUS SERIES

量圖畫，但用字較深。後來再推出

Aimee  最愛的圖書系列之1

Chapter Books 以文字為主，加入各人物的科
學筆記，讓孩子在讀故事的同時學到更多科學
常識，是 Aimee 的最愛圖書之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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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情
中
人

─ Alfred Adler

「一個對周遭朋友漠不關心的人，他一生中必然
會遇到重重的困難，同時還會給他人帶來非常大
的傷害和困擾，至今為止，人類所遭受的失敗都
是由這樣的人而造成。」

為美國著名的人際關係學大師，
成人教育之父。主要著作有《人
性的弱點》、《人性的優點》、

《溝通的藝術》及《領導的藝術》
等，《人性的弱點》至今全球
總 銷 量 達 1500 萬 本， 是 職 場
人士必備的溝通聖經。

作者
Dale Carnegie 

（1888 -1955）

成功人士 
必備人際溝通 
三大技巧 當朋友是寶？還是當朋友是

草？
 

一年半前，第一次看《人性的弱點》
這本書，猶如電光火石，靈光一閃，
發現每一位成功人士總有良好的人
際關係及社交技巧。作者指出的人
際溝通常犯毛病，我樣樣皆中。當
下痛心疾首，立定決心，就像去纖
體公司一個月減五十磅一樣，改變
自己的溝通方法。

知易行難。改變自己的言行舉止，
起初比一百米跑九秒九更難，但當
慢慢變成習慣，卻發現受用無窮。
此書吸引的原因，是作者戴爾卡內
基提及的溝通技巧，連美國前總統
林肯都用過，於是硬著頭皮一試。
 
一、切勿批評指責或抱怨

「你錯了」、「你啱晒啦，所有嘢都
係我錯晒」、「唔係你的責任實係
我的責任」，電視劇專用對白大家
也用不少。然而，批評、抱怨別人
之前，要先想想，是希望對方接受
自己的觀點，還是只希望將不滿指
責傾瀉給對方？

用一個婉轉溫文的方法去表達，
只要對方同意你的意見，下一步
就是行動，大家老友鬼鬼，圓滿
結局收場。
 
傷害對方自尊心，容易樹敵。香
港地，只需要一個小時的車程就
能穿梭整個地方，冤家路窄，在
Facebook、Whatsapp、Line，總有
機會相見。更何況，批評指責一個
人，對方首先感到憤怒，直覺第一
時間喚醒反抗情緒去駁斥你，在辯
論過程中只會強化自己的意見，反
而忽略了批判的因由。
 
最重要的是，你從來不能夠在爭論
中獲勝。
 
戴爾卡內基認為，「我們要面對的
不是一種充滿邏輯和理性的生物，
而是一種情感性、懷著強烈偏見、
被驕傲和虛榮所驅使的人」。
 
看到這段說話，猶如第一次接觸聖
經接觸真理般如夢初醒。在這一年
半的修行時間，筆者開始訓練自己
不批評及指責別人，在說話時避免
武斷，用「我覺得」，「可能是我

“It is the individual who is not interested in his 
fellow men who has the greatest difficulties in life and 
provides the greatest injury to others. It is from among 

such individuals that all human failures spring.”

錯了，我再去確認一下」等比較溫
和字眼，令到對方較易接受自己的
觀點，以致人際關係大為改善。
 
學會了婉轉說話的同時，還規定自己
不再發脾氣，因為莫名其妙的惱火會
令自己失去客觀判斷，掌握不了事情
的關鍵。而且，發脾氣令對方感到難
受，會嚴重傷害對方自尊心。

如果芝麻小事都發脾氣，可能得到
短暫的勝利、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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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雲露
鍾情亞當斯密，
著重情感互通，心靈交流，
夢想成為道德倫理學家。

