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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地阿倫（Woody Allen）的電影《Midnight 
in Paris》中，男主角在巴黎街頭無意中穿越時空
回到上世紀20年代，那正是他最神往的歐洲黃金
年代，他與作曲家科爾波特、作家海明威等大談

創作，帶出戀舊情懷。人們貪新，也戀舊，只因

千帆過盡，驀然回首，才明白經典始終是經典。

前所未見的工業化，透過流水作業的生產管理模式，提高了
經濟效率，徹底地改進了人類的物質生活，但同時也改變了
社會人倫關係。這個時代的思想家，在心底裡的最大恐懼，
就是現代工業社會將對他們當時熟識的社會徹底摧毀。
 
赫胥黎（Aldous Huxley）1932年出版的《美麗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書名出自莎士比亞悲劇《暴風雨》
（The Tempest）中的名句：
O wonder!
How many godly creatures are there here!
How beauteous mankind is! O brave new world,
That has such people in't!
（真是奇妙啊！這裡有那麼多神奇的人！個個都如花似

玉！新奇的世界，才有這麼出色的人物！）

 
莎士比亞筆下的這一幕，是寫出生於孤島的妙蘭達
（Miranda）首次見到世界上有其他人時的嘆詠。其實在
《暴風雨》中，妙蘭達遇到的，並非甚麼高貴美艷的人，只
不過她從沒有接觸過這個世界，單純又正直，才覺得甚麼
都是真善美。
 
赫胥黎《美麗新世界》的主角「蠻人約翰」（John the 
Savage），第一次接觸到新世界的人和物，不期然想起了他
自小唯一接觸過的讀本《莎士比亞全集》中的這一幕。在科
技發達物資充裕的新世界，文學、宗教等統統
被消失，取而代之是純官能又沒有內容的電
影；諷刺的是被視為蠻人的約翰，反而是
唯一曾接觸舊世界文化的，其他人對他口
中說出的名句，一無所知，當然不為所動。
 
在新世界中蠻人約翰被視為異類，文化差異
還是其次，最重要是在新世界當中，嬰兒不再
經女人十月懷胎誕生，而是透過胚胎培植
大量生產的工業產品，而且胚胎在未出生
之前，就已被甄別為上中下不同等級，
注定一生命運。「贏在起跑線」的思想，
今天的香港人絕不陌生，在閱讀《美
麗新世界》時，不知道會否不期然感
到一股寒意由背脊直鑽百會。
 

黃金
時代

第一個黃金20年 工廠化的《美麗新世界》

John Maynard 
Keynes

Aldous Huxley

凱恩斯主張各國政府適度有為，平抑匯率波動、避免通脹和
衰退、促進貿易和經濟合作。20 多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凱恩斯的藍圖成為世界新經濟秩序的五大支柱，包括：

（一）  作為戰勝國的美國，資助歐洲重建，是為馬歇爾計劃
（Marshall Plan）。

（二）  落實布雷頓森林系統（Bretton Woods System），將世界
各國的貨幣與美元掛鈎，是以美元為首的貨幣連橫策略。

（三） 成立國際貨幣基金會，處理政府的信貸問題。
（四）  成立世界銀行，處理政府之間的財政政策不均的問題。
（五）成本關貿總協定，促進自由貿易。

戰
後
思
潮

III
在大部分人眼中，凱恩斯只是一個
主張以政府開支來抗拒經濟衰退的劍
橋經濟學家。不過，我認為他在1919
年寫成的《和平的經濟結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才是真正反映他樂觀和
充滿自信心的一面。話說當年
凱恩斯既在學界薄有名聲，轉
而效命大英帝國財政部擔任
顧問，並以此身份出席第一次

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和會（Versailles Conference）。他以
第一身的觀察，提出了戰爭賠償將導致戰敗國濫發鈔票，
繼而令經濟崩潰，以及破壞自由貿易和一體化。
 

 
平情而論，將凱恩斯主義理解成粗糙的政府干預，並不公
道。凱恩斯的理想，是一種結構的設計，希望可以突破資
本主義，令社會更穩定。事實上，這種人定勝天的信念，
正好反映凱恩斯他承襲了維多利亞年代的理性主義和結
構主義；在他眼中的市場經濟和社會，就像一台機器，只
要了解部件的功能，就可以有更好的設計。他甚至認為，其
他社會環節都可憑工程思維來制訂政策去處理，例如人口控
制，凱恩斯覺得透過優生學可以令世界變得進步。
 
社會主義的信念，也是沿襲同一套思想，認為可以刻意地微
調政策令社會變得更理想，只不過是目標有所不同。事實
上，20世紀對人類帶來最大的衝擊，就是工程的概念全方位
滲透人類生活的每個環節。雖然第一波工業革命始於18世紀
的英國，但一直要經過百多年的演變，到20世紀的第一次世
界大戰後，大規模的經濟生產才主導了社會和政治。

FEATUREFEATURE  Text:利世民、素彌   Coordination:馮紀立

20世紀的思想黃金40年，承襲了19世紀大時代破舊立
新的價值觀，但又隱約流露一種對和平穩定的渴望。由
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已故美國總統威爾遜
（Woodrow Wilson）稱之為一場「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
（The War to End All Wars）。可惜好景不常，第一次世界
大戰後的和平，只有20年光景。和平的第一個10年，在大
西洋的兩岸，是前所未有的繁盛。往後的10年，則由1929
年10月29日華爾街「黑色星期一」揭開大蕭條的序幕。
 
起伏不定的經濟周期，令人懷疑資本主義是否難逃爆破
的宿命。現代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不但是對大蕭條的回應，也反映了一個古典主義者對穩定
的渴求。這本書奠定了後世稱為凱恩斯主義者的政治主
張，也是20世紀宏觀經濟學的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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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是一個矛盾的時空，是一個充滿希望但同時也是
令人失望的年代，被創造出來的事物愈多，另一邊廂也有
許多舊世代的思想和概念被淘汰。
 
經濟學意識形態的幾大流派，有一支叫做奧地利學派的，
一直都不在主流，甚至在這個群組當中，也沒有一個代表
人物的共識，其中最具爭議性的人物，是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
 
熊彼德曾在1919年短暫地擔當奧地利財長，之後到了美
國的哈佛任教，直到終老。他的代表作，是1942年出版
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在經濟學觀點上，熊彼德別樹一幟。
他一方面認同資本主義最終會崩潰，想法和馬克思近似，
但他同時不認同馬克思的解釋，不認為資本主義最終崩潰
是因為異化和利益集中導致工人階級革命。相反，他認為
資本主義本身的成功，會導致企業走向官僚和不思進取；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另一種運作模式，就是透過創新不
斷演進，過程中會破壞舊有的模式。
 
在熊彼德的世界觀，資本主義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概
念，而是隨著時空和競爭轉變的類生命體，所以原則
上，資本主義不會像《美麗新世界》所描繪的社會般凝
固在某個時空。事實上，當年被知識分子所恐懼和厭惡
的工業社會，最終還是轉變成一個更加分散多元的新
經濟模式。上期《閱刊》專題所講的「共享經濟」，
似乎正好以事實證明了，歷史的最終發展總會比最
悲觀的構想好一點。

1939年9月德軍入侵波蘭，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將
一代思想家心底裡的最深層的恐懼，化為事實。歐美各國
政府，將工業生產的製造力變成軍事破壞力。在和平的日
子，工業生產可以製造大量廉價的商品，可是當
大規模的生產力用以製造大殺傷力武器，這場
戰爭差點將文藝復興以來的人類文明成果完
全摧毀。
 
出生於奧地利的海耶克（Friedrich Hayek），
少年時曾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在戰後
決定研究社會問題，希望令世界更美好。在
一戰後的20年，海耶克研究貨幣政策和經
濟周期現象，並得出結論，指政府主導的消
費開支未必是資源分配最有效的方法。在1930
年代，海耶克獲邀到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任教，並且成為當時英國經濟學界凱恩斯學派
以外的另一把聲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海耶克決定留
在英國。在戰爭期間，他動筆寫成了《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警告當時英語世界的人民，要是戰爭
之後政府繼續高度干預社會，最終連自由社會都會走上極
權之路。
 
海耶克的論述雖然極具前瞻性，但論到文化穿透力，則
遠不及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和《1984》；尤其是在1948年出版的《1984》，更像
預言般將極權社會的狀況描繪得細緻入微。要知道，20世
紀前半葉，蘇維埃為不少歐陸知識分子所仰慕，認為是世
界未來的出路。奧威爾針對性的批判，在當時就算不是離
經叛道，也可以說是反其道而行。
 

二戰後，雖然有冷戰、反殖民地運動以及零星的地緣政治
衝突，但是超過半世紀，再沒有爆發過兩次世界大戰般
的毀滅性戰爭。這段日子，當代史家稱為「長久的和平」
（The Long Peace）；甚至有一種說法，指過去70年，是自
羅馬帝國和漢朝以來，歷時最長的世界和平。究竟70年的
世界和平，是歷史的例外？還是歷史的終結？
 
雖然西諺有云，「歷史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不會從歷史
中吸取教訓」，但我相信，透過文字回到那些年的思潮，
時刻警惕自己，和平與自由，是歷史的異數。走在我們之
前的思想家，當日提出的呼喚，在今天抑或未來，仍然有
其價值警世意義。

III IV
破壞性創造 黎明前的黑夜赫胥黎無疑是將想像推到極致，可是在20、30年代的西

方社會，優生學的思想卻備受推崇，甚至連凱恩斯等高級
知識分子，也對提高人口質素的概念趨之若鶩。在思想沿
革上，最早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提出的人口膨
脹不可持續的理論，再加上19世紀大行其道的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主張公共政策以社會最大利益作計算，
兩者加起來就是20世紀初知識分子認為是最顧全大局的
方案。赫胥黎的人道思想，如今看來理所當然，但在當時
卻是非主流。
 
除了生老病死可以被工廠形式操控，在新世界中，由知識
以至意識，都以洗腦灌輸，各種物質以至七情六慾，所有
人的所有需要，都透過工廠化手段去解決，就連紛爭和暴
力都不存在。不過，這樣的社會還剩下甚麼？沒有追求，
也不容許失敗，原來就連道德也一併被社會忘記。我不認
為赫胥黎是反自由和反發展，只不過他認為真善美是個人
的追求，無法像倒模般大量生產，一旦社會
再容不下 「個人」和「差異」，真善美也
不可能存在。 

Joseph Schumpeter

Friedrich Hayek

George Orwell

黃金思潮

經典推介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Digireads.
com/2011）
作者： 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Brave New World》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2006）
作者： 赫胥黎（Aldous 
Huxley）

