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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只需一個習慣，便能改寫你的人生
《閱刊》為迎合廣大讀者的口味，一直不遺餘力，在內容

上推陳出新。今期首次加了人物專訪這個環節，訪問了拔

萃男書院前校長張灼祥先生。張校長退休後，把家中大部

分藏書捐給中文大學及城市大學。有機會參考張校長的閱

讀歷程，實在是香港學生的一大福音。

說回今期主題「筆尖上的震驚」，我們的編輯為配合「震

驚」氛圍，嘗試替大部分篇章，創作別出心裁的文題，

「惡搞」現在流行譁眾取寵的「標題」文化。從紙媒到互

聯網，不少報道、文章，以至書名，都起用過度誇張、

煽情的標題，未看內文已過度感受當中的衝突與起承轉

合。這是起題者想從標題開始去吸引讀者之法，有時頗

具玩味，可是更多時候都是石破天驚的文題配以枯燥空洞

華少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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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刊》公開派發地點

說 書 人 自 白

的內容，令追看內文的讀者大有「中計」之感，是另一

個極端的「震驚」。

今期有柯景騰道出足以震驚華爾街百年的恐懼和誤判；

小書指出只要為人父母「生性」，孩子就能幸福；佳如

介紹震驚十四億人的作家；邵頌雄找來強到上太空的「宇

宙金」；夏心妍則公開兵不血刃都能打勝仗的絕密方法。

大家不妨細心閱讀當中含意，感受一下編輯們為了起

題，可以去到多盡，也順道想想有哪個標題，其實可以

浮跨得更徹底吧。

最後當然要說說此文題目，本刊物有名你叫《閱刊》，

那個改寫你一生的習慣，當然是閱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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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藤書坊
樂文書店（旺角及銅鑼灣）
開益書店（旺角及銅鑼灣）
綠野仙蹤書店（旺角）
天地圖書（灣仔）
森記書局
上海印書館
國風堂
天窗出版社
田園書屋
城邦書店
人民公社
書得起
讀書好棧
精神書局（北角及西環）
實現會社
陳湘記書局（灣仔）
尚書房

新亞圖書中心 
基道書樓

Cafe
Roundavy's Kitchen
青木咖啡店
Think
TC2 cafe &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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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嶺書院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民生書院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觀塘瑪利諾書院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保祿六世書院 
慈幼英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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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都酒店

其他
香港挪亞方舟
教協（旺角服務中心）
伯樂音樂學院 
Adecco Personnel Limited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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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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說書人後，常被問及推介書籍的準則。經典名著？滄海遺珠？新書推介？答
案只有一個，就是一本好書。世上的好書太多，以有涯隨無涯，殆矣，挑選好書
才是出路。好書何處尋？翻查資料，在踏入2000年時，全球也興致勃勃地為世界
作總結，文學界亦選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結果由魯迅的《吶喊》以大熱姿態奪得

《亞洲週刊》「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第一名，他更被表彰為「20世紀亞洲區最偉
大的作家」，地位舉足輕重。

十多年後，魯迅的地位是否依然？
每當教育界出現刪減魯迅文章的
動議時，不論成事與否，總會引
起爭議；與其他消失於無形的作品
相比，地位超然。魯迅和《吶喊》
一直被公認為中國文學的代表，
是時勢造英雄的好例子。辛亥革命

（1911年）爆發後，中國知識分子
推動的新文化運動，由魯迅當上大
旗手，應留日時期的好友錢玄同之
邀，為倡導「新文化」和「文學革
命」為目標的《新青年》月刊撰稿。
在 1918年 5月《新青年》第 4卷 5
號，首次用「魯迅」的筆名，發表
了短篇小說——《狂人日記》，是中
國第一篇白話文小說。此舉震撼了
整個文學界，使魯迅聞名全國，成
為推動新文學的領袖。

《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白話小說
的開山之作，影響深遠，甚具歷史
價值。小說分為十三段日記，魯迅
借一個精神異常、超於現實者的
瘋言瘋語，「橫眉冷對千夫指」地
喊出傳統禮教「吃人」的真相。魯
迅巧妙地將人獸並存於小說中，以
暗示人類不但有獸的本能，而且更
為可怕，因為人類連同類也不放
過，推翻了孟子的「人禽之辨」。
全文雖以白話文創作，但諷刺地
以文言文補述一段，說狂人已「早
癒」，更有機會從「候補」制度中
得到一官半職，似在暗示要成為

「正常人」，最佳的方法就是同流
合污。狂人只好用最後一口氣，

喊出「救救孩子」的慘叫聲，因魯
迅認為希望是在於將來。

狂人是眾人皆醉他獨醒，思想超
越所有人；阿Q則是渾渾噩噩過日
子，思想落後他人，是《吶喊》最
明顯的人性對照。《阿Q正傳》是
魯迅的另一經典，阿Q被譽為中國
小說史上最著名的小說角色。精神
勝利法這種病態心理，可怕之處
在於自我催眠，令人沉淪於不切實
際的自我安慰。阿Q這個沒有人生
意義的小人物，就是《吶喊》序言
中，在日本講堂畫片上看到的中國
人 ；即使體格如何健全，也是毫無
意義的示眾材料。而狂人就是站在
鐵屋外，要大嚷起來驚醒快要悶死
的人。無奈地，魯迅可能也預料不
到，他精心創作的人性缺憾，隨時
間逆轉為生活的一劑良藥，尤其適
合充滿煩憂的香港人。現今的阿Q
精神，竟成為樂觀豁達的座右銘。

回顧歷史，魯迅曾訪港推動新文化
運動。對於香港文壇被指為「沙漠
之區」，他不以為然，認為這種估
計「未免太頹唐」，更阿Q精神地說：

「就是沙漠也不要緊的，沙漠也是
可以變的！」後來，他在港遭無理
查關留難後，不禁憤慨地說：「香
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
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
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
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
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

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
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時移世
易，如果魯迅還健在，重臨風起雲
湧的香港，他又會為現今的「土人」
喊出甚麼？

我們常誤以為經典作品早已膾炙人
口，不需再推介，但殘酷的現實告
訴我，這世代的人最熟悉是智能手
機型號和韓劇。強如魯迅？還是需
要說書人推一把，讓經典傳頌下
去。在下一個千禧年，當你我已經
不存在，魯迅的《吶喊》還會高高
地站在各經典書目名單中，繼續令
讀書人俯首稱臣，因它就是驚世文
學的代表。

《吶喊》
（商務印書館〔香港〕/         
　2006）

本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
基者，在西方世界享負盛名。無論雜文、短中
篇小說、社會評論、自然科學著作、古代典籍
校勘與研究，甚至外文翻譯等，皆有成就，被
譽為「20 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佔最大領土的
作家」。

   作者  魯迅

（ 1881-1936 ）

震
驚
十
四
億
人
的
作
家

閱刊 Read Monthly • MAY 2015    54    閱刊 Read Monthly • MA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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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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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 Crossover

面 對

一 個 愈 來 愈 熱 的

星 球 ，

我 們 將 何 去 何 從 ？

閱畢全書，不止全世界都震驚，
就連遠在太空的外星人，也不禁
倒抽一口涼氣：「天呀！地球人想
玩集體自殺，也犯不著找其他生
物陪葬吧！」也許，這正是環保分
子的用意，語不驚人誓不休，把
全球暖化說成世界末日，以期引
起各界關注，齊齊減碳。

不要誤會，我是真心相信全球暖
化，平時身體力行，實踐環保生
活，至於世界末日，我亦抱持「寧
可信其有」的態度視之。但我懷
疑其他人未必同意，畢竟全球升
溫 6°C 是極端假設，即使屬實，
也不會在本世紀發生。換言之，
對不少人來說，世界末日就像聖
經所講的「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
改」一樣遙遠。

未來充滿變數，即或行將就木，
也 有 可 能 迴 光 返 照 。 君 不 見 近
年歐美接連遭遇寒流侵襲，氣溫
屢破新低，雖然科學家強調嚴寒
是暖化的結果，因極地漩渦受熱
而減弱，冷風外洩，繼而南下，
令高緯度地區出現異乎尋常的寒
冬 。 至 於 你 信 不 信 ， 反 正 我 信
了！不過，我更相信反對者會覺
得 這 是「 輸 打 贏 要 」， 因 為 太 過
counter-intuitive。

迴光返照的現象還有很多。例如
作者承認暖化令南方糧食減產，

但北方則變得適合耕種，新增的產
量或會抵消南方的失收，也舒緩了
氣候轉變對人類的影響。而北極航
道因溶冰而開通，亦便利了歐亞航
運，商人不亦樂乎。

推廣環保，不能一味靠嚇，尤其世
界末日，講得多會變成狼來了，
有反效果。正如 John Maynard 
Keynes的名句——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如果世界末日
是下一代的事，有誰關注（尤其無
兒女的）？相反，霧霾遮天、水土
污染、山河變色等問題，才是最迫
切的威脅，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無
一倖免。

環保分子還有一個壞習慣，就是過
分吹捧簡樸生活。作者說：「不開
汽車、不搭飛機、採購本地產品、

自己栽種食物、與鄰居打好關係，
生活會過得比其他崇尚物質的人為
好。」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代價不
菲，尤其頭三項，恐怕得不償失。
反觀紀錄片，重點放在節能科技
上，提倡既環保又舒適的生活，
其中有一句話最深得我心：I think 
once people unders tand that 
climate protection puts money 
back in your pocket,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buy all that fuels, 
political resistance is going to 
melt faster than the glacier.

