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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vergence of social networks, a renewed 
belief in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ty, pressing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cost consciousness are 

moving us away from the old top-heavy, centralized, 
and controlled forms of consumerism toward one of 
sharing, aggregation, openness, and cooperation.

SHARE
開心

共享經濟

共享經濟能否真正成為新趨勢？說書人佟若喬透過

《What's Mine is Yours: 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一書，指出現今的共享經濟不只印
證了消費模式的轉變，還印證了社會意識形態由「自

我」、「大我」甚至「大同」的轉化。

多個奉行共享經濟的服務性行業近年迅速冒起，不

少人還以為共享經濟是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產物。
事實是，採納共享經濟模式的企業早就大有人在，

顯示「大同」模式勢不可擋！

 text : 佟若喬  coordination：馮紀立

預約豪華車接載服務的手機程式
Uber去年在港興起，早前更掀起的
士業界強烈反響，抗議Uber鼓勵「白
牌車」搶飯碗。不過，事件卻令Uber
愈反愈紅，一度成為手機程式下載
榜首。2009年面世的Uber目前已進
佔全球近60個國家，約300多個城
市，其擴張之快，令全球市場震驚。
Uber經營方式的成功，正正是「共
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的表率。

「共享經濟」近年在全球火速冒起，
想了解這個新興經濟概念，要拜讀
「共享經濟」的聖經《What's Mine 
is Yours: 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甫翻開此書，你便
會看到封面內頁寫著「Barter, Swap 
or Pass on this Book」，無論是以物
易物，還是跟朋友交換書看，總之目
標就是要將這本書傳開去，簡單一句
已為此書定調。這個將資產共享的概
念，就是此書所探討的「協同消費」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讀者更
可以於網上登記，追蹤這本書的下落。

《時代雜誌》將「協同消費」稱之為
「改變世界的想法」，書中詳細闡述了
這個改變未來的消費模式實乃100年
以來的累積成果——由工業革命大
量生產開始，商品價格下跌，變相鼓
勵市場消費；至信用卡的出現，更鼓
吹現代人「先享受，後付款」。到了
21世紀，消費快，浪費多，情況比任
何時候都要嚴重。作者提出，隨著科
網發展，共享經濟急速發酵，我們可
以「使用而不必擁有」。我們要車，
可以用App租車，不一定要自己買
車。這就是共享經濟的理念，「個人
對個人」（Peer to Peer）市場的開拓，
將每個人的閒置資源、技術及服務，
透過網絡平台、手機App等提供給有
需要的人，令資源重新分配，減少浪
費，從以提升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益。

這不只是消費模式的轉變，更是社會
意識形態由「自我」（Me）到「大我」
（We）的轉化。當然，這一切的前提，
是人與人之間要建立互信。“New 
online and offline marketplaces are 

forming where people can once 
again 'meet' in a global village and 
form nonlocal trust. ”其實，這根本
就是我們從前街坊鄰里資源共享的互
助精神，只是結合了現今的數碼科技作
為推手，讓我們與世界大同走近一步。

說到這裡，可能你會覺得「協同消
費」很離地。其實，共享經濟早已
如雨後春筍，在全球遍地開花，書
中亦提供大量案例，大致可以歸類
為三種主要方式：Product service 
systems、Redistribution markets及
Collaborative lifestyles。三者當中
最常見的是第一種Product service 
systems，除了文首提及的Uber，
香港人較熟悉的有旅遊住宿平台
Airbnb。2008年8月在矽谷創立的
Airbnb，至今已覆蓋全球190個國
家、超過3.4萬多個城市；全球房源
數量超過150萬。Airbnb為背包客帶
來非一般的旅遊體驗，民宿、別墅，
甚至堡壘任君選擇；同時也為全球擁
有閒置物業的業主提供 [...]轉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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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walkerTaskRabbit

2011年由周嘉豪創立，讓家中書櫃已滿卻又想買
新書的人把書本漂流出去，與他人分享，特別適合
居住在蝸居斗室的香港人。最初每月兩次在天星碼
頭、公園、九龍城書節等舉辦漂書會，其後逐
漸將漂書會搬到網上平台，目前主要讓愛
書人透過 Facebook自由免費交換，以
「書」會友，鼓勵閱讀氣氛。有些書不
一定要永遠擁有，讀書也不一定要讀
全新的；讀漂書，不時會看到上手留
下的筆記、書評、摺痕、污跡等等，
別有一番隔空交流的滋味。

網址：http://on.fb.me/10lOQEt

想到人氣餐廳用膳又不想排隊？家裡
亂七八糟卻不想動手打掃？ TaskRabbit
可以一次過滿足全部需求！只要清
楚寫明你不想做的小任務，鄰近的

「TaskRabbit」 就會提出相應的報酬要求。
訂單一旦確定，「TaskRabbit」便會辦妥這些

小任務，讓你去做更重要的事。擔心服務的質量和安全沒有
保障？「TaskRabbit」的審核流程非常嚴謹，包括背景調查（如
犯罪記錄）和技能審核。顧客更可以根據「TaskRabbit」的表
現打分評級，方便用戶甄別。任務完成後，顧客將在線支付
報酬，TaskRabbit將從中抽取 13%至 30%的佣金。

網址：https://www.taskrabbit.com

安裝了光纖，覺得未用盡很浪費？想走到哪兒都有WiFi
用？不用擔心，Martín Varsavsky在 2005年創辦了一
個名叫 FON的網上平台，讓大家分享WiFi之
餘，又能使用其他用家分享的WiFi。參加
方法很簡單，只要在網上訂購一部 FON
的獨家 Router，並成為 FON的會員，
就能夠分享WiFi給其他會員，又能
夠免費享用其他會員分享的WiFi。可
惜的是，FON目前仍然未能在香港提
供服務。

網址：https://corp.fon.com

2011年創立2008年創立

閱行者一年舉辦兩至三次漂書會，另在
Facebook設立平台，讓愛書人自由交換書籍。

搬運、包禮物、街市買餸、維修等家居服務在
TaskRabbit一應俱全。

只需一部 FON的獨
家 Router，就可以互
享WiFi！

DogVacayFON

託兒所聽得多，託狗所呢？在美加擁有
超過二萬個託狗服務員的 DogVacay，
於 2012 年創立，為寵物狗的主人提供
狗隻託養服務，配備 24 小時客戶熱線
和完善充足的保險賠償，被稱為  「寵物

狗的 Airbnb」。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Aaron 
Hirschhorn 打算在兩年之內打入歐亞市場，並把

服務擴展到狗隻訓練、護理、打扮等等，滿足因上班或去旅行
而不能照顧愛犬的客人。

網址：http://dogvacay.com

2012年創立2005年創立

透過DogVacay，寵物狗隨時能入住五星級居所，是Airbnb Wishlist的翻版。

一個簡單有效的賺錢
途徑，讓旅客和業主自由配對，增加
選擇，又減低旅客費用。

而事實證明，Airbnb已吸引投資者
的注視。Airbnb最新估值在短短一
年間急升至255億美元，更超越了傳
統老牌酒店管理公司萬豪，是全球
估值最高的新創公司之一。Airbnb
預計，今年的營業收入有8.5億美
元，未來五年內更可高達100億美
元，全球市佔率升至10%，可見共
享經濟模式的服務，正對傳統產業
造成衝擊。

那麼，身為亞洲國際都會的香港，
在「共享經濟」方面的發展又如何
呢？Uber興起，引來的士業界反對；
Airbnb呢？根據《旅館業條例》，在
香港若把單位或房間出租少於連續
28日，則一律被視為經營賓館，必須
領牌，否則即屬違法，可判罰款20萬
元及監禁兩年。

科技的洪流正逐步改變世界，任何
城市、任何行業也逃避不了轉型的
問題。與其抱殘守缺，故步自封，不
如早點迎接改變。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What's Mine is Yours: 
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Harper Collins／2011）

來 自 英 國 的 Rachel Botsman， 曾 任
「克林頓基金會」董事，另創立了 The 
Collaborative Lab，為創新企業、大企業
以及政府部門提供創新方面的顧問服務。
她在 TED發表有關共享經濟的演講，吸
引逾 200萬點擊率，亦在倫敦大學教授
MBA課程。

Roo Rogers
本身是紐約風險投資 Redscout Ventures
的總裁。他有份創辦 OzoLab，投資符合
生態平衡的生意及產品，包括創辦紐約
最大環保車租用公司 OZOcar。

作者  
Rachel Botsman

《 T h e  B u s i n e s s  o f 
Sharing: Making it in the 
New Sharing Economy》
（Palgrave Macmillan ／ 
2015）

作者：Alex Stephany

作者 Alex Stephany 不想因為駕車出外時讓車位空置，
於是創立 JustPark，鼓勵大家出租被空置浪費的車位。
書中結集了作者與多個知名企業人和創業基金投資者的
訪問，同時加插個案研究，以行人的角度剖析共享經濟
對未來商業運作的影響。

延
伸

讀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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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
人類以為地球是平的，太陽繞著地
球轉，太陽系有九大行星。隨著科
學進步，人類發現新知識，修正對
世界的認識。可是總有些人故步自
封，縱使證據確鑿，仍不願接受新
觀點。一般人追不上科學發展，倒
也情有可原，畢竟他們不是專家。
但不少科學家、學者、科普作家，不
論因先入為主的學術偏見，還是一生
名聲押注在舊理論上，頑固地堅守錯
誤的觀點，便是「阻住地球轉」防礙

《This Idea Must Die》
（Harper Perennial／2015）

《The Two Cultu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作者︰C.P. Snow

John Brockman是 edge的創辦人，
科學和科普書籍的編輯、出版商。
致 力 推 廣 C.P. 
Snow 提出兩種
文化文理雙科互
相對立，以及科
學家身兼公共知
識分子的第三種
文化之路。

