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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解讀
經

常有人懷疑，〈創世紀〉的故事，是否真確？

從來神話故事，都是比喻。〈創世紀〉的第

一章，講造物主創世的過程。其實是比喻人

類由初生到有意識時的第一身感覺世間萬物的變化。

又例如莊子〈逍遙遊〉的第一個故事，那隻大得不

知幾千里的鯤鵬，是比喻潛意識的大與意識的小。當

然，有人會選擇相信世上真有鯤鵬。

今期說書人們各自演繹「神話」這題目，可謂精采

至極，盛韻認為神話是古人對未知世界的解釋；利世

華少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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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書 人 自 白

民藉 Hercules 的故事，解釋人類看待大自然，由

古至今的轉變；彭礪青的「神話是真實的嗎？」，

講出事實與報道雖然有很大落差，可是人們普遍

習慣以訛傳訛，令歷史事件變成傳說。其他說書

人亦表達了自己對神話的看法，不可錯過。

就如後世人曲解聖經的意思，把指月的手指當

作月亮本身，當然會曲解作者的初衷。神話的比

喻背後，隱藏著深奧哲理。如果未能明瞭箇中

意義，走去相信神話真有其事，就會跌入迷信

的圈套。

書店
三聯書店（中環、灣仔、 
西環、九龍灣、觀塘、紅磡、 
將軍澳、荃灣、葵涌、青衣、 
元朗廣場、元朗文化生活薈）
序言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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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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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
香港大學
中文大學
浸會大學
城市大學（社會科學系） 
嶺南大學
珠海學院
專業教育學院（HKIVE） 

（摩利臣山、觀塘）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東華學院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中學
拔萃女書院
拔萃男書院
德望學校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協恩中學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香港華仁書院
香港培正中學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聖保祿學校（銅鑼灣）
香港真光中學
聖若瑟英文書院
聖若瑟英文中學
迦密柏雨中學
藍田聖保祿中學
荃灣官立中學
聖嘉勒女書院
英華女學校
華英中學
瑪利曼中學

港青基信書院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佛教大雄中學
香港培道中學
寧波第二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幼稚園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
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
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
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

商場及酒店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
新鴻基中心
新世紀廣場
創紀之城 5 期

新都會廣場
九龍貿易中心
環球貿易廣場
帝京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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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聯保醫務所（尖沙嘴、 
中環、浸會大學）
環宇醫務協會有限公司
聯合醫務保健集團（中環）
維健醫務有限公司（尖沙嘴） 
東安健社區圖書館
離島婦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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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領悟

說書人 利世民

工作和興趣都是以經解經。

每
年，我花大概 600 小時在飛機上，所以我對電影絕不揀
擇，但求有打鬥動作，不會叫我在半路中途悶到睡著就好。
電影《Hercules》（港譯：《戰神：海格力斯》）的主角
Dwayne Johnson，本來是 World Wrestling Federation（世

界職業摔角聯盟）的演員，藝名 The Rock。一開始，我以為這只是一套
荷里活爛片；畢竟導演 Brett Ratner 名下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由成龍主
演的《Rush Hour》（港譯：《火拼時速》）。

 
古希臘神話傳說中，Hercules 是宙斯（Jupiter）的私生子，多數人想

像中，他是個渾身肌肉、手持一支大木棒的男人。在華文世界，他被譯
做「大力神」，但其實他的出眾之處，不只大力。傳說中他完成了十二
項能人所不能的任務，也是歐洲不少民族共同崇拜、男性精力和勇武的
代表符號。 

古人透過人性化的神話和傳說，解釋不可抗力的自
然力量，傳承智慧。後來，哲學家嘗試以抽離的角度
去解釋事情，這就是科學和文明的開端，但神話和傳
說也就只剩下人倫道德的價值。

 
以現代的觀點去看神話和傳說中諸神的關係，許多

都不符合現世的道德觀。為甚麼宙斯到處留情？希拉
（Hera）又為何如此小器小家？假如明白了所謂的諸
神只不過是代表自然現象的符號，正如老子所講：「天
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道理就易明得多。

 真正有道德者，是人。Hercules 雖是濁骨凡胎，但
以凡人之身，戰勝自然，不朽的，是傳說。

 
西方文明的價值之一，就是「人力勝天」。由啟蒙

時代到現代，西方的科學和工程學的發展，就是要改
造自然。Hercules 的十二任務，不是與猛獸搏鬥，就
是要生擒稀有的動物，唯一最特別的就是第五任務：
一天之內清洗 Augeas 的牛棚。

 
據說這個有一千牲口的牛棚，30 年來沒有清理過。

Hercules 將兩條大河改道，以河水一次過將牛棚清洗
乾淨。這個傳說，可能是古人很有創意地解釋一次遠
古的洪水氾濫，也有可能是他們對某個發明人工改河
道的智者的歌頌。事實上，人類學家發現在幾千年前
已經有農民懂得基本的水利工程。在中國，我們也有
大禹治水的傳說。

 荷里活將神話傳說翻炒，也不是甚麼新鮮事。現代
人早已看膩了這些翻炒片，對「戰勝大自然」這話題

亦不感興趣。所以，就算是 Hercules，也是用現代人
對傳說的視點包裝——所謂的神人，其實不是神，而
是能夠與人為善，在惡人堆中，求一線生機。

 
古人要與天奮鬥，現代人則是社會動物，我不知道

文明是否一種進步。

《 紐 約 時 報 》 專 欄 作 家 David Brooks 的《The 
Social  Animal:  The Hidden Sources of  Love, 
Character and Achievement》， 以 兩 個 虛 構 人 物
Harold 和 Erica，去解釋人際關係中的心理現象，就
好像古人用神話來解釋自然現象，只是將道理鑲嵌在
人和事當中，沒有說教，其他的就讓讀者自行依因緣
去領悟。

古希臘神話中 Hercules 是成功挑戰大自然的英雄人物；荷里活
電影中的 Hercules 則被塑造成與人為善的國際領袖。

電影 《戰神：海格力斯》劇照

《紐約時報》專欄作者及美國新聞節目《PBS NewsHour》評
論員，曾在《新聞周刊》（Newsweek）、《旗幟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及《The Atlantic Monthly》等擔任編輯工
作。著作包括：《Bobos in Paradise: 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及《On Paradise Drive: How We 
Live Now (And Always Have) in the Future Tense》等。

作者

David Brooks

《The Social Animal ： The Hidden Sources of 
Love, Character and Achievement》

（Random House / 2012）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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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作者所說的，歷史實相最
終也只是漫長時代以來眾人約定
俗成的看法，古代史家書寫時多
數參考別人的文獻，用自己的眼
光判斷真偽，他們很少像現代同
行般訴諸科學的考據方法，至多像
修昔底德（Thucydides）或波里比
阿（Polybius）般刪去自己認為荒
誕不經的部分，或者像希羅多德
（Herodotus）般註明道聽塗說。
他們搜集大量的掌故神話，多少為
了敍述的需要。

對於當時的人來說，事實是很
多元化的，作者甚至認為他們不會
懷疑特洛伊戰爭，就像如果近世有
人寫出拿破崙和約瑟芬的對話，我
們也不會追問是否真確而先會接受
內容。即使在今日，如果有位權威
的史學家敍述了一宗歷史事件，我
們也只有在另一位史家拿出證據來
指出前者的敍述並不真確，然後才
對前者敍述的來龍去脈產生懷疑。

而對於古人在選擇批評或相信某一
事件時，他們會傾向於對傳統的尊
重而相信該事件，這類說法有點像
柏拉圖（Plato）認為真即是善之
類的想法。另外，希臘神話也代表
了古希臘人對世界的觀察，諸神的
譜系涉及最古老的科學觀念，那是
他們用直覺觀察自然現象的結果，
也催生了古希臘的科學發展。

大概作者的想法有點像思想家
Michel Foucault 對於事實的看法，
即我們所謂的「真實性」其實建
基於我們的知識系統，但對前人來
說，即使他們知道世上不會有諸
神，他們也不會去證明，因為他們
認為事實必須配合他們引用時的修
辭和解釋，而自詡科學人的我們卻
把兩者分開，也就無法明白神話傳
說對這些經典作者的意義。不是說
古希臘人認為「認真你就輸了」，
而是「神話」是探求真理時不可或
缺的元素。

閱
讀 希 臘 神 話 和 傳 奇 時， 最 常
想 到 的 問 題 是「 這 是 真 的
嗎？」、「 這 有 多 真 實？」，
因 為 不 單 悲 劇 作 家 以 此 為 題

材， 連 史 家 和 哲 學 家 也 採 納 了。 阿 里 士
多 德（Aristotle） 在《 雅 典 政 制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裡，接受雅典人傳
說中的祖先 Theseus 及其英雄事跡的說法，
他們被視為政治學、史學、地理等學科之
父，又與神話無比接近。我們會想，神話與
真實怎能不相悖呢？

法國古希臘羅馬史專家保羅韋納（Paul 
Veyne），就寫了《Did the Greeks Believe 

in Their Myths ﹖ : An Essay on Constitutive 
Imagination》（中譯本：古希臘人是否相
信他們的神話：論構建的想像）一書 ，想
探討我們所謂的「真實性」會否對古希臘羅
馬人有意義，他相信古希臘羅馬人對神話
傳說的態度，就好像我們看待聽聞的事情
一樣。他們引用神話傳說的態度涉及很多
原因，例如要為自己尋根，正如斯巴達人
和雅典人認為自己是神話人物 Hercules 和
Theseus 的後裔。