說
書
人

但卻永遠不能夠得到對方的好感，
於事無補。更甚者，發脾氣致心煩
氣躁，簡直要吃太太口服液才能平
復思緒。
 
二、設身處地思考問題

「又關我乜事」、「你哋啲事你哋自
己處理啦」，無論美國人、法國人
還是非洲人，人人都會說類似的話。

“None of my business!” 然而，每個
人總想對方明白己。有心事時，想找
一個心靈伴侶傾訴，就是明顯例子。
 
經常在別人立場思考他人問題，對
於溝通大有幫助，思維方法得以全
面；自我中心的人往往用一己的觀
點去衡量別人，容易變得自以為是。
如果你做生意，你要先清楚顧客需
要；如果你要拍拖，你要知道女仔
想要的是甚麼。在日常生活中，開
始嘗試站在他人角度去思考問題，
這令筆者明白對方真正的需要，當
成功為對方解決困難時，對方也因
此表示感激，大家成為好朋友。
 
當你能夠在對方立場思考時，也就
能夠用客觀標準去思考自身的問

題，思考得以全面。自我中心的人
多以感覺或經驗行事，當中沒有經
過冷靜分析，很容易衝動、魯莽，
因此他們不能夠審視自己的情感是
否表達得宜，更因感受不到他人的
接納而焦慮不安。
 
三、真誠去讚美他人

以前經常性「口臭」，除了要去換
一支新牙膏之外，更要多讚美。戴
爾卡內基認為，人的天性就是害怕
受指責，喜歡被讚賞及感激。於是，
筆者規定自己當發現對方有值得讚
賞的地方，就嘗試去稱讚。這一個
步驟，可以令自己看到對方優點，
對方也因讚賞而對自己有好感。
 
談戀愛時，當你發現戀人一些細
微而值得稱讚的地方時，戀人會
因而欣賞你的心思細密，比甚麼
行貨情話更能打動芳心！這一式，
猶如金庸小說裡的降龍十八掌，好
使好用。

明白人性的弱點，知道原來批評指
責是會傷害別人，終於明白為甚麼
成功人士總是相交滿天下了。

像全智賢般夢幻級女友，就算結識到，都要懂
得如何溝通。

本刊將舉辦讀書會，說書人與愛書的你討論交流。

《閱刊》說書人沙龍

有興趣參加的朋友，請上我們的 Facebook 專頁登記。
《閱刊》Facebook 專頁：www.facebook.com/readmonthly

《All Joy and No Fun: 
The Paradox of Modern 
Parenthood》
作者 : Jennifer Senior

好書推介

 如閣下有好書介紹，請與其他讀者分享，題材字數不限。

   來稿一經刊登，本報將付上豐富酬金。

     稿件請投至 info@readmonthly.com。

       來稿者請註明文題、筆名、個人資料及作者簡介。

日期：2014 年 3 月 29 日
時間：3pm - 5pm
地點：北角渣華道 8 號威邦商業中心 100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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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讀crossover

作者
Norman Lebrecht

著名樂評人，現為月刊 
《Standpoint》專欄作家，並主持
BBC 的音樂節目，著作包括《大師
的迷思》、《古典音樂的生與死》、 

《為甚麼是馬勒》等。

誰殺了
古典音樂

為了迎合大眾的口味， 
古典音樂淪為庸俗化的 

「古典可樂」。

N orman Lebrecht 是古典樂
壇的「狗仔隊」，專揭
音樂家的私隱，行內臭

名遠播。雖然人緣差，樹敵又多，
但大家都承認，Lebrecht 的作品有
可讀之處，特別是《誰殺了古典音
樂》。Lebrecht 由「狗仔隊」化身
為「驗屍官」，抽絲剝繭，給讀者
解釋古典音樂的「死因」，趣味盎
然。「兇手」是誰？ Lebrecht 把矛
頭直指邪惡的經理人和貪婪的音樂
家，還有好心做壞事的政府，是他
們合謀把古典音樂「害死」的。 
 
當然古典音樂也有過一段風光歲
月，有價有市，那是一百年前的
事了。史上第一個靠古典音樂在
市場上賺大錢的，是小提琴鬼才
Paganini。有次牛津請他去表演，
他開價一千英鎊，牛津嫌貴，還價，
他二話不說，把價錢由「鎊」提升
到「基尼」。當時，一基尼等於二
點一鎊！如此霸氣，恐怕 80 年代
的 MJ 也自愧不如。
 