只有把環保從天上拉回人間，不
再離地，世人才會正視問題，踏出
拯救世界的第一步。不僅為了下一
代的福祉，也是為了當下的自己。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大家一起努
力吧。

有報道指，剛過去的冬天是1880年以來最溫暖的。香港
位於亞熱帶地區，全球暖化，我們的感受最深。自去年
尾至今，香港天氣既濕且暖，印象中未試過有一天低於
10°C，聖誕節穿短袖衫已夠掃興，新春更加熱到想裸跑，
感覺非常之不爽。

我怕熱，自然特別留意全球暖化的資訊。著名科普作者
Mark Lynas的大作《Six Degrees: Our Future on a Hotter 
Planet》，以史為鑑，結合最新的科學研究，預測地球每
上升 1°C 會有甚麼後果。出版後回響不絕，更獲National 
Geographic改編成同名紀錄片。我是先看紀錄片，後看
書，內容大致如下：

世 界 末 日 ？

還 是 狼 來 了 ？

1°C
2°C
3°C

4°C

5°C

6°C

水溫上升，產生更多颶風，水災無日無之。氣

溫

上

升

的

影

響

熱浪逼人，植物開始停止光合作用。冰川加速融化，水位上升，淹沒邁阿密、曼哈頓、上海等沿岸城市。

聖嬰現象加劇，超級颶風成為常態，沙漠化迅速蔓延，雨林落得跟冰川一樣的命運，全球有三分一物種瀕臨絕種。

西伯利亞、阿拉斯加、加拿大北部，甚至格陵蘭南部都變成融冰區，釋放大量甲烷，禍害比二氧化碳高 20倍，令
全球暖化進一步失控。

海水升溫，蘊藏在深海的甲烷亦告失守，大量釋出，導致海床崩移，隨之而來的是特大海嘯。

海水沸騰，引發甲烷大爆炸，威力等於 100兆噸黃色炸藥，亦是現存核武總和的一萬倍。核子冬天驟然來臨，氣
溫短暫下降後，因甲烷持續燃燒而止跌回升。最後，發生在二疊紀（約 2.9至 2.5億年前古生代的最後一個地質時
代）的生物大滅絕重演，人類從此玩完。

《Six Degrees： Our 
Future on a Hotter 
Planet》
（Fourth Estate / 2007）

英國作者及記者，提供報道予《衞報》、《觀察家報》、
政治及文化周刊《New Statesman》、網上環保雜誌

《The Ecologist》、文學雜誌《Granta》和皇家地理學
會出版的自然科學及地理月刊《Geographical》。他
是關注氣候變化的環保活躍分子，除《Six Degrees：
Our Future on a Hotter Planet》 之 外，《The God 
Species：Saving the Planet in the Age of Humans》
亦是有關保護環境的著作。

作者 Mark Ly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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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雜誌挑戰，找記者在他身旁觀察
其交易，結果眼光奇準，本金增值
10倍。

不過，預測準確，相信無法令高質
素、沉著冷靜的柯粉震驚。此書被
奉為「江恩理論」最重要的著作，
最令人震驚，或者最大反差的，就
是他在論述中的保守態度。

堪稱一代炒家的江恩，用古代戰國
的術語，叫做一代梟雄；一般平常
人的看法，這種人是個投機者，大
膽、富貴險中求、風險胃納高。但
他在書中沒有教你這些，他告訴
你，投資者，要保守，不要被「希
望和恐懼」（Hope and Fear）主
導決策；有懷疑，看圖表；若有一
刻你買貨或持貨是因為你希望它會
升，那你千萬不要買入，甚至要立
刻沽出，因為「記住，股市不是要

來取悅你，令你可以用某個價買入
和賣出」（Remember the market is 
not going to act to please you or go 
to certain figures just because you 
want to buy or sell at those figures）。

江恩尊重科學，反對盲目樂觀，
亦引申出他的另一種手法：支持沽
空。香港有個別「股票知識買辦」，
以文章矯情見稱，經常在專欄中
表示：沽空很危險。即是只應看
好，不應看淡。但江恩會說，不
要做好友或淡友，要做自己的分
析和研究，去決定買和賣，淡時
直接沽空獲利。

股壇分析員多會給予股票目標價，
因為股價一旦命中，就會如電影情
節一樣，恰到好處，精準如英雄人
物。然而此書教的卻是現實：輸，
要止蝕，懂得認輸；贏，卻是沒目標

價，任由它升，但不斷調高止賺價
錢，就是中文的「匍匐前進」，有懷
疑便睇圖及分析，不對路便離場。
股市離不開恐懼和誤判，這兩件
事，在股壇司空見慣，看錯毋須愧
疚，認錯離場便是了。

江恩教誨，就是凡事不用太震驚。
他甚至叫人多休息，不用年頭炒到
年尾，舉例指有位成功的交易員朋
友，一年只落五六注，賺夠便沽貨離
場，去佛羅里達行山捕獵，直至覺得
機會來了，便重回華爾街繼續搏殺。

今日香港股壇，一次又一次發生恐
懼、錯判、行山的故事，但原來百
多年前，江恩早已預言。驚世的預
言家，教你不要震驚，但一字一
句，又觸動讀者的心靈。

這就是震撼人心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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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th of the Stock Tape》
（The Richest Man in Babylon / 2007）

 中譯本 ：
《股票行情的真諦》

1909 年《股票行情和投資文摘》雜誌監視他的 25 個交
易日裡，江恩使本金增值了 10 倍而聲名大噪。1923 年江
恩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書《Truth of the Stock Tape》，之後
陸續又出了十幾本書，還舉辦課程和講座。惟後人對江恩
有否藉股票交易賺取暴利有分歧。

   作者 William Delbert Gann 
（1878-1955）

一本好書，會讓你掩卷而笑。一本經典，會讓本來在看Kindle版本的你，有衝動立刻去買一
本實體書。這本書，叫 《Truth of the Stock Tape》，由技術派一代宗師江恩（W.D. Gann）所著；
套用一些矯情的網上文字：看後我震驚了。事實上，當年的江恩，的確震撼了整個華爾街。

柯某粉絲（柯粉）相信會有點納悶，柯某說書逾一年，股神都是價值投資派，甚至乎，部分
股神是創造股票的神人，而非參與炒賣的股神。但股壇的神話，至少有三分一，是由技術派
創造出來的。現實的股市，可以肯定大部分交易都是由技術分析而來，柯某從沒見過任何人
炒股票會不看圖，即使不相信，亦會參考技術分析。

江恩是個華爾街交易員，書中自稱曾破產40次，但令華爾街最震驚的一次，有文字記載是接

（ 一個成功的交易員，他必須通曉人類本質，然後做大眾相反的事情。）

“For a trader to succeed, he must study human nature and do the opposite 
of what he finds the general public does.”

—William Delbert Gann《Truth of the Stock Tape》

震驚華爾街百年的

恐懼和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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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過 的 股 神



1886年，轟動整個意大利的《愛的
教育》出版，旋即成為當時學生的
必讀書本。此書被編入兒童文學及
教育類別，經歷百年不朽，無可置
疑地是此類目的經典，至今仍有不
少國家以此書的內容作為學生公民
教育的教材。還記得那個叫敍利亞
的男孩，中學時我已在中文教科書
上讀過他的故事──〈少年筆耕〉，
其中一篇收錄在《愛的教育》的文
章；讀教育文憑時我把這本教師指
定讀物看了一遍；物換星移，如今
我再讀此書，就覺得它應該同時納
入家庭教育一類，成為父母的必讀
秘笈。
 
這些年坊間湧現不少親子教育書
籍，作者由專家到身經百戰的父母
也有，但就不怎麼見到現在的孩子
好了多少，原因當然不只一個，但
父母實是責無旁貸。說這樣的話，
不但開罪很多家教書籍的作者，也
有踐踏父母辛勤賺錢培育孩子之
嫌，在此先表明我無意也不敢冒
犯，只是看書時有感而發。
 
沒有虎媽尖子育成法則、沒有選校
面試攻略、沒有親子關係速成法、
更沒有糾正子女偏差行為的妙方，

《愛的教育》只是一本作者以意大
利市立小學三年級生安利柯的虛構
身份寫成的日記，也有安利柯父母

親筆寫給兒子的文章和學校命學生
抄寫的〈每月例話〉（大抵是一些愛
國和公民教育故事）。那麼……此
書價值何在？
 

《 愛 的 教 育 》 意 大 利 原 書 名 為
Cuore，是「心」的意思，其核心
是要孩子從心出發學會感恩，其實
更深度的意義是要父母明白，抱持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態度去
身教孩子比一切重要。「身教」不
是新鮮事，卻時常被錯誤演繹為

「親身教授」的意思：孩子邊吃飯
邊玩手機，父親制止，向孩子說明
這行為不禮貌，也會影響眼睛云
云，自己卻照樣手機送飯；孩子在
校與同學因小事爭吵，母親苦口婆
心教導孩子要寬恕別人，卻因在街
上被人不小心踩了一腳而追罵別人
九條街。
 
