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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系天才魏斯．安德森：
憂鬱男孩與細節控的奇想美學

無論是《歡迎來到布達
佩斯大飯店》賞心悅目的
畫面與場景，《犬之島》
以滿滿的和風元素打造科
幻感動畫，描繪紐約怪咖
家庭的《天才一族》，與
三兄弟大鬧印度的《大吉
嶺有限公司》等等……好

萊塢奇才導演魏斯．安德森，以充滿個人品味
的作品深受觀眾喜愛，也是當前極少數兼顧叫
好與叫座的藝術片導演。曾任全球首席電影雜
誌《帝國》主編、資深電影文字工作者伊恩．
納桑，帶你依照時間順序，一一認識魏斯．安
德森每部作品的運鏡、劇本結構、場景設計、
與髮妝配樂，背後的手法和意涵，並就他的創
作生涯提供權威性的定位評價。

作者：伊恩．納桑
出版：漫遊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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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家書

西元十七世紀後期，邁
入中年的康熙皇帝決定親
征蒙古，平定瓦剌蒙古諸
部的紛爭。在三次親征的
近三年期間（康熙三十五
至三十六年，西元一六九
五至一六九七年），康熙
雖然長途跋涉、軍務繁

忙，仍不忘與遠在北京的家人保持聯繫。為
此，他持續親筆以滿文寫信給北京的皇太子
─二阿哥胤礽。這些信件證實康熙與太子之
間的往來頻繁，屬於皇帝的私人家書，限制外
臣閱讀，前後多達三十餘封以上。在這些家書
中，康熙除了關切太子的生活作息與工作狀
況，更寫下戰爭過程與戰事之餘的日常生活見
聞，其中包括了康熙平日狩獵的成果、在蒙古
高原所見的人文風光、觀察平民生活而領悟的
治國心得，以此作為教育太子的難得材料，是
充滿情感的儲君教養手冊！

作者：岡田英弘
出版：八旗文化

重新想像資本主義

曾經帶動經濟成長、創
造榮景的資本主義，如今
也讓我們付出慘重代價：
氣溫持續上升、信任不斷
下降、價值體制崩壞。企
業背負惡名，也飽嚐苦
果，需要新的經營模式來
化解危機。本書作者、名

列哈佛大學25位「校級教授」之一的韓德
森，是當今研究環境、社會、公司治理
（ESG）領域的權威，她指出，「為了賺快
錢，我們正在摧毀世界、破壞社會的根基。在
整個系統分崩離析之前，我們必須跨越股東價
值極大化的簡單思維。」韓德森以其在經濟
學、心理學和組織行為方面的嚴謹研究，加上
過去15年來與Nike、IBM、聯合利華、沃爾
瑪、豐田汽車等多家企業合作的結果，找出可
以在獲利的同時也兼顧永續，並為社會的公平
與正義負起責任，甚至可以賺更多的具體方
法。

作者：瑞貝卡．韓德森
出版：天下雜誌

「浮世如流水，滔滔日夜東。」困
在疫中一年有半，尤有此感，不免在
夜深人靜之時心中自問：時間都去哪
兒了？大多數人被時間推走，但你
不得不承認，有些人卻是掌握了時間
的人，比如江迅，任世間瞬息萬變，
唯有其堅持不變，那就是「記錄人
間」。
《浮世碎筆》是江迅的第四本「微
信體」作品，以2020年7月為始，以
2021年7月為終，記錄這一年間的世
情人心。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每一
年他的採訪足跡會遍及內地、朝鮮、
馬六甲、台灣、越南、老撾等地，一
年中最重要的時政要聞都必有他的獨
家報道。雖然這一年多的時間，腳步
不得不停下，但他的觀察和他的筆始
終沒有停。
大事寫雜誌專題報道，細節則用微
信隨手記下，這是江迅一直以來的習
慣。在他這本最新出版的記錄裏，繞
不開的一個話題就是「疫情」。比
如：多次專訪方方談面對網絡輿論壓

力的感受；香港第三波疫情襲來的時
候，他惦記的是籌備幾個月的書展還
能不能辦？第四波疫情時，香港每天
確診數十至百宗個案。疫情不幸地已
「融入」生活之中，我們的日常舉
動，都遭疫情徹底改變，這些江迅都
一一記錄在冊：香港路邊的「流浪
漢」暴增，中華白海豚數量竟較疫情
前回升，市民外食多麼不方便，等
等。看似不足掛齒的信息，將來必會
成為無比珍貴的資料。
江迅不僅是個有心人，也是位有情

人。中秋之夜，望向窗外的高樓，突
發詩興：再深的夜，也有不眠的窗。
海邊獨自晚餐，夕陽下心中不禁想起
自己的「李煥英」。在街頭吃飯時，
他會給麻雀也留口吃的。懷念故人，
送別友人，這是近幾年江迅要頻繁面
對的痛，他甚至清楚地記得每一個重
要的日子。文壇大師劉以鬯冥誕時，
他邀請劉太午茶緬懷大師；李敖去世
三周年，他夜不能寐，讀書思故；前
上海市長汪道涵15年忌日，他撰寫