《Nineteen Eighty 
Four》

（Signet 
Classic/1961）
作者：奧威爾

（George Orwell）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1）
作者： 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The Road to 
Serf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7）
作者： 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閱刊 Read Monthly • OCT 2015    76    閱刊 Read Monthly • OCT 2015 



作為戰敗國，日本在二戰後的文學思潮也有極大變化。一
方面，文人從種種箝制中釋放，毋須再充當國家的宣傳機
器，在思想上，亦扭轉了明治維新以來受歐洲思想影響的
主旋律；一眾知識分子，急不及待將戰爭經歷與感悟，
盡情宣洩於紙上。復刊或戰後創刊的文藝雜誌，培育了大
批的作者與讀者。除了舊有已成名的作家，還興起以描寫
戰後混亂、反映頹廢世態為主的無賴派的作家，代表人物
與作品包括太宰治《斜陽》和坂口安吾《墮落論》。至於
風格截然不同的一批新進作家，被稱為戰後派。此時的日
本文壇盛況空前，新人輩出，眾多的文學獎項勉勵了新進
者，不少人憑獎成名，例如港人較熟悉的松本清張、石原
慎太郎、大江健三郎等。

日本戰後派作家的特點，是具有強烈社會意識和自我意

西方國家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荒廢的土壤卻孕育了煥然
一新的思想，不少作家提出嶄新的思考角度，影響後世深
遠。而在東方，身為主戰場的中國，二戰結束後旋即發生
內戰，不少知識分子基於政治立場或家庭背景，毅然離鄉
別井，南下香港或越洋渡台灣，以異鄉人的身份，在南方
播下種子，讓這片沙漠灌溉更多元化的養分。
 
大批學者文人南來開展新生活，有些走入校園執教鞭，
例如創辦新亞書院的錢穆、於香港大學任教的許地山、先
後於多所大學任教的徐訏等，促進了學院內文學研究的
進程。然而，更多文人為了謀生，過著營營役役的筆耕生

南來作家   帶動香港文壇

日本戰後派作家的
自我審判

FEATURE

三島由紀夫

活。由於出版的自由，令戰後的香港文壇蓬勃起來，例如馬
朗的《文藝新潮》、黃思騁的《人人文學》等，不但引進西
方文藝資訊，更為文人提供發布作品的渠道，推動本地文學
的發展。而要數最具代表性的，自是查良鏞（筆名金庸）。
他不但創辦《明報》、雜誌《武俠與歷史》，其撰寫的一系列
武俠小說，借古諷今，歷久常新，至今仍大受歡迎。（武俠
小說能在港風行一時，實有其深遠意義，那是後話。）
 
南來作家對香港文壇造成衝擊，部分本土作家要轉「地
盤」寫低俗小說，然而如雨後春筍的文藝刊物，提供投稿
園地，成為培育新進作家的搖籃，例如舒巷城、也斯、呂
倫、夏易等都是從投稿開始，展開寫作之路，他們的作品
多以現實為題材，以寫實手法描寫低下層的苦況。可以
說，香港文學的起頭，是拜南來知識分子所賜。
 
據某位老報人前輩憶述，昔日的報章雜誌資源緊絀，人手
有限，在報章雜誌工作的文人，大多一腳踢，從編輯校對
以至撰稿，既要寫嚴肅的政論、也要為副刊創作小說，甚
至今日所謂的「甜故」。好像鬼才倪匡，便曾以衛斯理、
沙翁、岳川、魏力、衣其、洪新、危龍等筆名撰寫不同類
型的文稿。今時今日的文字工作者，自難想像。
 
就如南來作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劉以鬯，出身書香門第，
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父親是民國黃埔軍校第一批翻
譯官。劉以鬯來港後曾開出版社，惜經營不善，賠光積
蓄，惟有以最擅長的寫作維生，高峰時期，每天為13間
報章雜誌撰稿，晚上還得回報館擔當副刊的編務。他
承認曾為貼近市場而寫過不少「垃圾」文章，「日間，
我寫具趣味性的東西，不會寫他們不喜歡的；夜晚，我
寫自己喜歡的，自己滿意的，讀者滿意不滿意我並不在
乎。」劉以鬯的作品《酒徒》，被譽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
小說，正是以南來作家為小說主人翁，寫出五六十年代
報界知識分子的困躓。

劉以鬯

金庸

識。由於國家經歷戰敗，這批作家關心戰爭責任、天皇制
度，特別是戰爭下揭露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體驗了戰
敗的精神崩潰和空虛，然而理智上卻有所制約，於是試圖
在作品中突破戰爭壓迫與自我反抗之間的矛盾，重新認識
自我、尋求自我覺醒，既懷抱著希望也背負著絕望，整體
有自我審判或懺悔的況味。

其中，三島由紀夫可說戰後派最為人熟識的代表人物。他
自1950年開始喜以社會事件為創作靈感，其中奠定其地位
的小說作品《金閣寺》，正是根據現實中的「金閣寺縱火
事件」寫成；內容描述金閣寺一名見習僧人「因感到社會
太亂，要向社會報復」，一把火燒掉金閣寺。金閣寺象徵
的神聖與美，與縱火者的卑微正好形成強烈對比。三島筆
下的《金閣寺》刻畫得絲絲入扣，全因他能感同身受，深
切了解縱火者自慚形穢卻又崇尚極致的美，以致人格扭曲
的痛苦。

曾三度獲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三島由紀夫， 1925年生於東
京，自小深得出身貴族的祖母溺愛，教授禮儀與藝文活
動，構成他體弱和陰柔特質。中學時期，因成績優異而免
於服役，至45年日軍已成強弩之末戰事緊張，他終被徵召
入伍，惟出戰前患重感冒，軍醫誤診為肺病，結果被送回
家鄉；他隸屬的部隊在菲律賓幾乎全軍覆沒，三島一直遺
憾未能為國捐軀，有說這正是引致他日後激烈政治主張以
及戲劇性自殺的原因。

戰後沉迷武士道的三島，43歲時組織「盾會」，聲稱要保
存日本武士道精神及保衞天皇，兩年後更發動「兵變」，
呼籲「放棄物質文明的墮落，找回古人純樸堅忍的美德與
精神，成為真的武士」，要求推翻憲法重組軍隊，可惜只
惹來噓聲與嘲笑聲，最後他演譯了其短篇小說《憂國》
（1961年發表）主人翁的下場，切腹自盡「殉國」。

《金閣寺》

（XXXXX/2011）
《憂國》

（大牌出版 /2014）
《金閣寺》

（木馬文化 /2012）

《酒徒》

（金石圖書貿易有
限公司 /1993）

《射鵰英雄傳》

（明河社出版有
限公司 /1978）

三島由紀夫

作品推介

金庸

作品推介

劉以鬯

作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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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關係，經常中港兩邊走。在香
港，一定要帶錢帶銀包，但最近一
年返內地，基本上帶手機出街就可
以，因為食飯、搭車、去便利店買
東西、交停車場費用等等，幾乎全
部都可以用手機內的微信支付或支
付寶完成，掃一掃QR Code，就可
以解決一切現金煩惱。
 
《Smart Money: How High-stakes 
Financial Innovation is Reshaping 
Our World for the better》一書，

作者Andrew Palmer所推崇的，就
是金融創新可以改變世界。Andrew 
Palmer是《經濟學人》商業版的編
輯，他在書中舉出多個例子，說明
金融創新對世界的好處多多，外界
不應因為2008年的金融海嘯而將金
融創新看成萬惡之源。他認為創新
的金融工具本身沒罪，是人們進一
步將其演化，並錯誤使用而使它們
變成危險的工具，導致嚴重後果。
市場真正要吸取的教訓，應該是市
場上的金融創新太少，而非太多。

 ECONOMICS & FINANCE

新金融

命革 P2P網絡借貸
史 上 第 一 間 P2P（peer to peer）網
絡 借 貸 網 站 Zopa， 於 2005 年 在 倫
敦 成 立， 主 要 提 供 有 關 消 費 者 債 務

（consumer debt）的服務。P2P 網貸的
借貸人與貸款人之間，中介者主要是
大型擔保機構和公司（而非銀行），利
息通常比一般銀行貸款高。雖然 P2P
網 貸 欠 缺 完 善 嚴 謹 的 監 管 制 度， 風
險 也 相 對 較 高， 但 仍 不 乏 Morgan 
Stanley、Citigroup、Wells Fargo 等
大企業投資。現時，P2P 網貸的服務
對象有一般消費者、學生、小型公司、
房地產等等。

其中一個經典例子，是英國司法部
在2010年發行的全球首隻「社會影
響債券」（social impact bond）。債
券持有人其實是投資於英國一所監
獄內的更生計劃，如果參與計劃的
囚犯犯罪率低於某個比率，投資者
就可以取得高達13.5%的回報。作者
形容，這種創新體現了金融最基本
的功能：將不同人的需要配對起來，
惠及各方。一來司法部可以節省營
運監獄的成本，二來囚犯可學到自
力更生的技巧，三來投資者可獲得
豐厚的回報，是三贏的局面。
 
小妹非常同意作者的觀點。A股在6
月大跌，中證監歸咎場外配對資金
平台，即P2P平台導致大量非規範資
金進入股市，釀成股災。P2P平台引
入內地未嘗不是好事，大量民間
資金苦無出路，又有大量企業及
個人有資金需要，直接將兩者連
起來，省卻銀行作為中間人的角
色，資金使用更有效率；與此同
時，這些中介業務屬於民間經濟，
製造不少就業。

可惜，P2P平台監管未夠完善，被高
槓桿資金所主導，結果被指是股災
元凶，這正正是金融創新被錯誤使

用的最佳例子。問題不是出於P2P
平台本身，而是制度與監管
的缺陷，監管機構是否
應與時並進，設法防
止創新金融工具被
人誤用，而非一
味打壓創新？

書中還有多個例
子說明金融創新
可以如何改變世界，例如為鼓勵儲
蓄，有銀行推出彩票掛鉤的儲蓄計
劃，儲錢就等於買了彩票。又例如
有美國公司推出支薪日貸款，利息
比傳統貸款低，全因公司成功使用
大數據來減低借款人的違約風險。

內地金融創新快，令內地人生活起
了不少變化，但有欠謹慎，容易釀
成黑天鵝事件；香港則欠缺市場，
局限了創意，亦過於嚴謹，導致金
融創新稍有落後。我們如何取得平
衡，實在值得思考。
 
從古至今，金融創新成為改變世界
的最強武器，在今天全球仍然膠著
於如何走出六年前的救市措施時，金
融創新顯得更為重要。我們要走出困
局，或者就是由金融創新開始。

《Smart Money: How High-Stakes Financial 
Innovation is Reshaping Our World For the Better》

（Basic Books ／2015）

《經濟學人》的商業編輯，專責商業、
金 融 及 科 學 題 材。 他 在 2007 年 2
月加入《經濟學人》出任企業管理特
派員，其後擔任金融編輯及銀行特
派員。

作者  
Andrew Pal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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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見銀行家、公關傳媒界的奇怪異事。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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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患不均
而患不公

We  h a v e  c r e a t e d 
an economy and a 
society in which great 

wealth is amassed through 
rent seeking.