主編
John Brockman

 text : Horace Chan

過時科學理論
大掃除

科學進步。著名科學家Max Planck說
過：「科學進步源於葬禮，只有抱殘
守缺的老前輩死光，新理論方能取代
舊理論成為正統。」不過請別太苛責
老人家抗拒新事物，智者強如愛因斯
坦亦曾老貓燒鬚，晚年時斷言量子力
學不可能，更說出「上帝不擲骰子」
這名句。  
 
說到科學權威，edge.org大概是世
上最具影響力的智庫，它以推廣科學
啟蒙民眾為己任，成員雲集最頂尖科

學家、大學教授和科技大亨。有感
於科學家躲起來自顧做研究，社會
的話語權落在文科學者手上，edge
鼓勵科學家用淺白易明的文字，繞
過記者等中間人直接面向群眾，左
右民意制訂有利科學發展的政策。
每年edge都定出一條具前瞻性的題
目，眾成員撰文各抒己見，並輯錄
成書出版。去年的題目，問哪個過
時的科學理論最該死，總共收集了
逾170篇回覆，包括眾多鼎鼎大名的
作 者， 如Jared Diamond、Nassim 
Nicholas Taleb、Richard Dawkins等
人，題材包羅萬有，從物理、生物、
電腦、醫學等硬科學，到經濟、心
理、統計等人文科學也有，結集成
《This Idea Must Die》。
 
書中有不少文章關於物理學，有趣的
是學者們意見兩極分歧，大部分認
為超弦理論（M-theory）走錯了路，
最後變成總可自圓其說而不能驗證
的偽理論，白白浪費一代科學家的青
春；我們不應盲目追求統一理論，也
許在量子力學的世界，根本沒有一
條能解答一切的方程式。然而，小部
分學者卻認為我們三維宇宙觀才是
錯誤，應該擁抱多元平衡宇宙觀。
生物學是另一個熱門題目，進化論更
是眾矢之的。科學家不是要推翻達
爾文學說，只不過「物競天擇，適者
生存」這句過分簡化的口號，是時候

扔進垃圾箱，以免誤導蒼生。進化的
機制很複雜，一般人對進化論一知
半解，甚麼進化來自基因隨機突變，
所有生物有共通基因，環境和遺傳的
簡單二分化，甚至所謂天擇本身，統
統都是錯。
 
物理學和生物學的知識太抽象，離現
實生活太遙遠，說些對我們有直接
影響的題材吧。目前美國食品藥物管
理局規定，凡新藥上市前，必須經過
隨機控制臨床測試；而在人體測試
前，要先用老鼠來試藥。人類與老鼠
身體根本不同，在老鼠有效不等於對
人類有效。從醫學到社會學的研究，
統計數字彷彿是教條，結果大部分
論文都是垃圾，純粹為論文數目而出
版。未有題目先收集一大堆數據，再
看看有甚麼特別的統計數字，才馬後
炮找理論去詮釋。研究應重回論證因
果關係的科學傳統，而不是一味追求
大數據用統計學去亂撞。
 
不要被近600頁的厚度嚇怕，看一本
書等於看了百多本書，CP值十分高，
適合連閱讀也講求效率的香港人。
百多個不同的科學題目，總有幾個能
引起你的興趣。若某題目激發起你的
求知慾，大可以按圖索驥，找那篇文
章作者的著作來細看。

A new scientific truth does not triumph by convincing 
its opponents and making them see the light, but rather 
because its opponents eventually die, and a new generation 
grows up that is familiar with it.

－ Max Planck

延
閱

伸
讀

上帝不擲骰子

God doesn't play dice 
with the universe

在 20 世紀初，量子力學界出現了以
波爾（Niels Bohr）為首的哥本哈根詮釋

（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表明自然
法則中存在著一種根本的隨機性。身為少數
「非正統派」的愛因斯坦不接納這個詮釋，他
堅信萬物皆有因果關係（Causality），並
以「上帝不擲骰子」和 ERP 悖論（ERP 
Paradox）回應。其悖論雖然在近代
物理學界一直極具爭議，但亦為

現代量子力學立下重要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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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喋喋不休地「正名」，無非想道
出「武林」的稱謂，其實出自小說
家的幻想；真正的學武之人，從不
認為自己是「武林中人」。然而，這
並不是說各個武學門派之間，沒有
一套另類生態，猶如「江湖」世界
一樣，當中包括各種規矩、道德標
準。是故，所謂「武林」，不是「有
名無實」，而是「有實無名」。
 
徐皓峰整理的《逝去的武林》，講
述的便是一個小說家稱為「武林」
的真實世界。此書內容，由被譽為
「中華武學巔峰時期最後一位見證
者」的李仲軒先生口述。書中記述民
國年間三位形意拳大師的言行與造
詣，點滴間展現出那個時代的武學
境界、宗師氣度。雖說只是一種記
事，順帶為後學把一些練武的關隘
解釋清楚，但骨子裡卻是對於日漸
逝去的武學傳統，寄予無盡欷歔。
 
由於此書體裁為一段又一段的口述
筆記，所以讀來內容有點反反覆
覆，就像聽著一位老人回味以往。
但徐皓峰的撰文，卻能做到內容反
覆而不重複，令先前提到的一些往
事，於後來再出現時，得到深入的
闡述和剖釋。

書中提及的一些武學境界，實在匪
夷所思，譬如說有大師可以把武功

練到繞著臉盆走一圈，盆中的水隨
著舉輕若重的腿功震盪而旋轉起
來，便像武俠小說一樣「神化」。
但這類近乎傳說的描繪，只偶一為
之，並非賣點。此書最成功之處，
在於令人閱後，能憧憬那個逝去「武
林」的精神面貌。一些聞所未聞的
「武林規矩」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
書中通過三位大師的軼事、對他們
性格命運的描述，勾勒出「武德」是
甚麼一回事。
 
現今有年輕一輩的功夫教練，以不
講武德為賣點，認為那是上一輩不
求實際的枷鎖。但讀過此書，便知
道李仲軒見識到的武學，與現時強
調技擊實用的「martial arts」，是兩
碼子事。且不論誰對誰錯、誰的功
夫更高，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往習
武追求的除了用於強身健體、格鬥
搏擊外，更是一種精神上的修煉，
上乘者精、氣、神皆備，即使老輩
拳師不識字，亦自氣質高雅、富有
涵養。筆者卻不覺這說法有何誇大
之處，因為不論儒、釋、道，其終
極的精神境界都是超越世間言說的
一種感悟。若武者能藉拳法、氣息
等修煉達到這樣的感悟，自然亦從
內斂的眼神中投放出來，性格也變
得沉穩謙和，故謂內家拳的修習，
既可改善身體亦可改造心志。這份
「心志」，才是「武德」的精神所在。

 
對於修煉內家拳法的，本書應該
更是無價之寶，因為裡面解釋了不
少練功訣竅，也稽考了不少拳法古
籍、秘傳口訣，一一加以闡釋。可
惜筆者是完全讀不懂這部分的解
讀，但按照自己一向對陰陽術數、
佛道典籍的理解，還是覺得李仲軒
的講授，往往是一矢中的、思路清
晰，而且法度嚴密、處處呼應，難
怪書中文章還未結集成書時，初於
武術雜誌上連載發表，已轟動整個
武術界。
 
撰文的徐皓峰，亦為電影《一代宗
師》的編劇。他為王家衛提供的，
除了一些武林軼事，令宮寶森、宮
二、一線天等角色都有真實原型人
物為本之外，最重要的還是通過電
影語言，建構出一個「逝去的武林」。
《一》片與此書，一時互相輝映。

《逝去的武林》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6）
口述︰李仲軒
整理︰徐皓峰 

中國作家、編劇。畢業於中央美術
學院附中和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
1997年開始寫作，2006年完成長
篇小說《道士下山》；中篇小說《師
父》獲 2015年百花文學獎小說雙年
獎。在電影領域，2011 年首次執
導，拍攝其編劇的《倭寇的蹤跡》；
2013年憑電影《一代宗師》獲香港
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

作者  
徐皓峰

武

認識李仲軒
三位形意拳大師——唐維祿、尚雲
祥和薛顛的入室弟子，被譽為「中
華武學最後一個高峰期的最後一位
見證者」。生於書香門第的李仲軒
因具文化素質，被三位大師寄望能
為中華武術留下文章。34歲後隱
退武林，一生未收徒弟，晚年於
《武魂》雜誌撰文，提供珍貴的武
術史料與拳理，在武術界引起極大
迴響。

逝
去
的

 text : 邵頌雄

三年前北京大學到香港面試招生，
要求考生把「江湖」譯為英文，頓時
引起社會熱議，連才子、毛姨等，
都於報刊專欄中湊其熱鬧。最後，
當然只有不了了之，原因簡單：「江
湖」詞義甚廣，而且充滿中國文化特
色，英語世界裡面根本不存在其同
義詞，勉強翻為「brotherhood」、
「underworld」，都只得一隅，實在
不比「river and lake」這樣的爛直譯
好得多少。隨意舉例，「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這句電影對白，便不能依
照上引的三個「江湖」英譯作為翻譯。
 
「江湖」如是，「武林」亦如是。此
二詞義於武俠文化中，雖非同義，
卻有著一定程度的重疊之處。然
而，「江湖」一詞，尚有《莊子》、《史
記》、《水滸》等典籍為據，而「武
林」則據說只是三四十年代中國武俠
小說作家宮白羽衍造的新詞。

認識宮白羽
小說作家，1899年生於河北省青
縣馬廠，1930至 40年代在天津
致力創作武俠小說，並在《庸報》
連 載《 十 二 金 錢
鏢》而一舉成名，
幾年間發表了幾
十 部 武 俠 小 說，
被譽為北派武俠小
說五大名家之一。

李仲軒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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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
四