我雖非家教專家，也沒兒女，但以
往的教學工作卻讓我見盡天下父
母。每當孩子出現問題、父母求助
的時候，教師能給予的只是一些治
標的方法，問題的根本往往在父母
的教導上，畢竟父母是孩子的第一
個學習對象，日後兒女離開校園，
父母的教導責任仍要繼續下去。
 

《愛的教育》不只是一本童書，更
是引導父母反思自身角色的指南，

不 信 的 話 ， 請 閱〈 街 路 〉、〈 畸 形
兒〉及〈爭鬧〉三篇，再思考自己
對此文開首三個情景題的回應，我
敢保證如果父母能讀懂此書一百篇
的真意並貫徹於教養孩子上，比
讀上幾十本家教書籍、上不同工
作坊或逼孩子參與甚麼訓練奏效
千倍萬倍。
 

《愛的教育》
（三聯書店 / 2001）

生於意大利，16 歲入讀軍事學院，開始軍
旅生涯。1868 年發表處女作《軍旅生涯》，
1870 年羅馬解放後棄戎從文，早期曾周遊
列國，寫下不少遊記，如《西班牙》、《倫敦
記事》。有關社會題材的作品有《散文集》、
《朋友們》及《愛的教育》等。

作者
 Edmondo De Amici （1846-1908）

父 母 生 性， 孩 子 倍 添 幸 福 

不要問，只要答：

①		你從窗口看到趕回家的孩子撞倒路上的婦人卻繼續直走，你會

如何？

②		你要到特殊兒童學校走一趟，幫鄰家的孩子求一個學位，你不

得已要帶上自己的孩子，你會帶他一起跟你入內（孩子可能會

見到一些特殊學童），還是命他在學校大堂等候？為甚麼？

③		孩子在學校被好友不小心絆倒弄髒課本，孩子報復推撞對方一

下，本想進一步拿間尺拍打對方，最後好友主動講和，孩子回

家後告訴你來龍去脈，你會如何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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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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書 說 書



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季羨林的《糖史》等史學名著，用
「以小觀大」的手法揭櫫歷史大勢和潮流，脈絡清晰，令讀
者易於掌握主題。

反觀劍橋大學教授David Abulafia的這本新作《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則試圖將
地中海自石器時代以來25,000年間的嬗變，以「流水帳」
式的敍述濃縮在600多頁內，野心甚大、難度亦高。他要
兼顧軍事、外交、經濟和文化等不同範疇，又要談到基督
教、回教、猶太教在地中海的角力，更要提及腓立基、希臘、
羅馬、鄂圖曼等無數民族，其浩瀚繁蕪，可想而知。再看
其近百頁的參考讀物清單，便知這本書當像中國的「方志」

般，重點不在深入的分析或討論，
而在勾畫一個地方的基本歷史。

作者是地中海歷史的專家，此前已
有《The Mediterranean in History》
等類似著述面世。他對這個區域的
著迷，由來有自︰其祖先在地中海
飄泊，並先後在西班牙、聖地、希
臘和意大利留下足跡。單是此書
扉頁的一句「a la memoria de mis 
antecesores」（紀念我的祖先），讀
來已令人動容。

在芸芸主題中，David Abulafia較
側重於描述各種文化之間如何互為
影響。有些人稱美國為文化的「熔
爐」（melting pot）︰來自五湖四海
的移民，雖然各有其宗教、種族和
背景，最終都融入了美式生活，更
進而豐富了美國文化，令美國文化
更具吸引力和生命力。然而，經

「熔爐」淬鍊而生的文化，說到底
就是讓所有人站在同一根文化大纛
之下。反觀地中海這個「舊世界」
核心，千百年間無數民族在此互為
影響，形態各異的文化和生態不但
得以保留，而且更發展得愈見色彩
繽紛。

史學家Edward  G ibbon說過，
“Conve r sa t i o n  en r i c he s  t h e 
understanding, but solitude is the 
school of genius.”話雖如此，但
畢竟不可能每個人都是天才，所以
交流和溝通還是整體社會發展的推

動力。可是，現時有輿論深信文化
從來一成不變、亦可以永遠一成不
變，不容任何外來「污染」，否則就
是背叛。如果他們願意參考David 
Abulafia這本著述，未知能否再作
深思？

後記︰由於企鵝出版社重視讀者健
康，所以沒有把這本書分拆為上下
兩冊。800頁的平裝書在手，絕對
是訓練二頭肌的最佳工具。

香港地少人多，衍生很多有趣、獨
特、創新的城市規劃，建築師張為
平走遍香港各區，展示隱沒大樓窄
巷 間 的 建 築 學 理 念， 例 如 地 下 與
空中的交通延展、高樓間的罅隙街
市、天橋下的空間填充、商場座椅
的商業考慮等；同時又以圖像及相
片主導，展示商業機構及民間如何
發揮創意，善用空間，是香港高密
度都市文化的記錄。

《隱形邏輯──香港式建築極限 》
作　者：張為平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遊走世界的作詞人于逸堯，以親自
作詞的廣東歌《再見二丁目》歌詞「暢
遊異國　放心吃喝」入題，繼續轉
街過巷寫意體驗飲食文化，並將之
融入香港環境，讓讀者知道無論於
甚麼角落的餐廳吃喝，味道似是甚
麼都不緊要，只要可從平日的飲食
及接觸的文化中品嘗味道，便不難
發覺原來過得很快樂。

《暢遊異國　放心吃喝》

作　者：于逸堯
出版社：三聯書店

新上榜 • 必讀選

《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Penguin UK / 2014）

英國籍歷史學者，主力研究中世紀和文
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中海
國家，現 為劍橋大學 地中海歷 史教 授。
1988 年出版《Frederick II:  A Medieval 
Emperor》，分析腓特列二世王朝並質疑
既有學術概念，被認為是他其中一本具影
響力的著作。2008 年出版、講述中世紀西
歐人在大西洋與巴西、加勒比海等地社區
接觸的著作《The Discovery of Mankind: 
A t lan t ic  Encounte rs  in the Age of 
Columbus》亦受推崇。

作者  David Abulafia

地中海
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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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歸 樓
說書人 四斗米士

70 億分之一，好讀書，
餘無足道。



談閱讀，誰最有資格？

學者？文學家？寫書的？賣書的？做圖書館的？……

張灼祥未必是最有資格的人，但他肯定夠格有餘，不獨因為他是拔萃男書院前校長、

藝術發展局前成員、曾在港台做文化閱讀節目十多年，

也因為他自 70 年代起在報章寫專欄，到現在還在寫，而且他讀書的量，

比持續 90 年每星期讀一本還要多！

張灼祥：

訪問這樣一位人物，很想從他身上拿走些甚麼秘技，他卻似是無招勝有招。最具體的竅門，也是道來淡
然，「工具書  /  實用性的書、心靈雞湯之類，最好不要讀了」，心靈雞湯所提供的，是你都會說的，只是經
過包裝而已。諷刺的是，香港最好賣的，也就是這些書了吧。他認為，對初階的人而言，這些書或有少許
激勵作用，但「青少年要是肯捱，應找一些不太明白的書來看」。

對張灼祥來說，「閱讀有趣的是，一看就明的書不好看，不太明白的書才好看。」換言之，要有好奇心和挑
戰自己的興味。「舉例一個哲學家如尼采，談的是較艱深的問題，但因用了一套方法論來談，你讀著讀著，

（即使不太明白）都會知多一點；但讀心靈雞湯是不會知多一點的。」

“'Children, you are the future,' he said, and today I realize he did not mean it the way it sounded. 

The reason children are the future is not that they will one day be grownups.

 No, the reason is that mankind is moving more and more in the direction of infancy, and 

childhood is the image of the future.” —— Milan Kundera, 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可是，他這個「知多一點」，又不等於增進知識，「閱讀不
是增進知識，是個過程」，讀小說時有想像，讀哲學時有思
考，「讀後若忘記了就忘記了，沒得可惜不可惜」，也不會沮
喪。或許這就是閱讀所需的心靈質素。但必須補充，以往張
灼祥也有寫閱讀札記、抄金句，到十多年前才停止的。

書若看不明白，如何看得下去？「若完全不明白，當然不
行」，原來他也有看不明白的書，「康德（Immanuel Kant）
的翻譯書，我試過看，完全看不明白」，結論：不要看囉，
找些較容易看的哲學書來看。

看書更看作家改變歷程

至於小說等文學作品，他閱讀的不是作品，而是作
家。「一個作家，（作品）要有個量，你才可捕捉到
風格，看到他的改變，有時看書的樂趣是看改變的過
程。」

在閱讀上，張灼祥相當包容，幾乎甚麼書都看，以前
買書就像女士們買手袋和鞋，可能見封面靚就買；退
休後藏書地方有限，多了在書店打書釘，站一個小時
讀完黃碧雲的《烈佬傳》，也曾站著翻看一些流行愛
情小說，但覺得「好悶」。他強調，書是永遠看不完
的，有些書看引言就夠，有些書不用全本看完，也有
些書是你會翻看的。