-Joseph Stiglitz

佔領華爾街「我們都是99%」這口
號， 源 於Joseph Stiglitz於《 名利
場》雜誌的文章〈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美國貧富懸殊嚴
重，最富有的1%人，佔有逾四成的
財富，活在「堅離地」的世界，與
其他99%人的生活脫節。平常左翼
分子批評貧富懸殊，訴說社會不公
義，打倒資本主義，令不少自命中
產人士聽不入耳。今次由諾貝爾經
濟學家來講，不再是煽情口號，改
以經濟學來解釋，便來得更有說服
力，迫令我們正視貧富懸殊之弊。
《The Price of Inequality》是1%那篇
文章的延伸，深入探討貧富懸殊的
成因，其衍生的社會問題，並提出
可行的解決方案。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W. W. Norton & Company ／2012）

2001年憑「資訊不對稱理論」榮獲諾
貝爾經濟獎，其理論指出完全市場假
設的漏洞。他現在是哥倫比亞大學教
授，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美國總統經濟顧問等
要職，常撰文抨擊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理念和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的政策，被時代雜誌譽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經濟
學者。

作者  
Joseph Stiglitz

美國人一向以meritocracy自豪，
美國夢與獅子山精神相似，深信只
要有才幹，每個人都可飛黃騰達。
近20年美國夢碎，人民收入停滯
不前，失業率長期高企10%，中產
萎縮，社會流動性下降，財富更趨
集中於少數人。貧富差距本身並非
壞事，若市場有效，回報按生產力
高低，多產多得很公平，亦能促進
經濟發展。不過那1%的財富非來
自高生產力，而是來自尋租（rent 
seeking）。尋租是指供給彈性不
足而產生的穩定超額利潤。在第三
世界國家，專營壟斷是最常見的尋
租，政府指定商號才能經營某生
意。因缺乏競爭，價格高企不下，
錢便從人民的口袋轉移至商家手
上。畢竟美國是成熟的民主國家，
無法如此赤裸地剝削人民，尋租變
得複雜隱晦，更多美其名打著保障
人民的幌子。
 
解決貧富懸殊，左翼開出的藥方，
不外乎財富再分配，加稅增福利，
經濟學家早說行不通，Stiglitz豈
會重蹈覆轍。他的方案，從最根本
處著手解決，改革稅制和政策，杜
絕尋租，打破壟斷，促進競爭，讓

市場回復健康，令生產力與回報接
軌。經濟課本說加稅會影響生產，
人因回報下降而減少工作。但租金
不是生產，是既有的資產，不會因
加稅而消散，向它多抽稅不會影響
生產總值。舉個例子來說明，香港
的士牌價，20年內由200萬元升至
700萬元，可是牌價升幅並非來自其
增多的生產力，而是尋租。不論牌
價多少，的士司機都是照樣開工，
溢價成為車租落入持牌人口袋。
若政府向牌價抽稅，不會減少的士
數目和司機收入，溢價又可收歸庫
房，如此加稅百利而無一害。說回
美國，從金融業到天然資源，從醫
藥到軍工業，尋租俯拾皆是。只要
政府下決心向大企業取回稅款，有
莫大的加稅空間，足夠聯邦赤字轉
虧為盈。
 
加稅開源以外，Stiglitz亦強調稅
金要用得其所，不可純粹派錢給窮
人。政府有責任當社會投資者的
角色，把錢投放在教育、科研、醫
藥、基建各方面，長遠提升人民整
體收入，高回報高效益。政府亦要
充當市場的守護者，立法確保市場
透明開放，減少交易成本的浪費。

例如因資訊不對稱令市場向大企業
傾斜，政府可以透過立法，按資訊
多寡分配責任，增加市場透明度。
在美國破產法中，學生貸款永不勾
銷，銀行為追逐利息收入，無視學
生未來還款能力，不認真審查借貸
申請，讓學生借錢讀廢科，畢業後
找不到工作，教育資源錯配造成浪
費。若把破產壞帳的責任，從缺乏
就業市場資訊的學生轉移到擁有大
量數據的銀行上，銀行便會仔細評
估每筆借貸，減低學生畢業後無錢
還債的風險，使教育資源運用更有
效率。
 
美國社會自我反省能力強，精英1%
亦非蠢才，明白貧富懸殊非長久之
計。改革損害既得利益者，必然引
起反抗，短暫陣痛過後，希望在明
天。香港同樣飽受貧富懸殊困擾，
但我們社會有反省的智慧和改革的
決心嗎？

H orace Chan

中年電腦工程師，在某矽谷老字號科技公司
混飯吃。每次回港省親，遇著親友問做盛
行，總要費一番唇舌來澄清不是 IT 人。

說書人

 ECONOMICS &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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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拾家中藏書，不意翻出秦家懿教
授這部回憶錄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蝴蝶療癒：繫於東西方之間
的一生）。此書於1998年出版，正是
筆者從學於秦教授的那個年頭。
 
秦家懿是著名的漢學家和哲學家，
桃李滿門、著作等身，專著凡18
部、論文近百。她的研究，以儒
學、宋明理學及比較宗教為主調，
而這部《The Butterfly Healing》則
是她唯一一部非學術類的作品。
 
重讀此書，不免感觸良多。單是她
儒雅博學的文筆，已似是來自另一
個世代的聲音。書中開首的第一句
“This is the best of times”，便叫人
聯想到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
《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
當然，狄更斯的「雙城」，指巴黎與
倫敦，通過小說的情節而帶出愛與
犧牲的主題；秦家懿藉此暗指的，
則是東西方兩個世界，通過她自己
的成長經歷，道出她對生命的深刻
反思。
 
書題「蝴蝶療癒」，有三重意義。秦
教授經歷多次癌病，每次手術和療
癒都是一次蛻變，猶如蝴蝶由卵成
蟲、經歷多次蛻皮後結蛹、最後羽
化成蝶的演變過程；其次，則關乎
書中跋語提及一段作者跟蝴蝶的夢
中對話，借用「莊周夢蝶」之寓言
來帶出她的一番體悟，認為夢中的
蝴蝶與她，不比醒來後的蝴蝶和她
真實，卻也非更為虛幻，兩者並無
衝突，由是夢亦有其真實之處，真
實卻未嘗沒有夢的成分，且總結謂
「夢蝶即我」（A butterfly dreaming 
that it was I）；三者，從東方認為蝴
蝶生命璀璨而短暫、西方則視之為

象徵生命之昇華，如是兩種意象之
不同，亦正好說出教授繫於兩種文
化之間的感懷。

本書以「創世故事」為緒言、以夢蝶
對話為跋尾，也是其人生的縮影。
秦教授與基督教有深厚因緣，自幼
入讀上海的教會學校（在此之前則
以錢鍾書為私塾師），中學時進入香
港聖心書院，並於此時受洗，其後
負笈美國一所天主教大學就讀。年
17加入聖吳甦樂會（St. Ursula），展
開達20年的修女生涯。在她第二次
癌症手術後，卻決定離
開修女會，原因
是她認為各種
規條僅能用以
支配，不能觸
及心靈，而她
渴求的自主性每
每受到壓制。離
開修女會，對她來
說是一種解脫，也讓
她可以無拘無束地探
索儒家、佛家、道家的
修煉，成就身心的療癒。

其時秦教授已年近40，
這才正式開始她的學者生
涯，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
耶魯大學、多倫多大學等著名學

的一生

府。48歲時結婚，丈夫為多大名教
授Willard Oxtoby。書中不少段落，
都是由她與丈夫的日常對話，帶出
種種軼事和無限回憶。
 
全書以秦教授自身的故事為主軸，
帶出東西方文化的特質和差異。即
使寫法通俗，書中對儒釋道三家都
有非常深刻的見解，較諸近代流行
的所謂「儒為肉、道為骨、佛為心」
一類的口號式知見，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本書不是乾澀的哲學或宗

教研究。它為讀者帶
來的，也不僅是
作者自身的經
歷。其深刻之
處，往往展現
於書中淡淡然
透露出的人生觀 
── 一種以豐碩
學養、齊天地之睿
智、瀟灑的幽默、不
畏怯的堅毅來迎接生
命各種苦難與死亡威脅
的人生觀。
 
筆者最後一次見秦教授，
約於2000年。那時秦教授為

筆者博士論文的導師之一。一
天，忽然掛電話來，邀約晚膳。到
達她家中時，始知在座的還有陳榮
灼教授。原來她認為身體未必能
讓她繼續為我指導，乃特別為我找
來陳教授接替。翌年，秦教授便病
逝。對於她抱病仍不忘對後輩的提
攜，實在不勝感激。她的喪禮，以「生
命的慶典」為主調，到臨的不少是於
各地已是著名教授的昔日學生。當日
由她的丈夫娓娓道來種種軼事，場
面溫馨感人，大家都齊來「慶賀」
秦教授豐盛而圓滿的一生。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Novalis ／1998）

祖籍江蘇無錫，出生在上海市。
曾任教於澳洲國立大學、美國哥
倫比亞大學及耶魯大學。專治宋
明理學，兼治比較思想、宗教。
中文專著有《王陽明》（1987）、

《中國宗教與西方神學》（與孔漢
思合撰）。

作者  
秦家懿（1934-2001）

邵頌雄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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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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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家出走 
逛盡地球

「若果在路上的我兩個
半 月 才 花 四 千 港 元，
那麼我為甚麼還要在

香港生活呢？有需要的話回
去兼職一星期，不就把錢通
通賺回來了，然後我又可以
出去流浪兩個多月了！」
—節錄自〈流浪了兩

個半月 我花了不到

四千元〉

《為什麼還要在香港生活？》——
乍看書題，還以為要鼓勵大家移
民。事實是，一名中東空姐趁著一
次「壯遊年」（gap year），暫時離
開安穩的感情生活，隻身「出走」到
非洲、印度等「高危」地方，走出獨
一無二的夢想之旅。書題《為什麼
還要在香港生活？》出自作者一篇反
思印度低廉生活指數的文章：

現今的旅遊書籍以指南形式（即所
謂的「旅遊天書」）大行其道，此書
作者「中東空姐OD」沒有順應市場
趨勢，堅持撰寫屬於自己的遊記，
可見其大膽敢為的性格。正因此，
在她筆下，單獨面對的是失常的露
體狂、懶洋洋的警察、蠻不講理的
售票人員等，這些非一般的經歷實
在比刻板資料精采得多。
 