這兩位英雄人物很可能是上古領袖或者部
族，但沒有人知道實相，大家也不關心真偽
的問題，反正這是正統的說法。

神話傳說
是真實的嗎？

昆蟲很多時是不起眼的小生物，有
些人卻會害怕牠們。香港 80 年代的
漁農處處長、本地生物學家李熙瑜
博士以尋蟲為樂，輯錄成書，以輕
鬆有趣的筆觸，介紹在香港出沒的
昆蟲，如有心形眼斑的白腰天蛾、
似在跳芭蕾舞的蟹蛛及用泥土築巢
的日本藍泥蜂等。本書既有科普知
識，清楚介紹昆蟲習性，又有與昆
蟲相關的軼聞趣事，加上大量昆蟲
照片，是本地昆蟲生態的教材。  

《尋蟲記 2 ──蟲中取樂》

作　者：李熙瑜
出版社：商務印書舘

湯圓是代表團圓的幸福食品，但凡
喜慶節日總少不了它的出現。現時
的湯圓無論皮糰、餡料和味道都變
化萬千，「潮」有年輕人愛吃的抹
茶或朱古力味，懷舊有鹹味家鄉湯
丸，人氣就是百吃不厭的甜湯圓。

《湯圓與糯米糰子》

作　者：小三
出版社：萬里機構

新上榜 • 必讀選序 人 書 話
說書人 彭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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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 the Greeks Believe in Their Myths? :  
An Essay on Constitutive Imagin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8）

 中譯本 ：
《古希臘人是否相信他們的神話 ： 論構建的想像》 

生於 1930 年，Le Collège de France 榮譽教授，法國
當代希臘羅馬史研究專家之一。著作包括《The Roman 
Empire》、《Bread and Circuses: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Pluralism》等。

作者 Paul Ve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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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來說自己的話，猶如蒲松齡
在《聊齋誌異》中拿鬼神來針砭
時弊罷了。篇幅所限，只拿書中
〈Metamorphosis〉作例。其內容
概略如下︰

人死後，會在某個大堂等候。
當世人都不再談論你時，你才會被
召到另一個未知的空間，不再回
來。於是，在大堂中就是沉悶而無
盡的等待。許多時候，丈夫剛到大
堂報到，一直在等候的妻子卻要走
了，原來是因為塵世之間，就只餘
下丈夫還惦記著她。不過，這還不
是最慘的。有將軍南征北討，建立
赫赫功業，流芳百世；也有農夫失
足淹死，由於其故居 200 年後成
為景點，所以導遊每星期都會提起
農夫的名字。有關他們的故事，說
得愈多，便離史實愈遠，令他們
最終彷彿與自己名字再無關係。
偏偏，也因為名字一直被人提起，
結果他們便停留在大堂之中，不
得安息。

作者最後寫道（試譯如下）︰
「這就是大堂的詛咒︰記著我們

的 世 人， 其 腦 海 就 是 我 們 的 住

處。於是，我們的生命不再由自

己控制，而是按世人的意願而塑

造。」 這 番 話， 令 人 想 起 哲 學
家 羅 素（Bertrand Russell） 在 
《Can Religion Cure Our Troubles？》
一文中，用較淺白的話說過類似道
理︰“The followers of a teacher 
always depart in some respects 
from the doctrine of the master. 
Those who aim at founding a 
Church ought to remember this.”

所以，特別強調原則的團體，
也特別容易鬧分歧；各在極端的人
總能在同一本經典內，找到支持自
己看法的語句。說到底，我們關心
的每每並非作者本意，而是如何借
他的口，說自己心中的話，一如這
篇書評所示範。

這 本《Sum》 的 副 題 是「Forty tales from the afterlives」。 與 其 說 是
「tales」，倒不如說是隨筆（sketches），因為每篇不過數百字，即使 40
篇結集為一書，亦僅逾百頁。作者 David Eagleman 是有名的神經科學家。
作者的專業加上書本名稱，容易令人誤會本書與瀕死或死後經歷有關。

其實，40 篇隨筆都只是作者對死後生命的想像，既非科普著作，亦非
實錄訪談。而且，各篇之間不但毫不相涉，更可以自相矛盾。例如，在
〈Distance〉一文中，作者說往生者可以在天堂向上帝發問；後來的一篇
〈Impulse〉，卻說死後根本沒有新生。畢竟，David Eagleman 只是想借

《Sum: Forty tales from the afterlives》
（Pantheon Books ／2009）

與
書中意

心中話

春 歸 樓
說書人 四斗米士

70 億分之一，好讀書，
餘無足道。

王度廬是民國時期武俠小說「北派
大家」之一，被譽為「現代俠情小
說」的開山宗師。其作品《卧虎藏
龍》因改編為同名電影而名聞中外。
本書是坊間第一本王度廬的散文選
集，研究武俠小說的編者徐斯年教
授花數年遍尋王氏的散文作品，可
說幾乎等於王氏的散文「全集」，
是研究王度廬文學作品的重要資料。

《王度廬散文集》

編　者：徐斯年
出版社：天地圖書

香港告別工業年代已有數十載，許多
本土研究以「後工業社會」形容香港
社會現況，甚至想像社會未來，但未
必能全面反映香港後工業轉向及獨有
狀況。此書在這個層面剖釋今日香港
的社會特性，跟進香港人如何走入由
文職主導的年代，揭示港人正面對怎
樣的命運，同時細味生活變遷的反應
和感受。

《香港後工業年代的生活故事》

作　者：張少強、崔志暉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新上榜 • 必讀選

作者 David Eagleman
美 國 貝 勒 醫 學 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神經學
者及作者，出版物範圍包括時
間知覺（time perception）、通
感（synesthesia）及 神經法學
（Neurolaw） 等。 除《Sum》
外，其他著作有《Why the Net 
Matters》以及《Incognito: The 
Secret Lives of the Brain》等。

Bertrand Russell

少險死的人，都曾有類似經歷︰靈魂出竅，看著醫生為自己急
救，然後有白光環照，聽到溫柔的聲音，感覺安詳，然後才被
拉回軀殼之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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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得 其 樂
說書人 佳如

中學教師，常在趣味與知識的書海間遊走， 
望能尋覓兩者兼備的作品，傾力演出知識速
遞員的角色。

神
級作家魯迅在〈阿長與《山海經》〉一文中，回憶兒時
保母阿長送贈附有繪圖的《山海經》。他憶述：「我
似乎遇著了一個霹靂，全體都震悚起來；趕緊去接過

來，打開紙包，是四本小小的書，略略一翻，人面的獸，九頭的
蛇，……果然都在內」，頓時對阿長充滿尊敬和感激，對此書愛
不釋手。《山海經》的迷人之處，除了提供地理、醫藥、鬼神、
氏族部落等資料，對研究上古歷史有極大幫助外，也因它是中國
神話傳說的發源地。

《山海經》形式上是內容零碎的地理書，但蘊藏遠古的神話傳
說，彰顯先民的智慧和文化。〈海外北經〉的「夸父追日」，夸
父這位大丈夫，立志追趕太陽，但途中渴死，手杖化為桃花林，
其悲劇英雄形象，恍如希臘神話的普羅米修斯；〈北山經〉的「精
衞填海」，炎帝的女兒不幸葬身大海，女娃化作靈鳥後用一己之
力，要以小石和樹枝填平東海，充滿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堅執精神；
〈大荒北經〉的「蚩尤大戰」，負責降雨的應龍雖打敗蚩尤，但

降雨神力盡失，令民間鬧旱災，是先民對自然景象
的推想；〈海外西經〉的「刑天舞干戚」，刑天和
黃帝爭神座，被砍掉腦袋後死而復生，以乳為目，
以臍為口，左手握盾，右手持斧，鬥志頑強地繼續
抗爭。陶潛在〈讀山海經〉一詩中，就稱讚為「猛
志故常在」，可見神話能跨越時空，深得歷代讀書
人的歡心。

 《山海經》的可貴之處，是擁有大量珍禽異獸的
傳說，配以繪圖後，饒富趣味，惜原有古圖已失，
現存的配圖多繪於明清時期。書中數以百計的動物，
各具特色，如〈大荒北經〉 指水神共工的臣子「相
柳」，擁有九頭蛇身，路經之地皆變作沼澤溪谷；
〈海外東經〉的「九尾狐」，叫聲像嬰兒啼哭，更
可幻化為俊男美女，迷惑他人，相傳商朝紂王愛
妃妲己，就是九尾狐化身；〈海內西經〉的「開明
獸」，是一頭有九個人面的老虎，在西王母出行
時擔任引導靈獸，有洞察萬物和預卜未來的神力；
〈海外西經〉的「并封」，是一隻雙頭豬，透視畸
形動物或古已有之；〈海內北經〉的「陵魚」有人
面手足和魚身，令美人魚傳說如幻似真；〈南山經〉
的「旋龜」，頭像鳥，尾像蛇，叫聲如劈柴，據稱
有治療耳聾的功效，透視先民醫藥觀念的萌芽。

 《山海經》記述多個奇異邦國，為歷代文人帶
來無限的創作靈感，如清代李汝珍的《鏡花緣》，
就是一部取材自《山海經》的章回小說。背景是
唐代武則天選才女，重點寫文士唐敖與林子洋、
石九公遊歷海外，巧遇《山海經》記載的異域奇
人，如以雙手托耳的「聶耳國」、因傷留下大洞
的「穿胸國」、生有長臂捕魚的「長臂國」、有
三頭一身的「三首國」、確實存在於世的「黑齒國」
等人。作者更將奇風異俗發揚光大，趁機諷刺時
弊，如「女子國」由女性當國君，女子皆穿男裝，
男子反穿裙子，事事聽命女性，顛覆傳統的性別
角色，難怪胡適也說：「此書將來在中國女權史
上一定會佔一個很光榮的位置。」李汝珍將《山
海經》的神話傳說活化，會否無意間揭示出深藏
於背後的真意？答案無從稽考，不需深思，領略
箇中的趣味更為重要。

 
天方夜譚的神話，也會帶點真實感，正如神話

大師坎貝爾（Joseph Campbell）所言：「神話是
眾人的夢」，《山海經》就是先民對周邊民族和大
自然的認識，再加上傳聞、幻想和寄望孕育而成。
這些趣味盎然的神話傳說，流傳千秋萬代，魅力從
沒減退，五星級神話的美譽，當之無愧。