張灼祥鼓勵人看經典著作，「所謂經典，就是經得起
時間考驗」。他曾遇一個小學生，說看過《水滸傳》、

《西遊記》，張正驚歎之際，卻發現小學生看的，原來
是很薄的、有圖的簡化版，「看完等於沒看」，沒有了
極重要的敍事過程，文字也無吸引力。

他特地挑選了五位作者的七本書，向《閱刊》讀者
推介。其中兩位是他認為應該拿諾貝爾文學獎、卻
仍未拿到的昆德拉（Milan Kundera）和村上春樹。
他欣賞昆德拉的寫法與眾不同，欣賞他對歷史、對
人 物 的 嘲 諷， 例 如 在《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中 譯《 笑 忘 書 》） 中， 寫 一 位 前 總 統
勉勵小朋友：「你是未來的主人翁。」卻以這耳熟能
詳 的 說 法，「 嘲 諷 人 類 正 趨 向 小 朋 友 化，move in 
the direction of infancy and childhood， 這 個 就 是
image of the future（社會未來的形象）。我們常說：
為甚麼人愈來愈幼稚？──別說小朋友，看看世界，
所謂政客──那幼稚性，正正是小朋友式的那種；現
時科技發達……那種幼稚卻比以前更不堪。」另推介

《Slowness》（中譯：《緩慢》）

張灼祥欣賞昆德拉的嘲諷，但現在過了耳順之年，「覺
得他嘲諷得太重，不留情面」。也許正因這份包容，
他對於不太鍾情的作品，多數只說「不好看」。

要看不太明白的書

採訪、攝影：Pat Tam

閱刊 Read Monthly • MAY 2015    1514    閱刊 Read Monthly • MAY 2015 

檢閱場



「村上春樹該拿諾貝爾」

至於村上春樹，「有人說他寫得很『輕』──這是相對三島由紀夫、
大江健三郎而言。」以輕的筆觸，處理嚴肅課題，「如寫得不夠深
入，就會變得輕浮、膚淺」，例如《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
之年》，同樣的課題、同期的作品，有內地的《匆匆那年》，台灣的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一比起來，村上的「輕」，也不那
麼「輕」了，「你以為淺，其實他處理的手法很深刻！」

張灼祥相信，已連續六年入圍諾獎但都落榜的村上春樹，最終應該
可以奪獎，因為論小說，村上比莫言（2012 年諾獎得主）好看，「我
覺得莫言（作品）不夠具體」。

另外兩位獲推介的，是對張灼祥有影響的作家，一位是影響他文
筆的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他把很複雜的事情，寫得很
簡單」，那是從很多材料中，一路修剪出來的，文筆簡潔，容易明
白，但其實寫的事情不少、不簡單；推介大家看海明威的短篇小說。

莫妄想藉看書解決問題

另一位是影響張灼祥想法的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是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其熱門作品《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譯《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和《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譯《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讓文科出身的張灼祥，重新思考「奸商」、

「為富不仁」這些固有印象，例如災後重建，承建商抬價，是趁火打劫，還只是供求問題？閱讀就是思考。

「好多時你以為看書會解決到問題，其實解決不到。閱讀不是為你提供答案，而是啟發你一些想法；真正要
作決定的，仍是你自己。」

最後推介的，是張灼祥最愛看的《紅樓夢》（頭八十回），至今已讀了七、八遍，第一次在初中，那時不完全
明白，但「看到第六回寶玉初試雲雨情時，都好緊張」；每次看都有不同體會，近年更加入了「代入」的趣味，

「對號入座雖然顯得有點牽強，卻可增加閱讀時的樂趣」，他在文章〈石頭城的悲與喜〉中，把賈老太比作董
建華，又把賈政比作曾蔭權，「實質權力來自北方朝廷，故言行舉止，莫不戰戰兢兢」。張灼祥說：「最無能
的是賈政，但他正正是一家之主……」現在看來，這到底像誰？

訪問完畢，雖然沒能袋走甚麼方法和技巧，卻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張灼祥的感染，那是態度──閱讀態度。
他在閱讀這事上，主體性很強，是他在讀書，而不讓書帶著他走；他著重閱讀的過程，認為過程比結果重
要，閱讀時不帶功利的企圖心，不會想著要增進知識，反而要享受閱讀。也許，很多人心裡繫於閱讀的鉛
錘，可以一下子放下了，是的，讀者沒有責任把一本書讀完，也沒有必要把書的內容記住，只要輕鬆閱讀，
讀著讀著，眼界就自然開了，思維會逐漸進化，潛移默化這回事，總會被動發生。

Milan Kundera
《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Milan Kundera
《Slowness》

Michael J. Sandel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村上春樹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

巡禮之年》

Ernest Hemingway
《Hemingway Short 

Stories》

Michael J. Sandel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

曹雪芹
《紅樓夢》

（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

「閱讀的好處， 是在寂寞時不會寂寞。 現代人經常看手機，
覺得好像能保持與外界接觸 ； 但閱讀， 世界就在這裡，

一個肯閱讀的人， 不會覺得寂寞。」

（場地提供：新鴻基地產）
（鳴謝：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圖書館及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提供部分照片）

部分張灼祥贈予城大的書。（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提供照片） 

張灼祥贈予中大的作家
簽名本中，有顧城《黑
眼睛》簽名本。（香港
中文大學圖書館提供照
片）

推薦必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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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閱會「世界閱讀日」活動

4 月 23 日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訂定
的「世界閱讀日」（World Book Day），藉以鼓
勵大眾閱讀及寫作，並宣揚書籍版權的重要性。在
4 月 22 日舉行的新閱會「世界閱讀日」慶祝活動
啟動禮及講座中，由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
揭開序幕，他表示：「閱讀是一件令人愉快及滿足
的事情，我最近對《易經》很感興趣，覺得這本中
國智慧經典，在個人修養及人生道理等方面，都給
我很多啟發。我亦很喜歡閱讀人物傳記，發現他們

的成功往往是從逆境中磨練出來，這都成為我面對
及克服人生挑戰的鼓勵和動力。」

「新閱會」在 4 月 22 日至 28 日期間，於將軍澳東
港城設置以立體書為主題的展覽，供市民參觀及拍
照留念。並有以英國古典名著《聖女貞德》為藍本
的戲劇選段演出，透過戲劇的方式，帶領大家投入
書本的世界。其餘活動還包括名人嘉賓分享講座等，
以多元化的活動鼓勵閱讀。

全球同慶世界閱讀日

同一本書於不同人的眼中，可以讀出迥異的感受，而這些看法經過分享及討論後又會迸發出令人耳目一新的

啟發。新鴻基地產「新閱會」多年來致力推動閱讀亦鼓勵分享，藉此豐富大家的生活，更在剛過去的「世界

閱讀日」舉行了一連串慶祝活動，與眾同樂。

讓您尋找閱讀樂趣

環球慶典 同讀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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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今年「世界閱讀日」起，「新閱會」推出結合
閱讀與慈善元素的「閱讀 EVERYDAY」，透過來
自各個階層的代表人物對於閱讀的分享，在網上
募集支持，鼓勵公眾參與。部分分享影片，現已
上載「新閱會」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
com/shkpreadingclub)，大家只要讚好此專頁以
及 share 短片，每 100 個 share，新鴻基地產將
透過聖雅各福群會，幫助 10 位基層小朋友及青
少年參與創意閱讀活動。

莫樹錦醫生（右）、香港劍擊運動員余翠怡（中）及
歌手林二汶（左）鼓勵公眾，積極參與結合鼓勵閱讀
與慈善元素的「閱讀 EVERYDAY」。

「閱讀 EVERYDAY」鼓勵公眾參與

新鴻基地產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中）為新閱會「世界閱讀日」連串慶祝活動揭開序幕。

「循環．閱讀」活動

收集日期 即日起至 2015 年 11 月
收集點 全港分階段於指定地點收集，常設收集點如下：

– 銅鑼灣世界貿易中心
– 觀塘創紀之城一期
– 將軍澳東港城

書籍要求 外觀簇新、內容健康、語言不拘
了解詳情 www.facebook.com/shkpreadingclub
查詢電話 2511 3248 （新閱會） / 

2991 9102（世界綠色組織）

另外，「新閱會」與世界綠色組織合作推
出「循環．閱讀」活動，旨在鼓勵大眾透
過捐贈書籍，延長書本的生命之餘，亦可
令更多弱勢社群有機會享受閱讀的樂趣。
同時透過共享資源，鼓勵大眾實踐環保生
活，所收集書籍將經由義工分類，並因應
各支持機構的需要轉贈到受惠者手上。建
議可供回收的書籍，為外觀簇新且內容健
康的，如兒童讀物、 地理／旅遊、 心理
／健康／醫藥、小說／文學、 金融／商業
和生活百科等等，語言不拘。

「循環．閱讀」推動環保分享

「世界閱讀日」各地慶祝活動一覽

發行紀念郵票，讓小孩把閱讀和寫作風氣，
透過票隨信件傳遍世界。

曼谷市政府開展多項推廣閱讀的活動，例如
政府總部大樓改建成多功能圖書館，旨在增
加曼谷市民平均每人每年讀書量。

每年舉辦多個閱讀活動，有機構向兒童送出一
英鎊代用券，讓他們到書店換購書籍。此外又
鼓勵民眾捐書到醫院，讓更多人享受閱讀。

韓國

泰國

英國

當地會舉辦書展，讀者每購買一本書，會
獲贈一支玫瑰花，故街上很多人會拿著玫
瑰，像是情人節，十分有趣。

將每年 4 月定為「全國詩月」，更定下「全
美讀書日」、「免費漫畫日」等多個與書相
關的紀念日，時時提醒市民多閱讀。

舉辦為期九天的瓜達拉哈拉國際圖書博覽
會，是全球最大的書展之一，亦是南美洲
最大的文化節慶。

西班牙

美國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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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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人是智人嗎？人類真的配得上「智人」（Homo sapiens）這個詞嗎？年前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人文
學系教授哈拉瑞的新書《人類大歷史》，就質疑這一前設，可謂吸引全球讀者。更吸引讀者的是，作
者在不同國家、地區的譯本中，都採用當地史實，以符合當地需要或國情。不過甚麼版本也好，作
者的訊息都是那麼清晰：人類並非高智慧生物，農耕、工業生產等，其實是奴役和苦害。