不過，到高危國度寫遊記的「巾幗
鬚眉」不止她一個，早有因此聲名大
噪的台灣作家三毛。論文學鑑賞價
值，筆者認為三毛的撒哈拉系列必
比任何類近作品優勝，畢竟三毛始
終是走過純文學之路的職業作家。
中東空姐OD跟三毛同樣抱著離開舒
服區的勇氣，探索新天地的各種奧
秘，但筆者覺得前者的《為什麼還
要在香港生活？》比後者的撒哈拉系
列寫得更踏實。況且，美籍環球旅
行家馬中欣曾經從台灣、西班牙到
撒哈拉追蹤三毛的足跡，發現書中
的「三毛」只是一個自我分裂、虛構

出來的人物，與他所了解的三毛（真
名陳懋平）大相逕庭。反之，《為》
一書以多張由作者親自攝影的圖片
和樸實的文字，赤裸裸地揭開高危
國度的神秘面紗。

一本及格的旅遊書，「衣、食、住、
行」的貼士無不包羅。《為什麼還要
在香港生活？》做到了，因為作者
就是活生生的例證：她在坦桑尼亞
因為煮中菜而得到大魚大肉的熱情
招待；在印度流浪兩個半月卻花不
到四千元；到嚴重缺乏旅遊資訊的
盧旺達與烏干達做義工和探望助養
兒童等。此外，書中還附有廁所攻
略、洗手攻略等等，教你怎樣入鄉
隨俗，成為一個受歡迎的借宿旅客。
 
不過，最重要的，是她對內心毫無
保留的深省、反思和剖白。從她的
「離家出走」、一意「孤行」到父母
和男朋友的來信（附印在書末），每
一頁都能夠激起心靈迴蕩。是故，
《為》豈止一本及格的旅遊書？

《為什麼還要在香港生活？——中東

空姐流浪印度非洲的快樂尋夢生活》

（真源出版社 ／2015）

作者  
中東空姐 OD

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社工系，曾於新加坡任職社
工、中東巴林任職空服員、香港外展訓練學校任職
歷奇教練。16 歲，第一次
出 走， 從 此 身 心 也 停 不 下
來。文字見於網上各旅遊平
台， 包 括《 信 報》、《 明 報》
等，同時也在電台擔當旅遊
節目嘉賓。2008 年著有《空
姐阿四──我的超冏航班》。

馮紀立 說書人

深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兩者不可或
缺。 讀時，不限題材，但愛以了解作者
為先，會有一口氣讀畢作者所有作品的
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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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pping Point》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6）

作者  
Malcolm Gladwell
1963 年 生 於 英 國 漢 普 郡， 童
年以至大學生涯都在加拿大度
過，1996 年 起 擔 任 The New 
Yorker 的特約撰稿人，著作包
括《The Tipping Point》、《Blink》
和《Outliers》。

做廣告，最常
出現的一個字，

肯定是：爆。「總之我
要件事好爆啦！」我相信

每一位廣告界同業都聽過這
句話。而我每次聽到這要求，我

都很想答他：要爆，其實唔難。只要
貴公司願意仿效Redbull，派人到太
空跳降落傘回地球。雖然是舊橋重
用，但我肯定已足夠吸引全港市民的
目光。當然，就算客戶有這筆預算，
他也不敢做。所以這番話，我每一次
都吞落肚。

也有些事，你明知做到後一定會爆。
例如把癌症變得像感冒般容易醫治，
或者令人類長生不老。這些事，都
有個共通點，就是目標清晰明確，但
實行時卻又極度困難。所以這些才是
一直都懸而不決的問題。因為以現有
的技術，根本沒有人解答得到。或者
倒過來想，做到的話，就驚天地泣鬼
神。如Elon Musk的公司Space X，目
標是載人上火星；其最爆的地方，就
是在於有確切可行（起碼行外人如
我認為可行）的方法達到目的。因為
Space X解決的是極端困難的問題，
所以爆，也是理所當然。

不過沒有遠大的理想，只想將一個
簡簡單單的idea爆開去，可行嗎？作
者Malcolm Gladwell說是可以的。他
在成名作《The Tipping Point》說，

點
爆

要將一件事爆開去，需要三種人：
Mavens、Connectors和Salesmen。
Maven是累積知識、並提供問題解
決辦法的人，Connector是人面廣的
人，而Salesman是有強力推銷技巧
的人。要爆，首先由Maven提供答
案，再由Connector找出需要答案的
群眾，最後由Salesman的強力說服
技巧，吸引人們加入。

整個model，簡單到不能再簡單；不過
要做到，好難。但Malcolm Gladwell歸
納出這個model，已經夠他成為New 
York Times Best Seller多個月。

雖然要爆好難，但為何香港「爆」的
campaign這麼少？以前師傅說過，
成功的要素，不外乎是「錢、時間、
人力」。如果你有好多錢，可以請好
多好叻人幫你，令事情極快成功；
如果你有好多時間，可以窮一生，一
手一腳造出最完美最成功的產品；如
果你有好多人力，你可以用「蟻多
摟死象」的方式，砌出你想要的金字
塔。不過現實通常是你只有少少錢、
加上肯定不夠用的時間、而自己又只
是一個「平均以上、天才未滿」的庸
才，所以就算你學懂了《The Tipping 
Point》的「引爆方程式」，也未能如願
推爆一件事。或許，少錢少時間少天
才，才是為何《The Tipping Point》
一紙風行，但世上「好爆」的事卻這
麼少的真正原因。

《The Tipping 
Point》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6）

東瀛
7仔哲學

你可能不知道的日本7-Eleven
1.   可以在店內品嘗現場製作的關東煮。
2.   或者吃經過一年零八個月改良的
「正宗炒飯」。

3.   影印、交稅、買紅酒、辦理銀行
業務。

4.   不方便出門的話可使用7仔專設的
「送餐」、「送貨」服務。

在這個全民創業的年代，拒絕淪為打
工奴隸的人比比皆是。芸芸眾多行業
中又以零售業最受創業大軍歡迎，然
而能夠抵抗社會洪流而長做長有的卻
少之又少。《零售的哲学：7-11便利店
創始人自述》是一本12萬字的零售寶
典，既是被喻為日本「新經營之神」
鈴木敏文在零售業界打滾40年的經驗
精髓，亦是7-Eleven在日本發跡的自
傳，或許各位創業大軍能從這位大師
身上學到一招半式。

跟市面上教人創業賺錢的雞湯式即食
筆記不同，鈴木要讀者用心細嚼自己
的獨門零售心法。偶然從出版界轉職
零售業，他用40年實戰經驗教你反轉
恒常的管理法則，教你經營理應「朝
令夕改」，行事絕對要「力排眾議」。
 
鈴木對顧客精闢的分析和對貨品嚴
格的要求是他歷久不衰的致勝之道。

《零售的哲学：7-11便利店創始
人自述》

（上海讀客圖書有限公司 ／
2014）

譯者： 顧曉琳

作者  
鈴木敏文

生於 1932 年，世界級企業家，
日本 7-Eleven 創辦人，美國《哈
佛商業評論》評之為「融合東西
方管理精神的最佳典範」。他領
導的日本最大零售集團 Seven&I
控股公司為全球第四大、亞洲
最大的零售王
國， 營 業 額 約
等同日本 GDP
的 1.25 。

Mr. Grey 小書 說書人 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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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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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本經濟不景，老闆們都在怨天尤
人、絞盡腦汁以「促銷」、「割引」、
「節省成本」等方法去吸客時，鈴木偏
偏要使出逆行的智慧，一語道破一眾
零售業管理層「以為自己十分了解顧
客」的盲點，掌握顧客一切以質素至
上的要求，別的便利店推出「大件夾
抵食」的廉價飯糰時，他卻堅持推出
用精美和紙包裝、貴人一大截的精品
飯糰，結果成為銷售冠軍。
 
最終，鈴木成功令便利店的業績比
母公司伊藤洋華堂旗下的西武、崇
光兩大百貨公司還要優勝；1990年，
7-Eleven創始公司美國南方公司面
臨財困，向鈴木提出接管的請求，
最後鈴木更於2005年完全收購美國
7-Eleven的股權。
 
鈴木的零售心法當然不只這些，有決心
長線經營自己零售業務的老闆或管理層
絕對值得鑽研一下他的獨門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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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勝作家繼續訴說創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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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四位優勝者亦於上期與大家分

享創作過程的難忘感受。今期，我們邀請了另外

四位優勝年輕作家繼續訴說他們的創作歷程。

第五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湯文舜《人間等活》，繪本（文字與插畫），香港

每每看到有關動物被不人道對待的消息時，總是在想
渺小的我到底可以做甚麼才可讓更多人關注動物權益
呢？於是這個關於動物的意念便一直在腦中零零碎碎
的儲存起來，希望有一天可以發表我對動物的想法。
從小到大都是一個喜歡畫畫的人，由大學修讀設計到
畢業後的工作都是與圖像有關的，所以創作關於動物

的繪本成了潛藏心底的一個願望。
在今天這個資訊可以隨手拈來的世代，要出版書籍實在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偶然得悉「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第一個感覺是有點
不可思議，因為竟然有機構會全資贊助年輕人出版個人作品，簡
直像童年時那種要齊集多款薯片印花以換取
機械人的大抽獎一樣，心中旋即泛起幸運兒
一定不會是我的預感。但當想到這是一個很
值得讓人關注的題材時，又覺得一試無妨，
說不定動物們也希望有人類會為牠們發聲，
於是在比賽截止前一分鐘將報名表格送出去。
看著這許許多多囤積多年的意念能結集成書，
那種讓人雞皮疙瘩的感動跟鼓舞，是絕對會
放入人生中重要的核心記憶區的。而於我來
說，更重要的是，那扇用文字創作的門也開
啟了，對於日後創作的路會更廣闊、更有趣。

芊禕《阿怪》，繪本，中國內地

大學主修版畫專業，一心想做純藝術，卻因為版畫這種伴隨著書籍印刷發展起來的藝
術門類而無意中接觸到了書籍插圖，最初只是單純的喜歡看書中那些有趣的圖畫，在
讀大二的時候有了第一次真正接觸插圖工作的機會，磕磕絆絆完成下來，沒想到收穫
了正面的評價，這讓我一下子有了熱情去全身心的投入其中。
畢業之後為了繼續追尋這份熱情，放棄了去找一份穩定的工作而成為了一個自由插畫
師。之後幾年為幾十本書配了插圖，幾百張的插圖畫下來感覺越