Paganini 開了頭，後人相繼仿效。
作曲家和演奏家的角色，本來是二
合一，從此正式分離；前者專心作
曲，靠版稅過活，後者專心演奏，
靠賣門票賺錢。到 20 世紀初，因
為唱片普及，音樂可以大量複製，
薄利多銷，音樂家多了一條財路，
生活更有保障，而大師更加賺到盤
滿缽滿。像男高音 Caruso，一晚的
收入足夠一個普通人「食過世」。
Lebrecht 認為，古典音樂發展至此，
要面有面，要錢有錢。

 
唱片有助推廣藝術，同時也創造了一
個大眾市場，流行曲應運而生，跟古
典音樂搶生意。無人想到，形勢竟然
逆轉得那麼快。古典音樂曲高和寡，

成本又高，奏一首交響曲，要請一
隊百人大樂隊；上演歌劇，尤其是
Wagner《指環》般的巨製，花費更
是天文數字，相比流行曲的本小利
大，自然比下去。二戰前，古典音樂
已經由主流退居二線，但爛船尚有三
斤釘，魅力猶在，加上市場會自我調
節，只要音樂家肯放下身段，面對現
實，供求之間總會重新找到平衡。

好可惜，二戰後發生了一件事，擾亂
了市場的調節功能，令古典音樂無法
轉型。話說歐洲各國為了重振聲威，
大手筆資助藝術，一張張空白支票開
給了各大樂團及歌劇院。1962 年，
英國給歌劇院的資助，是按去年票房
收入的八成七來釐定，即上演愈多，
資助愈多。肥肉當前，會有甚麼後
果？ Lebrecht 說 :「這樣寬鬆的條件，
使經營歌劇院就像把孩子丟進糖果
店一樣，一個精明的經理人或音樂總
監可以盡情去抓他想要的糖果，只要
他的胃能消化得下。」

作者抽絲剝繭，給讀
者 解 釋 古 典 音 樂 的 

「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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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經理人公司旗下的藝人良
莠不齊，你想請大師表演？可以，
但要「硬食一塊豬頭骨」，而價錢
相若，all or nothing。結果，政府
給樂團及歌劇院的資助，大部份都
跑到經理人公司的口袋裡。

Lebrecht 說：「 如 果 天 價 只 存 在
於 一 兩 個 大 師， 例 如 Toscanini、
Heifetz 和 Horowitz 等， 那 麼 樂
團 還 頂 得 住。 但 魏 爾 福（ 按：
Lebrecht 眼中的邪惡經理人）卻把
這種不切實際的天價弄成普遍的標
準，結果把樂團送上了絞刑台。如
果樂團想要高朋滿座，只好高薪禮
聘大師助陣，但單靠門票收益，根
本負擔不來。樂團的虧損又無法從
其他低成本的演出收回，因為這類
演出鮮有好票房，即使偶有錢賺，
到了下一樂季，那些菜鳥又搖身一
變成為高價巨星，令樂團吃不消，
如是者惡性循環。」 
 

當經理人公司控制了市場，即使叫
價再高，最後總會有人買單。冤大
頭 是 誰？ 無 錯， 是 政 府， 即 納 稅
人，還有唱片公司和表演機構，
Lebrecht 認為，後二者才是古典音
樂的致命傷。
 

說過了，唱片普及後，流行曲獨領
風騷，古典音樂只能靠邊站，市場
佔有率由 50 年代的 25%，降到了
70 年代的 5%。80 年代出現小陽
春，全拜 CD 所賜，大大刺激消費，
唱片業的零售額漲了一倍，其中一
成屬於古典音樂，20 年來首次重回
雙位數字的份額。但去到 90 年代
又打回原形，剩下那可憐的 5%。 

唱片公司為了輸少當贏，減少灌錄
經 典 名 曲， 例 如 Beethoven 的 九
大交響曲，因為珠玉在前，市場再
也容不下新版本。取而代之，是不
斷翻炒舊錄音，或力捧甚麼神童超
新星，貪便宜，十個當中若捧紅一
個，足以回本了。 