然而這並非不值得，畢竟我們都有了這麼高的文明，即使以後人類滅絕而外星人在這裡發現遺跡，
也夠讓他們讚歎一會兒。雖然人類經歷了成為人類的革命，可是無論宗教或生理等層面，都令我
們更不自由。這裡說的是書中提及的認知革命、農業革命、科學革命等歷史轉捩點，以及歷史、
金錢、帝國和宗教的出現。作者認為人類這些進步並非甚麼了不起的成就，單是第一章的標題〈人
類：一種也沒甚麼特別的動物〉，就表達了作者的想法。

在這幾萬年間，發生在我們祖先身
上最影響深遠，同時又最具毀滅性
的革命，無疑就是智能革命，這不
但令智人在與兇猛的食肉動物和大
型食草動物的競爭中脫穎而出，也
令其他習慣於居住環境的原始人種
滅絕，當中包括了利用工具進行火
耕、捕獵，甚至航海等技術，讓人
類得以走出洪水的世界，尋找合適
的新家園。作者也提及一些有趣的
觀點，認為許多動物滅絕和地理、
植被的變化皆由人類而起。

這些智人足跡遍布世界各地，他們
令大量哺乳類動物滅絕，也透過大
規模農耕令體格和適應能力變差。
關於農業革命，有一種常見的說
法，認為農業革命發生於一萬年前
的中東兩河流域，作者卻指出世界

愚蠢的智人

各地的智人都或早或遲地發展農
耕。但因為地域和農耕植物的獨
特因素，只有中東、中國和中南
美洲能最早成功。但農耕植物也
馴化（domest icate）了人類，即
把人類關在房子裡（房子的拉丁語
是domus）。小麥就是一個典型的
例子，人們為種植小麥，辛辛苦
苦呵護它，但人類身心本為狩獵
和採摘果子而生，農耕固然能提
供大量糧食而令人口膨脹，但也
產生健康問題。

文字是人類史上的重大發明，它後
來被用作抒發情感和想像力，然而
在米索不達米亞文明初期，它被用
作記錄稅收和時間，而詩歌（如《荷
馬史詩》、《摩訶婆羅多》等）本來
屬於口授語言的。作為記錄數目的

文字需要數學或理性思維，然而作
者認為人的大腦思考在本質上靠自
由聯想來記憶。不管這叫做意識流
還是別的，卻也解釋了口語為何總
是比文字古老，而數學思維也許背
離了人腦的本性。

書中還枚舉了不少例子，證明人類
歷史一步一步背離自己的天性是多
麼愚不可及，其中包括了國家的出
現、錢的發明，還有宗教的出現
等。哈拉瑞用生物學觀點說明這些

「演化」並非促進了人類的便利，
而是反過來束縛了人類的生活，比
如當「多神教」慢慢演變成「一神
教」後，宗教迫害便多了，最後很
多大一統的帝國、世界上的主要宗
教，都是非理性的。讀者還會在書
中找到不少有趣的觀點。

《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
（天下文化 / 2014）

以色列史學家、大學講師及作者，現與同性
丈夫住在耶路撒冷附近。其著作《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除推出中
文版《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外，
還被翻譯成 30 多種語言。

作者 哈拉瑞 Yuval Noah Har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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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s》
（中國宇航出版社 / 2009）

譯者 ：
劉世鑄、相玲玉

法國著名思想家及道德箴言學家，早年熱衷政治，參
與投石黨之亂受重傷而淡出，退居鄉間。晚年專注寫
作， 著有《回憶錄》（1662年） 和《道德箴言錄》（1665
至1678年）兩部作品。

作者 La Rochefoucauld（1613-1680）

都巿人生活總是來也匆匆，去也匆
匆，能妥當處理公務，同時顧及健
康煮住家飯，已是了不起的事。小
松本太太因應都市人繁忙的生活節
奏，以每道菜用不多於 30 分鐘的
烹調時間，利用常備食材和醬料，
配以無火煮食，炮製不同主題的美
食，以簡單而精緻的菜式，教大家
如何快樂地「煮得好EASY」。  

《煮得好 EASY》

編　著：小松本太太
出版社：萬里機構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有場甚少記載
的戰爭：40 萬中國軍人遠征雲南、
緬甸，牽制日軍，是為滇緬戰爭。
抗戰勝利 70 年後，由中學生訪問
13 位年近百歲的港、台老兵，口述
當年戎馬生涯，分享保存至今的從
軍證件、相片及檔案等，經作者編
排整理，重現這場被遺忘的戰事。

《中國遠征軍──滇緬戰爭拼圖

與老戰士口述歷史》

編　著：袁梅芳、呂牧昀
出版社：紅出版（青森文化）

新上榜 • 必讀選

人性，
我看不透……

“Humility is often a feigned submission which we employ to supplant others. 

It is one of the devices of Pride to lower us to 

raise us; and truly pride transforms itself in a thousand ways, 

and is never so well disguised and more able to deceive than when it 

hides itself under the form of humility.”－La Rochefoucauld

「謙虛通常只是一個虛偽的手段，我們利用它來排擠他人。它是自負的一種手段，

以退為進；自負的方式雖有千種，但是隱藏在謙虛之下的形式卻是最為隱蔽的。」

法國作家拉羅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把「謙虛」形容為一種藉以退為進去達到目的之手段，感覺
上就像揭露人性的陰暗面。非也，《道德箴言錄》顧名思義，以箴言的形式，透過描述及分析人們的
行為，揭露行為背後實際心裡在想甚麼。「我們的德行經常就是被掩飾的惡行」——這正是拉羅什福
科整個道德系統的核心，細心分析人類所做每一個行為均出於自私的本性。
 

整本書由700多句的箴言組成，主
要討論人性的自私、愛情和美德，
題目亦圍繞處世、健康、友誼及社
交。自1678年出版後，書中的思
想影響著現代的哲學家和科學家如
愛因斯坦、馬克思及尼采。17世紀
的法國，正處於封建制度逐漸瓦解
時期，活在這時代的拉羅什福科，
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熱衷政治，
年輕時參與反對紅衣主教馬薩林的
投石黨之亂而受重傷，亦曾因政治
鬥爭入獄，晚年則流連沙龍並專注
研究文學。出生於巴黎貴族家庭的
拉羅什福科，雖然所受教育不多，
但喜愛沉思、觀人於微，晚年他把
對人性的思考寫成此書。

 「我們承認過錯，是想用自己的真

誠來修復別人眼中我們所犯的錯

誤。」（箴言第 184條）從小到大，
我們被教導做錯事就得承認；原來
認錯的「目的」在於修補自己在別
人心中的形象。一般道德心理學的
書籍只會教導別人做甚麼或不應該
做甚麼，《道德箴言錄》每一個箴
言均能深入探討人類行為背後的自
私動機。「我們的懊悔，與其說是

對我們所作壞事的悔恨，不如說是

對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壞事的恐

懼。」（箴言第180條）
 

在他眼中，不僅人的每一個行為皆
是出於自私本性，更多時候會受「激
情」驅使而變得不公正。當中所指
的「激情」，主要是指突然的情緒
衝動，如愛情、妒忌、虛榮及驕傲
等，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說明它們
的禍害。「激情具有一定的不公正

和自利之心，這使其跟隨者陷入困

境。在實際中，即使當激情表現得

最富可信度時，我們也應該謹防它

們。」

 
從以上的箴言來看，讀者可能感到
拉羅什福科有點憤世嫉俗。實際
上，他是一個洞悉力強的人，把人
類行為背後的動機分析得很透徹。
看過他對人性的分析，你的得著並
不是學會事事計算別人、揪出背後
的動機，反之，是要自我反省，摒
棄自己的虛偽，不把自己放在高高
在上的位置。隨著年齡的增長，經
歷的事情愈多，我開始發現此書的
箴言像宗教的聖經一樣需要細味，
每一個箴言需要反覆思考，才能領
略當中的精要。

「在找到第二個情人之前，我們會

長久地愛著我們的初戀情人。」（箴
言第 396條）曾經戀愛過的你，相
信對這句說話一定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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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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情 中 人



宇宙金 真正強到上太空

談得上「驚世巨著」的，應該是影響力無遠弗屆、銷量也非常可觀的著作。一些獲頒諾貝爾獎的科學
論文，雖然對世人貢獻良多，但由於極為艱澀，限於行內人捧讀，反而不被歸類為「驚世巨著」。
 
霍金（Stephen Hawking）的《時間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便完全符合此中列舉的兩大條件。
此書從1988年愚人節出版自今，已賣出逾1,000萬本，且被翻譯成超過35種語言。書中提到許多高
等理論物理的概念，諸如黑洞、宇宙膨脹、測不準定理、基本粒子，以至蟲洞等，我們今天不感到陌生，
或多或少都是源自此書於過去逾20年間的影響力。因為此書啟發而決志專研理論物理、太空科學的年
輕人，也不知凡幾。
 