之

分 

孔子說：「知（智）者樂水，仁者樂
山」，懂得享受山水之樂，就具備智
仁之士的特徵。綠色思想，古已有
之，但在東方之珠和購物天堂的光環
下，香港的靈山秀水，常被四分之一
的璀璨燈影掩蓋。幸好，有劉克襄這
位台灣山系專家訪港，如奪寶奇兵般
攀山涉水，尋幽探秘，為香港的山水
美景大平反。

書中有不少文章曾在報章連載，劉克
襄生動的文筆和巨細靡遺的描述，當
時已吸引不少港人的目光。他以步移
法帶領港人行山穿村，善用不同地方
的景致作陪襯，筆下的一山一樹都非

常悅目。如將西貢的沙灘和海灣，形
容為峇里島的熱帶場面；大欖水塘的
景色，可媲美港人千里迢迢也要造
訪的日月潭；一趟短程的士已可到達
萬宜水庫的天然六角形岩柱，在台灣
就要遠赴澎湖群島才可見。讀者會
驚覺香港的山明水秀，繼而按圖索驥
地探尋勝跡，有助近年湧現的行山熱
潮升溫。即使是資深的行山客，也如
柳宗元般吐出「然後知吾嚮之未始
遊，遊於是乎始」的感慨。他更告訴
港人，一直被喻為香港地標的獅子
山，原來海拔僅及500公尺，山上獅
紅、乾隆二路的古道風貌猶在，只是
被我們遺忘。登頂就能一覽九龍全

景，可看到香港的一個階段，就是需
走過一段艱辛歲月，眼前的紅塵才展
現，那就是獅子山精神。

劉克襄雖客居香港，但絕非走馬看
花，對所有景物均觀察入微，亦愛
尋根究柢，四處搜集資料，以專業角
度描述各種風物。他提及在台灣被當
成保育昆蟲的「龍眼雞」，香港不少
官方網頁卻稱為害蟲，但又諷刺地曾
成為香港發行郵票的主角，令人摸不
著頭腦。至於記述大蠔灣的紅樹林生
態時，他列出數據，指出香港有八種
紅樹林種類，淡水河魚類逾150種，
更曾請教香港魚類專家莊棣華，了解
香魚在港的繁殖情況。他亦愛引經據
典，引用宋代寇宗奭《本草衍義》，
剖析土沉香由古至今的分布和外表
特徵，並論及沉香被砍伐的環保問
題。當在牛牯塱村遇見佝僂婆婆，則
以「崩大碗」打破語言隔膜，將人情
味一併入文。可見文章非單以消閒掛
帥，是結合社會科學知識和人情味的
益智讀物，展現出智仁之士的特質。

作者豐富的實戰經驗，亦是全書的亮
點。正如在《馬鞍山》一章，他帶領
七個學生踏上早已豎立警告牌的吊手
岩和牛押山，大無畏地告訴讀者，
如何面對進退維谷的困境，怎樣征
服險要的地勢、變幻莫測的天氣和
隊友體力下降的問題，最後昂然地
站立於馬鞍山的主峰，欣賞香港山
區最美麗的稜線。如今結集成書，
感染力更強。除了系統化地臚列各
景點外，更配上動植物速寫筆記、
行前叮嚀、實景拍攝和手繪路線圖
等等，強化書本的實用性，成為別具
一格的行山指南，悄悄地描繪出一個
隱藏版的香港，一個比購物和美食更
獨特、更有魅力的香港。

 
當我們抱怨身處石屎森林時，一個
旅居香港的台灣人，卻能如數家珍地
道出這裡的山光水色和風土人情。或
許，我們會豁然開朗，驟覺生活中原
來沒有缺乏這一點綠，一直被比例
甚高的自然景致環抱著，頓時滿足感
大增，亦同時帶點慚愧。究竟，我們
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
中」，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三 

《四分之三的香港 — 行山・穿
村・遇見風水林》

（中華書局〔香港〕／2014）

1957年出生，台灣作家、自然觀察
解說員，稱號「鳥人」。至今出版詩、
散文、長篇小說、繪本以及攝影作
品逾 20本。

作者  
劉克襄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語出《論語・雍也》篇。其
中「知」通「智」，「樂」讀
作「嶽」。

小資料

崩大碗
味甘，性寒，有「補腦食
物」的美譽。有研究指出，崩
大碗可防止癌細胞的擴散，也
有助降低膽固醇、提升記憶
力、治療高血壓、發燒和牙
痛等，但孕婦與哺乳婦女

不宜服食。

「香港昆蟲」特別
郵票系列中的「龍
眼 雞」郵 票， 於
2000年發行。

閱刊 Read Monthly • SEP 2015    1312    閱刊 Read Monthly • SEP 2015 

TRAVEL



好友Kiwi在HR Agency任職多年，見
盡各種新人和老闆後，動筆寫這本
書，記錄求職及求才者的稀奇古怪趣
聞。其中幾個更是令人覺得印象深刻：

「⋯⋯這一刻，我發現原來阿媽陪仔
見工原來不只是傳說，而是確實發
生在這個面試室裡面。我不禁懷疑，
外面流傳已久的故事主角是否同一對
人：兩母子一起見工，這樣一定沒有
公司肯聘請兒子，而這對母子惟有繼
續不停見工⋯⋯」

「見 工開始了五 分 鐘 後， 突然
candidate告訴我們，他很肚餓，跟著
在自己的手袋內拿了一個飯盒出來。
雖然我們成Team人都算見慣世面，
但這一刻我們真是不知怎麼處理。」

「我們開始留意到candidate的鼻水
一直流，令人想起電影《喜劇之王》

中的尹天仇，同時我們奇怪，為何他
不問我們拿紙巾。」

 「唔好以為高學歷、經驗豐富一定容
易找工作。很多外國回流的人，本身
做投資銀行，返來香港不肯屈就降低
要求，結果是幾年都沒有公司肯聘請。」

書中經歷以短篇小說形式寫成，除了
分享見工奇聞，還有一些故事，講新
人成功得到第一份工後的撞板經歷，
有些故事可能曾經在你或我身邊發
生，令人會心微笑。每一個故事亦附
帶一個見工小貼士。

當然，要成為一本好的工具書，最緊
要資料齊全。書中除了有各種不同的
資訊，例如常用求職網站、最新各行
各業薪金變化、勞工法例需知、求職
履歷樣本等，適合新人尋找工作時
參考，務求一擊必中。

其他有關見工書籍

求
職
攻
防
戰

書   名：《見工奇聞實錄》
作   者：Kiwi Siu
出版社：Publication on Demand

承蒙老編不棄，小弟有機會執筆寫
書評，平常一向寫財經時事為主的
老狐狸，因閱書層面頗廣，覆蓋了財
經、歷史、小說和吃喝玩樂等各範
疇，所以在此推介的書不限於
財經書，只希望為讀者帶來
一些有新鮮感的著作。

作為公司的一個小小管理層，對
於近年部分年輕人被標籤為「草莓
族」——在溫室長大受盡保護、
受不起風吹雨打，工作態度不
好，隨時以手機傳個訊息便辭職
不幹——老狐狸慶幸未曾遇過，相
反，手下的小伙子不乏努力上進者，
為公司帶來生氣活力。但不能否認的
是，現今社會和以前不同，大部分年
輕人家庭環境較佳，捱苦的能力相
對較低，所以投入職場所需的輔導
變得更重要。今次推介的書是《脫
掉蓬蓬裙再來上班！》，特別獻給即
將畢業投身社會的年輕人、公司的
管理階層以及為人父母者，可以細味
此書作者的一份心意，希望年輕人
能明白長輩和前輩們的教導，而作為
前輩的則可以多點耐心，悉心輔導年

輕人，令他們早點投入工作，為公司
為社會努力貢獻。

此書作者菲然，曾是資深人力資源顧
問，以過來人的身份，用書信形式寫
給摸擬的後輩「小清新小姐」，娓娓
道出自身的經驗，為讀者們指路。書
中寫出剛投入職場的新鮮人可能會
面對的各種問題，以分享經驗的姿
態替「小清新小姐」分析如何適應新
工作、衣著的技巧、提升自己的工作
能力，以及怎樣應付辦公室政治、和

職場
新鮮人

天 書

《脫掉蓬蓬裙再來上班！》

（哈林文化 ／2015）

心理諮詢師。曾在某企業做管理工
作，現為職業撰稿人。喜歡寫關於
女性的文字，已出版的圖書有《厚黑
女人》、《這個世界並沒有虧待你》、
《幸福婚姻的 26個字母》等。

作者  
菲然

 text : 老狐狸  text : 華少

同事的交往，甚至理財等大部分年輕
人所害怕面對的，一連串心得可視之
為心理輔導，筆者相信「新鮮人們」
閱後必定有所裨益，能在同輩中脫穎
而出，讓公司的舊人早日脫下有色眼
鏡。

雖然書名令人感覺有點像專為女生
而設，事實上職場中所遇到的問題
大同小異，一理通，自然百理明，
只要摸清箇中竅門，無論男女也必
有得著。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5）
作者︰Dale Carnegie

如果閣下已經去到見工的階段，最
重要的一定是個人溝通技巧。《How 
to Win Fr iends and In f luence 
People》的重點正是教大家改善待
人接物的技巧，懂得書中的技巧，
無論在職場上對上司及同事，或平
常對人處事，都能夠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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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不少疾病最初的症狀就是疼痛嗎？香港人生活節奏急促，上班族每晚
OT、不節制地吃喝玩樂，最終導致身體勞損，經常嚷著「呢度痠嗰度痛」，
又或陷入似病未病的「亞健康」狀態。別等因痛成病才處理健康問題！身為
註冊中醫師，作者在書中教你如何分析身體狀況，揀選合適的食療、按摩、
運動等調補，配合打通瘀阻、暢通經絡，輕鬆踢走「亞健康」。