神 話
五 星 級

熱愛中國文學，尤其喜歡富有神話傳奇色彩
的著作。認為中國文學博大精深，抱持著「探
險」精神，遨遊在歷史作家們的著作中，體
會那字裡行間的悲歡離合與喜怒哀樂。

作者

徐客

《圖解山海經》

（西北國際文化 / 2014）

清代文人，一生經歷了乾隆、道光、嘉慶
三朝。博學多才，惟考場不得意，靠捐官
謀得一職。小說《鏡花緣》是其代表作，
花近 20 年心血，三易其稿，行文處處展
現其知識。

作者

李汝珍（1763-1830）

《鏡花緣》
（嶽麓書社 /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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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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候，他們就像車輪一樣向前翻
滾，力量強大……但狂妄的人類膽
敢挑戰諸神，宙斯最後把人割開
一半，削弱他們的力量，從此他
們便要到處奔走，尋覓失落的另
一半。

 
這 個 神 話 深 深 刻 在 我 的 腦 海

裡，那少女的疑問自此有了答案。
然而，只流於個人層面去閱讀此等
經典著作未免膚淺。最近再讀《饗
宴》，我就有了新的思索。

公元前的雅典城邦，不論是同
性戀還是異性戀也是自然的事，因
此當時參與飲宴的角色並不是拘泥
於從性別的層次去討論愛情，而是
往更高的層次去探討怎樣的「愛」

對人的靈魂、智慧和德性更有裨
益。其次是篇章中所營造出來的討
論氛圍、各人平等而不受干預地自
由發言、對不同的愛的理解和接納
等，都令我既驚訝又羨慕。

 
早在數千年前的古希臘，尊重

與包容已是人們生活的共識（雖然
當時男女地位仍不平等，這涉及另
一議題，在此未能詳述），何以隨
時代推進，尊重與包容在 21 世紀
的社會都只淪為口號？

一 本 好 書 可 以 是 迷 路 時 的 明
燈，也可以是啟發思考的鑰匙；能
夠同時兼具兩者的就如珍饈異饌，
令人再三回味。《饗宴》正是這樣
的一部著作。

著名的古希臘哲學家，雅典人，著作大多以對
話形式記錄。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也是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老師，他們三人被
廣泛認為是西方哲學的奠基者，史稱「西方三
聖賢」。柏拉圖著作包括《申辯》、《法律篇》、
《理想國》等。

作者

Plato（柏拉圖，

約公元前 427 年

至前 347 年）

《Symposium》

（Penguin Classics / 1999）

《饗宴》的愛情啟示

自
小從媒體認識不少希臘神話人
物：《美少女戰士》中 Sailor 
Venus 是愛神維納斯的化身；

潘朵拉盒子是萬惡的根源；那個頭上長
滿毒蛇的女人可以把人變成石頭……了
解不深，卻又因這些依稀的影像令我牢
牢記住。

 
印象中的希臘神話都充滿傳奇，就

像愛情般遙不可及、撲朔迷離。我雖不
看愛情小說，但卻從不掩飾自己對浪漫
的渴望與幻想，富異國情調的希臘神話
正好填補心靈的缺口。

 
於我來說，愛情是世上最奇異的事

情：兩個素未謀面的陌路人何以能夠互
相接通，經歷錯綜複雜，最終成為彼此
生命中最親密、最重要的一切？大學時
讀到柏拉圖（Plato）的《饗宴》，解答
了這個纏擾多年的少女疑問。

 柏拉圖的《饗宴》（Symposium，
又譯作《會飲篇》、《宴話篇》等）寫
於公元前 380 年左右，是一個短小精

悍的對話式篇章。晚飯後飲酒筵席是當
時雅典城邦生活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對
男性貴族，在該場合他們會就著某些議
題高談闊論，希望自己的見解突圍而
出，從而建立社會地位。在柏拉圖的文
字鋪排下，這場《饗宴》是依靠口耳相
傳才得以流傳下來，當中眾人輪流提出
對「愛」（Eros）的觀念和主張，層次
由低至高推進，最後飲宴由蘇格拉底
（Socrates）引用狄奧提瑪（Diotima）
的論述作結，把眾人的說法去蕪存菁，
說明愛不單是對美好事物的追求，更是
渴望美好的事物能夠永垂不朽。

 
坊間解讀《饗宴》的著作不勝枚舉，

我毋須在此「拋書包」獻醜。相比起篇
中的哲學討論，當中被引用的多個愛情
神話更令我著迷。其中第四位演說者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提及最初
人類有三種分類：男、女和兩者一體 
（man, woman and the union of the 
two），他們呈球狀，有四手四腿，一
個頭和兩張臉……還有四隻耳朵，一對
生殖器……他們可以任意行走，要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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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思潮
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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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幻小說的出現，可視為人類思想洪流中的一道分水嶺。

可
是 長 久 以 來，「 科 幻 」（Sci-fi）
常被歧視為「通俗」或「低俗」
的同義詞 。甚至科幻小說大家史
提芬京（Stephen King）於 2002

年獲頒美國國家圖書獎（American National 
Book Award）的「傑出貢獻獎」（Medal of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所引起的爭議，
也是前所未有的。這間接道出了於不少文學愛
好者心目中，科幻小說根本不配被列作「文學
作品」。既然如此，本篇文首的說法，是過分
抬舉科幻小說了吧？

然筆者的看法卻不著眼於科幻小說的「文學
成就」，而是藉此探討科學發明造成人類思想
的蛻變。

不論是東西方，自有文明開始，人類都把
幻想力邁向無窮的過去。從印度的《吠陀》
（The Vedas）、希臘的《荷馬史詩》（Homeric 
Hymns）、美索不達米亞的《鳩格米西史詩》
（Epic of Gilgamesh）， 以 至 猶 太 人 的《 塔

納赫》（Tanakh）、中國的《山海經》等等，
都是竭力描繪極其遙遠的過去，或說宇宙的起
源、或說世界的開演、或說諸神的故事。當中
不少的素材，成為了各種宗教和哲學的基石。
例如《吠陀》後期出現輪迴和解脫的思想，不
但影響了印度教的發展，也搭建起佛教、耆那
教的基本架構；《塔納赫》被編為基督教的《舊
約聖經》，是為西方一神論的主要憑藉；《荷
馬史詩》深刻反映出人性的陰暗面，啟發了蘇
格拉底（Socrates）等哲學家的哲思。

科學的日益進步，卻撕爛了不少神話的面
紗。太陽就只是一個太陽系中心的恒星，不再
是甚麼阿波羅（Apollo）、摩利支（Marici）、
金烏或天照大神，也不再有人相信堯帝時十日
並出而令草木枯死、后羿射去九日為民除害；
當然，更沒有嫦娥奔月矣。

對過往的憧憬幻滅，取而代之的，就是對未
來的諸般希冀。科幻小說成為了臆測前景的最
佳媒介。從此，我們不再嚮往伊甸園的純潔完

原名 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英國著
名作家，是英國著名浪漫主義詩人和哲學
家 Percy Bysshe 之妻，父親是政治哲學家 
William Godwin，母親是女權主義者和哲學
家 Mary Wollstonecraft。她撰寫小說、戲劇、
傳記及遊記等，並因作品《科學怪人》被譽
為科幻小說之母。

英國著名小說家，新聞記者、政治家、社會
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創作的科幻小說影響
深遠，名作除《強戰世界》外，還有《The 
Time Machine》及《The Invisible Man》等。

原名倪聰，字亦明，生於上海，1957 年由
內地來港，92 年移居美國三藩市至 07 年返
港。香港知名作家，亦有用衞斯理等作筆名。
除最科幻小說外，還有不少靈異故事，以及
小量武俠小說與偵探小說，作品包括《衞斯
理系列》 、《原振俠系列》、《女黑俠木蘭
花系列》等。

《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Lackington, Hughes, Harding, Mavor & 
Jones / 1818）

《強戰世界》（The War of the Worlds） 
（lliam Heinemann / 1898）

《頭髮》

（明窗 / 2006）

作者

Mary Shelley（1797-1851）

作者

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

作者

倪匡

美、神馳於太初的混沌元氣，而變
為功利實際，一切幻想考量都以科
學與邏輯的可能性為前提。神話就
只淪為用作哄小朋友的「童話」。

然而，對未來的展望，卻往往
是灰暗絕望的。似乎沒有哪一部
小說或電影敢描繪未來的日子比
過往的更具靈性、更有道德、更
光明美好。最早期的科幻小說，
如《 科 學 怪 人 》（Frankenstein，
1818 年 初 版 ）、《 強 戰 世 界 》
（The War of the Worlds，1897
年出版），已道出了人類對科學發
明和外太空生物的不信任。史匹
堡的《E.T. 外星人》、《第三類接
觸》已是非常破格地釋出外星人的
善意，但他於 2005 年還是重拍了
講述地球受外星生物侵襲的《強戰
世界》。2010 年，物理學家霍金
（Stephen Hawking）公開呼籲科
學家別試圖去接觸其他外太空生

物，同樣是基於地球被侵襲的恐
懼。其他經典科幻電影如《銀翼殺
手》（Blade Runner）、《未來戰
士 》（Terminator）、《22 世 紀
殺人網絡》（The Matrix），以至
用上時空穿梭為主題的《回到未
來 III》第三部（Back to the Future 
Part III），都一律把未來塑造成昏
暗的境地。

當然，也有例外的。當科幻作家
不以未來為背景時，便往時間的另
一端進發，以科幻解讀神話。最近
期的例子，見於 2012 年的科幻電
影《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
開首，述說久遠之前地球有外星人
到訪，離開時留下的一位，飲了
神秘的液體，便掉進海裡，瞬即
分解，其 DNA 成為了各種生命的
生源。就只短短的幾分鐘，觀眾
看到的便是以科幻觀點重新解讀
《吠陀》經中著名的《原人歌》