《時間簡史》其實是屬於「普及科學」（即所謂「科普」）類的書籍（也可能是第一本用電腦寫成的書），
旨在為不諳科學的讀者簡介理論物理發展之餘，也帶出作者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從寫作的角度而
言，全書可以只用上一道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最著名的質能互變方程式E=mc2，而把各種理論
發展娓娓道來，且亦不乏貼切的舉例、幽默的筆調，如此「深入淺出」，本身已是一項不凡成就，非對
理論物理有其極深刻認識所不能為。然而，此書其實一點也不容易讀懂。尤其是章節上的細意編排，
引導讀者由淺入深，不能透徹了解前前部分，便對後後的理論建立感到茫然。若非物理系的學人，要
真正讀通這部「淺易」的科普經典，恐怕不易。
 

也許正是這個緣故，大部分人對
於霍金的學術貢獻，似乎一無所
知。諷刺的是，當稍為念過物理
的都知道牛頓（Isaac Newton）發
現「萬有引力」、愛因斯坦提出「廣
義相對論」，那麼霍金的代表作，
是否就只是這部科普著作？當然
不是，可是他貢獻最大的「奇點定
理」（singularity theory）、「黑洞輻
射」（black hole radiation）等，
即使於《時間簡史》中屢有提及，
但能夠道出其貢獻在哪裡的人，究
竟不多。至於他與潘洛斯（Roger 
Penrose）等學者共同發表的學術論
文，更是少人問津。
 
這現象其實於兩部有關霍金的電影
中，亦可得見。較早的一部，攝於
1991年，片名乾脆就用上《A Brief 
History of Time》，但電影內容卻與
原書無關，主要通過訪問霍金家
人、同儕等述說其成長和患病經過
的一部紀錄片，鮮有接觸到他的思
想和研究上的貢獻。近期的一部，
名為《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港譯：愛的方程式），則仍是有關
霍金個人的傳記式電影，依據其
前妻Jane Wilde Hawking一部回
憶錄《Travel to Infinity: My Life with 
Stephen》拍成。電影對於霍金如何
因「漸凍人症」（ALS,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及其餘併發疾病
而慢慢退化至終日捲曲癱瘓於輪椅
上、連說話功能也失去而需靠電腦

發聲，卻仍孜孜不倦繼續他的科學
研究，甚至寫成《時間簡史》一書等
過程，以及他的感情生活等，由細緻
的影像語言一一縷述出來。可是，看
完兩部電影之後，觀眾可會對霍金的
科學貢獻有丁點兒認知嗎？
 
這似乎就是普羅大眾很容易出現的
認知盲點：天下間居然有一個只剩
下腦袋能夠活動的物理天才，衝破
了平均不能活過兩年的頑疾宿命，
昂然邁進古稀之年，更於世界各地
演講不斷，這樣的一號人物，必定
是我們這世代最出色的物理天才、
必定是穹蒼賦予世人的一個奇蹟
吧？由這樣煽情、感性的角度為出
發點，我們著眼的便只有霍金經歷
的苦痛，關注的也僅限於他的一些
個人觀點，例如有無高智慧的外星
生物存在、有無造物主等科研範圍
以外的臆度。也許霍金的「智者形
象」太過深入民心，總之他說的就
是真理，因此《愛的方程式》一片
中，甚麼黑洞、奇點等論題都輕輕
帶過，唯獨對於霍金是有神論抑是
無神論，卻一再駐足。
 
霍金的理論思維不可有錯的嗎？當
然可以，事實上他能得到其他物理
學家的一致推崇，原因之一，就是
他勇於承認自己犯錯，不斷修正過
往的研究成果。可是世人卻一面倒
的把他神化，而且往往在對其思想
和貢獻毫無認識的基礎上，盲目崇

拜他為「終極智者」、「最偉大的物
理學家」，這只凸顯了我們的愚昧。
 
電影為Eddie Redmayne贏得第 87
屆奧斯卡的最佳男主角獎，但筆者
卻覺得他的演出未夠火候，帶點浮
誇，眼神也沒半點智慧光芒；而且
這類模仿性的演出，藝術成就總比
不上能為角色創造靈魂的演技。
同一年的Benedict Cumberbatch

（《The Imitation Game》男主角）
和Michael Keato（《Birdman》男主
角）都有更佳的表現。奈何！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時間簡史）
（Bantam / 1998）

生於 1942 年的英國物理學家，發表過不少
影響物理學的理論，一些學術名詞更以他名
字命名；現為職劍橋大學理論宇宙學中心
研究主任。他患有俗稱「漸凍人症」的慢發
性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現已全身癱
瘓，不能發聲，須靠語音合成器與人溝通。
霍金的著作，以《時間簡史：從大爆炸到黑
洞》最為人熟悉，除此之外還有多本闡述自
己理論與一般宇宙論的科普著作。

作者 
霍金

（Stephen Haw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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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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海浮影



浮 世 話 書
說書人 華少

華少：職業雲遊四海，但求人生貴而不富，各
安天命。

編輯是怎樣煉成的？

一本好書，背後總有一個好編輯。但是我相信，出街問十個讀者，九個讀者都不明白編
輯除了追稿外，還有甚麼工作。
 

《故事造型師》是一本解釋編輯如何修飾原稿的工具書。本書是為了文字工作者而設，
特別是有志從事寫作，卻沒有資金請編輯的自資出版作者。
 
同一個故事，用不同的角度講這個故事，得出來的結果可是差天共地。書中有大量不同
小說的片段作例子，交代了同一件事情，在各種寫法下給讀者的不同感覺。

說這本書教人如何寫作，倒不如說
他是教人如何「拍攝」故事。書本
第一章（「演」和「說」），講出與其
敍述場景，倒不如拉近鏡頭，用第
一身角度參與劇情發展，令讀者有
親臨現場之感。
 
講起拍攝，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就
好像 09年上畫的電影《乘著光影旅
行》。劇中的內容是介紹國際知名
攝影師李屏賓，其中一節是講李先
生如何捕捉現場光影，令電影交代
到劇情之餘，畫面更美又不失真
實，整體感覺層次更高。
 
話說回頭，兩位作者的真實身份，
Renni Browne是一間提供自資出
版服務的出版社負責人，而Dave 
King現職獨立編輯教練。兩位在
編輯界的老前輩，把自己多年的工
作心得分享。書本出版後，相信會
有更多有志自資的未來作家慕名而
來，找他們幫自己出書。近年來，
隨著大眾媒體如電視和報紙等的觀
眾減少，商戶賣廣告的方法亦有轉
變的趨勢，其中一種就是出書，尤
其以小型行業喜愛用這方法。

傳統廣告和出書比較，前者接觸面
多，壞處是成本高昂，潛在客戶
看完廣告後沒有甚麼得著；出書剛
好相反，接觸面一定不及大眾媒
體，不過有大量篇幅，可詳細解
釋自己的想法，從而與客戶建立
深厚的信任。
 
出書搭顧問的生意模式，在千禧年
的《Rich Dad Poor Dad》（中譯：
富爸爸，窮爸爸）書籍系列做得最
成功，書中內容教人如何發達，
風行全球。除了賣書，作者Robert 
Kiyosaki還創造了一種類似大富翁
的棋盤遊戲「CASHFLOW®」，另
加大量個人理財顧問的服務。

Rober t  K i yosak i建立了品牌之
後，自己亦有作全球巡迴演講，
分享自己的創業心得，幾年前他
就來過香港演講，很多本地的粉
絲亦慕名捧場。
 
姑勿論他們出書是為了甚麼目的，
歸根究柢書本身要寫得好、有人欣
賞，才可達到雙贏，讀者有得著之
餘，作者也可同時擴闊圈子。

《故事造型師》
（雲夢千里／ 2014）

《Rich Dad Poor Dad》
（Goldmann TB ／ 2007）

作者 Renni Browne 作者 Dave King

美國資深編輯，從事書刊、小說等編輯工作逾
40 年，1980 年創立編輯公司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與 Dave King 出版《故事造型
師》後在美國四處講授編輯、出版等工作。

美國資深編輯，為美國雜誌《Writer's 
Digest》特約編輯，同時以獨立編輯身
份工作，並致力指導更多人成為更好
作者。

作者 Robert Kiyosaki

日裔美國人，同時為財經評論員，亦有四出演
講，並推出親子理財遊戲，其《Rich Dad Poor 
Dad》系列廣受歡迎。此外，暫出版約十多部著作，
大都與財金有關。

金融投資者往往盲目追捧熱門股票
或 基 金， 頻 密 買 入 賣 出， 自 以 為
可低買高賣，妄想在大鱷游弋的市
場賺大錢，然而這只會增加投資成
本，結果回報愈來愈少。被稱為指
數基金之父的作者，強調簡單而低
成本才是穩健而贏面最高的投資方
法。本書還涵蓋多名投資專家的見
解，更獲股神畢菲特在 2015 年致
股東的信推薦稱為人生必讀兩本書
之一。

《一本書學識投資》

作　者：約翰．柏格 
 （John C. Bogle）
出版社：天窗出版

本 書 編 者 羅 琅 一 直 主 編《 鑪 峰 文
集》系列，作者多為資深作家、詩
人，作品題材廣泛。這本《鑪峰文
集 2013》，是一批老作家創作的文
學作品合集，包括回憶錄、小說、
散文和詩等題材，記述舊時代的人
事，感慨人生，透視社會。各人以
擅長的形式抒發內心，有濃厚的懷
舊情懷。

