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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中環價值」
電 影《August: Osage Country》 第 一 句：“Life is very 
long. T.S. Elliot. Not the first person to say it, certainly not the 
first person to think it, but he's given credit for it because he 
bothered to write it down.”（生命悠長。T.S. Elliot，他不是
第一個說這句話，甚至不是第一個想到這句話，不過由於
他是第一個寫了出來，所以世人都認為這話屬於他。）

「中環價值」這個詞語，龍應台首先提出，雖然她是
一個不甚在中環出沒的台灣作家，不過世人都認為這
話屬於她。中環不是第一天是這樣，與其聽一個不熟
悉中環的人的定義，何不聽聽我們這些在中環求存的
打工仔心聲？

本人因工作關係，曾走過世界各大城市，當我把各個城市
比較，論工作效率和服務，香港實在超了幾班；而我的同
事們，有一半不只有香港居留權，他們卻同時選擇了香港
作為居住及工作的地方，原因是大家都喜愛這個地方的方

華少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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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書 人 自 白

便。所謂「出處不如聚處」，能成為大家都熱愛聚居的
城市，有天時地利，卻離不開香港人的努力。中環作為
香港的中心，這種精神只有更強烈。

中環最可愛的地方，莫過於早上可以上班，晚上可以
落酒吧和朋友相聚，如果肚餓，還可以任何時候，找
到一間正在營業的茶餐廳醫肚。你可以說我們中環人
的世界細得只有一個地方，我卻感受到這城市「芥子
納須彌」的氣魄。

另外，一年一度的書展又來臨，新地新閱會的攤位
（位置：Hall 1 1B - D24）有展能藝術家唐詠然的3D
繪圖攝影區、親子閱讀精品義賣等大量節目。而新地
與三聯書店攜手舉辦的第五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將於7月4日公布結果，而八位創作新星將在書展期
間於會議展覽中心Hall 1三聯書店攤位介紹其著作，
到時歡迎大家到場與他們交流創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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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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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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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書院
英皇書院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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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香港真光書院
聖士提反書院
嘉諾撒書院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聖保祿中學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迦密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新會商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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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鄧鏡波學校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
學習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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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蒲崗公共圖書館
離島婦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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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中環，因為它有一種獨特的
生命力。選擇這裡做基地，不是
為了工作，而是因為生活。事實
上，我的客戶多數不在中環；朝九
晚六，大半時間我都不在寫字樓，
反而在同事下班後，我才會回到機
利文新街的辦公室，又或者到下亞
厘畢道的外國記者會邊吃邊做，再
夜一點便回到辦公室，直到完成
工作，或者有倦意不容許我繼續下
去，才帶著滿足的感覺離開。
 

「中環價值」這四字詞語，帶貶義，
通常都是出自那些從來都不駐足中
環的人。要知道，中環是一個地
方；想了解中環價值，首先要了解
這個地方的環境。
 
許多人想像中，中環日間有熙來攘
往的白領，日落後則換上優皮一
族。可是我的經驗告訴我，一天
24小時，都可以在中環找到各階
層、年齡和工作種類的人。就算是
星期日，這個地方也會搖身一變，
成為外傭他鄉遇故知的聚腳地。各
路中環人，唯一的共通之處，就是
他們都為了工作和生活而出現在這
個地方。
 
換言之，中環這個地方，以及出沒
在中環的各階層人物，都存在著一
定的利益關係，使他們共同地維持
著這個地方的秩序。香港各區當

凌晨兩點十八分。
 
望一望掛在牆上的鐘，完成手上的工作，也是時候離
開中環。
 
大概半年前，我決定要將辦公室搬到中環。「我的辦公
室在中環。」這句話反映了某種價值。通常，朋友問我
為甚麼搬到中環，我只會順口回應一句：「省時、方便。」

中，只有中環會被不同社會階層的
人，24×7地將時空使用極大化。
 
要知道，中環是經過百多年的進化
演變而成的有機體，也是一個城市
最自然的狀態。可是在現代規劃師
的眼中，城市應該被一圈圈地劃分
成住宅、商業和工業，並以綠化帶
作區間；這種「花園城市」（Garden 
City）的概念，源於19世紀末的
維多利亞英國。當時社會的主流思
想，認為人只要掌握幾何數理，就
可以用工程方法改造環境、社會和
世界。
 
在20世紀前半葉，兩次大戰加上
工業經濟的爆炸性發展，不斷的
破壞和重建，讓規劃師在世界各地
興建了不少井井有條的規劃化「花
園城市」。可惜，理想和現實效果
存在極大落差。一直到50年代，
終於有位美國作者Jane Jacobs，
寫了本《The Death and Li 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猛烈抨
擊所謂的「專業城市規劃」對社會
自然發展的破壞，並稱城市規劃
為偽科學。
 
Jane Jacobs特別重視行人街道對
城市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假如城
市是生命體，行人街道就是城市
的血管和神經。有行人的街道就有
店舖，有店舖和客戶，街道就出現

某種共同利益和秩序。相對於這種
自然有機模式的，就是由規劃師
設計的「沒有路人的都市」。 Jane 
Jacobs指出，那些「花園城市」當
中的綠化空間，由於每天總有些時
間沒有人使用，人跡罕至，往往淪
為罪惡的溫床；當治安愈差，就愈
少正當人家進入這些空間，結果規
劃出來的公園，淪為了童黨和黑幫
的聚集地。
 
相反，無論任何時間走在中環的街
道上，都會有一種安心的感覺。話
說，某次我約了朋友在外國記者會
吃早餐，車泊在大會堂，當走到皇
后大道中時，已經發覺銀包不在身
上，但由於當時快要遲到，也顧不
了回頭去找，一口氣跑上了雲咸
街。
 
在外國記者會坐下十分鐘不到，
便接到電話，知道有人在街上拾
到我的銀包，並送去置地廣場的
Concierge。置地廣場職員見到銀
包內有我的外國記者會會員證，便
致電外國記者會。前後不到一個小
時，我那個銀包便失而復得。
 
這段個人經歷，當中帶點幸運，但也
反映了中環的優越性。我只想說，
建構起中環價值的，並非文人筆下
的甚麼金融才俊，而是在不同崗位上
24×7工作和生活的中環人。

中環價值是

24×7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Random House / 1961）

美國記者、作家，曾在美國雜誌社 Amerika
與 Architectural Forum 任 職。她 在 城 市
發展的議題上有很大影響力，《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書
中，狠狠抨擊重新規劃城市是完全漠視大
部分城市使用者的需要。

作者  
Jane Jacobs（191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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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人 利世民

工作和興趣都是以經解經。

以經解經



今個月，《閱刊》的主題是「中環價
值」。柯某認為，香港沒有所謂「中
環價值」。正如柯某寫高陽的「胡
雪巖三部曲」時講過，香港人的
性格，是由華商胡雪巖、買辦古應
春，及外商共同塑造出來（詳見3
月號文章〈中國特色的股市神話〉）。

華商做生意，講傳統人情；買辦做
中間人投機取利；外商帶來法治及
合約精神。這個歷史偶然發生的組
合，產生巨大的化學作用，孕育出
香港經濟奇蹟，中環是結果，而非
成因，談不上有何「價值觀」。

至於一般文青以「優勝劣敗」來形
容「中環價值」，對不起，那是達爾
文手筆，中環工作的人拿來用於管
理，不能說這是一種價值，只可以
說，這是中環企業的處事作風，又
或是一個機制。

這種機制之下，能留下來的，都是
優秀的東西。在中環的股市之中，
經得起歲月挑戰，使用率多得如呼
吸一樣多的，不是價值投資法，亦
不是江恩理論，而是日本人本間宗
久發明的陰陽燭。

陰陽燭是技術分析的偉大發明。一
般線形圖，只記錄收市價，單日內
教人驚心動魄的波幅「被消失」；柱
狀圖資訊足夠有餘，但外觀不夠清
晰，亦欠美感。真正「崇優」的人，
必然首選陰陽燭，因為單日的開
市、收市、高低位，以及單日價格
走勢，皆一覽無遺。

雖然亦有一說，陰陽燭並非本間君
發明，而是當年日本稻米市場廣泛
使用的圖表工具，由於本間宗久是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於是便被託名
成為發明者。

不過，是否發明者已無從考究，亦
不能掩蓋本間宗久的投資成就。約

300年前，日本正值江戶時代，行
「簡約令」經濟政策嚴苛，僅米市
是一度活門，讓投機者可以買賣圖
利。那個年代，尚未出現中環，但
據說江戶（現今的東京）已經是個
人口逾百萬的大都市，超過當時的
倫敦及巴黎。

本間發跡，先於酒田米市取得成
功，後來心雄，轉戰江戶，卻盡輸
財富。於是他前往佛寺坐禪，領悟
出失敗原因，在於不懂人心，酒田

（東北地區山形縣內）的人心，異
於江戶，同一套照搬，結果只會慘
敗。他遷往大阪，觀察米市走勢，
終於取得成功；之後重回江戶，財
富更上一層樓，商而優則仕，成為
幕府的財政顧問。
 