《減痛—常見都市痛症療法》

（青馬文化 / 2015）
作者：盧肇聯

GDP愈高代表人民生活愈美好？失業率低就是全民就
業？通貨膨脹率使阿根廷政府透過羈押統計機構主管，
施壓公布不實數據？中國是 iPhone的「原產國」，每賣
出一部就造成美國財政赤字的負累，擴大兩國貿差，
但中國在整體附加價值中所佔份額卻不大。原因為
何？種種疑問把這些指數在現時經濟模式的限制一一
呈現。作者認為，在這個大數據和網絡發達年代，實
不應再迷戀單一指數，而應有更全
面和適時的資料蒐集，以求細緻的
客製化指引。

美國作家 Elisabeth Eaves在《一直在路上》（Wanderlust）
一書中說：「就在你覺得『已完成』的『不過就是如此
的旅程』的感覺平息下來以後，人生才能由一個階段
進入另一個旅程。」此書作者身為人妻，竟自私地「出
走」，化身孤獨背包客，在南美的漂亮風景下自省「我
想要怎樣的生活？」書中除了旅遊體驗，心路歷程更
值得讀者借鏡。

舊年代食肆選擇不多，傳統茶樓就是普羅大眾最尋常的
聚腳地︰無論是見工相睇、分手講數、婚宴滿月酒，以
至大時代「魚翅撈飯」的日子，都是茶樓的真實場景。
從興盛到衰落，逃不過成為集體回憶。此書收錄逾 15
家舊式茶樓的珍貴影像，包括已結業的得雲、龍門。龍
鳳木雕、金漆雙囍……透過相片，重溫往昔。

何為藝術？藝術的本質、意義和功能是甚麼？管它呢，
觀者要關注的是藝術家在作品之中帶給我們甚麼，在
我們生命起了甚麼作用和意義。本書兩位主角 Simone
及 Andrea，遊走於各地的博物館和美術館，藉著有關
兩人高低起伏的人生經歷、輝煌成就的討論，讓讀者
悟出「每一個藝術家都有一個感悟題材」的道理。

01

02 03

04 05

《再會茶樓歲月》

（中華書局 / 2015）
作者：梁廣福

《當經濟指標統治我們：從 GDP、
失業率、通貨膨脹、貿易差額…

反思我們的經濟生活》

（左岸文化 / 2015）
作者：Zachary Karabell
譯者：葉家興、葉嘉

《當蘇格拉底遇上金寶湯》

（三聯 / 2015）
作者：何卓敏

《出走人妻之呼吸南美》

（紅出版 / 2015）
作者：La La

NEW RELEASES
20年前的9月，張愛玲在家中猝逝的
消息自三藩市傳出，震驚一眾張迷。
誠如《愛玲說》作者劉紹銘教授提及
的，張愛玲注定是一個傳奇，困在她
文字世界的人，一不留神便淪為嗜糞
（coprophilia）或戀屍（necrophilia）。
胡蘭成的自傳《今生今世》，也因〈民
國女子〉一章大爆與張的感情生活而
水漲船高。
 
劉紹銘的《愛玲說》剛好在才女逝世
20周年推出，作為曾與張愛玲有過一
面之緣、兩人書信達18封，劉教授對
張的印象與評論，絕對是第一手。自
言很容易得罪人的張愛玲，你給她寫
信，可以兩年後才拆看。即使劉紹銘
與幾位同學落力替她找工作找房子
搬家，勞心勞力，才女有本事對協助
搬家的後輩明言請把她當作老鼠般；
意思是最好不相往還。如果不是憐
才，這群後輩會熱臉孔貼冷屁股？
 
1966年6月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個會
議上，劉紹銘與張愛玲碰面了。他形
容，身穿旗袍的張身段纖小。至今仍
有人問劉教授：張愛玲本人美嗎？劉
教授一向只委婉地形容，當時張已逾
40歲了。定居美國後生活困窘的張愛
玲，想也難復昔日氣派。
 
張愛玲在美國生活不如意、喪偶後
隱世獨居，這些大家都知道的，然而
從《愛玲說》的書信中，更見張的鬱
鬱不得志。她曾一再厚著臉皮請幾
位後輩為她奔走謀差事，輾轉求得
擔任駐校藝術家，她卻不肯白天去上
班，只在晚上才回到辦公室，藉此避
免和學生打交道。其後在另一大學
任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更與上司不
和而被「炒魷魚」。
 
張亦自知性格不適合在大學任職，
無奈其英語著作未能取得成果，
再三被出版社拒絕。一心想勝過林
語堂、揚名海外的張，心中那口怨
氣，大概比得上《金鎖記》中的曹七

巧。這也難怪，洋人眼中的確對中
國人那種潛藏陰暗面感到陌生，正
如劉紹銘在美國教英譯現代中國文
學時，把張愛玲自己翻譯的《金鎖
記》作教材，一向踴躍發言的洋學生
罕有地答不出意見，直言搞不懂小
說中複雜的人際關係，因此難以捉
摸到底作家要說甚麼。
 
劉教授對張愛玲雖憐惜，卻沒盲目偏
袒，花了不少篇幅引證張的英文著作
實在比中文遜色。「就像一個靈魂卻
換了個身體，那個靈魂用陌生的面孔
與我說英文。」並引用不少文章或評
論，是研究文學的好教材。

20年過去，人們對張的好奇心仍未減
退，但你想看到的是甚麼？就如《愛
玲說》的封面，用了她的經典叉腰昂
頭旗袍照作藍本，畫成插畫，有人
覺得俗艷，也有人恍如看到另一面的
Eileen Chang。

《愛玲說》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2015）

1934 年 生 於 香 港，1966
年取後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博
士學位。曾任教香港中文大
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夏威
夷大學、香港嶺南大學等，
學貫中西，著譯頗豐，尤善
中西比較文學及翻譯學。

作者  
劉紹銘

愛 憐

張 愛 玲

 text : 素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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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勝者踏上作家路　
分享創作箇中點滴
由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新地）新閱會與三聯書店攜手

舉辦的第五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已圓滿結束，八位優勝

者的作品亦已於剛過去的香港書展2015面世，在作家路上邁
出了第一步。我們將一連兩期邀請八位脫穎而出的年輕作家

分享創作過程的難忘點滴、箇中感受和得著。

《另一種表達——西方圖像中的中國記憶》，散文（文字與圖片），中國內地

偶然在北京的書店看到「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的宣傳
招貼，正好自己也有一個合適的選題，就抱著試一試
的心態，報名參加了這個比賽。真沒想到自己能夠獲
獎，直到在香港書展看到自己的書時，心中還有些不
真實的感覺。紙質書對我而言，有一種電子屏幕給不
了的踏實與真切。

很多朋友見到我的書時會問我創作的細節，為何會選擇這樣一
個略顯陌生的選題。對我而言，這種選擇往往要靠機遇和反應
力，否則看見了也不會有心把它記錄下來。所以我認為自己是
個觀察者和記錄者，並非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家。但不論與否，這個觀察者和
記錄者的角色，我會一直堅持下去，它給了我發現和感知這個世界的原動力。 
或許很多人也會和我一樣，執著於記錄這個世界的點滴。如果想成為一
個成功的作家，我覺得首先要成為一個能夠發現生活、感知生活、看見
自己的人，這樣寫出來的故事才能融入個人色彩，才能讓讀者看到別樣
之處。其次還要抓住各種機會，聽聽別人的聲音，讓更多人認識你、認
識你的作品。

《七年》，散文，香港

在得知這個比賽之前，我一直都希望著能夠有一天書寫自己的移民
故事，作為對自己過去七年變成香港永久居民歷程的總結。當這本
真實而厚重的書到了自己的手中時，心裡激動得難以言表，只能夠
顫抖著撫摸著它。記得當初入選時，感覺很不真實，一切像是一場
夢。為了這夢，半年來埋首寫作，這是一個艱難辛苦的過程，但同
時這帶給我快樂與滿足感。一直到握著這本書，感覺這個夢小心翼

翼地著地了，那些付出得到了豐碩的收穫。
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一些同樣有著移民背景的朋友告訴我說，謝謝我把他們
沒有說出來的話寫了出來；也有一些土生土長的香港朋友說，這讓他們體會
換位思考。我也因此認識到一些為新移民服務的團體以及有心人。這本書的
影響出乎我意料，這些帶給別人的感動原來同樣也會感動自己。
雖然得獎了，但，我不太願意以「作家」自稱。我喜歡寫作，但，
我仍然只是一個學習寫作的人。如果說要走寫作這條路，我覺得
還很長，畢竟這只是一個開始。我仍然有很多不足，但我會堅持
寫下去。願愛好寫作之人能夠給自己一個機會，勇敢踏出第一步
參加這個比賽，因為收穫往往在你的預料以外。

《那個下午你在舊居燒信——我的復刻青春》，散文（文
字與圖片） ，中國內地

有幸參與是次比賽，或許真的是一份冥冥之中
的機緣。兩年前，聽說到林奕華老師為上屆比
賽做評委，並向入圍者作一對一的指導，真是
羨慕至極，可是當時已是結果出爐了。
轉眼間兩年過去，有一次在微博上閒逛，正巧看見詞人周耀輝轉發

了是次比賽的宣傳，仔細一看，評委中又有一位同樣仰慕喜愛已久的老師，
雖然內裡抱著隔空喊話和貪有趣的念頭，其實還算認真地按著要求，提交了
計劃書和樣稿。
其後，是僥倖地入選，喊話的對象成為了指導老師，而和周耀輝
的郵件訪談，最後也成為了這部書印成鉛字的一部分。
這一切自然會帶來激動欣喜，作為一隻 lucky dog，我感念這個比
賽的主辦機構，使這門不再狹窄。同樣，我也願意相信，機緣是
因「一切誠念，終當相遇」，但願我能夠抱持這樣的信念，繼續走
下去這長路。