《鑪峰文集 2013》

編　者：羅琅
出版社：天地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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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克服付費的誘惑，同時與他一
起研究各種過關方法，明白如何利
用技術也可取代課金，避免日後發
生因打機輸掉買樓首期、甚至破產
等不幸事故。
 
在PAD內如有較強的寵物組隊，勝
算自然大增。最強的寵物是各式各
樣的「神」（對於用神作寵物這回
事，我真的擔心會遭天譴），然而
大部分「神」只能從「龍族抽蛋機」
中獲得。五顆魔法石可抽一次，
中獎機會當然低得可憐；抽不到大
可購買更多魔法石，繼續博取神
的降臨。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儲起免費
獲得的魔法石，直待「神祭」來臨
方會抽蛋。神祭大約每月一次，限
期的24小時內神寵的命中率大增
三倍，可惜每當我倆想起是神祭舉
行之時，身處場所往往未必適合打
機，於是我杜撰「回家潔淨雙手、
靜心蓄氣」才是抽到稀有金蛋的不
二法門。
 
此法奏效之後，阿哲自此每逢神祭
也會隆重其事，抽蛋前必定沐浴更
衣；最初我也能接受，反正那是回
家後的例行公事。但是，當他慢慢
變成向抽蛋機膜拜、唸唸有詞祈求
跌出藏有神寵的金蛋，可說是到了

走火入魔的階段。我只好向他道出
真相，一切都是取決於商家定下的
或然率，可惜他的信念頑強，甚至
出現嚴重的「確認偏誤」。
 
魯爾夫杜伯里（Rolf Dobelli）撰寫
的《思考的藝術：52 個非受迫性思
考錯誤》，是我近年不離手的讀物。
作者整理多個案例，釐清人類常見
思考的錯覺、謬誤、陷阱，使人驚
覺我們習以為常的，原來一直蘊藏
不少思考問題。「確認偏誤」就是
本書所說的「思考錯誤之母」，意思
是指「凡是牴觸既有觀點的新資訊

（disconfirming evidence），我們
便會過自動將它過濾，直至既有的
想法得以完整保存下去。」

研究阿哲的抽蛋紀錄後，發現當中
也有用魔法石抽到次級的銀蛋和星
蛋，但是他總有推諉的理由，例如
那次不夠誠心、這次雙手還有污跡
等。我笑說這豈不是跟宣揚各類

「炒股必勝系統」的人失手後托詞
訊號失效、市場波動之類的做法如
出一轍。
 
書中還有不少章節如〈賭徒謬誤〉
和〈錯誤的因果關係〉等，有助我
們進一步剖析抽蛋結果與潔淨法門
無關，與阿哲一起讀畢全書後，終
能去除他的頑固想法。不料阿哲高
興地說：「既然兩者並無關係，下
次神祭不必忍到回家才能抽蛋了，
杜伯里萬歲！」

《思考的藝術：52 個非受迫性思考錯誤》
（商周出版 / 2012）
（原德語版： Die Kunst des klaren Denkens: 

52 Denkfehler, die Sie besser 
anderen uberlassen）

瑞士聖加侖大學（University of St. Gallen）企管碩士、經濟哲學博士，
全球最大商業書摘網站 getAbstract 創辦人，2008 年創立全球傑出人
才社群機構 Zurich.minds。至今共有七部著作，《思考的藝術》是他最
成功的作品，德國銷量突破 25 萬本，中譯本出版後隨即成為《明鏡》
周刊排行榜四周冠軍，至今仍大受歡迎。

作者 Rolf Dobelli（魯爾夫杜伯里）

當我突然察覺事情開始變質之時，情況已經相當嚴峻，一切錯誤都是因為我口不擇言。
 
有些家長對於電子遊戲深惡痛絕，但我認為禁止孩子接觸並非良策，特別在這智能裝置無處
不在的世界裡更不可能，相反，培育他們如何正確面對電玩較為實際。因此我刻意選擇「免
優遊戲」（Freemium Game）作為教學功具；免優即是遊戲可供免費下載玩耍，玩家可以額
外付費購買不同功能的道具，藉著「課金」取得各種優勢。
 
大熱的《龍族拼圖》（Puzzle and Dragon，簡稱PAD）是史上首個年度收入突破十億美元的
免優遊戲，換言之，她擁有龐大的課金吸力。我與兒子一起玩這個遊戲，希望他能從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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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 童 理 財

抽 蛋 的 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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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awrence & Wishart 
Ltd. / 1974 ）

中譯本：資本論

19世紀德國政治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
歷史學者、社會學家、革命理論家及記者。
他分析當時工人和資本家的關係以及經
濟思想，奠下經濟學基礎，亦是社會學與
社會科學的鼻祖之一，其經濟與政治的理
論，被稱為馬克思主義。

   作者 Karl Marx  
（1818-1883）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lknap Press / 2014） 《解讀21世紀的資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中譯本：21 世紀資本論）

法國經濟學家及大學教授，主力研究和分
析歐美經濟貧富不均情況，並提出扭轉局
面的主張。

本地報人，早年在《明報》及《明
報晚報》任職，後來與妻子及前
輩合辦《信報》，並曾長期撰寫
社論，亦出版多部著作，被稱為
「香港第一健筆」。

中國經濟學家，曾出版《為市場
經濟立憲：當代中國財政問題報
告》及《出門散步的經濟學》等
書籍，亦有發表經濟學術論文。

作者 Thomas Piketty

作者林行止

作者何帆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文青閨蜜 Karen 如是說。
 
自出社會工作以來認識的文青朋友中，多只精通書皮學，已很少朋友會細嚼箇中內容。當然有部分偽
文青朋友只為炫耀，但自從年齒漸長，已少了這份幼稚，更多的原因是工作繁忙，往往乘熱潮買下新
書，卻只能略讀幾句簡介後話。Karen 是少數堅持買書後必定讀通的朋友，近日就介紹小妹看去年最
熱門的《21 世紀資本論》的解讀。
 

大歷史觀而非堂皇理論

這本《解讀 21世紀的資本》來頭不少，由香港評論家林行止和中國社科院經濟學博士何帆合著。事實
上，小妹去年已拜讀了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但由
於小妹非統計學科出身，故內容頗為艱澀，相反林行止和何帆的「解讀」則採取提綱挈領的形式評述，
較容易消化。
 

《21世紀資本論》主要是以大量的統計數據陳述近兩個多世紀的貧富結構轉變，進而論述刻下的資本主
義架構其實已不合時宜，長此下去將會繼續擴闊貧富懸殊、導至社會動盪。此書與馬克思所著的《資本
論》最根本性的差異在於馬克思是徹底的否定資本主義，例如提出以階級鬥爭的方式將人民財產進行均
富的嶄新理論；對比下，《21世紀資本論》只提出以改善稅制等修正措施彌補資本主義不足，從哲學層
面而言，分量實難以與《資本論》相提並論，更似以數據入手的一本歷史書。
 

資本回報率與經濟增長率之爭

《21世紀資本論》的核心理論是，在資本主義下，富
人的長期資本回報率（r）竟然會高於全球經濟增長率

（g），意味著窮人的財富增長率會低於全球經濟增長
率。在複利率效應下，貧富懸殊由此惡化。雖然傳統
經濟學上有謂資本回本率的邊際效應，即富人的資產
愈多下，其回報率（r）將會下跌，但Thomas Piketty
則預言由於出生率下跌導致人口老化等的因素下，全
球經濟增長率（g）的下跌速度會快於富人的長期資
本回報率（r），使（r）>（g）在未來半世紀仍會繼續發
生，亦即貧富懸殊的局面持續惡化。
 
因此《21世紀資本論》建議徵富人稅，包括更進取的
累進收入稅制和遺產稅，乃至於全球推徵，使富人資
本無處可逃。But well，這種建議其實很不切實際。
首先從來左右翼的財富再分配之爭論要點在於財富再
分配會打擊企業家的創業心，使經濟萎縮，結果得不
償失，可惜書中對此卻著墨甚少。另外，在各國政府

均設法網羅四處流竄的資本下，要它們齊心合力加稅
拒絕資本進入本國的措施也簡直是妙想天開。事實
上，書中亦坦言此路不通，故此有論者指出書中「雖
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意味其實說穿了就是左派文
宣伎倆。
 
而與原著《21世紀資本論》不同的是，林行止和何帆
的「解讀」能更客觀地剖析該書的寫作背景。據林行
止所言，《21世紀資本論》作者Thomas Piketty其實
為法國現任總統奧朗德政府的中堅分子（法國左翼政
府的 75%富人稅極有可能出自其手筆，但該稅已於
今年 1月 1日取消），故此該書可說為法國左翼理念
的背書，而《解讀 21世紀的資本》則能反覆論述評論
界對《21世紀資本論》數據的質疑及代表性。總結而
言，「解讀」一書可說是既能闡述「21」的核心理念，
又能中肯批判的評論小品，無怪乎愛發牢騷的Karen
亦由衷推介了。

資 本 論 前 世 今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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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人 佟若喬