音樂廳或歌劇院的情況剛剛相反，
只上演熱門曲目，Lebrecht 說：「由
疲累不堪的演奏家演出老掉牙的曲
目。不是 Perlman 生平第一千次拉
Beethoven 的小提琴協奏曲，就是
Carreras 在 Mario Lanza 75 歲 冥
壽演唱他的歌曲。」世界首屈一指
的大都會歌劇院，在 James Levin 領
導下的劇目，有三分一是「普契尼
之夜」。票房雖有保證，但長此下
去，古典樂壇只會變成一潭死水，
靜待歸西。
 
如果時間可以倒流，鐘擺回到半世
紀前，政府不向音樂界大開水喉，

唱片普及後，流行曲
獨領風騷，古典音樂
只能靠邊站

謝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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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書
人

流行曲難取代古典音樂

流行曲是 20 世紀的產物，全拜錄音所賜，以前只有世
俗音樂（secular music），大盛於中世紀，主要是情歌，
也有諷刺時弊的，內容通俗，但不流行。

所謂古典音樂，廣義而言，有一千年歷史，專指內容
複雜、技巧艱深、曲式繁多、富歷史面貌、具時代特
色的音樂，最重要是一脈相承：由單音音樂到複音音
樂，由歌曲到器樂曲，由神劇到歌劇，由協奏曲到交
響曲，由有調性到無調性，都有一道演變的軌跡。
 
所 以， 古 典 音 樂 應 該 正 名 為 fine music， 一 如 fine 
dining，重點是質素高低，而非時間長短。流行曲即
使再流行，也只是流行曲，不會在幾百年後變成古典
音樂。一如乾炒牛河，再好食，也難登大雅之堂。

經理人公司和大牌明星就不會獅子
開大口；表演機構的財政壓力得以
舒緩，票價可以下調，吸引更多年
輕人聽音樂會；唱片公司也不用擔
心年年賠錢，可以放膽投資一些冷
門曲目，提攜新人。市場若能正常
發展，沒有泡沫，就算風光不再，
起碼不像現在，半死不活。
 
不過，凡事總有例外。Lebrecht 非
常欣賞 Naxos 這個獨立品牌。我們
香港人都應該自豪，因為 Naxos 是
在香港成立、在國際揚威的古典唱
片公司。老闆 Klaus Heymann（老
闆娘是拉《梁祝》拉到街知巷聞的
小提琴家西崎崇子），在 80 年代
乘東歐變色之際，到當地找尋不知
名但有實力的樂團及獨奏家合作，
推出價廉物美的唱片。由於成本低，
拉上補下，再冷門的作品都有錢賺。
Lebrecht 認為，Naxos 是唱片界的
清泉，當大廠對前衛音樂敬而遠之、
怕虧本，惟獨 Naxos 勇字當頭，雖
千萬人，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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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民傑
遊走議會、教室和街頭，現於香港教育學院和
恒生管理學院教授「思考方法」等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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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何人有兩極化的傾向？將
原來複雜多變的事情兩極
化，又會帶來甚麼禍患？

劉笑敢教授在《兩極化與分寸感》
從廣義的文化層次，縷述近代中國
思潮的兩極化問題，並提出以分寸
感取代簡單的二分法。

書本的副題是「近代中國精英思潮
的病態心理分析」，書本分為人物、
歷史和探索三部份，前兩部以五四
運動時代展開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
明的融和和排拒來切入，解釋中國
知識分子當時對全盤西化的極端想
法是兩極化的表現。毛澤東是兩極
分化的代表，鼓吹鬥爭帶來文化大
革命，思想被分類，只許捧和鬥，
中國文化不進急退。