《疾病王國中的身體生活》，自傳式文學，中國內地

由於我的作品與自身的疾病經驗有關，所以書寫對我來說也是治癒方式，
透過創作一個完整的作品，能更為系統地去思考和挖掘自我的感性經驗，
這樣才能從自我走向他人，把我的經驗和思考轉化為對他人有益的作品，
從而激發大眾的思考，關注相關的社會現象和問題。
第一次見到自己作品面世之時，當然是十分興奮，而且能夠將作品親自
列印並裝訂製作成書，能讓自己對作品呈現有完整的概念。除了興奮和

感謝，我也是抱著虛心求教的心態。書籍出版，不僅需要才華，還需要勇氣，因為
將自己的思考白紙黑字地公諸於世，等於必須接受大眾的批評和挑剔。我不認為出
版了這本書之後我就會成為一個作家，或者說，作家在我看來是一個職業。而我對
自己的要求是成為一個人類學的研究者，非虛構寫作是我始終關注的領域。我會繼
續堅持觀察生活，思考社會，並會再沉澱一段時間，只有經歷了時間考驗的思考，
才能結出豐盛的果實。

張逸良

關嘉利

李佩珊

鍾玉玲

第 五 屆「 年 輕 作 家 創 作 比 賽 」

「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由新閱會與三聯書店攜手舉辦的「年輕作家創作比
賽」，於 2006年創辦至今已成功扶助共 41位熱
愛文化創作及具潛質的年輕人發行首部個人著作。
為促進兩岸四地的文化交流，第五屆比賽更從香
港及內地延伸至台灣及澳門，並請來兩岸四地專
業創作人及資深文化界人士提供個人指導，協助
年輕人開展作家路，為華文世界培育創作新星。

新閱會定期舉辦不同的會員活動，包括名人嘉賓閱讀講座和文化導賞團等等，歡迎大家「讚好」新閱會 Facebook
專頁（www.facebook.com/shkpreadingclub），以及登入 www.shkpreadingclub.com或以智能手機掃描 QR 
Code登記成為會員，費用全免。齊來踏上喜「閱」之旅，培養輕鬆、愉快的閱讀習慣。

第五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八位優勝者早前聯同新地公司傳訊總監廖國偉（右一），
以及香港三聯書店副總編輯李安（左一）會見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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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時裝集團靠書籍啟發

Bauhaus 老闆黃銳林
研《易經》悟人生
「有個同學跟我說，原來八卦在掌上──乾兌離震巽坎艮坤，

我覺得好有趣！於是買了第一本漫畫《易經》來看。」身為時裝集團Bauhaus主席，
黃銳林談起《易經》時眉飛色舞，與一身型格的Bauhaus打扮風馬牛不相及。

黃銳林說，看書很有用，除啟發他的營商之道外，

更改變他偏激的性格，由教書到創業、管理時裝王國到單車世界，黃銳林一直

視閱讀為人生中的燈塔。 創辦Bauhaus前，黃銳林當了十年教
師，其中一半時間任職特殊學校。談

到當年的教學生涯，他指自己很喜歡

在特殊學校教書，「學生很可愛。起

初覺得他們的父母會很難過，但後

來發現，他們是幸運的人，因為他

們沒有煩惱。我們的生活除了吃和

玩，還有很多煩惱，我們才是不幸的

人」。這種出世的思想，或多或少來

自他豐富的閱讀經驗。

 

即使政府對特殊教育投放的資源比

從前多，黃銳林卻認為，不應強迫

特殊兒童回到常規學校讀書。他憶

述一個舊生「本來是個開朗孩子，

到常規學校讀書後，常說『湊死個

55』，原來他覺得『5』不夠減其他
數，例如『15減6』， 5減不了6，想
不通，壓力就很大」。講求競爭的

學習環境，令本來只是學習遲緩的

孩童，變得像精神有問題一樣，「他

們充滿挫敗感，為何不讓他們留在

comfort zone，要他們出去受苦

呢？寧為雞口，莫為牛後嘛」。事隔

多年，他的教學熱誠絲毫不減。

參考書中案例改善流程

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或許應留在

comfort zone，但黃銳林決不讓自
己的事業停滯不前。Bauhaus多年來
業績不錯，2011年卻盈利大倒退，他
發現自己留在comfort zone太久，
「我的營商模式不斷重複，時代變

了，但我沒有意識到」。他向股東道

歉，並裁員25%，更把多年的標誌性
長髮剪掉，以示改革決心。「裁了這

麼多人，公司還是運作正常，可見

我從前的經營手法多蠢！」他認為，

員工必須有危機感，公司「要不時驗

身」才會進步。

 

對於管理公司的手法，他自言鈴木

敏文的《7-Eleven》系列書籍對他有
莫大啟發，「書中提到很多案例，例

如某區已有很多7-Eleven，再開店不
會飽和嗎？」要做到

市場不飽和，新

店賣的東西

就要不同質，「但我們看到的『不同

質』，只聯想到產品及服務，事實上

人家連工作流程也作了改革」。這案

例令他想到公司的物流問題，「有次

我們的手袋進了倉，但落不到舖，經

查問後，原來倉裡的人忙著派褲到店

舖，沒有人手處理剛進倉的手袋」。

於是他提出工廠來貨後，直接派貨到

街車，再運到分店去，把物流工序減

少，節省人力物力處理其他事情。黃

銳林的反思習慣，就是從營商書籍訓

練出來，「還有《林彪元帥軍事論文選

集》、柳井正的《一勝九敗》都是對營

商管理很實用的書籍」。

 
對於聘請前線員工，他有一套特別

標準，「我覺得請Band 3學生是理
所當然的」，售貨員的學歷不重要，

重要的是性格開朗活潑，「我出身不

好，但一樣能出頭，所以我常以自己

的成長背景鼓勵他們，因為他們沒有

學歷包袱，將來才有決心跟我一樣去

創業。」他說，若帶有色眼鏡請人，

就像「一個上了巴士，卻想巴士飛站

的人」般荒謬。環顧零售界，翠華飲

食、稻香集團、IT的創辦人，沒有一
個是大學畢業的，連香港零售管理協

會主席麥瑞琼，也是由打字員做到今

天的牛奶公司中國行政總裁，證明任

何出身的人，都不應小看自己。

 text : Irene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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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員工先按興趣
看「閒書」

「我常送書給員工，但我知道他們

都沒有看。」黃銳林笑稱，閱讀對

學歷不高的員工來說，是件苦差，

故他鼓勵員工看「閒書」，即按自

己興趣去閱讀，例如看消閒雜誌、

漫畫等，「踏出閱讀第一步，當你

對某件事有興趣，自然會追求更

多」。他曾在雜誌看到關於提升踏

單車技巧的文章，「文章說不能狂

操四頭肌，大腿內有些深層肌肉也

需要練，不然很易受傷」。黃銳林

將這個道理融入自己的管理模式

中，「我做零售，是不是狂請sales
就可以呢？其實還有很多設計師、

行政等部門需配合，他們就像大

腿內的深層肌肉般重要」。除了員

工，他也會送書給兩位同樣在零

售界工作的女兒看，我推薦她們看

《韓非子》，「自己工作上有煩惱時

會看，裡面的寓言很淺白，可惜女

兒比較喜歡看英文書」。

 
談到對自己影響很深的書籍，「《天

讎——一個中國青年的自述》是其

中一本，年輕時看，有種五雷轟頂

的感覺」。黃銳林指自己年少時思

想偏激，覺得身為中國人有種優越

感，閱讀也只挑選跟自己立場相近

的書籍來看，《天讎》曾被列為禁

書，而且立場迥異，但對年輕人來

說，愈禁愈想看；作者凌耿以紅衞

兵身份講述文革，黃銳林終於明白

自己對中國的無知。

 
「作家來說，柏楊的書改變我的性

格」，柏楊是台灣通俗歷史作家，

曾出版《柏楊選集》、《柏楊回憶

錄》，黃銳林認為都值得看，「柏楊

的書將我拯救出來，由野蠻人變成

文明的人」。而《醜陋的中國人》

提到的醬缸文化、髒亂吵文化，

都衝擊著他原來的價值觀。記者

問他，很多人覺得柏楊思想偏激，

一個偏激的人去看

另一個偏激的人的

書，這樣好嗎？黃

銳林笑稱，「我們

的立場相反，反而

令我平衡一點」。

 

生意改革
應用《易經》理論

說《易經》令黃銳林愛不釋手，絕

不為過。「有同學跟我說，原來八

卦在掌上—乾兌離震巽坎艮坤，我

覺得好有趣！於是買了第一本漫畫

柏楊的書將我拯救
出來，由野蠻人變
成文明的人。

《易經》講
「變」，是一
個很強的思
想訓練。

《易經》來看」，

他自此迷上研

究《 易 經 》。

這時他畫了一個

卦，「在你位置看

是天地否，是不好

的事；但在對面、

即我的位置看是

地天 泰， 是好的

事；人生亦然。」由

此悟出人生道理，也

看出改革手段，「鼎卦

與革卦是一對，水火不

能共處，要煮滾水，水

火之間就要放鼎，『相合為用而不

相害，是能革物也』，所以改革要

講手段、講方法」。黃銳林指《易

經》講「變」，是一個很強的思想

訓練，對他來說，《易經》是個良

師益友。

 
身為單車發燒友， 10月10日及

11日的「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
節」，必有他的身影，「活動在早

上7時舉行，是黃金時間，我們
可由尖沙嘴經昂船洲，踩

到馬灣再返回尖沙嘴，

也是個黃金地段，非

常難得」。他近日忙於備

戰，「假日與隊友到大嶼山練習，

也會做些制服」。他坦言香港風景

優美但禁區太多，難以享受馳騁樂

趣，希望將來籌辦體育活動時，

後記

訪問開始前，黃銳林笑指自己不是愛書的人，因為他會摺書角，更會把書撕成兩
半，方便攜帶出街。記者認為，看書何需拘泥書本保養，留下閱讀痕跡，更有味
道；換個角度看，像他這樣書不離手、每字每句都帶來思考，才是真正的愛書人。