到年逾半百之時，終於著書立說，
寫成《宗久翁秘錄》。全書寫其獨
步米市的心法及操作，詳情當然是
留待各位讀者閱讀時自行參透，但
總結卻是講自我修為及投資紀律，
放諸現代投資市場一樣通用。至於
本間自己認為，他的投資秘訣在於

「行情三昧」：

一、等待時機謂之仁
二、順應時機謂之勇
三、改變心念謂之智 

他最後的建議，是「勿與他人談論
投資建議」，因為一旦對方失利會
遭埋怨，僅做表面閱讀而投資，很
可能讓人傾家盪產，所以上述秘訣
建議大家反覆閱讀後再作思考。

立足於中環的香港證券交易市場，
至今已超過百年，惟從未曾出現具
象徵性的殿堂級人物，亦沒有發明
任何流傳後世的分析工具及架構，
一些很「地道」的莊家股炒法及財
技，其實早於價值投資之父格拉咸

（George Graham）的年代，美股
莊家股已大行其道。中環的金融

業，只有兩類人：金融產品買辦，
及投資思想買辦。

日本股市如其文化般內向，素來
非誠物擾，但300年前已產出陰陽
燭，二戰前亦有「一目均衡表」的
技術分析工具，多名股神級人物亦
甚有分量，至少在普世投資界留下
一鱗半爪。港股空有百年歷史，但
在思想、發明上交了一張白卷，香
港股神一角仍然懸空，中環仍是個

「轉口港」，停留在胡雪巖年代的
「華商、買辦、外資」的混合體。
象徵人物及傳世思想皆缺，所謂

「中環價值」又是另一個自我膨脹
的泡沫。「行情之神」

「我所秘傳之『行情三昧』，可謂天下稀有之投資法則，知者
甚少，敬請珍藏，並確實領會箇中奧秘。總之，凡此秘笈與

『行情三昧』之內容，請嚴加保密。 」
 ——本間宗久

《行情之神：本間宗久翁秘錄》
作者：森生文乃
譯者：黃郁婷
（大牌出版 / 2012）

出生於日本愛知縣，日本武藏野美術大學
油畫系畢業，以《Be. Love》入選講談社新
人賞後出道。作品《月亮與鞦韆》描寫幼
兒期的無意識尖叫，掀起話題。獨立出版
作品包括《細川迦羅奢》、《小野小町》、《華
倫巴菲特》等。

作者  
森生文乃

本間宗久（1724至1803年）生於日
本江戶時代中期的酒田，是商賈本
間家族的後人，由於並非長子無法
繼承家業，故離開家鄉酒田往外地
發展。先後於大阪及江戶（現今的東
京）米市買賣取得成功，被稱為「出
羽天狗」、「行情之神」，傳說技術分
析的「陰陽燭」為他所發明，台灣人
稱為「酒田K線」，酒田二字便取自
本間的出生地。

 本間宗久簡介：

日本江戶時代運米

征服中環的
本間宗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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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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過 的 股 神



投行辛酸史並不是甚麼新鮮題材，
要脫穎而出成為話題之作，當然要
有獨特角度。作者凱文羅斯（Kevin 
Roose）花了三年時間，追蹤八個
來自高盛、德意志、美銀美林等華
爾街頂級大行的新進銀行家。有別
於大家熟悉的《華爾街狼人》，除
了天文數字的花紅、奢華靡爛的私
生活，《Young Money》所講的，
是由招聘開始，剛成為iBanker的
非人生活：加班工作乃家常便飯，
朝九朝五——朝早九時上班，翌日
早上五時才下班；花大量時間處理
沉悶的Excel、製作厚如字典但客
人不屑一顧的Pitchbook。計算時
薪，可能也是最低工資。凱文羅斯
指出，若要了解華爾街、以至是美
國未來的走向，就要從這些投行新
人在這條黃金階梯往上爬的過程中
領悟。八個iBanker新人，三人三
年內離場，留下來的亦精神崩潰、
積勞成疾。
 
不論是華爾街，抑或中環，投資
銀行的分析師同樣是「表面風光，

內 裡 陰 乾 」， 尤 其 是 初 出 茅 廬 的
iBanker也不外乎是工蟻一隻。大
時代下，不少 iBankers年薪過百
萬，但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長時間
過著非人生活，個個捱壞身體，
真正「有錢無命享」， 套用聖經一句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
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
換生命呢？」不過，一代又一代
的大學精英，前仆後繼踏上這條
路。這也難怪，某女性雜誌去年選
出「六種女士眼中的有型職業」，
iBanker大熱稱冠，證明 iBanker
的光環不減，中環人個個「憎人富
貴厭人窮」，不理背後如何含辛茹
苦，Facebook見到你的生活奢華
就是王道。

不得不提，書名副題「 Inside the 
Hidden World of Wall Street's 
Post-crash Recruits」。故事設定於
金融海嘯之後，凱文羅斯寫此書目
的就是想探討金融海嘯後，對初入
行的華爾街iBanker有何影響。但
看畢全書，你也未必找到答案，或

許這就是作者所意想不到的答案：
華爾街根本沒有大改變，留下的

「海嘯後遺症」，是令新一代被逼承
受更大壓力、更大恐懼。一輪又一
輪的裁員，令iBanker更缺乏安全
感。今天你呼風喚雨，他日也可隨
時被叮走。所以，華爾街大行的銀
行家，有部分已轉投矽谷，向科技
業發展，繼續尋夢。
 
在香港呢？尖子最喜愛報讀的大學
科目仍然不是律師、醫生，而是商
科、精算。或許，這就是「中環價
值」根深蒂固的必然結果。不過，
根據小妹目測，iBanker主要可以
分兩種：一種是無止境力爭上游，
以求擺脫工蟻生活；另一種，打從
一開始便計劃好「只搵幾年快錢」，
再追尋自己的第二人生。錢鍾書
的《圍城》說得好， 「外面的人想
進去，進去的人想出來」，婚姻如
是，生活如是，職場也如是。有人
辭官歸故里， 有人漏夜趕科場。最
重要的，還是要清楚知道自己所追
尋的，到底是甚麼呢！

「80後iBanker拒絕賺到盡，放下身段轉投社企……」早幾個月看報章報道這個故事。當大家一致激賞這
位前iBanker如何紆尊絳貴，放棄大好「錢」途，小妹更感興趣的，是這個一般人眼中的天之驕子，如何
逃離金錢世界，「把生活還給我」。《Young Money: Inside the Hidden World of Wall Street's Post-Crash 
Recruits》所講的，就是一班華爾街投行新鮮人的血淚史。

天之驕子血淚史
“We're not here to save the world. We exist to make money.”

《Young Money：
Inside the Hidden 
World of Wall 
Street's Post-
Crash Recruits》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 2014）

《 紐 約 雜 誌》撰 稿 人，曾在《 紐 約時 報 》工作。2009 年 推出著 作《The 
Unlikely Disciple》，講述他以無間道身份潛入美國維珍尼亞州一所著名基督
教大學，一學期內的見聞。他亦是美國電視台 Fusion 的節目製作人，又曾為雜
誌《GQ》、《Esquire》、《ESPN：The Magazine》等撰稿。

作者  
凱文羅斯（Kevin Roose）

高盛德意志美銀美林

《華爾街狼人》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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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後 佟 學 會
說書人 佟若喬

80 後 財 經 公 關， 大 Deal 細 Deal 統 統 做，
business trip 出不完，新聞稿寫不盡，但見盡
銀行家、公關傳媒界的奇怪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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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中環價值，大概很多人會想到小政府大市場。小政府大市場為古典經濟學信念，主張政府對市場不應
實施價格或其他方面的干預，否則影響令供求方面不能實現均衡價格，最終令資源（包括生產及人力資
源）無法妥善運用，並破壞市場自由。

然而在金融海嘯時，美國有不少經
濟學家重提主張政府干預的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但很快
就被緊縮政策蓋過了。甚少人會
記得 80多年前凱恩斯和主張不干
預的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之間，曾有過一場論戰。
從外表來看，兩人都身材頎長，
但凱恩斯一直居高臨下，他主導劍
橋學界及英國政界意見並且看不起
海耶克，後來專心著述其大作《就
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更
懶得理會後者。而備受冷待的海耶
克則終生反社會主義、反政府干
預，後雄踞倫敦經濟學院，然直到
70年代末列根、戴卓爾抬頭時方
才受到重視。

《Keynes Hayek: The Clash that 
Defined Modern Economics》作
者Nicholas Wapshott，曾寫過《列
根與戴卓爾夫人：一場政治婚姻》

（Ronald Reagan and Margaret 
Thatcher: A Political Marriage），
這本《Keynes Hayek》可視作追溯
列根與戴卓爾聯盟在學理上的淵
源，繪形繪影地交代出兩大經濟學
巨人論戰的來龍去脈。

凱恩斯出自英倫上流，師承經濟學
大師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屬
貴族知識分子圈子布盧姆茨伯里派