專欄文章回味汪生
前的字字箴言。過
去一年，他的老友
中與世長辭的有作
家邵燕祥、《讀
書》雜誌主編沈昌
文、老舍之子舒
乙……每一次消息
傳來，都讓他陷入
深深的回憶。讀
《浮世碎筆》不免
心生漣漪，當中確
有很多令人動容之
處，還有他作為父親和外公那柔軟的
一面。
「棉花很軟，骨氣很硬」，這是江
迅在報道新疆棉事件中的一句話，這
又何嘗不是他本人的寫照呢？作為一
名從業46年的記者，他有自己堅守
的底線。香港近兩年動盪的社會環境
有目共睹，江迅曾因在報道中支持香
港警察，有四五位朋友陸續與他「絕
交」。宏大敘事與個體命運，本來就

是難解難分的，他相信在這
場黑夜中，總有些平凡的個
體和他一樣堅守底線，也同
樣需要勇氣來面對困境與無
奈，於是他找到了六位「點
燈人」，也就有了轟動香港
的《在黑夜點燈》這本紀實
文學作品，2020年第21個
中國記者節那天，他給這本

11萬字的書寫下了最後一個句點，江
迅說：「這是我給自己的一份禮
物。」談及這段經歷，江迅坦言不後
悔，他記得自己是記者，有責任記下
香港這一段日子的人物故事。
走過山重水複的流年，笑看風塵起

落的人間。這流年、這人間，如今都
在江迅這一段段碎記中，難怪他每次
都可以自豪地說出：「我當記者，一
輩子只做一件事——記錄者。」

《早生貴子》
一語雙關，既是一個祝福的成
語，也指學者楊早十年前就當了
父親。楊早有多重身份，作為媒
體人，對近十年教育熱點進行觀
察與思考，包括中小學生減負、
國學熱、高考作文等等熱點話
題；作為學者，他研究現代文人
的經歷，以及他們是如何做父母
的；然而作為父親楊早，他發
現，在生小孩之前關心教育問題
帶「居高臨下」的距離感，在
尋找一種宏大的東西，而當自己
進入修羅場後，「跟所有的父母
一樣無依無靠無知，所有東西都
要重新學習，這時候我會平視教
育，跟所有父母的心是一樣的，
跟他們擁有了共同情感。」
楊早說，「我從來沒有想過我
會出這種書。我之所以出這本
書，就是要平復自己的傷口，要
從傷口上開出花來。希望有同樣
傷口的人能夠分享自己的教訓和
感悟。」
楊早用他十年做父親的經歷告
訴大家，帶娃的時候都會有沮喪
感。「從我這幾年的親身經歷，
以及和身邊朋友的交流，在養娃
的路上基本不太可能心想事
成。」很多家長總想「生下來
我要怎麼培養他，希望孩子長成
我想要的樣子。說實話如果真是
這樣，孩子缺少獨立的人格，沒
有屬於自己獨立的道路，就像工
廠裏培養出來一模一樣的產品，
作為家長也很失敗。」
「兩代人之間的相處沒有和
諧，是充滿了歧路、失望和挫折
的一條路。」楊早覺得，最重要
的就是要調整心態，找到自己的
方式和姿態。

幫不了你養娃
但能幫你覺悟

楊早這本書絕對不是一本育兒
指南，他也反覆強調，這本書幫
不了你養娃，但能幫你覺悟。
當楊早感覺迷茫的時候，他會

去看以前的人是如何養娃的，他
看到魯迅是非常溺愛孩子的，而

胡適則跟孩子的關係很淡薄，完
全不管孩子。楊早「看了前人的
經歷，會覺得天下不過如此，總
有一些人跟別人不一樣，內心也
會覺得獲得了力量和安慰。」
人生最難得的是清醒。到楊早

這裏，他給孩子該報的輔導課程
一樣也不拉下，但他會要求孩子
要對自己負責，不給別人添麻
煩，不濫用別人的信任。 「大的
方面不出問題，小的事情會自己
修正，讓孩子什麼年齡做什麼事
情，不必花很大力氣去較勁。」
對於父子關係，楊早一直覺得

作為父親，不要當「炸雞」，要
當「甘蔗」。「因為炸雞只有第
一口味道最好，但吃甘蔗從梢吃
到根，就會越吃越甜，漸入佳
境，這樣人生是充滿希望的。所
以我希望兒子能慢慢發掘他的爸
爸，而不是在小時候覺得爸爸是
英雄，而後越來越覺得爸爸是一
個油膩大叔。」