來越得心應手，但書籍文字永遠是第一位的，插圖不能脫離文字而獨立存
在，需要更多的去理解作者的意圖、考慮讀者的感受，還有自我想法的展
現，在處理這幾對矛盾的過程中開始感覺到自己的創作力被慢慢削弱了。
在這時機緣巧合的接觸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這項比賽給了有想法的年
輕人一個可以拋掉所有約束盡情展現的空間，為了從新找回屬於自己的那
個異想世界，把深埋在腦子裡的那些天馬行空的故事呈現出來，我決定鼓
起勇氣，推掉了所有的插圖工作，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來進行這段找尋
自我的旅途，並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阿怪》的故事。旅途沒有終點，希望

《阿怪》可以成為我新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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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屆年輕作家及評判於 2015 年 7 月聚首一堂，慶祝「年輕作

家創作比賽」10 週年，並一起見證第五屆比賽優勝者的誕生。

迎曦《飛魚神的信差》，小說 （文字與插圖），台灣
這一次在老師的建議下，把小學畢業前的專題研究
作品修改投稿，一方面呼應心裡埋藏的憧憬，一方
面也很希望把蘭嶼島上的達悟族生命態度透過書寫
分享給更多人。後來看到參加的人超過兩千多，覺
得希望渺茫，真的沒想到後來會通過初選和最終審
查，感覺像一個夢。當看到自己在電腦上打出來的

Word 檔案，變成實體、有觸感的書，真實摸到時，心裡既驚
訝又興奮。
很感謝文字編輯和出版社的謹慎和細心，一再地校正，挑出許
多錯字及考慮不夠周到的陳述。雖然如此，看到書籍「出生」
後，我心裡還是有點忐忑，擔心著萬一還是有出錯的地方，就沒辦法修改了。但是，
我告訴自己，也許在一個作者的角度，每一本書都不是最完美的，因為作者會不斷
地進步，作品的質量也會隨著進步。
我想我會持續地寫作，因為我覺得作家是一個奇妙的行業，可以把自己的所見所聞
以小說的形式呈現出來，記錄很多回憶。而且我是個天馬行空的人，透過寫作能具
體化腦海裡隨時迸出的新點子，我已經在構思新的小說內容了！
參加這個比賽，是一個非常棒的經歷，可以在一年多的時間裡體會到這麼多新鮮的
事情。希望有志於寫作的人可以勇於投稿，因為這是一段非常踏實的旅
程 ── 路途中神奇的美景歷歷，也會經歷跌倒碰撞、有時會有荊棘阻
擋，但你揮汗氣喘吁吁之餘卻感覺十分豐富、十分充盈，絕不會後悔走
上這一步一步靠近夢想的寫作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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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文《世界已經變了》，小說，香港

一年前，我在觀塘apm 商場閒逛，看到「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的徵稿啟
示，馬上被吸引住了。一直以來，我都有一個作家夢，希望出版自己的作
品。在此之前，我已經寫了一部有關同性戀題材的書稿，投給不少內地的
出版社，但都因為題材敏感，被出版社一一拒絕了。這一次，我抱著試一
試的心態把稿子投給了主辦機構沒想到竟然入圍了！
今年 7 月，當我再次走進書店，看到自己的獲獎作品《世界已經變了》被擺

放在書架上，恍然如夢。寫作，不僅實現了我的作家夢。對於我
來說也是自我成長的一種方式。在這本書出版的過程當中，我也
勇敢地坦白自己的同性戀身份。生活仍然在繼續，身邊的改變帶
來的是心境的改變。寫作讓我克服了恐懼，內心變得更加強大。
我會這樣一直寫下去，永不停息。
如果，你也有同樣的夢想，那麼要做的只是儘管去寫
好了。寫你所想、寫你所愛、寫你所熟悉的領域，最
終一定會有人認可你。永遠不要為了討好讀者或評
委，去重複和複製其他人的道路。作家的價值就在於
你能夠揭示他人所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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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埋下閱讀種子 
培養好奇心

「徐緣」的由來，徐緣娓娓道來，「想改個易記的名字，希
望她（女兒）容易在別人面前留下印象；而我以此來作筆
名也是同樣原因」。另一方面，徐緣也希望下一代能與書
結緣，喜歡文字、喜歡閱讀。「女兒未出生我已經決定，
不論生仔生女都要叫『徐緣』。」徐緣強調閱讀的重要性，
遂將寄望透過名字傳遞給女兒，「希望她見到自己名字印
在書上，會引發她閱讀興趣」。被問及女兒長大後，「徐
緣」這個品牌是否需要轉型，他指現時女兒不太介意，只
會笑問「你做乜用我個名呀？我便回答『咁你用番我個名
囉』，但若將來她真的介意爸爸已『用爛』這個名字，便
改名吧！到時候才算！」徐緣，果然隨緣。
 

好奇心是學習動力

平日工作繁重，如何抽時間陪伴幼女？徐緣坦言不是稱職
父親，只能在公餘時間盡量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時下的在
職爸媽緊張小孩學業，下班後都趕回家替子女溫習，徐
緣卻有另一套。「其實毋須每一分鐘相處都與學習有關，
平日會陪她打乒乓球和玩耍，或者看新聞⋯⋯她常常每
事問，這都是我們的溝通。」假日把握時間與女兒相處的
他，自豪地表示，女兒很早就知道路上凸出的條紋是協
助盲人走路的工具，「我跟她出街時，常向她提問，引發
她思考」。他看過一本書叫《Einstein Never Used Flash 
Cards》，說不要用flash card教小朋友，「flash card上的士

的模樣，和街上真實所見的是有分別的，小孩應該去看看
實物；對世事感興趣，孩子才會發問」。
 
徐緣指，教導小孩和營銷的道理一樣，先要引起好奇心，
才能投入學習，從中獲得樂趣。「在中大任教時，曾經有
學生跟我說，對所有事都不感興趣，我覺得這比懶散更
大件事！」他認為，即使不喜歡讀書，也可以認真發展興
趣，「達哥和伍公子（編按：兩位皆為網絡紅人）都憑打機
打出名堂，只要你對事物保持著好奇心，自然有熱誠堅持
下去，甚至成為一技之長」。學海無涯，徐緣只在乎女兒
有沒有學習的動力。
 
徐緣提到女兒很喜歡一本叫《Nasebohren Ist Schon》、
關於撩鼻屎的童書，因為結局說可以盡情享受撩鼻屎的樂
趣，「教小朋友不要一味恐嚇，你不能說不准扔垃圾是因
為有警察會拉你，保持環境清潔是責任，不應源於恐懼，
很多生活細節是common sense，但需要解釋，每天累
積，他們才會明白」。
 
「有次女兒問我月亮為甚麼會有不同形狀，我立即上網
查，然後拿枱燈不停做實驗來講解」，月有陰晴圓缺的概
念複雜，但徐緣指，不要低估小孩的理解能力，「最重要
是小孩看到父母為解釋這件事時的認真態度，幾年後孩子
可能忘記你教過的事情，唯獨對父母的學習態度會看在眼

徐緣：我女兒輸在起跑線

小徐緣讀物

提起徐緣，很多人立即聯想起「營銷專才」、專

欄作家及主持等身份。徐緣本名徐俊文，09年
起以女兒名字「徐緣」作筆名並開始寫作。卸

下營銷的專業形象，徐緣是一個六歲女孩的爸

爸，對女兒愛得既「高調」又「低調」；徐緣為

保護孩子私隱，婉拒提供愛女照片，由記者到

訪一刻，便謹慎地把辦公桌上的家庭照悄悄收

進抽屜。談及育兒之道，擔任壹傳媒集團首席

營銷官的他，卻沒刻意營銷女兒的成長道路，

自言甘願讓她「輸在起跑線」。

Text: Irene Lui

《Nasebohren Ist Schon》
作者：Daniela Kulotr
「寫給家長的童書，提醒
父母在灌輸各種價值觀
時，有否顧及孩子的好奇
心以及認真解釋。」

《小圓圓》

作者：羅冠樵
「雜誌《兒童樂園》的
主要角色， 風行數十
年的經 典兒童作品，
見證香港社會變遷。」

《小牛頓》系列──

世界的歷史

編著：台灣牛頓出版公司
「以漫畫形式講解中外
歷史，兒童容易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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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當天適逢開學日，小徐緣「升呢」做小學生，徐緣說訪問完畢要

趕回家聽愛女分享「小學雞」的首天所見所聞。記者卻在煩惱：一個

大談女兒的訪問，如何在沒有父女合照的情況下勾勒溫馨畫面呢？

幾天後，卻看到徐緣在Facebook專頁分享與女兒的對話：小徐緣說
爸爸約朋友到IFC，是去「食好嘢」，徐緣驚訝為何小女孩已懂得高
級商廈有知名食肆，原來，小徐緣是以為爸爸去KFC食「炸炸」；童
真對話，獲逾4,000網友按「like」。竟然，賣萌是可以「不見樣」的！
在這個所謂有圖有真相的世代，多得大小徐緣，讓我們見識了單憑

文字就能傳神地抒情寫境的魅力。

內記在心裡」。知識可以由老師傳授，學習態度是模仿父
母；父母認真還是「亂噏」，才是孩子潛移默化的媒介。
徐緣說：「態度直接影響人的學習過程和成長，所以有些
人遇上不明白的事，會上Google、Wikipedia查看，有些
人則會毫不在意，兩者人生也會不同。」誠然，許多虎爸
虎媽為培育子女而要求多多、處處限制，卻忘記從來身教
的重要性。
 
徐緣自言不是怪獸家長，「個女好鍾意睇啲大圖畫的書，
可能覺得好繽紛，看起來很開心，雖然同齡小孩都開始
看文字較多的書，但她到圖書館仍會選圖畫書來看；我問
『點解全部都冇字嘅？』她會偷笑」。徐緣認為毋須計較字
數多少，女兒願意閱讀便足矣。他舉例指，香港有一間
100% designed by kids的店舖，一些6至7歲的小孩已能寫
作出書，「如果要比較，可能我們就輸在起跑線吧，但女
兒至少沒有做『低頭族』玩手機」。
 
他笑言自己小學讀書成績也不是太好，甚至對文字抗拒，
只愛看《小牛頓》，透過漫畫來認識世界歷史；幸好母親
亦沒有干涉他看書的種類，「當日留下一個喜歡閱讀的種
子在我心中，長大後自然愛看書。現在女兒也愛看《小圓
圓》」。他鼓勵孩子閱讀應由圖畫書開始，過分催迫讀書識
字隨時令孩子從此抗拒閱讀。徐緣認為父母提供一個閱讀
環境給孩子更重要，「你打機，孩子也跟著你打機，誰會
閱讀呢？」
 