（Purusha Sukta）， 當 中 記 載 的
就是原人普魯沙犧牲自己而從身體
各部分衍出天地、日月、風與虛
空，以至不同種姓階級的人類。衛
斯理於 1978 年發表的小說《無名
髮》（其後易名《頭髮》），同樣
說於古代已有外星人到臨地球，而
且暗示其中四位便是耶穌、穆罕默
德、釋迦牟尼和李耳，也就是說我
們的宗教智慧，其實都是源自外星
人對地球人的傳授。但畢竟，這類
解讀不能一再故技重施，是故始終
屬於少數。

從對昔日純真至善的嚮往，轉
為對未來道德淪喪、昏天暗地、機
械與電腦主宰人類、外星人侵佔等
恐懼，無疑是人類思潮中的一個轉
捩點。科幻小說和電影雖然不是造
成這個轉變的主因，卻是「應運而
生」的一種體裁，標幟著人心改變
的這道「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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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海浮影



製人的智商正常，還會談戀愛，遇壓迫又懂得反
抗，除了「石頭爆出來」這一點，看不出不是人
的理由。但小說就不同了，複製人只是徹頭徹尾
的白癡，彷彿只有軀殼，沒有靈魂。所以，當複
製人之父哥登因急性心臟病發而瀕死，要移植複
製人的心臟救命，醫生之間吵過一陣，最後有人
一錘定音：「好，那麼讓哥登死去，留下這個白
癡，這樣做，是不是使你的良心安寧一些？」

 
無靈魂的人，算不算人？這等於問，「無情

識」的植物算不算生命？好明顯，殺生的「生」，
佛教徒跟科學家有不同的理解。如果純粹觀點與
角度，當然無所謂。但我們一方面殺生，另一方
面又基於某些主觀理由，給予部分物種「免死金
牌」，是仁慈，還是偽善？比方說，豬牛雞可以
吃，狗就不行，理由何在？因為狗是人類「最忠
心的朋友」？但在農耕社會，牛就算不是人類的
「朋友」，也肯定是農夫的「最佳拍檔」，為何
最後仍要落得被宰的下場？講得通嗎？

 走筆至此，又帶出另一個問題：優生學。《後
備》的那幾位科學家，一如我們那位陶才子，崇

1935 年生於上海，57 年來港，曾做地盤工，
後加入報社工作，未幾開始寫作。其寫作範圍
甚廣，包括《衛斯理系列》的科幻小說、靈異
故事、小量武俠小說及偵探小說。此外，倪匡
也創作了逾 300 個電影劇本，甚至擔任清談
節目主持人。

電影《蠢蛋進化論》劇照

作者

倪匡

《後備》

（遠景 / 1981）

幾百年來，對人類來說，並沒有甚麼不同，人類的觀念， 

一樣是那樣愚昧落後。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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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尚智、鄙愚，他們認為，聰明人生得少，愚
蠢人生得多，這個世界「遲早玩完」。衛斯理雖
然思想開明，見多識廣，始終覺得優生學不妥，
就像當年的斯巴達或納粹德國，只有獨裁政權才
會任意決定別人的生死。弔詭的是，文明社會容
不下優生學，但文明發展到盡頭，金字塔的底部
愈來愈闊，最後變成一個土丘，反過來把文明摧
毀。想起電影《蠢蛋進化論》（Idiocracy），物
競天擇，汰強留弱，社會蠢人當道，偶然有一兩
個智商正常的人，已經可以呼風喚雨，為所欲為。
是文明，還是落後？

 
這就是衛斯理故事的吸引之處，科學的「含

金量」或許不足，但哲理豐富，寓意深長，發人
深省。加上情節緊湊，結局往往出人意表。像《後
備》一書，便集科幻、懸疑、說教於一身，令讀
者獲益良多，實在不容錯過。

今
期的主題是神話，邵頌雄教授的鴻文指出，神話與科幻乃一個銅板的兩面，而宗教和
神話又是一線之差，邵教授特別提及衛斯理的《頭髮》，話說古代四大教主──耶穌
（天主教與基督教）、穆罕默德（回教）、釋迦牟尼（佛教）和老子（道教）都是外
星人的化身，設想之奇，無出其右。無獨有偶，本文的主角又是衛斯理，書名是《後

備》，是 80 年代倪匡全盛期的作品。

 眾所周知，衛斯理的對手，十之八九都是外星人，就連耶穌也「來自星星」，還有誰不是？
但《後備》是少數的例外，幾位頂尖科學家利用複製人技術，為各大富豪提供器官移植服務，以
賺取巨額金錢，支援科研。衛斯理的故事眾多，佳作也不少，為何我獨選《後備》？主要原因是
幾年前荷里活的一齣電影《謊島叛變》（The Island），情節跟《後備》有九成相似，唯一分別，
是電影中的複製人有思想有感情，跟真人無異，而《後備》則否。

 複製人是不是人？這個問題在《謊島叛變》和《後備》均探討過。電影的爭議不大，因為複

 電影《謊島叛變》情節跟倪匡的《後備》有九成相似，唯一分別是倪匡筆下的複製人是沒有情感思想的機器。
《謊島叛變》劇照

複製人
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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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閱會「30 歲前不可不讀的書」講座

創業者分享閱讀滋養追夢的力量

閱讀燃起創業理念

「牧羊少年咖啡．茶．酒館」創辦人梁迪倫憶起十多
歲起於樓上咖啡店當兼職，在咖啡店老闆推薦下，看
畢《富爸爸 • 窮爸爸》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兩
本書，前者教授了務實的金錢與創業知識，後者啟發
他做人做事必須從心而發，從而開展他以旅遊為咖啡
店主題的創業路。才 28 歲的他如今已是多間咖啡店
的老闆，仍不時透過閱讀發現新點子，例如最近他閱
讀了丹布朗（Dan Brown）的長篇小說《地獄》，當
中涉及地球資源的議題，令他反思於營商時發掘珍惜
資源的可能性。梁迪倫經常引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當中的一句話作為座右銘，自我提醒平衡的重要性：
「幸褔的秘密，是可以觀賞世界上的奇妙景觀，同時
不要忘記湯匙裡的油。」

自小熱愛閱讀與文字創作的陳葒來說，書本既影響其
寫作風格，又引發他創業的念頭。他 35 歲時已當上
中學校長，獲過百萬年薪，並擁有「最年輕校長」的
稱號，但同時他卻對社會的機會懸殊，以及基層學生
的教育不足而感到愈來愈無助。數年前，陳葒讀了日
本高中老師水谷修的書《夜巡老師》，當中記錄水谷
修 14 年來於黑夜裡陪伴街頭的邊緣青年，幫助他們
重回正軌的事跡，令陳葒再次強化「有教無類」的
教育理念。書中談及「溫柔的力量」，指的是對背
景不一的孩子帶著包容和理解，深深感動了陳葒。
這幾年間，陳葒成立了「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服務基層兒童，並自資出版學生雜誌，鼓勵新生代
發揮創意思維。

另一講座嘉賓為「對得住地球基地」創辦人郭綺琦，
她從書本中吸收了關於有機產品的知識，並從而大
大改善了家人的健康。回想起她自中學時期便熱衷環
保，大學修讀商科後，更積極研究環保與商業結合的
可能性，遂於畢業後創立有機品牌。數年前，她父親
患上癌症，當時她參考《毒家陷阱》一書，深入了解
致敏及致癌物，並鼓勵家人於飲食、居家、日用品上
使用天然產品，而漸漸家人的身體狀況亦得到好轉。
郭綺琦表示不少有機產品由簡單的材料製成，大家可
透過閱讀相關書籍，如《3 步驟做頂級天然保養品》
等，增加相關的認識。

特色主題講座 讓閱讀融入生活

「新閱會」自 2013 年底成立以來，一直透過舉辦不
同項目，鼓勵大家將閱讀融入生活當中。會員可以免
費參加不同主題的閱讀講座及文化導賞團，當中涉獵
的範疇包括創業、女性生活、職場發展、社交媒體及
運動等。我們希望透過嘉賓真誠的分享，以及與參加
者的互動溝通，讓更多人感受到閱讀的樂趣。

「新閱會」定期舉辦不同的會員活動，有興趣的人士請登入
www.shkpreadingclub.com 登記成為會員，費用全免。

有說「三十而立」，30 歲被視為人生重要的分水嶺，既是向青澀歲月的揮手告別，也是擁抱更
多責任與使命的開始。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新地）「新閱會」於早前舉辦「30 歲前不可
不讀的書」講座，請來三位年輕時已成就一番事業的創業者，包括梁迪倫、陳葒及郭綺琦，分享
閱讀心得，論析書本如何豐厚他們追夢的羽翼，成就他們的事業，以勉勵聽眾及年輕人把握青春，
在新一年立志閱讀好書，為未來人生的挑戰及考驗作好準備。

新閱會「穿閱 ‧ 香港」文化導賞團

基層家庭書裡書外認識社區

今年「新閱會」聯同社企「活現香港」舉辦「穿閱 • 香港」文化導賞團，
結合閱讀元素，讓來自基層家庭的兒童以有趣的角度認識香港。首場「穿
閱 • 香港」文化導賞團於農曆新年前夕舉行，行程環繞新閱會「年輕作
家創作比賽」優勝作品《日月星傳》及《盧押道 20 號》等。20 多位來
自深水埗及長沙灣區基層家庭的小學生和家長，在年輕作家郭家麒及「活
現香港」創辦人祁凱達的帶領下，認識香港最早期發展的特色社區。