（Bloomsbury Group），有深厚的
人文關懷。他屬於早慧天才，衣著
得體，自恃雄辯滔滔，文藻斐然，
自一戰開始為英法等協約國在華爾
街籌措資金，戰後目睹大眾失業慘
況，開始懷疑經濟學家奉為圭臬
的均衡價格，他相信透過政府加大
開支及提供職位以復甦「總需求」

（aggregate demand），方能刺激
拯救失業眾生，其以劍橋為陣營的
信徒對其奉若神明。

相比之下，從奧地利赴英倫任教的
海耶克，為人審慎厚重、語言寡
淡，英語口音仍脫不了濃重的奧
地利腔調。他在一戰時設法從陸軍
外調，藉加入外交使節團之機，修
讀維也納大學經濟系，戰後隨維也
納經濟學大師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手奧地利戰敗賠款問題。
海耶克承襲米塞斯對貨幣流通數據
的研究，加上對景氣循環的分析，
還有戰後奧地利因帝國瓦解及工
會影響而使基本供應短缺及生產
成本上漲，導致生產停滯及貨幣
貶值的慘痛經驗，讓海耶克從投
資供應面思考問題根源，一直反
對凱恩斯不遺餘力，認為政府干
預必會帶來惡果。

在這場論爭中，凱恩斯對海耶克
的理論及奧地利經濟學傳統不屑

一顧；相反，兼學英奧理論的海耶
克，偶爾會讓凱恩斯高足為自己的
學生講解其理論。海耶克理論關鍵
之一為儲蓄與投資的關係，並認為
凱恩斯在這方面沒弄清問題。有趣
的是，雙方在不少地方其實所見略
同，只是雙方有點各說各話。一般
認為凱恩斯主義的崛起證實勝利屬
於凱恩斯，然而這場論戰至今還未
結束。

兩大

《Keynes Hayek: The Clash that 
Defined Modern Economics》

（W. W. Norton & Company / 2012）

英國記者及作者，現為路透社專欄作者、數間媒體
公司的網上資訊顧問。曾為《泰晤士報》周六版編輯
及當中《The Times Magazine》創刊編輯，隨著書
外也曾替已故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撰寫自傳。

作者  
Nicholas Wapshott  

John Maynard Keynes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Alfred Marshall

Ludwig von Mises

經濟學巨人
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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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環搏殺的，上至大企業超高
層，下至各打工仔女，都有一個共
通點：「未夠」。有人「未威夠」，有
人「未贏夠」，當然最多人是「未搵
夠」。真正富有的，是絕少在中環
出沒。荷包富有的，自然會叫各
下屬及各iBanker到自己處開會，
何需舟車勞頓到中環？心中富有
的，當然也不會在中環這是非之地
流連。既然是未夠，大家自然都是
向上望。向上望，很多人就自然心
中有個偶像，希望自己像他一樣，
達到某個高度：有人想好像Steve 
Jobs般改變世界，有人想像Warren 
Buffett 般腰纏萬貫。我雖然不在中
環上班，不過我比較貪心，我不但
想位極人臣，又想改變世界，更想
名成利就，最好晚年有美相伴，
所以我的偶像是一名古人——《史
記．貨殖列傳》裡的范蠡。
 
范蠡出身平民，相比其他出身諸侯
的人來講，他絕對算是輸在起跑線
上。幸好他出身在春秋時期，那時
候不講究家世。范蠡前半生輔助越
王勾踐卧薪嘗膽，擊敗宿敵吳國，
讓越國一舉成為春秋末年的霸主。
深明「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
走狗烹」道理，范蠡功成後，便
身退，在勾踐登上霸主寶座後不
久，毅然辭官而去。至於跟他同期
出身、一起助越王打天下的文種，
其後終被賜死。如果辭職是一門藝
術，范蠡肯定是其中的大師。
 
前半生已位極人臣，范蠡的封地、
賞賜，自然是多不勝數。不過一
如各位中環人一樣，他都覺得「未
夠」。所以他離開越國後，到了齊
國改名換姓，將自己的人生推倒重
來。人才始終是人才，就算他改名
換姓，默默在海邊耕作，竟然都可
致富。由於名聲太大，齊王派人找
他重出江湖做宰相。他自己都說：

「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
此 布 衣 之 極 也 。」 他 的 成 功 ， 不
靠父幹，卻比那些靠父幹的人都
成功。如果將他放到現代，他肯
定成為高登仔的攻擊對象。無辦
法，太成功的人，的確會招惹沒
來由的怨恨。
 
不過如果你以為范蠡的傳奇到此為
止，你就太天真太傻了。他做了
齊國宰相三年，又辭官而去，甚
至把財物盡給各同鄉及親朋好友，
將他的人生再次重新開始。今次，
他選擇到了「陶」這個地方。陶位
處中國的中心，四通八達。他在這
個地方又開始耕作及做買賣，過了
不久，他又家財萬貫。因為他居於
陶，所以自稱陶朱公；又因為他實
在太富有，所以從此以後，陶朱公
就成為了有錢人的代名詞。 

關於范蠡的傳奇，還有一件令人恨
得牙癢癢的事。野史記載，他離開
越國時，還帶上了西施，陪他度過
下半生。如果這件事是真的，他確
實做完所有成功人士應該做的事。
人生贏家之名，當之無愧。
 
范蠡固然是人生贏家，但他到底有
甚麼秘笈或心法，可以讓後人習得
一招半式？很可惜，他的著作都
已失傳，只有片言隻語記錄在《史
記》，得以留傳下來。
 
既 然是次的主題是「中環價值」，
范蠡又是營商天才，我就引用他的
營商心法，讓各位自行參透：「積
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
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
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
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
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
如流水。」用今天的說話，他的大概
意思就是做生意要貨如輪轉，同時

要對市場看得通透，知道貨物的真
正價值，不要被市場的價格蒙騙了。
 
Well，其實范蠡所講的，我都知道
的。不過他做到，我做不到。所以
他是范蠡，我不是。各位加油。

〈貨殖列傳〉是《史記》記錄中國歷代經商之神的傳記，就算讀者未能從中學到
一招半式，起碼都能在各個商業傳奇面前，學會謙卑。

中國西漢時期著名史學家和文學家，所撰
寫的《史記》被公認為中國史書的典範，
故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其史學觀
念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
之言」。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
認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係
的演變，從而了解「古今之變」的關鍵，探
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
「一家之言」。

作者  
司馬遷
（公元前 145 年 - 公元前 86 年）

《史記》
（中華書局 / 2013）

由西漢史官司馬遷編寫的歷史書籍，記載
自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年間逾 3,000 年的
歷史，全書共逾 52 萬字，首創的紀傳體
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史
記》同時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魯迅稱
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目前存世最古的史記殘卷是藏於日本京
都高山寺的中國六朝抄本，最古的完整史
記則是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北宋版及
日本藏南宋版。人 生 贏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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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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尋書



「很久以前，我訪問過陳映真（台
灣 文 學 作 家 ）， 問 他 為 甚 麼 要 做
《人間》雜誌（台灣 80 年代出版，
結合報導文學和報道攝影）。他說
『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讓我的讀
者，在任何最黑暗的地方都見到光
明』。」這對羅乃萱影響很深。她
每天貼文，不知道哪一句話會對哪
一個人發生作用，但每天都有人回
應她的貼文，說很喜歡某句話、某
句話很觸動他。
 
重視心和心的交流，偏偏羅乃萱認
人很差；但對於書，她有特殊的記
憶， 記 得 哪 一 句 說 話 出 自 哪 一 本
書，要用時，懂得在哪本書裡找，
「現在記性沒以前好，以前我還記
得那句子」。
 
羅乃萱與書的情緣，始於小時候。
那時媽媽給她買的「玩具」都是書，

雖羨慕人家買「煮飯仔」，卻也沒
有遷怒圖書，「不知道為甚麼，我
發掘到書的世界很好玩！」放學回
家，無人逼她做功課，她就從書架
取出一本安徒生童話，幻想自己進
入 了 童 話 世 界， 小 學 四、 五 年 級
已 在 看 三 國 演 義、 郭 沫 若、 家 春
秋……「無人攔阻我，因為阿媽也
看嘛。」
 
書，就是她白日夢的泉源。幻想如
果自己是醜小鴨會怎麼樣？世上有
沒有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撲克人？倘
若自己活在民初、穿中山裝的年代
會如何？……老師們都知她愛發白
日夢，小四時，國文老師問她：「羅
乃萱，你為何經常望出去？」又有
一次，數學老師刻意叫她讀一條數
學 題， 例 如 小 明 有 原 子 粒 1,480
粒， 再 加 小 方 的 ……， 她 卻 錯 讀
成「原子彈」，老師很大聲地說：

「原子彈 1,480 粒？全個世界都無
啦！」她滿臉通紅。

上了中學「死性不改」，上課時在
地理書裡夾了一本小說……，「哈
哈哈，這些好少爆出來」，羅乃萱
說，「老師以為我很乖！」必須一
提，她的成績是好的。「我也努力
的」，她解釋。沒有歸功於天分，
算是謙虛的一種。
 