神話教育導致內捲
楊早發現，中國人對教育一直

有一種近乎宗教的情感，對獲取
科名的嚮往和投入是巨大的。最
近他讀《儒林外史》發現一個有

意思的現象，就是裏面出
現很多「贅婿」。原來在
明清時代，江南地區有很
多這樣的結合：有錢的商
人會招讀書好但家境貧窮
的書生為贅婿，期望書生
在未來能中舉、當官做大
事，這樣就可以蔭蔽家
族，比如一個舉人可以蔭
蔽200畝以上的田地免交
稅。
「從這個角度也能理解

中國人對教育的渴望，是
跟世俗成功緊密結合的。
所以很多家長似乎就篤信
一條公式：教育成功等於
事業成功，等於孩子在社
會上成為一個成功的人

士。」
「教育改變人生」、「階層上

升」等一系列神話在很多中國父
母心中根深蒂固，導致了最近很
流行但被濫用的詞「內捲」——
當所有人都投入大量精力和資源
的時候，這個投入就隨之水漲船
高。對於這一問題，楊早覺得最
大的問題是「脫節」，在未成年
之前，父母或者社會總是提供
「成功假象」，引導孩子要成為
一個精英，鼓勵孩子自信能成為
世界上最偉大的人。而一旦孩子
成年之後進入社會，會發現小時
候學校和家庭傳授的優良品質，
諸如正直、誠實、奮進、勤勉等
等都失效了。大家發現說最好就
是躺平、厚黑、冷漠、不關心、
變宅，「每個人內心都會經歷巨
大的斷崖式的落差，難道我們沒
有一些核心的價值觀，可以讓孩
子一輩子都遵循的嗎？」
「這種現象是病態的，也是中

國教育最大的一個畸態和脫
節。」楊早說，對完美小孩的要
求本身就是不合理、不太現實的
需求，大家太容易「從眾」，產
生「倖存者偏差」的錯覺，就是

看到成功的案例後進行反推，看
他是怎麼被教育的，就模仿這種
教育的套路，「其實這有可能真
的是上帝丟骰子的結果，我們沒
有看到大量的不成功。」
楊早說，作為家長，我們可以

追尋最理想化的狀態，但最後要
接受隨機：孩子的資質、命運和
結果，都是隨機的。

雞娃不如雞自己
當父親十年，楊早最大的感悟

是，「雞娃不如雞自己，不如趁
這個時間趕緊提升自己，讓自己
成為更具有榜樣型的父母。當孩
子長大後，依然能保持跟他對話
的姿態，對親子關係的長期維護
可能也有幫助，也更能理解孩子
在做什麼以及孩子的內心在想什
麼。當家長的眼界和精力拓寬，
能跟孩子溝通的契合點就有可能
越廣。」
楊早說，「有了孩子之後會發

現成長過程中的很多東西和過程
都是自己錯過的，你從來沒有以
這種角度看世界，比如帶孩子去
自己曾經去過的地方，會發現跟
他一起去，看到的世界樣子完全
不一樣。」
楊早比較認可「家長要更愛自

己一點。」小時候的楊早深有體
會，作為「長房長孫」，家裏長
輩們就一直跟他說「你看家裏上
面幾代都是大學生，你要是沒考
上大學，不能繼承家業，怎麼給
下面的弟弟妹妹做榜樣」，所以
他一直感到壓力很大，想自己
為什麼要對那麼多人負責？所以
他建議在家庭環境裏，可以試
給孩子更多的空間，也把時間和
精力多分配給自己的個人成長
上。「現在很多家庭對孩子不加
掩飾的愛，對孩子而言可能是很
大很大的壓力。家長過於充沛的
情感對一個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
來說，也是不公平的。」

書評用一段段碎筆，記錄風塵起落的人間
——讀江迅《浮世碎筆——江迅微信選》

《浮世碎筆——江迅微信選》
作者：江迅
出版社：香港日月出版

文：丁思齊

楊早：育兒是一場注定「失敗」的戰爭
「2020年，寫什麼好像都會特別

『喪』。不過，喪而不失其信，信而

不失其疑，疑而不失其愛。這好像才

是生活的本相。」北京大學文學博

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楊

早攜新書《早生貴子》做客鄭州松社

書店，分享當父親十年的心靈史。楊

早說，《早生貴子》大概就算是「傷

口上開出的花」。「我覺得育兒這件

事吧，基本上沒法不『失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楊早《早生貴子》 受訪者供圖

●楊早作客鄭州松社書店。 受訪者供圖

牛眼和我

「牛眼和我」是西西在
《快報》連載的散文專
欄，時期約為一九六七年
八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
報章休刊後，匿跡多年。
近年始獲友人提供珍貴剪
報，目前共得一百四十八
篇。這批作品首度結集出

版，讀者得以接觸年輕時期西西的所思所感，
無疑惠及香港文學、文化的研究。西西文字清
麗跳脫，觸覺鮮銳，當年已見別樹一幟；題材
廣及電影、音樂、繪畫、文學，以至時事、潮
流、明星、旅遊、兩性相處、親子關係等等，
反映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前衛知識青年眼中的
社會與文化氛圍。

作者：西西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