是次導賞團的路線主要繞著書中的場景，當中包括日、月、星三條特色
街道、盧押道、石水渠街等，由感情細膩的作者親身演繹，讓參加者多
角度了解當區的文化和歷史發展。導賞員更在北帝廟內介紹農曆新年的
習俗，增加小朋友對傳統節日的認識。為了鼓勵小朋友和家長走進閱讀
的世界，是次活動更提供相關書目，讓參加者在活動前後了解到訪的社
區，以及有關路線，並可在活動後透過閱讀深化對社區的認識。

「新閱會」邀請了（左起）梁淑儀、郭綺琦、梁迪倫和陳葒，分別是「鑽的」、「對得住地球基地」、「牧羊少年咖啡．茶．酒館」和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創辦人，分享閱讀對他們的影響。

陳葒多年前毅然放棄校長一
職，成立補習社，服務基層
學童。在抉擇時刻，活現有
教無類的《夜巡老師》是其
動力之一。

 梁迪倫從《牧羊少年奇幻之
旅》中獲得啟發，開創以旅遊
為主題的咖啡店。他亦推薦年
輕朋友讀《惡童日記》，用脫
離常規的方式思考。

中學時期起熱衷環保的郭綺琦
研讀《毒家陷阱》後，換掉家
中的致敏和致癌物品，讓家人
生活得更健康。

 社企「鑽的」創辦人梁淑儀曾經一
度照顧患病的母親，偶然讀到《人
生最後一次相聚》，讓她領悟到告
別不一定是哀傷的事，而是一場
「圓滿」的離別聚會。



神
話，除了是宗教的故事之外，一般芸芸眾生，創下獨有的功業，再被說書人加鹽加醋，
一樣會成為神話。即是說，神話只有兩種：一是純粹虛構的故事；二是已成定局的事實。

能稱得上神話的股神，世上少之又少，現代股市的年齡只有逾百年，不少英雄人物
仍在生，索羅斯（George Soros）、畢菲特（Warren Edward Buffett）已登殿堂，惟仍未能「蓋
棺定論」。柯某曾論及的股神，稱得上神話的，只有 JP Morgan、格拉咸（George Graham）、
是川銀藏及喬布斯（Steve Jobs）才有這個資格，只因他們的共通點，都是已然作古。

所以股市的神話，必須從歷史中去找，而且要在現代股市興起前、資料不齊全才夠神。歐美日
股神，柯某都曾點評，今日要選神話，柯某會選清代的「紅頂商人」胡雪巖。胡雪巖的生意以至他
的人生，都是投機，儘管最終成為「悲劇神話」，惟更具戲劇性；被作家高陽改編為小說，七分假
三分真。就如三國一樣，雖有「誌」及「演義」之分，但後世皆已混淆，在混沌中成就了神話。

為甚麼是胡雪巖？因為他是中
國歷史上第一位跟洋人開展金融
業務的華人，第一個開向洋人集
資開外債之風的華人。

為甚麼胡雪巖是股市神話？清
朝未有股市，但股市只是個形式
及名稱，集資、投機、炒賣才是
本質。「胡大人」經營錢莊（即
現世的銀行）為本業；向英資銀
行滙豐（005）借洋債；因炒賣
絲綢失利而清盤。股市的主要功
能，他都曾沾手，便不用斟酌有
沒有交易所、報價機這些枝節。

為甚麼胡雪巖要集外資債？當
年胡雪巖助左宗棠西征借洋債，
滙豐是名義上的銀主，實際上大
半貸款來自德國泰來洋行，但當
時滙豐名氣大，牽頭有助銀團借
得更多。而債款的用處名義卻是
陝甘總督關防，以現代語言正是
所謂「地方債」。當時年利率為
9.75 厘。

為甚麼胡雪巖跟我炒股有關？
香港的銀根來自滙豐，滙豐實情
卻 非 純 英 資， 同 治 四 年（1865
年）於香港開總行，資本 500 萬
元，英國怡和有份，美德中東資
金都有份；胡雪巖的得力助手古
應春是滙豐華商股東之一，故古

應春得以成為滙豐上海的「總華買
辦」。「滙豐」二字，便是由古應
春提議。另外，思想十分劃時代的
古應春，沒有甚麼民族包袱，他建
議滙豐其後收購各國股東股權，以
英資為主體，避免爭議。

此外，滙豐兩家友行是麥加利
銀行與有利銀行。有利曾是香港三
大發鈔銀行之一，其後倒閉。麥加
利銀行是英皇頒布敕令，廣東人稱
它為「喳打銀行」，即是渣打。此
書一讀，你會發現香港的性格，大
抵由當年華商胡雪巖、買辦古應
春，以及來華銀行家共同塑造。規
矩包容五湖四海，執行者各具各國
特色，香港人夾在中間，自然成為
中間人買辦，至今未變，只是來客
已多番更替。

為甚麼股神不是白人的專利？
大抵天下經濟發展都一樣，不會因
膚色有別而有人懂煉金術。一月介
紹過 JP Morgan，是由出入口商轉
型為銀行家，然後涉獵投資業務，
繼而增加政治資本；胡雪巖亦是經
錢 莊， 再 從 事 當 舖、 鹽 茶 雜 貨、
房地產、絲綢等等，以至軍火，壯
大後更成為清國舉債的「牽頭保薦
人」，紅頂商人的另一頂帽，就是
投資銀行家，跟外國早期的銀行家
沒有兩樣。

為甚麼知胡雪巖要看高陽，他
當年又不在現場（註：高陽是民國
出生的作家）？   沒錯，高陽是「老
作」的，他沒有可能知道胡雪巖聽
了左宗棠哪句話會臉紅，又或將李
鴻章一字一句照錄無誤，但通過他
的想像力，填補歷史的空缺，細味
胡雪巖的人生，總比硬讀歷史教科
書亂吹的「宦官專政、外族入侵」
等空泛陳述來得舒服。

中國文人總對資本抗拒，商人
一定是奸商，誅心思維不但一把抹
煞商人的歷史參與，更永遠無法了
解經濟商業運作。難得高陽反倒仰
慕同鄉胡雪巖，雖然後記仍流露
「不甘屈服於西洋資本主義國家雄
厚的經濟力量」，但針對國家多於
商人，文中亦願意花篇幅解釋當年
各種「財技」的運作。就算你覺得
清朝老古董「已經 out 晒」，也可
為讀完一個神話故事掩卷而笑。

說書人 柯景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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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雪巖失敗後，態度光明磊落，不愧為我鄉的『杭鐵頭』。」

──高陽《燈火樓台》後記

股市神話中國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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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過 的 股 神

（經聯出版社 / 1999）

原名許晏駢，國共內戰後隨軍赴台，任職
中華民國國防參謀總長秘書時已加入文
壇。1951 年開始寫歷史小說，清史研究
自成一家，「胡雪巖全傳」（又稱「胡雪
巖三部曲」）是其中代表作。

作者

高陽（1922-1992）

「胡雪巖全傳」：

《胡雪巖》 《燈火樓台》 《紅頂商人》 



 剛開始學做甜品時，家母每逢
家庭聚餐，她都會自製甜品，一為
神功、二為弟子。愈來愈多親戚欣
賞家母的廚藝，甚至後來人每逢有
親戚過生日，他們都例必拜託家母
做個生日蛋糕。她的名氣漸漸傳開
去，開始會有諸如「三叔公的兒子
的女婿的朋友」拜託她做蛋糕。現
在，她的蛋糕比德成號的蛋卷更難
求，每次見到家母推 job，還要一
副好不威風的樣子，就知道她的蛋
糕有多受歡迎。

 
家 母 貴 為 親 友 圈 中 的 甜 品 教

母，但家中卻只有一本烹飪書。
那本書是精裝硬皮版的《L'Art de 
la Cuisine Française》， 由 法 式
料 理 神 話 Marie-Antoine Carême
撰寫，是某年聖誕我送給她的禮
物。這位 Carême 是何許人？他曾
被 譽 為「King of Chef and Chef 
of King」，他曾服侍過拿破崙、
英國駐法國大使 Tallyrand、俄國
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英皇喬治四
世、 大 銀 行 家 James Mayer de 
Rothschild。 我 相 信 這 份 CV，res 
ipsa loquitur（the thing speaks 
for itself）。

 Carême 本身勁，他寫的《L'Art 
de la Cuisine Française》 更 勁。
這套烹飪百科一書五冊，Carême
臨死前卻只寫了三冊，其他由朋友
及門生續寫。書中不但有過百款食
譜，更有菜單設計、廚房的布置，

甚至法式料理的歷史。難怪這本百
科全書被譽為現代法國料理的基
石。如果你要我做個比喻，我會說
這是玄門正宗的內功，練成後隨便
揮灑的一招一式，已威力無窮。

 
雖然本書「咁正」，但始終都

超過百年歷史，有不少內容只能
當故事般看，尤其 Carême 當年為
各國皇室做的各種浮華蛋糕，以
現今的眼光，頂多只能當是裝置藝
術。所以有一次，我忍不住問母親
大人：「阿媽，其實本書我送畀你
咁耐，你睇晒未？」家母答：「黐
線嘅，整甜品我唔識咩！你本書咁
厚，得閒先睇啦！你過嚟試下我呢
個 berries charlotte 仲好啦！」孔

子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男女之事我先不說，對口腹之
欲的追求，我一直樂此不疲。我自問都算貪威識食，不過比起飲食界
的神話蔡瀾，我自問未夠班。因為蔡瀾兩個字，已經是信心的保證。
我知，口講無憑，所以我決定用例子答你。

互聯網上，有一篇題為《「我為何絕不吃三文魚！」蔡瀾爆驚人內幕》，署名
為蔡瀾的文章。文章的大意是撰文者指三文魚有大量寄生蟲，所以絕不宜生吃，
日本人也只會將三文魚燒熟了來吃。這篇文章在微博、Facebook 都極流行，根
據我粗略估計，看過這篇文章的人，至少上百萬，相信閱後從此不敢吃三文魚刺
身的讀者，亦非少數。