掌聲中成長非好事

除了怪獸家長，網絡上亦流行「晒B家長」，對於
Facebook專頁出現多個以分享自己孩子生活照為主的專
頁，徐緣認為要小心處理：「在私人帳戶與親朋戚友分享，
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開一個專頁令子女變成網絡紅人，
便需衡量一下小孩成為半公眾人物的心理壓力了。小孩的
成長過程中若只有掌聲，並非好事；sudden fame帶來的
影響，就算成年人也未必應付得來」。正如他高調地用了
女兒的名字做筆名，但也低調地嚴禁女兒容貌曝光。「我
的Facebook會分開私人和公開專頁，只會在私人帳戶偶
爾分享女兒的照片。」普通家長樂於將孩子的「萌照」公開，
公眾人物卻千方百計保護自己子女的私隱，當今天「網絡
父母」的下一代成長後，自然看到有否反效果，「晒B」現
象能否持續下去，言之尚早。
 
談到時下閱讀風氣欠佳的指控，徐緣為年輕人平反：「閱
讀風氣與閱讀需要有關！」他建議出版界要想辦法為新書
「打響名堂」，「電影有trailer，書亦要有鋪排，至少告訴讀
者內容是甚麼，而非被動地等識貨之人來問津」。簡單而

言，文字亦需賣廣告；果然是營銷專才，三句不離本行，
「Amazon有很多作者會拍條短片簡介書的內容，能引起
讀者的興趣」。當年輕人秒秒鐘WhatsApp、分分鐘上高
登「追故」上Facebook看新聞，當中收入眼底的文字隨時
數以千計，因此徐緣並不認同文字已死的說法，「不要假
設這一代的人不喜歡閱讀，他們只是需要一個引發他們閱
讀需要的條件」。
 
作為大學講師，徐緣卻不建議想入行做營銷的學生主修市
場學，「Marketer眼界要闊，行內甚麼出身的人都有，常
識和想像力更重要。」他指自己教書時著重跟學生介紹世
界各地的廣告案例，「主動接觸新事物，能刺激自己的想
法」。提到行內經典，他推薦《Positioning》一書，對訓練
營銷思維極有幫助。他亦推介利嘉敏教授的著作《公關公
義》，讓讀者了解現代公關背後的操作；而《The Business 
of belief》及《The Hidden Agenda》則是他非常喜愛的
書籍，前者介紹不同的營銷人員和政治人物，如何影響消
費者的信念，後者由廣告人拆解顧客的心理，了解顧客的
深層慾望，「sell橋」時便無往而不利。
 

面對逆境　要拉勻一生計

平步青雲的他，似是贏在起跑線，談到人生低潮，徐緣輕
描淡寫地指人人都經歷過，「當年從煙草公司轉工，過渡期
有很多事都不懂；又試過因為老闆好兇，經常怕被罵，壓
力大得連飯也吃不下，幸好自己樂觀，將執著的事拉勻一
生來計，所有事都是小事！」沒想到遭小市民炮轟的「拉勻
一生論」，在面對難關時，拉勻一生的心態倒是有益身心。
 
成功的人都愛閱讀！在徐緣遇上難題時，「閱讀」扮演重要
角色，「當時下班回家已是半夜一點，但我還堅持看15分
鐘的書；因為我怕一回去就睡，人生只剩下工作，慢慢我
便會對世界無知。」這番話，對工作至上的香港人猶如當
頭棒喝。事業如日方中的他「百足咁多爪」，仍未滿足，
期待未來能辦些實戰培訓課程，甚至考慮創業；對事物
保持好奇心的人，果然是最有樂趣的人，小徐緣耳濡目染
下，難怪能成為一個「好奇寶寶」。

幾年後孩子可

能忘記你教過

的事，唯獨父

母的學習態度

會看在眼內。

徐緣推介書籍與短評

後
記

《Positioning》
作者： Jack Trout
「 作者是全球最頂
尖的營銷戰略家，內
容 有助訓練營銷思
維，是劃時代的經典
之作。」

《創意天龍八部》

作者：李欣頻
「分享台灣廣告文案天
后的旅行生活，了解她
如何累積創意。」

《髒話文化史》

作者：Ruth Wajnryb
「 由語言學家探 究
粗口的發展，剖析一
些多姿多采詞句的
起源。」

《公關公義》

作者： 利嘉敏
「向讀者講解現代公
關的背後 操作， 以及
揭露公關背後一些不
公義的事。」

《The Business  o f 
Belief》
作者： Tom Asacker
「 講 述不同的營銷
人員以及政治人物，
如 何影 響消費者的
信念。」

《The Hidden Agenda》
作者：Kevin Allen
「由資深營銷專家分享成
功之道，在於說服對方時
能看出別人內心的『隱藏
議題』。」

《老月份牌廣告畫》

作者： 張燕風
「 搜 羅586 張 精 采
的中港老月份牌廣告
畫，體現舊東方女性
的魅力，以及記錄當
時的廣告形象。」

大小徐緣舊相片，當時小徐緣
仍是 BB 模樣，徐緣不介意公
開，遂成為 Google 圖片庫碩
果僅存的一張徐緣父女合照。

（相片由徐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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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柯某筆耕寫「股神筆記」，
已經第20篇了。回想第一篇所寫的安
東尼波頓（Anthony Bolton）〈股神逆
向出擊〉，原來已經寫了接近兩年。
開筆之初，還在想第一期已是歐洲股
神，往後數下去，不是畢菲特就是
索羅斯，擔心天下間有否足夠的「股
神」讓柯某追。

幸好，上天對於有智慧的投資者，還
是會給予一定的回報，產生足夠數量
的「股神」，讓柯某這位「字販」有空
間行文。

追 過 的 股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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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不是在於學習信任

自己的靈感，而是要令

自己有紀律，只要基本

因素沒有轉變，便繼續

持有手上的股份。

－彼得林治

問題來了，波頓會被稱為「股神」，但
甚少見彼德林治有同樣稱號，台港
兩地的華文傳播，一般會稱彼德林
治為股聖、投資大師，美國財經作家
Jason Zweig則稱他為「傳奇」，卻未
有被「神化」。

歸根究柢，是和彼德林治的投資方法
有關。彼德林治書中所述的，不是艱
深的投資方法，或複雜的投資工具，
他所傳授的是投資要買自己所熟悉
的，是一種常識炒股法。

不要看到這裡便笑出來說「阿媽是女
人」，因為大部分投資者都寧願選「三
唔識七」但又有一個好故事的投資，
而放棄身邊看得見的優質公司。

容我在這裡呃呃稿費，把他的內文直
接翻譯出來，閣下一看便能意會。彼
德林治在書中寫道：

看到嗎？這就是彼德林治沒有被當做
神的原因，他的文字淺白，提出的概
念也以簡單為主調，「你不用當Exxon
的副總裁才能對公司前景或油價有預
感 （You don't have to be a vice president 
at Exxon to sense the growing prosperity 
in that company, or a turnaround in oil 
prices)」，只要你手上的工作和這間公
司有關，甚至你只是其顧客，只要你
願意留意公司是否受歡迎、客量是否
正在增加、售價是否在向上調，你也
可以投資這間公司，成為投資大師。

彼德林治告訴你的是：只要有心，人
人都可以成為股神。

人人都是股神的投資方法

COLUMNS

為何要花篇幅講述安東尼波頓？因
為今期的主角Peter Lynch（彼得林
治），是波頓的友人兼同事，同在基
金公司富達任職，在波頓未因基金失
利而在港「成名」之前，他的暱稱一
直是「歐洲彼德林治」，足見後者的威
名遠播至歐洲。

以表現計，波頓在任「富達特別情況
基金」30年，年回報率19.5%；彼德
林治管理「富達麥哲倫基金」13年間，
年回報率29.2%。足見美國的彼德林
治表現稍勝一籌。

《One Up On Wall Street: How To 
Use What You Already Know To 

Make Money In The Market》
（台譯：彼得林治的成功投資）

（Simon & Schuster ／2000）

Peter Lynch
1944 年出生，富達投資的基金經理，被視為基金界的傳
奇。在 1977 至 1990 年間，他所管理的基金年均增長率
29.2%，持續跑贏標準普爾指數兩倍。13 年間，管理資產
由 2,000 萬美元增至 140 億美元，除兩年外，基金全數跑
贏標準普爾指數，是世上最佳表現的互惠基金；其著名的投
資哲學「投資在你認識的事物」（Invest in what you know），
已成投資界廣泛採納的準則。

John Rothchild
自由撰稿人，曾於 Washington Monthly 擔任編輯，後於
Time 與 Fortune 擔任專欄作家，與其他作家合著超過十
本有關經濟與金融的書籍。

作者  

「這公司（Pep Boys，車胎商）很
厲害，其股票又如何？」，一般
人可早過華爾街得出此玄機：預
期人們每年會到 Pep Boys 兩至
三次，或者更多，Pep Boys 的董

事、文書、律師及會計師、其供應商、廣
告商、新店承建商、甚至抹地的都會得知
Pep Boys 的成功。過千名潛在投資者得知
這個投資貼士，還未計數以萬計的顧客。
同一時間，幫公司買保險的 Pep Boys 員
工可能得知保險價格正在上揚，對保險公
司是個利好因素……

"This is great; I wonder about the stock,” long 
before Wall Street got its original clue. The 
average person comes across a likely prospect 
two or three times a year - sometimes more. 
Executives at Pep Boys, clerks at Pep Boys, 
lawyers and accountants, suppliers of Pep 
Boys, the firm that did the advertising, sign 
painters, building contractors for the new stores, 
and even the people who washed the floors 
all must have observed Pep Boys' success. 
Thousands of potential investors got this “tips” 
and that doesn't even count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ustom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Pep Boys 
employee who buys insurance for 
the company could have noticed that 
insurance prices were going up 
- which is instal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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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了一連四期的二戰系列，主要環繞
美日戰爭的始末，香港乃太平洋戰區
之一，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歲月，是
上一輩的慘痛回憶。日本戰敗70年，
也是香港重光70年，每年8月30日，
是真正屬於香港人的大日子。雖則現
在已是10月，但「遲到好過無到」，謹
以拙文獻給那些在日治時期的蒙難者
及倖存人士。
 
劉智鵬及周家建合著的《吞聲忍語
──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是口述歷史，內容比較生活化；17位
接受訪問的倖存者，來自各行各業，
對日治時期的經歷各有體會，對日軍

我無意替日軍翻案，他們的罪行罄竹
難書，但早說了讀歷史要客觀全面，
單單一句「慘無人道」，不足以道盡淪
陷時的景況。上述例子又如何解釋？
撇除個別日軍比較文明不論（書中記
載了幾則「中日友好」的故事），主要
是日治政府為粉飾太平所營造之假
像。例如受訪者葉志堅說，日軍在市
區「較有風度」，甚少當眾殺人，但在
新界則是另一回事，見人就殺，殺一
儆百。為何如此？因為東江游擊隊主
要在新界活動，日軍要加倍防範，寧
可殺錯，絕不放過。
 