推廣深化閱讀 
「人生的經歷，令你不得不

去找一些出路。書是一個

很好的同伴，讓我走過那

些日子。 」

羅乃萱：生命因書改變

 曾是《突破》雜誌總編輯的羅乃萱，在 2001 年創辦了「家庭基建」機構，擔任發展總監，專
注家庭、婚姻、親子方面的工作；但她從未放下寫作，至今已出版了最少三四十本著作，實際
數目，連她自己都不清楚。……這個介紹夠清楚，卻未夠真實，不計公職，她還有很多講座、
講道，也會主持電台節目、教書，定期寫專欄，每天為 facebook 六萬多個追隨者貼文……

採訪：pat tam　攝影：Lisa Choy

書，對你來說是甚麼？是安眠藥？是一個人咖啡的道具？是偽文青的首飾？……對作家羅乃萱

來說，書是朋友、一個很好的同伴，陪她走過哀傷的日子；書，可以改變生命，甚至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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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心書癡 一拖十未嫌多

自小浸淫在文學作品裡，卻在媽媽
要求下，讀了理科。「最辛苦去外
國讀數學的幾年，沒得看中文書，
真是好慘！好慘！」
 
「你知道我為甚麼讀數學嗎？」羅
乃萱神秘地笑說：「媽媽只要我讀
理科，而且我最憎讀數學。」原來
她認為：「如果最憎那科我都讀得
成，也挺好啊！」但這並不值得學
習， 她 也 始 終 沒 有 對 數 學 改 觀，
對她來說，立體坐標上的 A、B、
C、D，就像四隻蒼蠅在捉迷藏，
「關我甚麼事？」用四頁紙來證明
1+1=2 是「嘥氣」，成績剛剛及
格，能畢業就算了。

 

這四年她是怎麼熬過來的？幸好她
進大學時剛有了信仰，認識上帝，
就成為她平衡生活的另一部分，
「如果只是讀數學，我真要撼頭埋
牆了！」數學毋須做實驗，所以有

試過真有一本她喜愛的書不見了，
「好傷心！」珍惜的不只是書，更
是記在書上的思考。「我覺得不可
以讓它遺失」，於是羅乃萱開始做
札記，每本書開一個 Word 檔，把
讀書心得和一些深刻的句子打進
去，到現在已有五年的札記。
 
談閱讀，她一再提起一本經典著作
《How to Read a Book》， 書 中
指出閱讀有不同層次，最深一層是
使閱讀成為生命的一部分，「我覺
得這個閱讀才真實，可能有一本
書、有一句話，it strikes you，你
想想再想想，然後活出來……那就
很正！」到這境界，閱讀「不只是
一個思想、一個理念、一個可以駁
斥人家的論點，而是能改變我的東
西；我希望把它帶到社會，改變社
會和周圍的人。」很多選修科，她全部選了文科，還

去唐人街買中文書，身邊總有一兩
本隨時「充飢」。
 
直到現在，羅乃萱的手袋裡仍總有
一本書。其實，她同一時間在讀十
本書，「對書我比較多心，它們應
該也不介意，哈哈！」每天早上七
時起床，她會靜一靜，讀聖經，看
書；日間坐車時會閱讀；晚上睡前
也會看看書、摸摸家裡養的柴犬。
現正讀的，除了向《閱刊》讀者推
介的三本書外，還有關於柴犬的、
烹飪的、家居設計的，以及一本關
於 ISIS，「很好奇，都會看，但未
很吸收到」。

喜歡一個作家 看她全部書

還有，她在看《老得好優雅》作者
Joan Chittister 的幾本英文書，「我
就是這樣的，我真的很喜歡她，便
看她全部的書」，但 Joan 的書被
翻譯的不多，於是羅乃萱把英文原
著全都買回來。

因此，羅乃萱推廣深化閱讀，不遺
餘力，「讓一個人的生命因一本書
而改變，書，可以改變生命，甚至
命運」。

 

quick fix 不能取代經典書籍

為甚麼強調深化閱讀？因為互聯網和
手機太流行。「互聯網讓我們很廣」，
但大多是 quick fix，例如「愛上閱讀
的十個好習慣」，若要了解閱讀是怎
麼一回事，還得讀經典。網上那些
是前菜，看書則能深化，兩者兼顧，
「那麼你又可以專、又可以深、又可
以廣，你的世界就會闊！」

她為喪父喪母哀傷時、陪伴幾個喪
偶的朋友時、在好友羅慧娟的最後
歲月裡，書都是她的同伴，那時候
看了很多面對死亡、如何安慰人、

如何陪伴朋友的書，一邊讀一邊
實踐，「人生的經歷，令你不得不
去找一些出路。書是一個很好的同
伴，讓我走過那些日子。」
 
「我人生的豐盛，很多是由書而來
的，」羅乃萱說：「閱讀讓我心靈
境界擴闊，如果沒有了閱讀……不
行，我想我會很辛苦！」

羅乃萱這個習慣，來自《突破》一
位前主編的建議：「你若真喜歡一
個作者，看齊他（她）的書，你就
成為他（她）的專家了。」不過，
羅 乃 萱 真 正 的 師 傅， 是 任 職《 突
破》之前、旅居台灣時跟隨的《校
園雜誌》主編，「一個文學和各方
面修養都很好的人，她教我看書、
寫文章」；那時候練出來的國語，
也對她寫作很有幫助，現在打字時
使用注音輸入法，換言之，她的行
文是由國語構思出來的，毋須由廣
州話轉白話。

 

做雜誌的時候，羅乃萱的閱讀很廣
泛，甚麼都看；現在做家庭工作，
精力有限，會較集中地看婚姻、親
子、家庭、心靈對話的書，最近也
看年老問題的書。

 

「我不規限自己一定要『看完』一
本書，一種解脫！」她也不會逐字
逐句看，而會挑書中具啟發性的內
容才細看。看書時，她喜愛劃線、
貼紙條，也會在書上寫要點和看
法。如果書的內容誘發她想起一些
觀點、或一個例子可予發展，她會
拿起案頭的「紙仔」來寫。「有人
問我，為何常常想到或寫到這許多
東西？」她笑說：「因為我身邊有
很多這些師傅。」

遺失愛書 養成寫札記習慣

她把閱讀，和所有講的、寫的，都
同步起來（synchronized），當看
到很深印象的句子時，她演講時會
用、做電台節目時會用，有時也會
寫進文章，結果印象更加深刻，以
致成為她生命的一部分，「即使這
書不在了，它仍在我生命裡面有一
席位」。

羅乃萱推介好書

《老得好優雅》
作者：瓊齊諦斯特（Joan Chittister）

《寬恕》
作者：默福圖圖（Mpho A. Tutu）、
 圖圖大主教（Desmond M. Tutu）

《意想不到的幸福家庭秘訣》
作者：布魯斯法勒（Bruce Feiler）

這書重新定義何謂「老」，老得依然有生
命的目的、有可傳承下去的東西，反而書
中沒特別談及死亡。卷首〈遺憾〉一文已
很吸引羅乃萱，〈原諒〉她讀完又讀，當
中引用丁尼生的一段：「兩個老人一輩子
為敵，墳邊相遇時抱頭哭泣，淚水洗盡昔
日爭端的回憶，卻為失去的歲月再哭一
次。」她印象猶深。數年來，她不時都會
翻看此書。

貼士：這本書不可一次過讀完，最適合在
懷舊時看〈懷舊〉，如此類推。

羅乃萱工作上看到的仇恨太多，有人說
要恨家人一輩子……整個社會都需要研
究「寬恕」，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圖圖大主
教父女合著的此書，指寬恕是可以學習
的技能；饒恕有四段進程，一切都能寬
恕。「當我寬恕你，你將不再能定義我。
你可以測量我、評估我，並且斷定你可
以傷害我……但我會寬恕你……我絕對
比你所想的更珍貴。」

貼士：書中附有練習，例如隨身帶一塊掌
心大小的石頭六小時，然後寫下感受。

曾佔Amazon家庭教育暢銷榜第一名的此
書，很實用，例如一家人晚餐時可以做甚
麼？可以一人想一個字，談談為何喜歡這
個字；給孩子說話的時間要多一點，最好
超過一半；可一起玩遊戲，在報紙上找一
個不認識的字，大家google一下……書中
有很多沒想過的點子。

貼士：不必全部點子都跟著做，但一家
人，要多些一起做的事。

「閱讀讓我心靈境界擴闊，如果沒有了閱讀……

不行，我想我會很辛苦！」

「我覺得這個閱讀才真實，可能有一本書、有一句話，it 

strikes you，你想想再想想，然後活出來……那就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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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閱會邀來職場達人分享閱讀致勝之道

考試臨近結束 職場新丁湧現

盧瑞盛（左一）、李漢祥（左二）及黃錦沛（右二）妙語全場，與年輕人和「新閱會」會員分享閱讀心得及職場見聞，
探討閱讀與職場成功之間的關係，令在場觀眾啟發良多。

李漢祥：讚美比投訴更能解決職場問題

馳騁職場多年的李漢祥深諳平步青雲之道，他以
自己的著作《青雲路線圖》為本，建議年輕人要「專
注」，挑選自己有興趣的兩、三個行業，然後作針
對性的準備，獲得心儀工作的機會自然大增。此
外，他亦特別提到「讚美的藝術」，認為在解決職
場的問題上，讚美遠比投訴有效。