劉笑敢教授先破後立：兩極化思潮對
中國文化帶來禍害，分寸感才是正道。

何謂分寸感？人感受事物的層次性和
作出適當判斷選擇的能力，並逐一解

思
前
想
後

兩極化與分寸感

釋以光譜分析、神智並用、時空定
位、動態平衡和單元互動五種實踐。

（一）光譜分析，主張以光譜般的多
層次刻度來認識事物，不應非
黑即白；

（二）神智並用，強調在科學分析以
外，直覺判斷仍應同樣重視；

（三）時空定位，則提醒要把問題還
原到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始能
尋找結論；

（四）動態平衡，排除有絕對合理定
點，分寸線是永遠在運動中；

（五）單元互動的原則，認為每一個
行動單元都是獨立，眾多的單
元又不斷產生相互作用。

書中運用豐富的例子和比喻，內容甚
具創意而又輕鬆易明。作者在此書展
現的文化觀察和倡議，筆者多年來視
之為鍛鍊思考的「心法」。

中國文革時，經歷知青上山下鄉，
30 歲後始開展於北京大學的莊子
哲學博士論文，隨後於北京大學、
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
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中國哲
學。退休後定居香港，並遊歷各
國當客席講學，著作包括《老子古
今》、《莊子哲學及其演變》等。

作者
劉笑敢

 「分寸感是人對事物的複雜性和層次性的感受、
分析、判斷和作出適當反應的能力。」

劉笑敢

Duty: Memoirs of a 
Secretary at War      
Robert M. Gates

無人駕駛車、機械外科手術醫生等等，不再是科幻小
說的情節。在可見的將來，從前只有人類可以做到的
工作，包括由司機到專業人士如律師醫生，全可以由
機械取替。服務商品化，價格更低廉，另一方面卻會
令大量工種消失及轉型。對於這新趨勢，此書作者對
個人及政府分別作出建議。

新上榜 • 必讀選

單看書名，可能會以為是探險家在遠古森林或海底深
處，發現神奇藥物可治療絕症。其實書本是介紹在這
百年間，人類探索極端惡劣環境的時候，由於身體不
能適應，需要更好的醫護技術支持。例如北極探險
完善了心臟手術、戰火令植皮等技術成熟、外太空
探險加深了醫學人員對地心吸力與呼吸的關係影響。
作者除了是醫生，還懂得天體物理學，任職 NASA
顧問。

有 別 於 傳 統 的 飲 食 金 字 塔， 神 經 學 醫 師 David 
Perlmutter 指出，長期服食碳水化合物，會損害大腦。
根據醫師的講法，穀物的碳水化合物會引致老年癡
呆、過度活躍、強迫症，甚至更多病症與碳水化合
物有關係。David 還在書中建議了一系列的餐單，注
重健康的朋友，不妨一讀。

All Joy and No Fun: The Paradox of Modern Parenthood
Jennifer Senior

成千上萬的書籍，研究父母對子女有甚麼影響，本書的作者 Jennifer Senior 卻反過來問：
「子女對父母有甚麼影響？」記者 Jennifer Senior 提到，自二戰後，各國相繼立法保護
兒童，自此家中子女由幫手變成受保護者，其中以中產家庭變化最深。中產父母經過至
今半個世紀的變化，由幾十年前對子女關注較少，到現在子女衣食住行無微不至的「怪
獸家長」，子女重塑父母生活，影響層面包括婚姻、工作、習慣、愛好、朋友關係，甚
至個人感受。而父母這些改變，反轉又影響子女。為人父母看這本書，應可找到共鳴。

特別
推介

美國前國防部長 Robert M. Gates，曾服務六任總統，
包括 Bush 和 Obama。Robert 以文字帶讀者走進國
防部和白宮，觀看整個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並憶述
自己如何在內閣與總統及自己部門之間周旋，以及
Robert 對美國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如 Cheney、Biden、
Hillary Clinton、Bush 及 Obama 的評價。本書還揭
露了美國如何處理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和敘利亞關
係，更有活捉拉登、WikiLeaks 等鮮為人知的內幕。

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
Erik Brynjolfsson, Andrew McAfee

Extreme Medicine: 
How Exploration 
Transformed Medici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Kevin Fong M.D.

Grain Brain
David Perlmutter, Kristin Lobe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