說到粉飾太平，日軍的做法頗見心
思，除了馬照跑、舞照跳，還准許公
然聚賭，讓老百姓小賭忘憂。但其
後戰事日非，資源緊絀，再無太平可
供粉飾，市民普遍捱餓，甚至出現
人食人、易子而食的慘劇。我在《閱
刊》9月號討論過日本的戰爭責任，
嚴斥「陰乾論者」為冷血之徒，因為

他們只顧保全日本人，卻無視日治地
區人民的生死。試想，假如盟軍真的
以「陰乾代替炸光」，戰事起碼持續多
半年或以上，香港還要餓死多少人？
中國呢？東南亞呢？難道他們都不是
人，只有日本人才是人？

《吞聲忍語》的可讀之處，在於所載
之事，均是戰爭倖存者的所見所聞，
一字一句，皆由血淚寫成。聽他們細
說當年，猶如置身現場，感受那場史
無前例的浩劫；憶苦思甜，幸福，從
來都不是必然的。

重光七十話當年

COLUMNS

評價不一，甚具參考價值。作者並
附以史料佐證，令訪談內容更真實可
信。
 
戰後出生的人，若非香港史專家，對
三年零八個月的印象離不開走難、
無飯開、朝不保夕、生不如死。有
錯嗎？當然沒有，但不夠全面，讀歷
史，一定要全面，方能客觀評價。比
如說，大家都知道當年的米糧由日軍
分配，每人每日六兩四。夠食嗎？不
夠，只是一餐的分量，其餘要靠雜糧
充饑，但部分人可獲優待，除了「漢
奸」（很難定義，篇幅所限，不贅），
但凡大中小學教員，尤其知名學人，

《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

體回憶》

（中華書局 ／2009）

劉智鵬
香港大學文學士、哲學碩士、美國華盛頓大學博士。曾
出任屯門區議會副主席，現職嶺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香港歷史。著作有《屯門風物志》、《屯門歷史
與文化》、《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香港
早期華人菁英》等。

周家建
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文學士、香港大學文科碩士、哲學碩士、
哲學博士。曾任職古物古蹟辦事處、香港海事博物館等機構，
現職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項目主任，主要研
究領域包括香港淪陷史、香港足球運動發展史、香港歷史建
築物等。著作包括《建人・建智——香港歷史建築解說》（合
著）、《九龍城區風物志》（合著）等。

作者  

閱 讀 C r o s s o v e r

皆可獲額外配給，且是矜貴的日本
米。何解？因為日軍縱然邪惡，卻十
分重視文教，這是明治維新以來的傳
統，不因地域而異。
 
再說日軍軍紀，後世的評價差到不
得了，例如行經哨站時忘記向日軍鞠
躬，會被掌摑羞辱，甚至毆打致死，
但受訪者馬迺光說，他向日軍鞠躬
後，對方竟然鞠躬回禮，而且不止
一次，意想不到吧？又如惡名昭彰的
「三光」之一：搶光，令無數人一夜破
產，但細心一想，如果由朝搶到晚，
不用一年，整個城市就給掏空了，這
樣胡鬧又豈能長治久安？受訪者麥錫
邦在淪淊時做過小販，他說大部分
日軍都好自律，用真金白銀買，只有
小部分會強搶其貨（按：強迫兌換軍
票，其實已等同搶掠）。另一位受訪
者梁秀蓮說，憲兵不時入屋搜查，但
都有規有矩，並會透過翻譯跟屋主
交代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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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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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得到某些便利，付出的代價就是
放棄舊居、換成一間實用面積大幅縮
減的新屋。當我想到家中囤積多年的
資料和書籍便感頭痛，相信這次搬
家應是歷來最困難的一次，情況就如
將一個巨人強行塞進細小的寶瓶內！
幸好我在書海之中得到援手，找到一
本能夠助我解決困難的魔法書，書名
就是《拆掉一本書》。

《拆掉一本書》介紹了近年日本及台
灣流行的「自炊」文化，「自炊」起初
是指運用最簡單的煮食工具來解決
個人的飲食問題，慢慢演變成自製電
子書的代名詞，甚至在搜尋器上已經
取代了原有的意思。

「自炊書籍」源自同樣深受「土地問
題」困擾的日本，製作方法就是先將
書籍裁開，經過電腦逐頁掃描後製成
電子書，然後在平板電腦、Kindle等
閱讀器上重獲新生。以往個人製作電
子書是一件相當繁複耗時的工作，但
是書中提及在日本有「自炊神器」之

Enrique Vila-Matas是西班牙當代
著名小說家，「後爆炸時代」西語文
壇的代表人物之一。今年是他的豐
收年，早年作《Historia abreviada 
de la literatura portátil》（A Brief 
History of Portable Literature）和
新作《Kassel no invita a la lógica》
（The Illogic of Kassel）都被譯成英文
出版，簡體中文版《巴黎永無止境》、
《巴托比症候群》、《似是都柏林》
也相繼推出。最近，Vila-Matas來到
上海書展與讀者見面。他早就聽說
上海有一群Roberto Bolaño（智利作
家）的fans，開了一個叫2666的圖書
館，而Bolaño是他最好的朋友。

如今 2 6 6 6圖書館已經消失，但
Bolaño的小夥伴還在。作為Bolaño（下
稱B) 在上海的首席fans，作家btr問了
Vila-Matas（下稱VM）與B初識的詳情。
VM說當時第一次去B家做客，B的小兒
子對來了一個陌生人佔用爸爸的時間
很不滿，不停在旁搗亂，還擔心VM把
家裡最後一滴酒都喝掉。VM說每次和
B聊天都沒完沒了，因為B總是不同意
他的任何見解，於是兩人可以一直抬
槓到天荒地老。B去世前他們最後一次
見面，VM說Bush政府太糟糕了，心想

非 常 讀 者

斷捨離 淘氣大王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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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掉一本書：把房間、

書櫃、辦公桌清空，神奇

的自炊紙整理術》

（PCuSER 電腦人文化 ／
2013）

A Brief History of 
Portable Literature 
（(New Directions 

/2015)）

名的「自動饋紙式雙面掃描器」面世
後，再配合有「裁書神器」之稱的「厚
重型切紙機」，自製電子書已經悄悄
飛入尋常百姓家，童叟皆懂，日炊
百本也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集齊兩大神器之後，正式開展我的
自炊生涯，各種筆記、講義和資料
是最易辦的事情，只需除塵去釘，
檢查一下有沒有異物便可餵給「自炊
神器」，花點時間更可順道進行文字
辨識，完成後便是一份可供檢索的
電腦檔案，堪稱完美。

但是去到炊書的階段，始終未能做
到完全「斷捨離」的境界，因為一刀
裁下去，這本書可說是報廢了。權
衡輕重後，我把書分為兩類：「需
要」和「想要」；前者主要是會計、管
理、財金、兒童教育等的工具書，
後者主要是小說。

兒子阿哲正在翻看那些「想要」
的書， 剛剛拿起置頂的《 T h 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彷彿要跟他們說再見之際，我卻那
邊「嚓」的一聲，一刀切開了其中一
本「需要」的書，然後扔給自炊神器
處理。阿哲大吃一驚，「那些理財專
家不是教人分辨想要和需要，最好
不要追求想要，為何你剛好相反，

放棄需要而去保留想要？」

我笑說：「相信很多所謂專家自己也
不懂如何分辨需要和想要，例如有人
舉例說麪包是需要，加了香腸的熱狗
是想要，這個比喻很有趣，為何香軟
的麪包不是屬於想要呢？沒有牛油的
或是沒有酵母製作的麪包才是需要
呢？」

「無酵餅？」阿哲想起那種硬度，「真
的很難吃。」

「滿足需要只是生存，但是我們學習
理財並非單純為了滿足需要，而是
找尋各種更有效率的方法幫助我們
追求想要的事物。正如自炊書籍，
透過科技帶來這種新的儲存書籍方
法，才能讓我突破重重限制，騰出
位置，找到容納『想要』的空間。」我
取回那本發黃的Milan Kundera經典
著作，「畢竟，閱讀實體書才有那種
味道。」

兒 童 理 財

會計師，深信學習理財，應該從小開
始，提倡「遊戲學理財」。

黃裕元 
《 北 美 智 權 報》總
編輯，台灣自炊界
達人。

Enrique Vila-Matas 
1948 年出生於西班牙巴塞隆拿，20 歲
移居巴黎。年輕時在雜誌社擔任採訪工
作，業餘投入寫作，他曾說：「寫作，是
修正人生錯誤的一個方法，保護我們不
受 生 命 無 常 的 傷 害 與 衝 擊。」1977 年
發表第一本小說《預先告知的謀殺》（La 
asesina ilustrada）後，專心創作，自此
不曾中斷。

作者  

作者  

這下你可沒法反對我了吧，沒想到B竟
然反問：真的嗎？哪裡糟糕了？

在來上海之前，VM已經答應了西班
牙的《國家報》（El Pais）要寫一篇介
紹中國新生代作家的專欄。他拿出小
筆記本問btr有哪些年輕作家值得關
注時，btr樂呵呵地說：其實說不定他
早就把專欄寫好了！

這是典型的inside joke。VM曾經是
西語文壇著名的淘氣大王，雖然今年
67歲的他拒不承認自己故意淘氣，但
說起年輕時的頑劣往事來卻滔滔不絕
樂此不疲。18歲時他為西班牙一份報
紙打工，編輯讓他去採訪影星Marlon 
Brando，他不會說英文，又怕丟工
作，於是自己編造了一篇訪談。這事
兒當時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次碰到
一個朋友：「你看了Brando那蠢訪談
嗎？」他氣得要命，但又不能說出真
相，只好打落牙往肚裡吞。第二次是
採訪芭蕾巨星Nureyev，採訪前夜VM 
在酒吧裡和朋友喝酒，Nureyev恰好
也和朋友來喝酒，Nureyev的gay朋友
看上了VM的朋友，開始搭訕，直男
感到很惱火，幾句話不合兩夥人便在
酒吧裡大打出手。第二天VM覺得自

己上門去採訪肯定會被認出來，於是
又編了一篇訪談，裡面還說Nureyev
覺得跳芭蕾就像鬥牛。讀到這訪談的
西班牙人都覺得Nureyev瘋了。第三
個「受害者」是Anthony Burgess，當
時VM覺得採訪時間不夠，就事先編
好了全文，採訪時拿給Burgess看，
Burgess被樂到了，說省下的時間正
好可以喝杯小酒。VM其實頗為得意：
「這就像謀殺一樣，幹了一次以後就
順了。」Patricia Highsmith也被他編
過，因為她每次接受採訪都很無聊，
不夠帶勁。法國文學評論家普遍認為
VM的小說事業是從停止編造訪談開
始的，VM說才不是，後來他不再編
訪談是因為逐漸認識到這樣實在不
大好。