《圖解易經》

（華威國際 / 2011）
作者：祖行

「以陰陽交替變化描述世間萬物，
影響力遍及哲學、宗教、算術、天
文、軍事範疇，有人看出人生方
向，亦有人覺得是本管理書籍。」

《韓非子》

（時報文化出版 / 1987）
作者：韓非

「法家思想代表韓非的著作，充
滿批評性，當中許多民間傳說
和寓言故事也成為成語典故的
出處。」

《林彪元帥軍事論文選集》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軍
訓部 / 1961）
作者：林彪

「書中講述林彪在軍事上如
『一點兩面』的戰略，可套用
在管理公司上。」

《7-Eleven》系列
（商周文化 / 2012）
作者：鈴木敏文

「 作 者 為 日 本 7-Eleven 的
CEO，書中有很多營商案例值
得參考。」

《醜陋的中國人》

（遠流出版 / 2008）
作者：柏楊

「談及中國各種討厭行為，對
患有『左傾幼稚病』的人有莫
大衝擊。」

《一勝九敗》

（天下雜誌 / 2010）
作者：柳井正

「作者是日本服裝品牌 Uniqlo
的創辦人，書中分享他『成功
是無數失敗的累積』座右銘。」

《天讎——一個中國青年的自述》

（新境傳播 / 1972）
作者：凌耿

「以紅衞兵第一身憶述文革事
件，適合『關社認中』的年輕人
閱讀。」

黃銳林推介

書籍與短評

主辦單位能參考香港單車節的做

法，「要停了城市去辦一件事，才

是盛事嘛！」對於教學、管理公司

甚至舉辦活動，黃銳林凡事都想多

一點，成功之道就在於此。

首屆「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十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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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粗略可以將人分成兩類：第
一類，是有能力創造價值的人，即企
業家，本欄推介過的喬布斯、稻盛和
夫都屬於這一類，在股票市場中，
他們是賣方；第二類，是輔助或依靠
他人而成功的人。事實上，大部分
人都屬於第二類，所以打工仔永遠
多於老闆。
 
然而，股票市場的出現，令第二類人
都可以成為股票市場上的買家，透
過坐企業家的順風車，去令自己從
商業大勢中受惠。今期柯某推介的
書是《How to Trade in Stocks》，須
知坐順風車大抵跟天下間所有學問
一樣，都需要知識支持，而此書作

追 過 的 股 神

C O L U M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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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to Trade in Stocks》
（McGraw-Hill Education / 

2007）

BOOK

大蕭條年代的著名金融投機者，被稱為Boy Plunger（天煞

沽星）或華爾街「大淡友」，因其身家在1929年大蕭條後

大上大落而成為華爾街的傳奇人物之一。於1940年自殺身

亡，據稱死於嚴重憂鬱障礙，留下超過500萬美元遺產予

兩名兒子。美國小說家Edwin Lefèvre以其生平為藍本，寫成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一書。

Jesse Livermore （1877-1940）

WRITER

 「經驗已向我證明，買賣任何

股票或商品要能真正賺到錢，

必須打從一開始進場就獲利才

行。」

－ Jesse Livermore
《How to Trade in Stocks》

者李佛摩爾（Jesse Livermore）一生
沒有打過多少份工，創業也只是炒
賣股票及商品，是坐順風車致富的
佼佼者，一生財富大起大落，去世
那年（1940年）出版了此書。
 
在本欄「作者簡介」中，柯某介紹他
為「大淡友」，但在書中，其實他沒有
刻意叫人沽空，只是剛好在他的生平
中，經歷股災時他發達了，經歷復甦
時他卻破了產。
 
大抵天下間所有投機者的看法和經
歷都是相近的，5月時，本欄寫過江
恩，再讀此書，兩者竟有異曲同工之
妙，相同之處竟有不少：

一・  投機者都是保守的。大家以為投
機者都是進取的大鱷，但李佛摩
爾教你：要保守，小心下注；更
重要的是，覺得有風吹草動，便
先行離場。

二・  不好「高頻交易」。未知李佛摩
爾有否看過江恩的著作《Truth 
of Stock Tape》，李佛摩爾同樣
提到，他的一位朋友住在加州山
區，平時只閱讀舊報紙（沒有互
聯網年代只能如此吧），到他覺得
市況要來的時候，才下山進行買
賣，事成後回到山中；他解釋，是
為了減少雜音，多作思考。

三・  不畏沽空。本地個別金融「財」俊
由於自身的恐懼，經常向公眾發
放「沽空很危險」的訊息。然而，
投機者都會沽空，當作投資的其
中一個選擇。

四・  向上「溝」。李佛摩爾在操作上的
一大心法，是向上「溝」，當股價
再升時便買入，務求令收益擴
大，反之，每當股價低於買入
價，便會「懼恐」，覺得不對路便
先離場，絕不叫人向下「溝淡」，

因為第一注已經在蝕本，何苦要
增加自己的煩惱？

五・  挑戰自己的心魔。股神是人家給
予的尊敬之語，實際上，股神也
是人，一樣會亢奮和恐懼，李佛
摩爾也曾如所有投機者一樣，晚
上輾轉反側，但後來他學會喜怒
不形於色。

六・  討厭一切「內幕消息」。因為向你
提供消息的人，一樣會有私心，
為何要叫你買入？為何無故令你
賺錢？他寧願相信自己的分析。

七・  不向人家發放「貼士」。這跟日本
「行情之神」本間宗久翁的「不與
他人討論投資」一樣。李佛摩爾
曾在宴會中被一名女士索取貼
士，結果在不勝其煩下給了，到
某一危險訊號出現時，他趕緊通
知該女士，這證明給了貼士但執
行時還是要靠自己。不過，該女
士原來沒有跟從貼士買入該股
票，此乃後話。

 
如果你是喬布斯、稻盛和夫，你不用
炒股票，也能得到龐大財富，甚至製

造股票賣給別人；不過，成就一門生意
的天賦並非人皆有之，股票市場便成
為第二類人的一個出頭窗口。搭了一
輩子順風車的李佛摩爾，用他的生平
告訴你，順風車也不是一帆風順，但
登上列車，總算能一嘗頂峰的滋味。

投機者的七大選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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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即日本終戰60周年，立場保
守的《讀賣新聞》成立了委員會，全
面檢證由918事變到太平洋戰爭這15
年間的戰爭責任，並在報上連載，後
結集成書——《檢證戰爭責任——從
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下簡稱
《檢證》）。按日本的標準，「檢證」已
是最大程度反映歷史的真相，起碼沒
有美化戰爭，但語言偽術在其中，惜
篇幅所限，難以一一討論，僅就以下
三點跟日本算帳：

 中日戰爭

《檢證》指出，按照《明治憲法》，軍
隊直屬天皇，毋須向內閣負責，政府
亦不得侵犯「統帥權」。故「皇軍」屢

 
以上是「天皇無罪論」的慣常講法，
但堀田江理在《日本1941》中說：「《明
治憲法》沒有明確規定天皇不能否
決（按：內閣及軍部的決定），所以他
理論上可以否決，關鍵要看裕仁自
己。」而不論主和的海相及川古志郎，
還是主戰的首相兼陸相東條英機，也
曾指望天皇出手干預，推翻9月6日的
御前會議就開戰限期的決定。誰說天
皇是虛君？
 
再者，天皇如無實權，何以終戰？一
個「聖斷」，頑固如及後的陸相阿南惟
幾亦要屈服。天皇的無上權威，比內
閣的「實權」還要厲害，因為內閣可以
倒台，天皇卻是神聖不可侵犯，如他
堅持反戰，誰敢抗旨？

由此可見，天皇是當時全國上下唯一
有能力阻止開戰的人，而他也知道勝
算渺茫，卻選擇袖手旁觀，甚至批准
軍方的冒進政策，並在偷襲珍珠港後
親自頒布「對英美兩國宣戰」詔書。
如此「戰犯」，即使能逃避法律制裁，
道德上亦難辭其咎。
 

盟軍責任

《檢證》認為，火燒東京及原爆，跟
南京大屠殺一樣是戰爭罪行，理應同
受譴責。而策劃火燒東京的美國空軍
司令李梅（LeMay）亦承認：「如果美
國戰敗，我必被送上國際法庭受審。」
 
實情呢？早在1943年12月發表的「開
羅宣言」（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
的商定），已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
之後日本屢戰屢敗，就是不肯認輸，
盟軍才於45年3月火燒東京，死者超
過20萬，大部分是平民（平民不一定

是無辜，自明治維新起，日本平民即
出錢出力支持軍國主義擴張，包括自
願性質的軍資獻納，日本有不少飛機
大炮皆由民間捐款而來），如果日本
肯投降，就能避免之後的原爆，但日
本無動於衷。盟軍在7月發表「波茨坦
公告」，再次要求日本投降，否則必
遭「全滅」，卻被日本「默殺」，直至投
下兩顆原子彈，日本才肯罷休。究竟
是誰罔顧人命？
 
日本之所以「企硬」，是擔心無條件投
降會動搖國體，即萬世一統的天皇
制，這比人民的生命、甚至天皇的安
危更重要。問題是，德國已經無條件
投降，日本作為侵略國，憑甚麼跟盟
軍討價還價？而當時形勢，要征服日
本，盟軍毋須登陸，單靠空襲就行
了，第三顆原子彈亦將於8月19日轟
炸東京，如李梅所言：「把日本炸回石
器時代」。而保留天皇制純粹是戰後安
排，方便盟軍管治，絕非終戰手段。
 