 
這篇文章雖然有極多人閱讀過，但卻有個大問題：就是蔡瀾根本沒有寫過這篇

文章！那篇文的作者，盜用了蔡瀾的大名，令文章看起來更有信服力。
 
''Imitation is the sincerest form of flattery''，這篇文章的作者不只抄襲蔡瀾文

章的風格，甚至盜用他的名字發表，我敢肯定，這篇文 complete 了一個名為「蔡
瀾」的飲食界神話。

 
神話是用來仰望，我等凡夫俗子，一生能夠認識一位食家，帶我搵食，已經無

憾。我很幸運，因為家母已經是一位食家。家母一向都懂得吃，卻一直懶得煮。
直至她在 17 年前的日航酒店，食過一客令她一試傾心的芒果布甸。她念念不忘，
結果回家後就開始學做甜品，嘗試重做她吃過的那種味道。久而久之，她開始觸
及其他款式的甜品，並自學成家。

Napoleon-cake 這款在茶餐廳常見的「拿破崙」
西餅，原來都是 Carême 發明的。

早期高級法國菜的廚師，是首批國際知名
的廚師之一，其菜式被譽為法國菜的高級
藝術。他除經營餐廳外，還寫過多本有關
法國菜式的著作，包含以百計的食譜和菜
式設計等，被視為法國菜的歷史。

作者

Marie Antoine
（Antonin） Carême
（1784-1833）

《L'Ar t de la Cuisine 
Française》
（paint ing by Marie 
A n t o i n e  Ca re m e ／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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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品先行

Pastry Carême 其中一款甜品
的速繪。他年輕時愛閱讀，尤
好和建築有關的書，所以他設
計 的 甜 品 不 少 以 建 築 物 為 靈
感，華麗地浮誇，獲取歐洲貴
族們的歡心。

《婚後男女の講呢 D》是現職動畫設
計的圖文創作人、夏花的首本圖文
繪本。她原本是荷里活電影電腦特
技師，同時為本地報刊雜誌撰寫專
欄。新書以搞笑精簡風格，道出新
婚男女甜蜜、鬥氣、溫馨、無奈的
相處點滴，加上用抵死幽默的手法，
點出生活「唔講唔覺，一講就好覺」
的趣事無聊事，引發網民讀者共鳴，
當然還有無限笑聲！

《婚後男女の講呢 D》

作者：夏花
出版社：亮光文化有限公司

《投資簡義》最新增訂版，由兩位享
譽國際的投資大師──《漫步華爾街》
作者麥基爾，以及撰寫《買市才會贏》
的投資名家艾里士──雙劍合璧，將
縱橫投資市場合共逾百年的投資智慧，
言簡意賅地化為六個致富錦囊。即使
面對複雜萬變的後金融海嘯時代，你
也能一步一步成為投資贏家。

《投資簡義》

（The Elements of Investing: Easy 
Lessons for Every Investor）
作　者： 麥基爾（Burton Malkiel）、
 艾里士（Charles Ellis）
譯　者：吳愷媛
出版社：天窗出版

新上榜 • 必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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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尋書



神話的一大要素就是它總是包含著一些人生道理。比
如荷馬史詩《奧德賽》（Odyssey）中的主人公奧德修斯
（Odysseus）和同伴被獨眼巨人抓住關在洞裡，獨眼巨
人餓的時候就吃一個俘虜當早餐。聰明的奧德修斯把獨眼
巨人灌醉，刺瞎了他的獨眼，然後和同伴逃走了。這個故
事蘊含的道理之一就是「獨眼」代表了固執己見之徒，遇
見這樣的人無法理喻，只能避開或逃走。

 
無視神話的寓意，悲劇再度發生便可以預見。百年

前撞上冰山沉沒的「Titanic」就是一例。白星公司建造
的無敵巨輪「Titanic」之名源自希臘神話中的巨神泰坦
（Titans），他們都是天神烏拉諾斯（Uranus）與地神蓋
亞（Terra）所生之子，力大無窮，象徵著宇宙的野蠻原
力。後起的奧林匹亞諸神進化得更像人類，兼具美貌、智
慧和技巧，最終奧林匹亞諸神打敗 Titans 一族，主宰了世
界。為一艘大型遊輪取名「Titanic」本來就不是甚麼好主
意，它的過度自信令人想起巨神泰坦的狂妄自大和蠻力，
還有泰坦故事的結局。「Titanic」沉船事件的官方調查結
果是監管疏漏、冰山監測不當、建造時偷工減料、救生裝
置嚴重不足，這些都是依據事實的判斷。然而悲觀主義詩
人湯瑪斯哈代（Thomas Hardy）在名詩《Convergence 
of the Twain-Lines on the loss of the Titanic》中下了另一
份文學判決：

神話的寓意
說

神話傳說是文學的開始，應該不會有太多人反對。我們的祖先遇到無法理解
之事，往往要將之編織成程式化的神話故事，既利於理解，也方便口耳相傳。
假設你生活在一萬年前，你會發現有一段時間氣候溫暖，植物長得又快又好，
又有一段時間天氣變冷，植物凋零死去，動物不見蹤影，大自然也像死了似

的。你會怎麼解釋這種周而復始的現象呢？東西方神話故事裡都有掌管四季的農神或者土
地神，還有管風雨雷電的神或神獸。

 
直 到 今 天， 神 話 故 事 的 敍 述 程 式 在 Marvel 動 畫 和 007 大 片 等 英 雄 敍 事 中 依 然 適

用，可見人類對此類情節是何等百看不厭。舉個希臘神話的例子，關於大力士海格力斯
（Hercules）的某個故事的開頭是他遇到了巨人安泰俄斯（Antaeus），發展部分是海格
力斯打不過巨人，輸了，結尾是他想出了打敗敵人的方法，贏了。《鐵甲奇俠》、《超人》、
《蝙蝠俠》等無一例外。像《冰與火之歌》（A Song of Ice and Fire）那樣的英雄好人一
上來就死光光的寫法，則是文學作品對神話模式的一種刻意反抗。

在製造這飛鳥一般的
龐大的怪物之際
攪動一切之旋轉宇宙的動力
 
也為她製造了不祥的夥伴
──好偉大好壯觀——
目前遠在天邊的一座大冰山
 
他們彼此不相干
誰也不能看穿
他們以後會融合成為一團

（節錄梁實秋譯本）

說書人 盛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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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荷馬所生的年代、出生地和是否確有其
人，一直存在爭議。相傳他為古希臘的失明遊
吟詩人，創作史詩《伊利亞特》 （Iliad）和《奧
德賽》（Odyssey），統稱《荷馬史詩》。

或稱 GRRM、喬治·R·R·馬丁，美國作家及編劇，主
要創作奇幻、恐怖和科幻等風格的作品。其中代表
作《冰與火之歌》被改編成電視劇。2011年《時代》
雜誌評選為「時代百大人物」之一。

《奧德賽》（The Odyssey）
（Penguin Classics ／2006）

《A Song of Ice and Fire》
（冰與火之歌）（Harper Voyager ／1996）

相傳由古希臘失明詩人荷馬創作，是古希臘最
重要的史詩之一，與另一部長篇史詩《伊利
亞 特 》（Iliad） 合 稱《 荷 馬 史 詩 》（Homeric 
Hymns）。《奧德賽》延續《伊利亞特》的故事
情節，是古希臘文學中最早的一部史詩，為歐洲
敍事詩的經典範例，內容豐富多采，故事情節和
人物形象成後世歐洲的諸多作家的素材。

Thomas Hardy

美國作家喬治馬丁所著的奇幻小說系列。此小說呈現的世界較為寫
實，不同一般古典奇幻作品有善惡分明的情節、充滿魔法的場面，以
及在故事中出現非人種族的情況。1996 年出版至今共 5 集，預計整
個故事可發展至 8 集，並已在 2011 年被改編成電視劇。

作者

荷馬 （Homer）
作者

喬治馬丁（George Raymond Richard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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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讀者



正
值清涼乾燥的天時打開此書，喚起在學
時寒冬之下捧住熱咖啡上中西方思想那
堂「八半堂 」，當時教授以社會不同方
面分析中西方思想差異。

那位造型猶如自己「老竇」的歷史系教授，身穿
衞衣上堂跟學生大講英雄打怪獸，以神話傳授學生
人生哲理，乍聽已覺十分爽，難怪人氣爆燈。他將
自己執教的「中西神話」課程結集成書，主要引用
中國神話跟希臘神話作比較。透過深入探討不同民
族的心靈世界，以了解大家有不同想法的原因，同
時為了解當代中西方文化的入門基礎，為不同文明
思考方法提供捷徑。書中的文章以創世、人類起源、
英雄、女神、愛情、洪水、猛獸、死亡、命運這幾
個中西方神話共同出現的題目進行比較，提出中西
的古代神話其實是反映先民的價值觀念，有助了解
原始社會，甚至先民和不同民族的想法和心理狀況。

甫打開書已覺有趣，人所共知的魯迅、
茅盾、聞一多、郭沫若等等是中國近代著
名作家，原來也是出色的比較神話學家。
更有趣的在後頭，單是比較中西方的神話
人物就已發現兩者截然不同的價值觀。

 
中國的女媧是賢淑、服從、謙虛、勤

勞、追求和諧的；希臘的希拉（Hera）則
是活潑、進取、富感情、敢愛敢恨的。仙
女織女跟凡人牛郎婚後因為疏於工作惹怒
父親天帝，就算二人已生兒育女，織女亦
被命令返回河東織布，從此每年只有一天
與牛郎相會，為孝捨愛；相反，科爾基斯
（Colchis）公主美狄亞（Medea）幫愛郎
色薩利（Thessaly）王子伊亞宋（Jason）
取回國家信物，不惜迷暈守護信物的毒龍，
還趁弟弟阿布緒爾托斯（Apsyrtus）對抗
外敵時私奔，而被父王埃厄忒斯（Aeetes）
追趕時更將弟弟斬件以求生路，為愛捨家。