如今我們經常在各大文學獎榜單上
看到一本正經的VM，惡作劇的故事
已經銷聲匿跡，只有在閒談間，從他
臉上時不時露出的狡黠壞笑才能捕捉
到一縷淘氣的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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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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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st Gombrich的《The Story of 
Art》，是藝術史的著名入門讀物。
我因為其名氣，也拜讀了作者另
一部作品《A Little History of  the 
World》。這本書以德文寫成，原題
為《Eine kurze Weltgeschichte für 
junge Leser》（直譯為：寫給年輕讀
者的簡明歷史），1936年出版後頗受
歡迎，翻譯為多種文字，但一直未
有英文版刊行。Ernst Gombrich一
直想親自將之翻譯為英文，但直至
2001年病逝時仍未竟全功，卒由其
助手於2005年完成並印行。

讀西方人編寫的世界歷史，最大樂
趣就是看他們如何介紹東方。Ernst 
Gombrich 如此形容鴉片戰爭前的
中國︰大體而言，漢朝（即基督出生
的時代）、800年後詩教興盛的中國
和公元1800年的中國三者相比，並
無太多不同。它仍然強大、有序、
自視甚高、人煙稠密而且甚為和
平，住滿勤勞的農夫和居民、偉大
的學者、詩人和思想家。同時期的
歐洲，卻飽受政局動蕩、宗教戰爭
和無盡騷動之苦。在中國人看來，
這些事情是多麼陌生、野蠻和難以
理解。

稍有涉獵中國歷史的人，難免都要
忍俊不禁吧！但作者究竟只是花了
六星期寫好幾千年的世界史，而且
不熟悉東方世界，對中國有此印象
亦不奇怪。更令讀者驚奇的，是作
者在敍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寫道︰
我們都希望未來會更美好——未來
一定會更美好的！

人類常常以為，文學總是模擬真實，
為何有這種想法？哲學系的朋友會告
訴你，這是柏拉圖的說法，他還會
告訴你，這位哲學家所說的「真實」
其實亦不過是理念的影像，比如有
了樹的理念才有真實的「樹的影像」，
然後關於樹的文學作品不過「模擬」
（mimesis）「樹」這種理念的影像而已，
所以文學最終也不過是模擬這些影像。

柏拉圖之所以有這種觀念，是針對荷
馬史詩和希臘悲劇，前者讓不同性格
的人擁有符合其性格的命運歷程，
後者展現的人生就是被命運玩弄至
終局的故事。柏拉圖的文學觀追求
美和理性，沒有殘酷的命運，這種文
學觀符合基督教觀念，所以中世紀
的詩和小說，基本上以一種理想的世
界（例如理想的愛情）作為藍本，文
人用字句模擬他們眼中的理想的「真
實」。可是一味單調地模擬理念中的
「真實」，畢竟就沒有文學的趣味，所
以有些文人愈玩愈複雜，例如12世紀
普羅旺斯的宮廷詩人，他們發展出自
己一套特殊的比喻。

後來意大利有些詩人對此不滿，提
倡一種「溫柔的新體詩」（dolce stil 

愚蠢的極致 世俗世界的神聖之旅

《Dante: Poet of the Secular 
World》

（NYRB Classics ／2007）

在Ernst  Gombrich寫成本書的前
十餘年，Hendrik van Loon已寫成
《The Story of Mankind》。兩本書
均以淺白的文字介紹歷史，但兩相
比較之下，便覺Hendrik van Loon
對世情有更深的洞察。同是展望第
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Hendrik 
van Loon則寫道︰「現代」一詞最
為危險，彷彿2 0世紀已是人類發
展的頂峰。50年前，以Gladstone 
為首的英國自由黨人認為︰只要通
過偉大的第二條改革法案（註︰即
Reform Act of 1867，法案授予英
格蘭及威爾斯男性工人投票權），
讓工人跟僱主對政府擁有同等影響
力，英國從此便永遠享有具代表性
及民主模式的政體。Disraeli（當時
的財政大臣）及保守黨人憂心影響
難料，但自由黨人卻不表同意，而
且堅持己見，認定通過法案將有利
社會各階層團結合作，令國家愈見
成功。法案生效後的這些年，發生
了許多事，仍然健在的自由黨人開

始明白︰當年自己錯了。歷史問題沒
有絕對的答案。每一代人都要應對
新問題，否則就會像史前世界的慵
懶生物般消失無蹤。

德國心理學家Fritz  Perls曾引述某
天文學家說︰「就我們所知，只有兩
種東西是無限的︰宇宙和人類的愚
蠢。」深信人類將要擺脫愚昧、並對
未來充滿憧憬 —— 這或許就是人類
愚蠢的極致。

Erich Auerbach（1892-1957）
生 於 柏 林，1921 年 在 Greifswald 兩
所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於 1929 年到
馬 爾 堡 大 學 語 文 學 系 任 教， 其 間 出 版

《Dante: Poet of the Secular World》 一
書。後來為了逃避納粹德軍，輾轉出走
土耳其，最後定居美國，於 1950 年獲
耶 魯 大 學 委 任 為 浪 漫 語
文 學 系 教 授。 出 名 著 作
還 包 括《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Little History of the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Sir Ernst Gombrich （1909-2001）
生於維也納，因母親的關係，自小
培養對古典音樂的興趣，拉得一
手出色的大提琴。他的處女作《A 
Little History of the World》出版後
即成大熱，可惜被指含反戰色彩而
被納粹德軍列為禁書。二戰期間，
他逃亡到英國，為英國政府服務，
於 1947 年 獲 得 英 國 國 籍。1966
年獲頒司令勳章，1972 年獲冊封
為騎士，後來更分別在 1985 年和
1994 年獲得巴爾贊獎與歌德獎。

作者  作者  

70 億分之一，好讀書，餘無足道。

nuovo），他們當中，文學成就最
高的是但丁。對西方文學有所涉獵
都知道，但丁是一位偉大的詩人，
他的《神曲》對後世文學發展影響深
遠；在人人用拉丁語或高雅語言寫作
的時候，正是但丁提倡以佛羅倫斯
的托斯卡尼方言為主的口語文學，
開啟現代意大利語的發展。雖然他
開展了寫實的路向，吊詭的是，他
的《神曲》描寫地獄、煉獄和天堂這
些我們平常沒可能遊歷的地方，卻
繪影繪聲，彷彿裡面的人物就是我
們日常生活所見的一樣，一點也不
模糊。不過我們知道這不過是柏拉
圖結合基督教「理念」的一幅圖像，
只是但丁將這幅圖像當成日常真實
（reality）來描述而已。

2 0世紀德國文學理論家奧爾巴赫
（Erich Auerbach）畢生對文學這種
「模擬」的特質深感興趣，年輕時寫
了《論但丁》的論文，後來逃避納
粹政權，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寫出了
代表作《論模擬》（Mimesis）。對奧

爾巴赫來說，但丁在文學模擬的歷
史上有其獨特位置，他的《神曲》
也不是悲劇（tragedy），而是一齣描
寫世俗百態的「神聖喜劇」（divine 
comedy），既無喜劇的滑稽亦無悲
劇的凝重，即使身處詩中的地獄，
讀者仍然會同情因為不見容於宗教
而墮進地獄的凡夫俗子。但丁與不
同文學傳統的關係開啟了奧爾巴赫
在《論模擬》文學如何重現「真實」的
思考，也開展了日後比較文學研究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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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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
說書人

《閱刊》歡迎讀者投稿

俗語有云：「不時不食。」時令的食材，品質自然最佳。因此，按時節選吃當造的食物對身體更
有益。不過，我們同時亦需要配合季節的轉變來調節養生食方，甚麼時候該養心肺，甚麼時候
補腎疏肝，你又知道嗎？此書由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精心撰寫，結合中醫、營養學以及其家傳
食方，附有 131 道秘訣，讓你一年 365 日都能吃得合時，活得更健康！

婚姻是愛情的修煉場，每對夫婦總會遇到矛盾，如夫妻與姻親之間的衝突、性事不協調、婚外
情、管教上的分歧等，錯綜複雜的問題，叫人難以相愛相守一輩子。本書作者王愛玲博士是資
深婚姻及家庭治療師，擁有超過 30 年臨床經驗。她將透過分享六個守護婚姻的故事，把其中
的疑難雜症抽絲剝繭，化解夫妻的相處盲點，道出維繫夫妻關係的智慧。

香港仔是漁業基地，也是漁民的集散地。在避風塘這個水上社區，有驚險、艱辛、快樂，也有
說不清的複雜情感。本書分為三個部分，讀者在第一部分可透過漁民第一身的視角去想像水上
人的生活經驗；第二部分從漁民的生計、家庭倫理以至身份認同的角度，深入了解這個社區。
至於第三部分，讀者可跟隨漁民啟航前往南中國海，感受他們的經歷，見證漁業的變遷。漁民
的視野是向著海洋的，書中的「記憶景觀」能讓我們想像香港仔的過去，理解其意義。

台灣超人氣插畫天后彎彎出道十周年，決定回歸創作初心，分享她勇闖「忍耐」、「專心」、「勇
氣」、「體力」、「學習」、「獨立」等六項極限挑戰！《可不可以勇敢挑戰》以全彩繪製，盡顯彎
彎十年來的畫風進化，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自信之作。

無所事事的大學生高雄，與校園花樣美男恭介一同搬進樂山公寓，再加上新來的神秘租客鳶
尾，三個同居大男孩組成「廢氣團」，過著每天都要做廢人的生活。然而，荒誕的超能力事件
接連發生，商場大堂的聖誕樹被人離奇搬來公寓？夢中情人在地球另一端遇到世界大戰？鳶尾
的妹妹昏迷多年突然醒來，卻變成持槍亂射的暴力惡妹？各式各樣的超能力者陸續集結，世界
之大，遠超想像，視線以外盡是無人知曉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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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法決定活法》

出版：青馬文化
作者：陳允斌

《婚姻滋味──尋回相

愛的甜蜜》

出版：天窗
作者：王愛玲

《記憶景觀——香港仔

漁民口述歷史》

出版：三聯
作者：王惠玲、羅家輝

《可不可以勇敢挑戰：

彎彎的應援，為自己

Fight again！》
出版：青春文化 
作者：彎彎

《廢氣團》

（青馬文化 / 2015）
出版：CUP
作者：紅眼
繪圖：孫威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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