有人說，日本已經山窮水盡，盟軍若
實施海上封鎖，日本彈盡糧絕，遲早
也會投降。但別忘記，日本在投降前
仍佔領亞洲多國，日本愈早投降，鄰
國就愈早脫險。要求盟軍以陰乾代
替炸光，等於犧牲亞洲人以保全日本
人，持此論者，究竟有無人性？
 
日本終戰70年，硝煙散盡，留下的創
傷，亦終將隨時間逝去，惟有歷史的
教訓，必永存後世，而今問題在，當
事人有無認真吸取這個教訓？
 

日本終戰 70 周年系列之四
秋後算帳

閱讀 crossover

C O L U M N S

《日本 1941》
譯者︰馬文博
（ 商 務 印 書 館 ／
2014）

《檢證戰爭責任 — 
從九一八事變到太平

洋戰爭》

譯者︰鄭鈞等
（ 新 華 出 版 社 ／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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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在中國生事、妄開戰端，最後演變
成中日大戰，歸根究柢，是憲法的漏
洞所致。
 
至於盧溝橋事變，《檢證》認為時任
首相近衛文麿要負全責，因他無設法
平息事端，反而向中國擴軍，並發表
強硬宣言，效果等同宣戰。
 

天皇責任

同樣根據《明治憲法》，國務大臣輔助
天皇，並負其責。天皇是陸海軍統
帥，但作戰命令實由參謀總長提出，
經天皇御批，再由參謀總長副署執
行。故天皇的統帥身份只屬虛銜，並
無實權。

生於日本東京，先後在日本、美國和英國接受教育。任教於英國牛津大學和以

色列希伯來大學，專攻國際關係；亦曾任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的研

究員。另著有《泛亞洲主義與日本的戰爭：1931-1945》（Pan-Asianism and 

Japan's War 1931-1945）。

日本第一大報、發行量達1400萬份的《讀賣新聞》成立之組織，長期被看作是

持保守和右派立場的報業代表，此番突然「倒戈」出版《檢證戰爭責任》，主動

反省戰爭責任，有輿論認為跟其總裁兼總主筆渡邊恒雄有關。

堀田江理

讀賣新聞戰爭責任檢證委員會

WRITER

閱刊 Read Monthly • SEP 2015    2726    閱刊 Read Monthly • SEP 2015 

BOOK



到倫敦的第二天，去地標高樓Shard
對面的News  Corp新辦公樓拜訪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 T L S）的友人，得到一份當周的
《TLS》。每次看《TLS》，總是先讀最
後一頁的NB欄目；友人告訴我NB
是拉丁文nota bene（note well）
的縮寫，相當於現代英文的「listen 
up」。作者J.C.是《TLS》編輯James 
Campbell的筆名，他淵博風趣，擅

寫各種與書相關的逸聞趣事和冷知
識。這期NB前半篇寫Bloomsbury
深藏不露的小書店，我正好住
Bloomsbury Street的酒店，可以按
圖索驥。

桑簡流先生最先將Bloomsbury譯作
百花里，董橋先生因襲妙譯。百花里
曾是Virginia Woolf等一眾文人藝術
家的聚居區，現在依然是倫敦最有書

卷氣的區域。這方圓半英里之內，有
大英博物館、大英圖書館和倫敦最
密集的二手書店。

Marchmont Street 65號是William 
Empson故居，他在這裡寫下了對
西方文論影響深遠的名作《Seven 
Types of Ambiguity》。故居對面的
Judd Books是一間學術二手書店，
舊書3、4鎊一本，略新書一般也不超
過10鎊；地下室裡有好幾書架的Loeb 
Classics，分歷史、經濟、法律、猶
太研究、女權主義、中國研究等區
域。我在這裡買了Empson的《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著
名傳記作家Hilary Spurling的《The 
Girl from the Fiction Department: A 
Portrait of Sonia Orwell》，還有一本
講述諷刺漫畫歷史的插圖書《Infinite 
Jest: Caricature and Satire from 
Leonardo to Levine》。

轉過街角的Leigh Street上有一家
珍本書店Collinge & Clark，主營
與印刷史、字體、插圖相關的珍本
書。 J.C.在專欄裡說這裡有1889年

初版的《Three Men in a Boat》，A. 
Frederics插圖，僅售135鎊，「才租
一天遊船一半的價錢，你還能留下
書。」我向店員打聽這書，還從手機
上翻出TLS App裡的文章給他看，
他找了半天沒找到，便向我推薦初
版大冊限量本《The Dynasts》，有
Thomas Hardy簽名和Francis Dodd
手繪的Hardy肖像，450鎊。說實話，
價錢很公道，可惜我對Hardy不算情
有獨鍾，也未必會去讀他的劇本。最
後買了女詩人Stevie Smith的簽名塗
鴉集和Putnam的初版兩卷本《Books 
and Their Makers in the Middle 
Ages》，店員一高興，給了我整整
40鎊的折扣。拿起他的名片一看，
Oliver Clark，可不就是店名Collinge 
& Clark的合夥人嘛。

背著一大包書慢慢走回酒店，經過
大英博物館隔壁的London Review 
Bookshop，撰稿人可享受九折，
買了150年精裝紀念版《The Nursery 
Alice》，完全復原1890年Macmillan
版的故事和Sir John Tenniel的彩色插
圖。LRB書店裡的蛋糕店號稱「百花

里保存最好的秘密」。離它十米處有
一間獨立出版社Enitharmon的店，
專營詩歌和藝術家插圖書，又買了
《TLS》副主編Alan Jenkins的詩集和
Paula Rego插圖版《Jane Eyre》。

酒店門口有一家Bookmarks，友人跟
我說這是百花里唯一的馬克思主義書
店，門可羅雀，不知它是怎麼還能維
持生計的，大概店主人是個資本家，
繼承了家族遺產和店面，才能支持
自己的共產愛好。書店周日關門，周
一一早好像開了門，我和朋友企圖進
去一窺究竟，裡面坐著的幾個人說：
對不起，還沒開始營業。我們只好悻
悻然出來，朋友說：「他們一定是在進
行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討論。」

百花里的書店時光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編輯︰Peter Stothard
（News UK / 
1914-present）

《Three Men in a boat》
作者︰Jerome K. Jerome

（J.W. Arrowsmith / 1989）

《Infinite Jest》
作者︰David Foster Wallace
（Little, Brown / 1996）

《7 types of Ambiguity》
作者︰William Empson

（New Directions / 1966）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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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讀 者

C O L U M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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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閱刊》沒有介紹壞書的專欄，
否則你現在帶來的親子理財書已是
一份完美的清單，相信夠我寫足一
年。」哥頓是我的多年好友，我才夠
膽這樣跟他開玩笑。
 
他訕訕地笑說：「有這麼嚴重嗎？」
 
我拿起一本邊看邊說：「你還記得理
財是甚麼嗎？」
 
他說：「理財即是管理財富，簡單來

說就是運用最有效的財富管理方法
幫助我們完成目標。」
 
「沒錯，你已經了解前半部分的管
理，今次我們研究後半部分的財
富？」我說。
 
「甚麼是財富也要研究？」哥頓奇怪
地問。
 
「親子理財是指家長透過改善自己的
理財知識和教育技巧，從而提升培育

孩子的能力，故此家長的理財知識便
是成敗的關鍵之一。掌握理財知識不
難，但是要掌握『正確』的理財知識
卻非易事。」我說。
 
「香港雖然號稱國際金融中心，可是
全面、正規、有系統的理財教育依然
嚴重缺乏，不少人對理財的認識至
今仍然是一知半解。」我舉起手上的
書，「正因如此，坊間不少所謂投資
專家、傳銷總監，甚至藝人歌手紛紛
湧現填補空缺，充當親子理財專家
這個角色，可惜良莠不齊，閱讀那些
書必須格外留神。」
 
「理財的常用術語主要來自金融、經
濟、財務、會計等學科，受到法例、商
業或學術規範，定義必須嚴謹精確。
那些充當專家的人除了喜愛複述人云
亦云的內容外，更愛把術語掛在口邊，
以示專業。與此同時，他們為免被人發
現濫竽充數，於是扭曲那些不懂或是
一知半解的術語，然後加上含混其詞、
東拉西扯等伎倆來蒙混過關。」

我翻開手上的親子理財書作為例子，
某位藝人在書中這樣說：「我們常說
理財，其實所謂財富，並不等於錢
財。財富（Wealth）包括健康、快
樂、滿足。」
 
我待哥頓看畢全文之後繼續說：「我
同情地理解這位藝人的英文括號註
釋不是故作高深，也不是過度書寫，
只是他想表達『財富（Wealth）』是個
專有名詞，但是我們不用專書，隨便
揭開任何一本牛津、朗文的字典，也
可得到比他更加簡單清晰的定義。」
 
哥頓馬上查閱字典後說：「正好與他
所說的完全相反，財富就是等於錢
財，金錢與財產。」
 
「假若財富的定義真的如他所言，
一本關於理財的書，還得隨書附送
『拍打拉筋100式』、『快樂人生的7堂
課』、『心靈豬骨湯』才叫完整！這種
說法只是把其他題目的內容混入理
財之中，然後借題發揮，胡謅人生

道理，閱後無助了解理財，更浪費時
間。」我推一推面前的一堆書，「坊間
還有大量此類理財書籍，當中蘊藏更
加嚴重而且更難察覺的問題，家長必
須小心選書，以免教錯孩子，日後遺
害更大。」
 
哥頓問：「那麼你有甚麼理財入門的
書可以推薦？」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特別是第一
部的〈語理分析〉，掌握這種思維利
器，日後便可分辨所讀的理財文章是
否文字把戲，明白釐清術語意義的重
要性，有助我們掌握更加確切的理財
知識。」