 
中西方固然有文化價值差異，大家同

為地球人，總有相同之處。兩者的創世神
話都認為世界起初是混沌的，人類的起源
都是神祇和英雄的功勞，人類都是由泥土
所造，由此反映兩者的先民都為人類的起
源尋找因由。而女神的地位漸漸被男神取
代，有男神三妻四妾或者荒淫無度，這些
都表現了人類歷史上由母系社會走到父系

社會，從群婚（或者雜婚）到一夫一妻（或
一夫多妻）制的演變。中西方的先民面對
不完善的社會或者大自然的災害，總是希
望有能夠打贏怪獸的英雄出現。

 
教授總結，神話的人物故事往往都反映

人性。反觀現代人對 Marvel 英雄漫畫的喜
愛，筆者不禁思考一下，Marvel 的英雄漫
畫又是否當代的神話？

美國加州大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
教授。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古帝國的權力鞏
固模式：從武士貴族到王室科層統治》。
曾 翻 譯 史 學 著 作 霍 爾 本（Hajo Holborn）
的《 歐 洲 的 沒 落 》（Political Collapse of 
Europe）。

作者

張學明

《中西神話》

（中華書局（香港）/ 2012）

中西神話大不同

說書人 薇言輕

本土 80 後，藝術畢業，擁有三名小孩的毛家長。有感
藝術家也是弱勢社群，志願是成為擁有強大財務實力做
善事的美麗聰明人氣小富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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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人 素彌

不學無術，愛讀閒書的文字工作者。

其實《撒》片是改編自女性工具書《會撒嬌
的女人最好命》。開宗明義，此書是教導女人要
做到有量度、會讚美、不嘴賤，才會好命──得
到男人的寵愛。此書在讀者而言毀譽參半，不少
女性看得光火，在網上大力抨擊作者大男人歧視
女性。老實說，在書店裡看到這書會有想買衝動
的，要不是受了感情挫折，就是愛情狀態處於迷
惘之中吧。書中的撒嬌招數與理論，化成電影情
節，以長腿美女演繹，自然可觀性大增，雖然最
終脫離不了婆媽肥皂劇的窠臼：面慈心惡的撒嬌
女陷害賢良淑德的女主角，還將兩人學生時代的
回憶毀掉，最終被男主角唾棄。

 
而說到最精采的，要數戲中的諷刺手法，實

在令人會心微笑。看周迅在閨蜜教導下吊著嗓子
練習撒嬌說「討～厭～」兩字，猶如唱京劇；阮
美的一幫「蒲精」被謔稱錐子臉美女──同樣的
假睫毛放大瞳片尖下巴配上性感打扮，周迅甚至
不記得昨天見過的是哪一個。還有大中華女性圈
中大受歡迎的老外（洋漢），透過交友 app 認識
周迅，在旁偷看的姊妹不禁歡呼大讚「老外好」。
誰知這個老外，一開口卻以標準普通話說著京式
幽默的言詞；閉上眼睛，你會覺得面前的是《非

誠勿擾》中的葛優！然後，周迅發自真心的狠狠
地從牙縫中迸出「討厭」兩字！

 
我懷疑，導演是「指桑罵槐」，周迅所扮演

的，其實是「港女」的化身。首先不得不承認，
港女身材之平庸，是冠絕中港台的，就是戲中的
周迅，乾癟矮小，站在隋棠旁邊，甚有戲劇效果。
張慧這角色，根本就是事業心重但欠缺事業線的
事業型「港女」，男人不是不知道她的好，但如
果有機會，總是想找點刺激的。電影的 happy 
ending，小恭最終得到老父點化，放膽追回張
慧；道出了只要是真愛，管那情敵撒嬌手段有多
強勁，最終還是得到回報的。當港男高呼要尋找
一起吃「麥記」的女友，小恭那個一直陪他吃路
邊攤食兔肉的好知己張慧，豈會「有得輸」？雖
然我們知道，大部分女人都曾有陪男友捱麥記的
歲月、當一次一次受傷以後才走向現實主義，但
這樣的一齣節奏明快的童話式都市喜劇，無疑是
給港女的一帖「安慰劑」──在茫茫人海中，仍
然相信內在美能敵過美麗無瑕的假面具。

作者：羅夫曼
男性，兩性專家及專欄作家，號稱是男人
心底的蛔蟲，女性永遠的愛情顧問。為了
讓大家也能悠遊於情海，不必先苦後甘，
所以決定將自己在情場的多年經驗及對男
性的了解，全部供出來，以便討好地球另
一半的人口──女人，進而實現自己的夢
想：成為無數女人的偶像。

導演 ： 彭浩翔
編劇 ： 彭浩翔 、 陸以心
片長 ： 96 分鐘

不
妨開門見山直說，彭浩翔的電影一向不是我那杯茶，無論是叫
好叫座的《志明與春嬌》或是《低俗喜劇》，然而一齣由他與
陸以心編劇的《撒嬌女人最好命》，竟叫人改觀。我甚至懷疑
是否背後工作團隊的功勞？

《撒》片的故事背景是上海，周迅飾演的張慧與黃曉明飾演的恭志強，
在大學就認識，一直維持「友達以上、戀人未滿」的階段。張慧畢業後為
親近小恭放棄了夢想的藝術工作，留在上海與小恭進入同一公司，還成為
他的上司。有時候，張慧會故意問小恭為甚麼不拍拖，無非想小恭表白，
可是得到的答案永遠是「待我事業有成才說吧」。豈料事業未有成，個性
如宅男的小恭便被來自台灣的撒嬌高手蓓蓓（隋棠飾）釣走了。於是，張
慧接受閨蜜阮美的特訓，速成撒嬌招數與情敵鬥法，過程中有笑有淚，也
讓人反思現今社會男女之間的情感角力。

 給港女一帖「安慰劑」
《撒嬌女人最好命》

《會撒嬌的女人最好命》

（太陽氏 /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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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的傳說裡，梵天是一個「有
求必應」的神靈，於是深受凡人
歡迎。

要理解印度的神話，必先要讀
熟兩大敍事詩《羅摩衍那》和《摩
訶婆羅多》，《印度教神話故事》
作者田中於菟彌指出，以上這兩本
詩作包含了古印度的神話、宗教、
哲學、社會民生及宗教制度，《摩
訶婆羅多》講述古印度婆羅多王族
的戰爭，而《羅摩衍那》則述說羅
摩國王的故事，兩者對於印度教的
文化和宗教有巨大影響。作者以故
事形式深入淺出介紹這兩本史詩的
主旨，令讀者能夠掌握印度神話的
歷 史 背 景， 幫 助 理 解 印 度 5,000
年的文明。

距離 Central World 商場不遠，
大型超市 Big C 對面，樹立了一個
象神的祭壇。據我的觀察，象神的
參拜者只限於當地泰國人，但是，
由於象神代表吉祥、智慧、財富、
權力，大多數港人到曼谷亦會購買
相關佛牌。然而，象神應稱為迦奈
夏（Ganesa），本為濕婆（Shiva，
破壞之神）及巴婆蒂（Parvati，雪
山神女）的兒子 。因為濕婆經常

離家太久，他不知道妻子誕下了迦
奈夏，有一天，當巴婆蒂在家洗澡
的時候，濕婆突然回家，他誤以為
迦奈夏和妻子私通，一怒之下砍下
了迦奈夏的頭。弄清真相後，濕婆
和巴婆蒂傷心不已，向生命之神
毗 濕 奴（Viṣṇu） 求 救， 並 按 指
示把最先發現的動物安裝在迦奈
夏的頭上，結果迦奈夏便擁有了
大象的臉孔。

印度教有「男神」，亦有「女
神」，更會生兒育女。在印度教的
神話裡，神靈和人一樣需經歷生老
病死，只是壽命比人類長。印度教
的神分為「天」、「空」、「界」
三 界， 實 為 多 神 教。 例 如： 火 神
阿 耆 尼（Agni）， 太 陽 神 蘇 爾 耶
（Surya）、雷神因陀羅（Indra）。

更有趣的是，眾天神也有敵人。
最常見的敵人為阿修羅。原本阿修
羅應是眾神之一，但他由於會說
謊、打妄語而且好戰，經常和天
神發生衝突。根據印度教經典《薄
伽梵歌》（Bhagavad Gītā），阿
修羅的性格無知、傲慢、自大、妄
想，所以成為眾神之敵。例如，在
印度神話裡有一名惡魔名叫「不利

特」，以打雷和興霧和天神因陀羅
作戰，終被因陀羅用金鋼杵擊斃。

在現代社會裡，「男神」是用
來形容男人典範女人蜜糖的白馬王
子，但在印度教神話裡，「男神」
是指具有法力以及具人格化的天
神，亦會追求「女神」，更會談
戀愛。作者田中於菟彌認為，印
度神話的「情節往往極端離奇頗
為引人入勝，令人常有欲罷不能
之感」。如讀者對於現今印度教
的歷史有興趣，這本書正是必備
的入門書。

香
港人去曼谷，總愛到 Central World 商場
附近的四面佛參拜，然而，我卻對印度教
神靈的故事著迷，這本《印度神話故事》
為我解答了不少疑問。正統來說，四面佛

應稱四面神，或稱梵天（Brahmā），是印度教的創造
之神；據說是祂創造了宇宙。根據古印度經典《往世
書》，梵天沒有母親，屬於自我誕生。

那麼，為何四面神會有四張面和四隻手呢？原來四
張面代表四本《吠陀》（即《梨俱吠陀》、《娑摩吠陀》、
《夜柔吠陀》、《阿闥婆吠陀》），而四隻手則代表
東南西北四個方向以及智慧、自我、心靈和自信。在

作者

田中於菟彌（1903-1989）

於日本東京出生，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
大學）文學部梵文學系畢業，從事梵文翻
譯，曾任日本和印度文化協會會長。