黃錦沛：培養執行力以減低工作中的干擾

另一嘉賓黃錦沛則推介了《執行力的修練》、《天
地不說話》及《香港．舊事重提》三本書。他

認為《執行力的修練》一書提出的四個重要原
則有助培養執行力，減低日常工作中的干擾，
無論領導者或基層員工均不可不讀，對個人在
職場上的成功有極大幫助。

《天地不說話》及《香港．舊事重提》兩書則有
助大家面對職場上的種種挑戰；前者結合天文地
理及科學觀察，融合生物和物理的視野，讓讀者
洞悉自身認知的盲點；後者則描繪了在藝術家筆
下香港舊事舊物，情懷濃厚，鼓勵讀者對身邊事
物多加關心及留意。

考試季節結束，大批畢業生投入職場。對於一眾初
出茅廬的年輕人來說，職場道路或許崎嶇難行，為
了讓各職場新丁能從書本中獲得啟發， 從而裝備自己
踏上青雲路，新鴻基地產新閱會於早前舉辦了「閱
行閱快  職場勝利道」講座，請來三位職場達人及專
家，以閱讀和書本為引，分享職場致勝之道。

盧瑞盛：多看成功人士故事，學習致勝關鍵

新閱會特別邀來資深人力資源管理及策略計劃顧問
李漢祥、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前任會長黃錦沛，
及路訊通營運總裁盧瑞盛，與現場觀眾分享閱讀心
得及職場見聞。

很多人或許會認為社會上的成功人士一般都是不拘
泥於小節的，但是從盧瑞盛向觀眾推介的《富人不
說，卻默默在做的33件事》一書中，便引述了很多
不同範疇精英的成功小習慣，帶出「微小的差異」
的重要性。

另外，盧瑞盛亦推介了《洛克菲勒寫給兒子的三十
封信》，此書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寫給兒子的家書，信中的道理及經驗，
可能比他的事業王國價值更高。盧瑞盛認為，多看
成功人士的故事，學習他們的致勝關鍵，有助在職
場上獲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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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書推介

活動預告

01/ 《富人不說，卻默默在做的 33 件事》
 （延埈赫著 / 先覺出版）
02/ 《洛克菲勒寫給兒子的三十封信》
  （John Davison Rockefeller著 / 海鴿文化）
03/ 《青雲路線圖》
 （李漢祥著 / 明報出版）

04/ 《執行力的修練》
  （Sean Covey、Chris McChesney 及 Jim  

 Huling 著 / 天下雜誌）
05/ 《天地不說話》
 （林超英著 / 快樂書房）
06/ 《香港．舊事重提》
 （江啟明著 / 經濟日報出版）

新閱會年度進行的「新地喜『閱』指數」最新研究結果將於6月下旬公布，而第五屆「年輕 
作家創作比賽」則將於7月初公布優勝者名單，詳情及最新資訊可瀏覽新閱會的Facebook專頁
www.facebook.com/shkpreading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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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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易經》，就是後人用文字解釋卦
象，所以現代人對《易經》，入門讀
物必須要圖文並茂。華威文化出版
的《圖解易經》，由卦象是如何演變
而來，到如何用《易經》占卜，再
到每一個卦的詳細意義，都有深入
淺出的解釋。重點是圖像思維才是

「易」的根本， 文字只是用作解釋圖
像的工具，千萬不要「執指為月」。
 
雖然說卦是圖像思維，但文字的特
殊功能，就是將思想更具體地記錄
下來。不過《易經》正是民智初開
時的產物，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
語言和文字歷變了不少。據說，孔
子著《易傳》，解釋《易經》的意義，
還引導了《易》走向人文科學的路
線；有說老子的《道德經》也是對

《易》的解釋，不過與孔子不同的
是，老子走的是自然科學路線。對
現代人來說，《易傳》還是難明；
對孔子有其一套心得的國學大師南
懷瑾，在1991年寫了《易經繫傳別
講》，值得一讀。
 
話說回來，文化傳承除了靠文字，
還要配合師徒制口耳相傳，即是靠
兩個人長期溝通，因此只要朝代更

《易經》的起源，傳說是伏羲畫八卦，後來周文王、周公、孔
子等等歷史上有名的聖人不斷完善而成。

古時沒有時鐘、日曆、月曆等工具，一年四季的變化，只有
知識分子才能夠掌握。卦，就是古人觀察天地變化的記錄，
不過是用圖像思維的方式而不是文字。現在用作看風水的羅
盤上還保留著廿四節氣所代表的卦。

替、戰亂或找不到好徒弟，文化便
會失傳。中華文化經歷了幾次大
劫，不少珍貴資料隨著時間流失，
或者失真。遠的不說，晚清時期太
極拳高手楊露禪有一絕技，就是放
一隻麻雀在手心之上，用巧妙的神
經反應，令其雖拍翼而飛不起。試
問現在的太極高手哪能有此黏勁？
太極拳是由八卦發展下來的一種文
化遺產，懂《易》而學太極拳，則
得心應手。
 

《易》，見諸於經典，又演化出武
術，有人窮盡心思去學，但《易》
的本質，應該是易，沒有必要搞得
複雜。一言以概之，易就是變，就
是陰陽，也可能會有人說：「咁講
即係講阿媽係女人啫！」
 
不要小看「阿媽係女人」這看似尋
常的話。母性，是陰，陰是滋養生
命之本。懂《易》就會問：「母性的
本質是甚麼？相對的父性又代表了
甚麼？」

《易》的世界觀中，所有東西離不
開陰陽，兩個東西之間，總有一個
大、一個小；一個熱、一個冷。世

上沒有兩個一模一樣的東西。自然
可以說易經是包含了世界至理。
 
有人學《易》，為了學占卜，要預測
未來。但有句話叫：「善易者不占。」
 
我曾經上過一個工作坊，講提高創
意的方法，就是先把兩個完全不同
範疇的名詞放在一起，然後盡力在
兩個名詞之間找共通之處，創意漸
漸從過程中浮現出來。其實，易卜
的道理也是一樣；當我們遇到疑惑
時，隨手占起一卦，讓思想從腦海
中的另一個原點出發，去尋找答
案，思考其他可能性，達到腦震盪
的效果。世界的變化，不外乎易經
所講的「吉、凶、悔、吝」，善易者
看通了這種迷信的面紗，就不會迷
惑於超自然的神秘主義。
 
其實，如果人們堅守內心追求的
東 西 ， 就 算 結 果 如 何 都 阻 止 不
了，又何需占卜？這就是善易者
不占的道理。

《圖解易經》
（華威文化 / 2009）

《易經繫傳別講》
（老古文化 / 2002）

生於浙江的文化學者。於浙江國術館國術
訓練員專修班畢業，中央軍校政治研究班
畢業，金陵大學研究院社會福利系肄業，
四處講學，曾旅居美國及香港等地。論著
的主要方向包括儒家、道家、佛教等領域，
生平致力傳播中國傳統哲學。

作者  
南懷瑾（1918-2012）

淺
談

經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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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林肯逝世 150 周年。
 
根據非正式的統計，存世至少有超過 15,000 本關於林肯
的書。換言之，在這位改變了美國國運的總統過身之後，
平均每四天左右，就有一本借這位總統來大做文章的新書
出版，而當中更不乏由普立茲獎得主操刀的大作。
 
在芸芸書海，究竟哪幾本最能道出這位傳奇人物的一生？

林肯多面睇
逝 世150 周 年

Abraham Lincoln（1809-1865）

第十六任美國總統，1861年就任，

至1865年遇刺。

林肯在任總統時，

領導國家經歷了美國史上最慘烈的南北戰爭，

並廢除了奴隸制，維護了聯邦的完整。

美國學界和公眾將林肯稱為

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

作者：David Herbert Donald
（Simon & Schuster / 1995）

 普立茲獎得主David Herbert Donald在1995年出版的《Lincoln》，被公
認為當代最有分量的林肯傳紀。作者沒有刻意將林肯塑造成天生就要做
偉人的神話，反而有層次地剖析一個出身南部肯塔基州的小律師，怎樣
一步步踏入政壇，最終成為一個扭轉了美國分裂命運的道德領袖。
 
 不過，任何一個作家，都抽離不了他身處時代思潮的影響。有評論指
David Herbert Donald筆下的林肯，總教人聯想到同樣是南部出身、平
地一聲雷的克林頓。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知識分子，大多認為克林頓
雖然是一名出色的政客，但他更加是一個經常為政治計算、在原則問題
左搖右擺的人。很多人都以為林肯的戰爭是為了解放黑奴，事實上他為
了盡快結束戰爭，不但特赦大多數與聯邦政府作對的獨立派將領，更為
了維繫國家和諧統一，將解放黑奴的目標擱置。