思考財富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明報出版社 ／2009）

BOOK

親 子 理 財

C O L U M N S

會計師，深信學習理財，應該從小開
始，提倡「遊戲學理財」。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哲學博士，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

授，主要講授數理邏輯，因能言善辯，詞鋒犀利而被稱「小

李飛刀」。其他著作包括《破惘》、《從思考到思考之上》、

《殺悶思維》、《存在與反思》、《思考與人生》等。

李天命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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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歸 樓 序 人 書 話

C O L U M N S C O L U M N S

70 億分之一，好讀書，餘無足道。

不少既有的社會秩序和習慣，都被互
聯網和流動裝置徹底打破。報紙、的
士等行業的劇變廣為人知，而紙本地
圖的慘澹亦不問可知。從前，紙本地
圖銷量甚佳，因而在書店備受榮寵，
必在最當眼處佔有一席，現在智能
手機大行其道，在網上翻閱地圖快而
準確，紙本地圖早已乏人問津。可以
打破趨勢並穩居暢銷榜的，就只有
《Maps》一書。

該書製作認真，兩位作者Aleksandra 
Mizielinska和Daniel Mizielinski是藝
術學院平面設計系畢業生，前後花了
三年時間蒐集資料和設計（甚至為不
同國家設計了不同字款，以求切合
該國的特色，所需工夫可想而知）。
究其實，《Maps》（中文版的譯名也
是《地圖》）的名稱有點誤導，因為
其中有的不僅是四十多個國家的地
圖，更有這些國家的基本資料（如人
口、國旗、國土面積、語言等，甚
至是最常用的男女名字），以及其名
人、特產、動物、食品等插畫。說
它是簡單的地理圖鑑，似更準確。孔
子說《詩經》能令讀者「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本書也庶幾近之。以其插

格物致知

圖及表達手法而言，《地圖》是為八
歲左右的小孩子而設，不過成人讀
它，也覺趣味盎然。

《地圖》作者能別出機杼，算是為紙製
地圖扳回一城。想起當年相機面世，
一度也令繪畫界深受壓力，不少畫家
都害怕從此飯碗不保。結果是︰攝影
方法繼續進步，繪畫方法也有新突
破，更講求抽象的美感。簡而言之︰
窮則變，變則通，放諸四海皆然。不
過，網絡世界的威力無遠弗屆，《地
圖》也難免受波及。說的不是盜版，
而是網民的言論。讀者叫好聲當然
不絕，但喝倒采的也不少。有南韓人
罵道︰明明是東海，為甚麼《地圖》
稱之為日本海？有以色列人怒道︰為
甚麼毗鄰的約旦、埃及都有地圖，
作者偏偏卻不畫以色列？是反猶主
義者吧？女權分子也有不滿︰怎麼
書中在沙灘曬太陽的女性，都在穿

比堅尼？為何在美國地圖上顯示的
美國名人，就只有一位女士？而且
這名女士還是瑪麗蓮夢露？是要鼓
吹物化女性嗎？

有些時候，想好好讀書、好好欣賞
作者的心血結晶，最終還得切斷網
絡，關上電腦，好隔絕無盡的愚昧
與噪音。

《Maps》
（Big Picture Press／2013）

BOOK

兩位作者自2007年在華沙美術學院畢業後，一起創辦

Hipopotam Studio，以設計書本、網頁和圖像字形為主，

並在2010年被列入Bologna Ragazzi Award（兒童圖書

獎）和 International Board on Books for Young People 

Honor List的提名名單。

Aleksandra Mizielinska & Daniel Mizielinski

WRITER

《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
譯者︰梁永安

（立緒 ／2009）

BOOK

出生於柏林，1938年移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曾任

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後來成為耶魯大學史特林（Sterling）

史學教授、古根漢與洛克菲勒基金會學者、劍橋邱吉爾學

院海外學者。歷獲各種研究獎如海尼根（Heineken）史學獎

等，筆下有超過25部作品，包括得過「美國圖書獎」的《啟

蒙運動》、暢銷的《威瑪文化》，以及《佛洛伊德傳》。

Peter Gay （1923-2015）

WRITER

極端誘惑
2015年，著作等身的文化史家彼得蓋
伊（Peter Gay）終於離世，這位以快
樂（Gay）為姓氏的美國學者，原於德
國猶太家庭長大，其本來姓氏也是
「快樂」（Fröhlich），就像他的成名大
作《佛洛伊德傳》裡的主人翁，同樣
以「歡樂」（Freud）為姓氏。然而20
世紀猶太人的歷史一點也不「快樂」，
蓋伊作為逃離納粹的學人，對他經歷
過的時代應該有切膚之痛吧。

蓋伊的關注範圍主要為20世紀中歐世
界的文化史，另一本大作《施尼茨勒
的世紀》以一位劇作家刻畫出當時的
維也納世界。他的另一部大作《現代
主義︰異端的誘惑》，則從印象派畫
家開始，探討19世紀末到20世紀，
在藝術、文學、音樂、建築等創作領
域上的新潮流，還有當中盤根錯節的
流派共同的意圖。

彼得蓋伊從心理角度闡釋這些標新
立異者的共同特質，他們的藝術主張
雖然五花八門，但都離不開表現獨特
的個性，以反抗掌握文藝各領域的傳
統制度。這些破壞者視學院派權威
（如寫實主義的繪畫和寫作，或新古

典主義建築等）為布爾喬亞資產階級
的庸俗品味，武器之一就是褻瀆和淫
穢的題材，諸如恩索爾那些驚世駭俗
的諷刺畫和畢卡索描繪裸體妓女的
立體派繪畫。拜評論家和鑑賞家（如
畫商）所賜，反叛派很快又成為布爾
喬亞的新寵兒。矛盾的是，當中有些
人善於營造其藝術形象（如畫家畢加
索、作曲家史特拉文斯基）而大賺一
筆，成為新的權威。

打倒傳統只是針對外在的樊籬，事實
上，每個現代主義者都在追求內在的
自我，雖然這也是浪漫主義文學的遺
產，但現代主義做得更大膽、更打破
成規。從後印象派運用主觀色彩的風
景畫，到康定斯基和馬列維奇注重內
心概念的抽象畫，其道理和杜象在抽
水馬桶上署名是一樣的，都是將自我
個性署名。在文學方面，普魯斯特以
追憶作為小說主題，喬伊斯和吳爾
芙對意識流的呈現，都從心理或精神
方面挖掘自我意識的面貌。

不能否認，蓋伊所寫的現代主義列
傳是一項艱巨的工作，現代流派五花
八門，其主張互相牴觸，而且反傳統

和追索自我只是現代主義其中兩項特
徵，近世西方從貴族主導的社會演
變至群眾主導的社會，而科學發展帶
來的衝突，令近世西方社會對於自我
有更嶄新的解釋，這些趨勢，也令現
代主義潮流愈趨極端。

蓋伊提出現代派的顛覆性格最終觸
及藝術本質的極致問題（如馬列維奇
的名畫《白上之白》），也許他沒提及
的是，顛覆傳統和標新立異的原則，
最終也摧毀了西方人文傳統下的審
美旨趣，將傳統藝術、音樂及文學等
創作推向終結。當大家對這種走極
端的做法感到厭倦，後現代主義便
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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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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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書目

病向  錢  中醫
「我絕不是反對製藥產業，也不是想反對現代醫學⋯⋯問
題是醫學已發展到讓人難以知道自己健不健康的地步。正
是這一點促成這本書的誕生。」《發明疾病的人》的作者尤
格布雷希（Jörg Blech）開宗明義。他指出，每生產一種
藥就有一種疾病；這現象有一個專名——「販賣疾病」
（disease mongering）。
 

如何「販賣疾病」？

近年醫學美容如雨後春筍，標榜「年少多好」，不論男女，
都要保持青春。「男人更年期」雖未經醫學證實，亦未有
足夠數據支持，但藥廠已率先生產提升睾固酮的產品，揚
言可讓年過半百的男人重拾年輕的精子數、骨質密度和肌
肉強度。事實上，年紀增加，身體自然調節體內睾固酮，
額外的補充分子無處結合，只會排出體外，根本無用武之
地。更甚者，若人體從外部獲取過多睾固酮，可致精子喪
失活力甚至患「男性女乳症」。「青春年輕」的狀態似乎並
不等同健康的狀態。

又例如許多人擔憂膽固醇過高，特地購買
聲稱有吸走膽固醇功效的保健品，因
為他們深信普遍輿論的想法——膽
固醇是心肌梗塞的主因。布雷希發
現，這說法首先由美國明尼蘇達大
學研究員Ancel Keys在1953年提出，

然而長久以來有很多學者抱懷疑態度。正如瑞典醫生Uffe 
Ravnskov曾質疑，「如果考慮其他國家，就不會有如此漂
亮的曲線⋯⋯美國和挪威人進食相同分量的脂肪，但在美
國發生的冠狀動脈心臟病卻高出三倍。」其實，膽固醇是
構成細胞膜的主要成分，是細胞維持功能不可或缺的物
質。若飲食缺乏膽固醇，人體細胞會自行製造；人的體質
各有不同，所需的膽固醇亦迥異。

「健康」有絕對客觀標準嗎？

筆者絕非斷言藥物或保健產品無助健康，但「健康」標準
並非劃一的，更非服用某一產品就可信手拈來。假如看官
以為跟從廣告的資訊就等於健康，這豈不是放棄思考自己
的健康、放棄信任自己身體的感覺？

《發明疾病的人：現代

醫療產業如何賣掉我

們的健康》

（左岸文化事業 ／
2013）

德國學者，在英、德兩地研讀生物及生物
化學，1994年擔任醫藥和科學編輯，最
先在《明星雜誌》，接著轉到《時代周報》，
1999年起任職於《明鏡周刊》，成為德國最
具權威的醫藥記者之一。

作者  
Jörg Bl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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