《印度神話故事》

（星光出版社 / 2003）

印度教男 神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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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谷的四面佛，吸引大批
信徒參拜。

印度教的神像（左起）迦奈夏、濕婆、巴婆蒂一家三口。

火神阿耆尼 太陽神斯羅耶 雷神因陀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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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哲爸爸

會計師，深信學習理財，應該從小開始， 
提倡「遊戲學理財」。

部長

熊本熊の神話

你
喜愛的熊本熊原來是位政府官員，不是漫畫虛構的那種，而是
一名真正的日本縣級營業部長。」我對阿哲說。

時值 2010 年 2 月，九州的新幹線將於翌年 3 月全線通車，
當時的媒體焦點落在博多縣的拉麪、終站的鹿兒島，以及其他沿線特色景點，
完全找不到「熊本」二字，熊本居民也普遍擔憂通車將會帶來負面影響。

時任縣知事（縣長）蒲島郁夫擬定「熊本驚喜」作為迎接通車的策略，主角
商標是代表「火之國熊本」的紅色感嘆號，靠邊站的黑熊只不過是設計師順手
加上的陪襯角色，簡稱くまモン（KUMAMON，熊本熊）。當時大家認為如
有卡通人物作為吉祥物，理應有助宣傳，不料由平面圖案化身而成的第一代熊
本熊人形布偶，由於造型不合比例，古怪的樣子反而嚇跑了所有孩子。熊本縣
政府的職員沒有放棄，他們不停改良熊本熊直至現時所見的可愛模樣，努力終
於得到回報，「熊本熊體操」逐漸成為奪取大眾歡心的必殺技。

為了響應推動經濟復甦的「緊急僱用創新計劃」，蒲島郁夫作了一個認真的
決定，就是透過這項計劃聘請熊本熊成為政府職員，雖然只是臨時僱員，也是
日本史無前例的創舉。熊本熊受聘後沒有留在熊本，反而前往大阪展開神秘之
旅，他在大街小巷神出鬼沒，推廣的是反而是大阪名產和旅遊勝地，不時透過

「

網頁提示他的行蹤，人們的好奇引
發熱話。

熊本熊接受縣長委任成為「熊
本驚喜特命大使」，任務是再次前
往大阪派發一萬張熊本熊名片。任
務完成之後，熊本熊卻失蹤了，蒲
島郁夫因此召開了記者會，同時透
過電視、電台、電子媒體等途徑呼
籲大家協助尋找熊本熊，市民也
幽默地回應，不停在社交網絡分享
「捕獲野生熊本熊」的照片。

正 當 熊 本 熊 熱 潮 不 斷 升 溫 之
際，蒲島郁夫作出另一項重大決
定，就是以縣政府的名義向設計師
購入熊本熊的版權，然後免費授權
予任何想使用熊本熊肖像的人，愛
好者從此不用擔心自己辛苦建立的
熊迷網站，日後遇上侵權訴訟而被
迫關閉的情況。商用方面，如果是

縣外產品，只需加上「熊本是好地
方」之類的圖文介紹便可免費使
用。遇上全國的品牌，縣政府便會
游說他們使用當地農產作為原材
料，例如固力果免費使用熊本熊的
肖像，同時採用熊本縣的澤西牛奶
生產百力滋，農民收入上升間接增
加縣政府稅收，締造「三贏」局面。

宣傳熊本熊而非熊本縣的策略
異常奏效，加上免費授權的成績
理想，日本銀行估計熊本熊在兩
年內為當地帶來的經濟效益超過
千億日圓，旅客方面也有大幅增
長，因此蒲島郁夫於 2011 年 9 月
30 日擢升這位臨時僱員成為營業
部長。有了部長的頭銜，熊本熊
能與企業高層直接會面，創造更
多機會，例如熊本熊拜訪可果美
（Kagome）的東京總部時，得到
董事長及開發部長親自接見，共

同商討以熊本冬季特產椪柑生產
「蔬菜生活椪柑汁」。

我問阿哲：「你還想知道熊本
熊如何進軍全國、邁進世界，與
BMW 等著名品牌合作，甚至踏足
東京大學及哈佛大學的神聖講堂，
分享『熊本熊的政治經濟學』的事
跡嗎？如想的話，就用你的每月購
書配額買下這本《我是熊本熊的上
司》。」「好。」阿哲立即回答，
「不過你的配額要用來幫我買這本
最新出版的《老鼠記者》。」

日本九州熊本縣知事，2008 年起連任至
今。2011 年九州新幹線全線通車，他有
感熊本縣在日本知名度低，於是設計出
「熊本熊」作吉祥物宣傳熊本縣，「熊本
熊」很快風靡全國，名氣甚至擴散至海外。

《我是熊本熊的上司》

譯者：蘇暐婷、江裕真
（野人文化 / 2014）

作者 ： 蒲島郁夫 

閱刊 Read Monthly • MAR 2015    3332    閱刊 Read Monthly • MAR 2015 

兒 童 理 財



本期書目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份

A Song of Ice and Fire George R. R. Martin Harper Voyager 1996

Did the Greeks Believe in Their Myths ﹖: 
An Essay on Constitutive Imagination

Paul Veyn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Frankenstein Mary Shelley Lackington, Hughes, Harding, 
Mavor & Jones

1818

Sum: Forty tales from the afterlives David Eagleman Pantheon Books 2009

Symposium Plato Penguin Classics 1999

The Holy Vedas Pandit Satyakam Vidyalankar Clarion Books 1998

The Odyssey Homer Penguin Classics 2006

The Social Animal: The Hidden Sources of Love, 
Character and Achievement

David Brooks Random House 2012

The War of the Worlds Herbert George Wells lliam Heinemann 1898

L'Art de la Cuisine Française Marie Antoine（Antonin） 
Carême

painting by Marie Antoine 
Careme

1833

3 步驟做頂級天然保養品 ：65 款保養品． 
貼身皂自然美膚配方一次收錄

石彥豪 采實文化 2010

Urban Touch 三十間 30＋ 急急子 日閱堂 2014

人生最後一次相聚：禮儀師從 1000 場 
告別式中看見的 25 件事

江佳龍 春光出版社 2011

中西神話 張學明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2

王度廬散文集 徐斯年 天地圖書 2015

古希臘人是否相信他們的神話：論構建的想像 保羅韋納 華東師大 2014

印度神話故事 田中於菟彌 星光出版社 2003

地獄 丹布朗 時報文化 2013

我是熊本熊的上司 蒲島郁夫 野人文化 2014

投資簡義 麥基爾、艾里士 天窗出版 2015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保羅科爾賀 時報出版 1997

夜巡老師 水谷修 文經社 2006

紅頂商人 高陽 聯經出版社 1999

胡雪巖 高陽 聯經出版社 1999

毒家陷阱：那些你以為對的， 
卻毒死你的錯誤生活方式

人本自然編輯部 人本自然 2013

後備 倪匡 遠景出版社 1981

香港後工業年代的生活故事 張少強、崔志暉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5

會撒嬌的女人最好命 羅夫曼 太陽氏 2005

圖解山海經 徐客 西北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2014

婚後男女の講呢 D 夏花 亮光文化有限公司 2015

燈火樓台 高陽 聯經出版社 1999

富爸爸 • 窮爸爸 羅伯特清崎、莎朗萊希特 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2001

惡童日記 克里斯多夫雅歌塔 小知堂 1993

湯圓與糯米糰子 小三 萬里機構 2015

尋蟲記 2 ──蟲中取樂 李熙瑜 商務印書舘 2015

頭髮 倪匡 明窗出版社 2006

鏡花緣 李汝珍 嶽麓書社 1979

與
摯友們飯聚，談起尚未達成的目標，又慨
嘆投身社會以來，不免要做些違心事情，
嘴臉漸變媚俗，忘記原本的自己。因此會

不時自省，趁稜角還未磨蝕時，繼續向目標進發，
努力做自己。

 
當年的目標，膚淺至打數年牛工儲錢，然後跟朋

友合資經營咖啡店；虛無如記錄我城面貌，文字也
好，聲畫也好，像《Urban Touch 三十間 30 ＋》般，
圖文兼備平實記下香港老舖小店，以及當中的人、
事、情。

 
書中故事，是正職為電台節目主持的作者急急

子，主持的紀實電台節目的內容。她在過去數年訪
尋香港各處舊舖，寫下故事，拍下照片，錄製聲音，
後將文案整理集結成書。當中有些是開業數十載、
小本經營的文儀用品店和百貨店等；又有因行業式
微，步向淘汰的店舖，如改衣店、印刷舖、造秤店
等。作者以細緻角度觀察香港，運用文字及圖像，

記下香港快將消失、甚至在著作出版時已經消失的
店舖及行業。 

作者從店舖出發，記敍店舖歷史及故事，同時描
寫當中的人與情，當中包含透徹觀察與細密心思，
以及說故事技巧。如造秤舖不一定只寫秤，可以是
老闆與妻子的愛情故事；印刷店可以說說活版與柯
式印刷之別、印刷機牌子之餘，又可提及不同印刷
店經營者的兄弟情誼。

齊備店舖地址、行業術語等硬資料，其實不難；
笑淚交織的故事，才是動人心弦的元素。因此筆者
早已忘掉山貨店草蓆可供選擇的尺寸，不過銀髮老
闆由接手經營，到因跌倒而無奈退休的來龍去脈，
倒是記得清楚。

 
說回那次聚餐，話題總是圍繞活在當下不免天天

逼我上路，天天逼我進步。但在捲入時代巨輪之時，
仍然能擁有夢想跟前途，已算不賴。

全名青木急急子，本名區穎琳，香港商業電台
主持。擅長發掘人和事，主持紀實節目《Urban 
Touch》。

《Urban Touch 三十間 30＋》

（日閱堂 / 2014）

作者

急急子

做 自 己

說書人

史堤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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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都 是 說 書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