《LINCOLN》

作者：Doris Kearns Goodwin
（Simon & Schuster / 2005）

2008年奧巴馬在參選期間接受《時代雜誌》訪問時表示，假如他當選，籌組的內閣，成
員將不會是唯唯諾諾的支持者，而是一個由「敵對力量組成的團隊」（team of rivals）。
 
 奧巴馬的說法，其實出自另一個普立茲獎得主Doris Kearns Goodwin於2005年出版
的作品《Team of Rivals》。話說奧巴馬曾講過，假如有朝一日要流落荒島，他希望可
以帶上這本書。事實上，奧巴馬在競選前曾就策略的問題，諮詢過Goodwin的意見。
當選後，他亦一如自己在選舉期間所提出般，大方地委任了初選的競爭對手希拉莉克
林頓去當國務卿，成為一時佳話。
 
 至於奧巴馬的偶像林肯，當年更邀請了四位選戰對手加入自己內閣：William H. 
Seward、Salmon P. Chase、Edward Bates及Edwin M. Stanton。這四位本來是林肯
的政敵，最終都變成了他的戰友。Doris Kearns Goodwin這本書深入剖析每個人的背
景、理念以及林肯怎樣將這些對手都收為己用。《Team of Rivals》也是史匹堡所執導
的電影《Lincoln》的歷史藍本。

《TEAM OF RIV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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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arold Holzer
（Simon & Schuster / 2014）

林肯深明傳媒威力，得民心者得天下。本書描述的林肯，懂得如何利
用傳媒替自己宣傳以贏取民心，如直接透過傳媒向公眾說話。林肯甚
至因為德語系的選民上升，而買了一家德文為主的報館。他當時操控
著幾家最有影響力的報館，又會打壓「不友善」的傳媒，囚禁或流放
編輯等，盡是些難以和林肯聯想在一起的行為。作者 Harold Holzer
是 研 究 林 肯 及 美 國 南 北 戰 爭 時 期 的 權 威， 他 曾 擔 任 2012 年 電 影
《Lincoln》的劇本顧問。

《LINCOLN AND THE POWER 
OF THE PRESS: THE WAR FOR 

PUBLIC OPINION》

作者：Thomas DiLorenzo

「曹操也有知心友，關公亦有對頭人」林肯也不例外。當有人認為林
肯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總有人持相反意見。作者Thomas DiLorenzo
在2002 年 和2006 年， 分 別 撰 寫 了《The Real Lincoln》 以 及《Lincoln 
Unmasked》，抨擊林肯在位期間的決定，包括撤銷人生保護令、違反美
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戰爭罪行及積極集中政府的權力等等。在種族問題
上，作者從多方證據證明林肯本人對種族的看法，質疑林肯歧視黑人，
作者還指出林肯發動南北戰爭並不是為了解放黑奴，而是為了提高關稅
以實行保護貿易。

《THE REAL LINCOLN》
《LINCOLN UNMASKED》

作者：James McPher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

有人形容，看歷史就像從倒後鏡中看路面，影像看來往往比真實的來
得更接近。事實上，生活在歷史當中的人，都不知道在他們面前事件
會怎樣發展下去。James McPherson 的《Battle Cry of Freedom》與
其說是林肯的傳記，更貼切地講，這本出版於 1988 年的普立茲獎得
獎作品是南北戰爭的反省和分析，從戰事到財政、人事任命及林肯的
個人領導因素，立體地分析代表北方的聯邦軍如何勝出這次對美國國
運影響深遠的戰爭。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作者：Ida Minerva Tarbell
（Harper & Brothers / 1924）

Ida Minerva Tarbell 雖然沒有得過甚麼大獎，但她可能是 20 世紀最具影
響力的一支筆。作為一個記者，她開創了以連載式偵查報道揭露內幕和
向企業施壓的先河，但她也利用傳媒來宣洩個人的恩怨情仇。她對石油
大亨洛克菲勒窮追不捨，結果促成反壟斷法的執行，將巨無霸標準石油
化整為零，也改變了首富家族的命運。
 
在《In the Footsteps of the Lincolns》一書，作者追隨著林肯小時候住過
的 Kentucky 到 Indiana，再到 Illinois。在當時，那些地方還居住著接觸
過林肯的人。這些都是今天沒有辦法再做到的事。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LINCOLNS》

《The Real Lincoln》
（Crown Forum / 2002）

《Lincoln Unmasked》
（Crown Forum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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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三本有關身心健康的書籍，從物理上到精神上治癒大家心靈，放鬆緊繃神經
之餘，散發正能量，也可靜心反思，當初選擇跟隨大隊向前衝的初衷。

 

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將在7月15至21日舉行，《閱刊》將一連兩期加強推介新書，
今期先來個熱身，揀選值得推薦的新書，以及部分書展新書的初步預告。

有人認為中環價值就是香港主流價值，孕育這價值的中
環，以至各行各業的職場，大都由既得利益者與管理層
話事。初出茅廬的後生仔時有壯志未酬之感，該跟隨大
隊步伐還是另闢蹊徑殺出血路？《攸關青春：青年工作
的論述與對話》透過剖析青年心態，從青年角度分析對
貧窮、權威、疾病、愛與性，甚至生死等觀點，以及社
會結構對他們的影響，讓更多人認識香港年輕一代。本
書作者們為來自兩岸三地的資深社工、大學學者及青年
工作者，文章穿插了學術研究作輔助說明。自覺活在諸
多框架下的青年，最易有共鳴。

在成為國際都會、盡情擁抱中環價值之前，香港是一
個荒僻小漁村。時至今日仍有中式風帆漁船在維港游
弋吸引觀光客，足證明漁業曾是香港在國際間的標
記。究竟昔日香港漁業的情況是怎樣？它又如何隨著
時代步伐轉變？前漁農署助理署長、現任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博物館專家顧問（民俗學）饒玖才，細述香港
漁業資源、漁民的生活與工作、漁船與捕撈方式，還
有漁產運銷、加工及漁業行政及管理等，香港如何「起
家」，可從此書了解。

中環價值其中一個核心，是不放過機會。石油、鋼鐵、棉花、小麥、大豆等可作為期貨在巿場
上交易，創造財富。國際金價起跌影響金融市場；開發頁岩氣令美國有望在能源領導地位上超
越俄羅斯；中國和南非發展煤化油的原因；比較地下開採和露天開採礦產的經濟效益；期貨交
易中 USD 和 USd 的區別……這些都與資源市場投資息息相關，認識資源概略，有助捕捉下一
波投資形勢。
作者曾任資源類上市公司財務總監及董事，理解資源融資問題。他集結以往撰寫相關資源的專
欄文章，和教授培訓課程的材料，寫成此書，將深奧的資源行業知識和技術，化成易明的資訊，
劃分資源成礦產、農產和能源三大板塊，再深入分析當中主要資源的種類、開採、分布、儲量
及價值等，配合環保、基因改造農產品、碳排放配額等議題，有系統地編成的資源行業參考書
籍。了解多些巿場資訊，當機會到來時便能即時把握。

《資源概略──掌控世界經濟的產業》
作　者：劉學郁
出版社：紅出版（藍天圖書）

《攸關青春：青年工作的論述與對話》
編　著：香港浸會大學青年研究實踐中心
出版社：紅出版

《十九及二十世紀的香港漁農業傳承與轉變（上冊漁業）》
作　者：饒玖才
出版社：天地圖書

本書並非三項鐵人訓練程序的功具書，而是分享參與三
項鐵人運動的心路歷程，以及由興趣發展成事業的因由。
三項鐵人運動本是作者的業餘興趣，經過無心插柳、大
膽嘗試、循序訓練、受傷復元、開專門店、成立隊伍的
階段，業餘興趣竟成為事業。同時，她指出要成為三項
鐵人，其實不難，即使像她從前那樣個子瘦小、力氣不
大的「豆腐人」，都可蛻變成女鐵人。她還領悟到，三
項鐵人除了是運動，也是生活態度，反映人生的真諦，
透過分享，希望可感染大家多做運動。

精神病複雜多變，是電影創作常見題材，精神病人以
不同姿態在銀幕中現身，本地有《天才與白痴》、《激
戰》、《異度空間》等；外地代表作有《飛越瘋人院》、
《不赦島》、《觸目驚心》。《是日公映：精神科》
作者潘裕輝為精神科護士，同時是電影愛好者。他分
析電影中的精神病元素，透過古今中外的著名電影，
細數精神病人情況，解說精神病真相，並解構電影中
的角色，帶來另類的精神健康資訊。

「機會率不外乎是個百分比，只要有『盼望』，數字多少並非最重要因素。」人生不會無病無痛，
但只要我們找到勇氣，找到盼望，就有活下去的理由。
於熒幕前談笑風生的莫樹錦醫生，是識飲識食的健康專家；穿起白袍的他，更是重人情、重心
靈的腫瘤科權威，25 年來見過無數生命奇跡。他把從醫遇到的勵志故事，不論是切除甲狀腺
的好友、接受化療卻沒效果的小章，還是患上淋巴癌無法治癒的劉師傅，都在告訴大家，為所
愛的人而活，就是活下去的盼望，並勸勉大家好好活下去之餘，謹記珍惜當下擁有的人和事。
病痛並不可怕，就怕我們錯過生活中本應快樂的時光。