我 們 都 是 說 書 人



數學天才Alan Turing於二戰期間在英國軍隊的破譯密碼部
門GCCS wartime station（GC&CS, Government Code and 
Cypher School）以數學家身份工作，與拍檔合作創造破
解納粹德軍秘密訊息的機器「Bombe」，直接及間接影響戰
局，並成功挽救不少生命。可是我在英國讀書上歷史課時，
老師們從來都沒有提及打仗時有數學家「參戰」，亦沒提及
破譯秘密訊息是盟軍取勝的因素之一。未知是老師們也未
有聽聞，還是電影《The Imitation Game》（港譯：解碼遊
戲）及原著傳記《Alan Turing: The Enigma》過分放大Alan 
Turing的貢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軍使
用「Enigma machine」來加密及解
密訊息。這部能加密及解密的機
器，由德國工程師Arthur Scherbius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明，其後由
商用變為軍用，其中納粹德軍在
二戰期間用作秘密通訊。要破解

「Enigma」並非易事，因為德軍每
天更換新代碼，基本上不能只靠人
手推算，故此發明破解「Enigma」
代碼的「Bombe」的Alan Turing確
有戰功；「Bombe」還啟發後人發
展出現代的電腦。Alan Turing滴血
不沾地替國家打勝仗，發明又影響
後世，即使不是世人頌讚的二戰英
雄，也足夠證明他擁有非凡人生。
 
Alan Turing小時候在英國私校就
讀，數學及科學能力得到老師重
視，更鼓勵他探索未曾學習的範
疇。完成基本課程轉校升學，他卻
未能適應公立學校生活。除經常計
算高難度算術，他還會做化學實
驗，如此特立獨行，當然難與其
他同學融合。加上此時的教師無
視他的才能，不但不栽培他，甚至
反對他做艱深的計算。沒有朋友
和長輩支持的Alan Turing變得孤
僻和害羞，惟陰差陽錯令他學會獨
立研究。之後他進入劍橋大學，在
教授支持及鼓勵下，終憑數學研究
取得成果，並在1936年論文《The 
Theory of Computable Number》

兵不血刃絕密方法

中，指出決定真理的一種普遍計算
方法，在數學上不可能存在。二戰
爆發，他就成為二戰解密數學家。
不管在《The Imitation Game》還是

《Alan Turing: The Enigma》，他都
受着稱頌。
 
然而，傳記與電影中的Alan Turing
還 是 有 分 別 的 。 電 影 裡 的 他 掩
飾 情 感 ， 即 使 被 告 知 同 性 情 人
Christopher Morcom逝世的消息，
他強忍著沒有把悲傷溢於表面。反
之在傳記中，對Christopher的死
他傷痛欲絕，以及跟Christopher
家人關係密切，並代替Christopher
與他的家人去旅行，從而表達他跟
Christopher的親密程度。至於電
影「浪漫地」指他稱破譯密碼機器
為「Christopher」而非「Bombe」，
則未免過分矯情。電影需要取捨無
可厚非，因此我還是喜歡細節較
多、情感更細膩的文字版本。他跟
生命中幾位重要人物的交流，包括
經常往返英國和印度的父母，以及
Christopher Morcom，均可從互通
書信的章節及幾頁相集中領會。
 
除了敍述Alan Turing的人生及研
究外，書本也側寫了英國的歷史，
如記下戰時英國人的想法，及反對
戰爭的議會等。除了二戰，書內也
提到當時已有證明的數學理論及簡
單地講解數學術語的源起。那些理

論我有學過，卻沒想到來源並不簡
單。總是覺得電影跟書中故事有點
距離，所以要掌握故事更多層面，
我還是建議看電影之餘，也讀讀這
書吧。

《Alan Turing: The Enigma》
（Vintage / 1992）

作者 Andrew Hodges

《The Imitation Game》

故事簡介

導演：Morten Tyldum
監製：Graham Moore

二戰期間，天才數學家Alan Turing（Benedict 
Cumberbatch飾）獲英軍任命破解納粹德軍
情報系統「Enigma」密碼機。性格孤僻的他
埋首研究，後來在新成員Joan Clarke （Keira 
Knightley飾）鼓勵下打破和同僚間的隔閡，
又摒除人事干擾，終研發破譯機器，促成二
次大戰結束。然而戰後他遭揭發是同性戀者，
被英國政府入罪與打壓。

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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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場
加
映 說書人 夏心妍

雖然在英國長大，卻有著傳統華人女性的內心。喜歡
學新東西，往新處遊走。



《內容分析：方法學入門》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2014）

德國出生的教授，在賓夕凡尼亞大學的傳播學院 the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任教，研究範圍從傳播的相關理論到設
計，出版物包括社會科學及傳播等學科。

作者 Klaus Krippendorff

筆 者 上 世 紀 8 0 年 代 於 A n n e n b e r g  S c h o o l  o f 
Communicat ions（後改名為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修讀傳理學研究課程，同時期的還有現
任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的蘇鑰機，我們兩人的論文
導師都是Klaus Krippendorff。

那個年代的Annenberg School在院長George Gerbner的
領導下，從社會學、人類學、新聞學、廣告學、方法學
甚至文學全方位探討人類的傳意行為，筆者常半開玩笑
地說學校名字中的傳播是眾數（Communications），表示
兼容並蓄，研究範圍可以無所不包。  
    
Krippendor f f的研究比較冷門，專研傳播的數學理論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及運籌學，看
似非常量化，但其實量化的目的是要有系統及符合科學
方法地處理一些本質無法量化的現象如語言、文化及傳
意等。

他這樣說：「……量化與質化的分野，是錯誤地把內容
分析設計的兩類存在理由視為對立的兩個極端：一面是
科學數據處理的清晰和客觀，一面是相對於一個特定文
脈而採用的步驟是否適當。要分析文本，兩者皆不可缺
……」（頁91）

根據Harold Lasswell的定義，傳播是「誰說些甚麼、透過
何種渠道、向誰說，以及有何效用」。說的「甚麼」、傳些

「甚麼」，便是內容分析中的內容，但Krippendorff對內容
的本體論頗不以為然，他認為：「大眾對『內容』的膚淺理
解，證實比其解釋能力更持久：內容，傳播的東西，作者

認為他們放進信息中然後運送給遠處的受眾，後者又原
封不動地取來與別人分享的東西。」（頁7）

他不把資訊看成是有形的實體，反而是近乎Gregory 
Bateson所說的：“Information is the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把意義、詮釋放回到文脈（context）中看，
在內容分析的舞台上，文本（text）是主角，文脈是劇本，
兩者不可截然二分。

《內容分析》於 1980年出版，初初只是薄薄一本小書，
但對傳播學的方法論產生深遠影響。其後新版加入有關
電腦及網絡等內容，中文版由筆者重新譯校。一般讀者
可以選擇淨看本書關於傳播學的歷史發展及理論基礎的
部分；從事社會研究的學者或研究生，則會發覺方法學的
部分相當全面及有用，畢竟這書是作者在內容分析方法
學的開山力作。

本期書目

從文本到意義：
分析內容的工具

如閣下有好書介紹，請與其他讀者分享，題材不限。

投稿字數約一千字，編輯會因應版面修改閣下文章。

來稿一經刊登，本刊將付上薄酬。

稿件請投至 info@readmonthly.com。

來稿者請註明文題、所介紹書本資料、作者簡介、筆名及個人資料。

我們都是說書人
《閱刊》歡迎讀者投稿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引頁碼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Stephen Hawking Bantam 25
Alan Turing: The Enigma Andrew Hodges Vintage 33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omas Piketty Belknap Press 31
Capital：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Karl Marx Lawrence & Wishart Ltd. 31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 Michael J. Sandel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7
Rich Dad Poor Dad Robert Kiyosaki Goldmann TB 27
Hemingway Short Stories Ernest Hemingway The Folio Society 17
Six Degrees： Our Future on a Hotter Planet Mark Lynas Fourth Estate 7
Slowness Milan Kundera Harpercollins 17
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Milan Kundera Penguin Books 17
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David Abulafia Penguin Books 13

Truth of the Stock Tape William Delbert Gann The Richest Man in Babylon 9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Michael J. Sandel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7

一本書學識投資 約翰．柏格（John C.Bogle） 天窗出版 27
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 Yuval Noah Harari  

（林俊宏譯） 
天下文化 21

內容分析：方法學入門 Klaus Krippendorff  
（曹永強譯）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34

中國遠征軍──滇緬戰爭拼圖與老戰士口述歷史 袁梅芳、呂牧昀 紅出版（青森文化） 23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 村上春樹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7
吶喊 魯迅 商務印書館（香港） 5
思考的藝術：52 個非受迫性思考錯誤 Rolf Dobelli 商周出版 29
故事造型師 Renni Browne, Dave King

（尹萍譯）
雲夢千里 26

紅樓夢 （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 曹雪芹 西冷印社 17
煮得好 EASY 小松本太太 萬里機構 23
道德箴言錄（Maxims） 拉羅什福科 

（La Rochefoucauld）
中國宇航出版社 23

愛的教育 Edmondo De Amicis 三聯書店 11
解讀 21 世紀的資本 林行止、何帆 上海人民出版社 31
暢遊異國 放心吃喝 于逸堯 三聯書店（香港） 13
隱形邏輯──香港式建築極限 張為平 商務印書館（香港） 13
鑪峰文集 2013 羅琅 天地圖書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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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人 曹永強

我 們 都 是 說 書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