《醫然有望》
作　者：莫樹錦
出版社：天窗

《豆腐變鐵人》
作　者：Ginny Wong
出版社：紅出版（青森文化）

《是日公映：精神科》
作　者：潘裕輝
出版社：紅出版（青森文化）

2015 書展
香港味濃

新 書 先 睹 為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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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僵持不下，他的固執使我十
分懊惱，我翻開Benjamin Zander
及Rosamund Stone Zander合著的

《The Art of Possibility》， 然後說
道：「你知道甚麼是香港精神嗎？
包玉剛打破航運長租的傳統，改用
短租策略迅速擴充船隊，最終成為
世界船王；李福兆打算加入證券行
業，申請香港會的經紀牌照被拒，
但是他發現當時並無限制成立交易
所，於是毅然成立遠東會，開業一
年已經超越香港會，成為當時最大
的股票交易所。不受局限、勇於嘗
試，就是創造香港昔日輝煌成就的
中環價值。」
 

《The Ar t  o f  Poss ib i l i t y》是一
本啟航前往「無限可能世界」（a 
universe of possibility）的導遊指
南，書中分為12章，每章分別幫
助我們站在不同的角度重新檢視身
邊的一切，從而發掘各種更加美好
的可能。
 
第一章首先反覆論述人類認知的架
構，實際上「全部都是自我編造出

來的框架」，保護我們的同時，也
是局限我們發展的最大障礙。

當中提及的「九點遊戲」便是一個
極佳的示範例子，規則就是一筆畫
出四條直線接連圖上九點，沒有玩
過這個遊戲的人，很易跌進四個角
落形成的虛擬方形之中，無形的束
縛使人無法找到答案。惟有打破思
維的限制，試從黑點以外的遼闊空
間重新觀察這個世界，或許可以從
中找到新的機會，成為解決困局的
鑰匙。
 
Benjamin指出，既然明白認知都
是「自我編造的框架」，為何我們不
去重新編造一個更好的框架來改善
現狀？正如阿哲認為「專題報告的
內文只能手寫」，實際上也可理解
成為「文以外」沒有任何限制。
 
書中第三章繼續講述Benjamin的
音樂學生因為害怕演出失誤影響
學業成績，故此每次表演各人也會
小心翼翼，絕不容許自己有半點
差池，反而窒礙他們的發展。為

了驅除學生這份恐懼的感覺，引
領他們進入「無限可能的世界」，
Benjamin宣布每位同學也會得到A
級的成績，條件就是他們需在兩星
期內寫一封信給老師，信中陳述明
年5月之前預計將會在自己身上發
生的事情，這些事情便是得到A級
的原因。由於學生毋須擔憂成績，
紛紛作出不同嘗試，結果豐碩，各
有得著。
 
我也利用上述技巧，告訴阿哲這
是 一 份 已 經 取 得A級 成 績 的 專 題
報告（實際上對他說即使只得零分
也沒問題），然後叫他想像一下如
何改善他的報告。沒有害怕犯錯
的枷鎖，孩子的創意馬上得以釋
放，例如某段落放棄文字形式的
報告，全部改用漫畫來介紹相關
內容，甚至附加一份老師沒有要
求、只是純粹自己覺得好玩有趣
的專題製作花絮。

看到孩子重拾久違的香港精神，願
意作出不同嘗試，那份報告最終得
到甚麼成績也是次要了。

《The Art of Possibilit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2000）

知名指 揮 家，1979 年起 擔 任波士頓管弦
樂 團（Boston Philharmonic） 指 揮， 在 波
士頓的新英格蘭音樂學院（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任教也逾30年。Benjamin
亦常到各大機構發表領導及創意方法，並於
1999年在瑞士Davos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
獲頒「水晶獎」以作表揚。

作者  
Benjamin Zander

香港
「老師說過這份專題報告的內文只能手寫，不可列印。」阿哲雙眼通紅地說。
 
「我不是說全篇列印，只是建議你把標題放大列印，然後利用一點『視覺藝術課』中學到的襯托技巧來凸
顯章節和主題，相關位置附加一些相片，圖文並茂有助增加報告的可讀程度。」雖然我解說得這樣清楚，
但是對於孩子來說，老師的話語就是金科玉律，半點也不能逾越。

 

企 業 教 練， 服務 對 象主 要是企 業及 政 府
機構，包括亞 斯本國際菁英 組 織（Aspen 
Institute）、英國市政機關、美國國家公共電
台、世界經濟論壇等。

作者  
Rosamund Stone Zander

九點遊戲答對

九點遊戲

九點遊戲答錯

1

2

3

4

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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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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 童 理 財



今年是日本終戰70周年，這個十年一度的盛事，《閱刊》當然要贈興。我會一連四期，介紹相關好事，讓
讀者了解這場浩劫的由來。第一炮是俞天任的《浩瀚大洋是賭場》，講日本聯合艦隊的歷史。

在沒有洲際導彈的年代，要實施遠
程奔襲，惟有海軍（尤其航母），英
國之所以能當上大洋霸主，全靠手
上那支無敵艦隊。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英國沒落，美國崛起，太平洋
的另一邊，日本緊隨其後。而美日
爭霸，逐鹿大洋，勝負關鍵依然是
海軍實力的分野。
 

《浩瀚大洋是賭場》厚達500頁（我
讀的是初版，早前出了增訂版，書
分三冊，共逾900頁），綜論聯合
艦隊由成軍到敗亡的完整過程，
視野廣闊，同時因為參考全日文文
獻，為讀者呈現不少鮮為人知的細
節，可謂見樹亦見林。加上作者行
文流暢，用字「抵死」，例如把美軍
比喻為「城管」，天天到日軍的陣地
找麻煩；又以「裸跑到沖繩」來形
容大和號最後一次出征，全因為沒
有戰機衞航。作者的風趣幽默，為
沉悶的歷史增添不少趣味，令讀者
在不知不覺間把這本磚頭書看完。
 
日本為何輸掉了太洋平戰爭？套用
坊間的老話：「輸錢只因贏錢起。」
日本先後打贏了中俄兩國，前者令
日本獲得巨額賠償，可以擴充軍
備，後者令日本聲名大噪，一躍成
為世界列強。沒料到，這兩場近乎
奇蹟的勝仗，為日後的慘敗埋下了
禍根。
 
因為勝仗來得太易，日本開始輕
敵，沒有因時制宜，仍沿用以前的

勝利方程式，例如對美戰略，是從
日俄大戰中發展出來的所謂「漸減
邀擊」，即在美軍的進攻路線中，
布下層層羅網，逐次削弱其實力，
旨在決戰前拉近雙方的實力距離。
作者說：「在日本人看來，所有外
國都是俄國，所有海軍都一定要像
俄國海軍一樣。」雖然山本五十六
最後決定以快打慢，偷襲珍珠港，
企圖全殲美國太平洋艦隊。但「漸
減邀擊」的三大法寶──雷擊、夜
戰和艦隊決戰，仍被完封不動的保
留下來。
 
雷擊要配合夜戰。以前無雷達，
在夜間以驅逐艦和潛艇發動魚雷
突擊，往往可以殺對手一個措手不
及。雷達發明後，夜戰儼如白晝，
突擊作用大減，但日本不懂變通，
繼續把有限的驅逐艦用於夜戰，而
不是更重要的補給護航；潛艇更加
變態，愈做愈大，魚雷愈射愈遠，
其中九三式魚雷，射程更達到驚人
的40公里，但以三十六節的速度走
畢全程，要40分鐘，原先的目標也
不知跑到哪裡去，哪有可能命中？
 
至於艦隊決戰，亦因為航母登場而
過時。但昔日對馬海戰的輝煌勝
果，令日本變成了巨艦大炮的忠
實信徒，寧造大和也不多建航母。
神風特攻隊之父大西瀧治郎曾抱
怨：「造一艘大和的錢能造三千架
飛機，你給我三千架飛機，我能把
所有的艦隊都炸沉。」但軍令如山，

大和艦還是造了出來，且是兩艘，
合共便是六千架飛機的代價了。
 
複雜的戰術也是「漸減邀擊」的後
遺症。若說戰爭晚期的菲律賓海
戰，日本因為窮途末路而採取調
虎離山計，勉強可以理解，但在
初期的中途島戰役，日本明明佔盡
上風，還要兵分五路，設計出由
南到北延綿數千海里的複雜戰術，
就明顯是「除褲放屁」了。尼米茲

（Chester William Nimitz）講得好：
「日本海軍作戰計劃的一大特點，
就是複雜，為了追求複雜而複雜。」
 
何以如此？還是那句老話：「輸錢
只因贏錢起。」日本當年的對手太
差勁，清朝不用說，就連英明神武
的俄國海軍，行蹤也盡在日本的掌
握之中，未打先輸。日本被勝利沖
昏了頭腦，以為自己真的是戰術大
師，於是鑽起牛角尖來，為複雜而
複雜，最後連自己都騙了，落得跟
所有賭徒一樣的下場。
 
賭 局 的 結 果 早 已 注 定 ， 但 賭 局
是 怎 樣 開 始 呢 ？ 這 是 下 一 期 的
話題了。

艨艟八百 海鷲三千
《浩瀚大洋是賭場》
（東方出版社 / 2013）

生於1963年，筆名「冰冷雨天」，騰訊《大家》
專欄作家，自稱「老冰」。著有《冰眼看日本》、

《有一類戰犯叫參謀》、《浩瀚的大洋是賭場》、《誰
在統治著日本》等作品。

作者  
俞天任 

山本五十六

日本終戰70周年系列之一：

Chester William Nimitz 大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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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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的龍應台一篇文章〈香港，你往哪裏去？〉，到今天還有人就文中提出的「中環價值」孜孜不倦地
討論，實屬異數。無論贊同與否，都不能否定其影響力 。

所謂「中環價值」，就是以中環來表徵香港崇尚財富追求、經濟效益、高效發展、公平競爭等指標。其潛台
詞，則是把香港價值塑造成資本主義的極致，是個「Winner takes all」的社會。

然而，真的適宜用這種價值觀概
括香港嗎？當年美國的「佔領華爾
街」運動， 以「我們是99%」作為
口號，控訴社會上最富有和最具
權力的1%；然則，「中環價值」
代 表 的 ， 又 是 否 僅 香 港 1 % 最 具
權勢的小撮人？

此文收於《龍應台的香港筆記》一
書。書中結集的，都是龍應台旅居
香港幾年間的體會，餘篇則較為持
平，展露她的人文理念和敏銳觀
察，提出香港應以培養人文素養為
基礎，才能喚起市民的歸屬感和認
同，以文化維繫人心。因此，她對
政府不斷遷拆舊區、開發新區的做
法，等同抹殺本土文化和歷史，鞭
撻甚重。她進一步提到公民教育當
以人文理念為基礎的重要性，培養
出通曉和尊重文化歷史藝術、建立
明辨是非的獨立思考、敬愛真摯厚
實的人情倫理等精神內涵。在此基
礎上，更需發展出能與國際接軌的
視野胸襟，亦需有公義的承擔。

也許就是這樣廣闊而深刻的人文思
維，令她不屑那種偏向權貴、講
求實效的短視目光，於「西九龍事
件」和「添馬艦事件」上一再駐足
批評，由是衍生「中環價值」一詞。

誠然，香港到處都是拆、拆、拆，
但若單以此來代表香港價值，究竟
不妥。龍應台的說法，僅為一種感
性的象徵譬喻、一種文學手法，而

非建基於社會學或政治學的學術陳
述，只是近幾年間適逢香港人對遷
拆皇后碼頭和重建「囍帖街」（利東
街）所引起的反對聲音此起彼落、
滿街的金舖名店趕絕地道老店而令
人煩厭等，因此龍氏以「旁觀者」
身份的感性出擊，便得到廣泛關
注。實際而言，以這類象徵譬喻而
言，「中環價值」並不如「獅子山下
精神」來得貼切和引起共鳴。

若想了解港人眼中的「中環價值」，
不妨一看杜琪峯幾部於中環取景為
主的電影，雖然不乏荒誕奇情，但
當中展現出不同層面的中環，比龍
氏文章來得立體和真切：《孤男寡
女》由辦公室政治為背景，牽引出
白領階層的男主角為愛情而對年輕
有為且坐擁億萬身家的才俊、作出
無畏的挑戰，譜成一段現代都市童
話，當中的拼搏精神，便不是龍氏
所指以經濟掛帥的物質貪婪；《文
雀》對老香港風貌的回顧、朋輩間
的義氣、「盜亦有道」的原則堅持，

亦可說是不少「中環人」的寫照；《單
身男女》中「火星人」與「地球男」
的比拼較量，前者由失意酗酒到重
新振作成為國際知名的建築師、後
者則玩世不恭且見風轉舵的本色，
映襯出片中兩種迥異的愛情觀，也
同樣是中環辦公室的上班族可有同
感的。這些電影，全都缺乏龍應台
高舉的人文素質，亦沒有國際視
野，但卻更貼近中環的真貌，令所
謂的「中環價值」沒有離地之弊。

2003年香港經歷沙士事件後，由
15位香港知名導演拍攝的11部短
片，合輯為《1：99電影行動》（杜
琪峯亦負責其中一部），為港人打
氣，展現的便是獅子山下同舟共
濟、守望相助的精神。1與99其實
可以共融，為香港繼續創造奇蹟；
不幸的是，香港於政治和經濟，
都邁向失衡的局面 。香港要面對
的 ， 並 非 對 龍 應 台 眼 中「 中 環 價
值」的挑戰，實質是1與99之間深
層矛盾的浮現。

1:99
龍應台提出的中環價值，惹來不少爭論。 屬三級歷史建築的中環舊街市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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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場
加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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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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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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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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James McPher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4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LINCOLNS Ida Minerva Tarbell Harper & Brothers 24
Keynes Hayek: The Clash that De�ned Modern Economics Nicholas Wapshott W. W. Norton & Company 11
LINCOLN David Herbert Donald Simon & Schuster 23
LINCOLN AND THE POWER OF THE PRESS: THE WAR 
FOR PUBLIC OPINION

Harold Holzer Simon & Schuster 25

LINCOLN UNMASKED Thomas DiLorenzo Crown Forum 25
TEAM OF RIVALS Doris Kearns Goodwin Simon & Schuster 23
The Art of Possibility Benjamin Zander, Rosamund 

Stone Zande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9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Jane Jacobs Random House 5
THE REAL LINCOLN Thomas DiLorenzo Crown Forum 25
Young Money: Inside the Hidden World of Wall Street's 
Post-Crash Recruits

Kevin Roose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9

十九及二十世紀的香港漁農業傳承與轉變（上冊漁業） 饒玖才 天地圖書 26
史記 司馬遷 中華書局 13
圖解易經 祖行 華威文化 21
執行力的修練 Sean Covey, Chris McChesney , 

Jim Huling（李芳齡譯）
天下雜誌 19

天地不說話 林超英 快樂書房 19
富人不說，卻默默在做的 33 件事 延埈赫 先覺出版 19
寬恕 Mpho A. TUTU, Desmond M. 

TUTU（祁怡瑋譯）
啟示 17

少帥 張愛玲 皇冠出版 34
意想不到的幸福家庭秘訣 Bruce Feiler（陳雅莉 , 鄭景文譯）圓神 17
攸關青春：青年工作的論述與對話 香港浸會大學青年研究實踐中心 紅出版 26
易經繫傳別講 南懷瑾 老古文化 21
是日公映：精神科 潘裕輝 青森文化 27
有情枝──廖偉棠散文選 廖偉棠 中華書局 34
洛克菲勒寫給兒子的三十封信 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海鴿文化 19
浩瀚大洋是賭場 俞天任 東方出版社 31
老得好優雅 Joan Chittister（唐勤譯） 天下文化 17
蕭紅小說散文精選 蕭紅 商務印書館 34
行情之神：本間宗久翁秘錄 森生文乃（黃郁婷譯） 大牌出版 7
豆腐變鐵人 Ginny Wong 青森文化 27
資源概略──掌控世界經濟的產業 劉學郁 藍天圖書 26
醫然有望 莫樹錦 天窗 27
開鑼 張敏慧 香港中和出版 34
青雲路線圖 李漢祥 明報出版 19
香港．舊事重提 江啟明 經濟日報出版 19
香港文學大系 1919 - 1849．新詩卷 陳智德 商務印書館 34
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劉以鬯卷 劉以鬯（梅子編） 天地圖書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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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書 獎

決選書目中，以香港為主題的書籍佔 11 本之多，
其中介紹香港文學的作品有《有情枝──廖偉棠
散文選》、《香港文學大系 1919 ─ 1849．新
詩卷》、《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劉以鬯卷》，
可見這裡並非人們口中的文化沙漠。

除了文學，代表粵語文化的《開鑼》值得一讀，
作者張敏慧將 2011 至 2014 年初對於香港粵劇

表演的評論收錄此書中，除了介紹大老倌的經
驗，更多著墨在新入行的小生花旦，對經典劇目
被新編或如何創新等亦深入剖釋。

除了關於香港一路走來的寫照，經典如民國時代
的作品，包括張愛玲最後一部未曾刊行的小說遺
稿《少帥》，還有去年因為電影而紅極一時的《蕭
紅小說散文精選》也佔一席位。

第八屆香港書獎書單將會在 6 月 30 日公布，各位讀者可於網上專頁瀏覽相關資訊。網址：
http://app3.rthk.hk/culture/8thbookprize/index_li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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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電台及香港出版總會合辦的《香港書獎》，不經不覺已經
舉辦到第八屆。《香港書獎》每年為香港的愛書之人選出代表出
色書單。在本刊截稿前，已經選出進入決選書目的 25 本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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