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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從前，
某個地方有具屍體……

「從前從前，某個村子
裏有一個……」這是最讓
許多人耳熟能詳的民間傳
說的開頭。假設這些家喻
戶曉的民間傳說裏發生了
殺人事件，又會變化出什
麼樣精彩絕倫的故事呢？
當最經典的日本民間故

事，化身本格推理小說，青柳碧人以桃太郎、
一寸法師、開花爺爺、浦島太郎、白鶴報恩等
熟悉的日本民間故事角色，化身成為命案的被
害人、加害人、嫌疑犯或是偵探，原本是快樂
結局的民間故事，變身成為有「怪怪的」黑
暗世界觀和關西特有吐槽氣氛的機智故事，讓
人大呼「讀完就回不去了！」小說在日本大賣
20萬冊，狂掃2020各大年度榜單。

作者：青柳碧人
譯者：緋華璃
出版：新經典文化

走近地球之巔

本書首度系統展示我國6
次珠峰地區大型綜合科考、
兩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成
果；詳細繪製18條人類成
功登頂珠峰路線，解讀從北
坡登珠峰的路線及營地，沉
浸式呈現攀登珠峰全過程；
講述珠峰最新高程數字背後

的故事，解讀「中國製造」首次登頂珠峰。採
用近300張攝影圖片、手繪插圖、專業地圖及
信息圖表，20多個音頻、視頻、VR三維地圖
融媒體延伸閱讀，大幅面超長拉頁等新穎獨特
的裝幀設計，為讀者帶來一場珠峰知識盛宴和
全新的閱讀體驗。

編著：《走近地球之巔》編委會
出版：中國地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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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典的生成：張學與紅學

周芬伶三十年張學與紅
學研究集成，追溯情典文
本的生成，探討張愛玲如
何在抒情傳統中別開生面
成為聖手。本書以張愛玲
為核心，上溯兩百年前
《紅樓夢》的情癡幻愛，
下推現代文學中創傷、疾

病、流亡離散的女性書寫脈絡，深度分析張愛
玲一生不斷變體轉譯的自傳書寫與古典小說的
互文交織，她彌合古典與現代的分裂，追溯傳
統，將之現代化，而愛情這亘古不衰的主題，
正是她把握的關鍵，愛情是她最大的訴說，也
是她自身的代名詞。

作者：周芬伶
出版：印刻

敦煌奇幻旅行記

《敦煌奇幻旅行記》
是一部中篇兒童小說，
以敦煌地區為背景，圍
繞敦煌壁畫、怪獸等展
開，通過虛構的怪獸故
事，把敦煌地區的歷史
文化知識串聯起來，讓
孩子快樂吸收。每一本

都選擇一個有趣的主題，把敦煌知識糅合進新
奇刺激的奇幻冒險故事中。在敦煌莫高窟、榆
林窟近萬平米絢爛壁畫裏穿梭，探索近千座神
秘洞窟……數十種神獸、野獸、大怪獸和各路
神仙交替出場，還有千餘年間無數的故事與傳
說，他們行蹤不定、性格各異、職責不同，等
待小旅行家們在神秘的敦煌探險之旅裏一一觸
發。

作者：常怡
出版：中信出版社

叛國英雄：雙面諜O.A.G.

本書收錄64幅機密檔
案照片，還原歷史現場，
用出色的非虛構寫作技
巧，重現冷戰時期的傳奇
雙面間諜──歐列格．戈
傑夫斯基的故事。歐列格
．戈傑夫斯基在蘇聯國安
會（KGB）的特務家庭長

大，從小就注定要成為KGB情報員。然而，
他為何才剛加入KGB，就轉而效忠英國軍情
六處（MI6），化身雙面間諜？埋伏十幾年
後，歐列格晉升KGB倫敦站站長，相當於
KGB在英國的最高負責人。這是西方諜報戰
史上最重大的時刻、一舉終結冷戰的契機。但
此時，一位美國中情局（CIA）特務，似乎知
曉歐列格的秘密，意欲出賣他……本書不只重
現了英美蘇三方的情報角力過程，也不只讓讀
者享受一場痛快的雙面諜故事，更重要的是，
本書描寫的情報作戰以及強權之間的心理博
弈，也為今日的世界局勢變革提供了足以借鏡
的歷史洞見。

作者：班．麥金泰爾
譯者：蔡耀緯
出版：野人

2007年退休後，我在香港中文大
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持「民間歷史
檔案庫」項目，收集回憶錄、口述史
類的圖書，並宣導家史及回憶錄寫
作。從何入手？很簡單，閱讀出色的
回憶錄。首推台灣作家王鼎鈞先生的
回憶錄四部曲，從內容到文字堪稱範
本。2017年終於在紐約見到鼎公，人
如其文，幽默而談吐不凡。他遞給我
《家在雲之南》，我立即的反應是他
很環保，書讀罷可轉給其他人。翻開
批滿評語的書頁，我怔住了，像是捧
着今生得到的一項大獎。溢美之詞雖
不敢擔，卻由衷感激能借着我對父母
及親友的回憶，和鼎公、也和無數認
識與不認識的讀者成為知音。
歷盡風霜的中國人，往往有記錄往
事的衝動和責任感。歷史感和社會責
任外，寫下離我們而去的親友，即便
不出版，不流傳於世，也能讓他們存
活在家族記憶之中。有機會分享家史
寫作心得時，我常說：留下長輩的故
事，比留下他們的骨灰更有意義。寫
完父母，接着寫從曾祖父到眾位姨
媽、乾爹……好像是「請君入甕」。
本書所寫的長輩，大多極為平凡。
記錄他們的言行，回想他們的作為，
思索他們的人生，卻讓我看到各人的
不尋常之處。收留孤兒的二姑姑，飽
讀詩書的「車衣女工」田伯母，處變
不驚的大姨媽，看來均無甚建樹，卻
具備難能可貴的品格，而她們自己和
周圍的人視為理所當然。
個人遭遇和處境受到所處時代的左

右，時局與社會因為制度、經濟、科
技等因素，許多時候變得眼花繚亂，
乃至不堪，唯有文化恒久而貫穿始
終。文化也在變，不過變得慢，甚至
慢得不易察覺。近一百五十年前，曾
祖父四歲時，每晚睡前母親要他背唐
詩，和今天的母親差不多。曾祖父的
父親年輕時，賊人入戶盜竊，兩兄弟
拚命保護的是母親的壽衣，今日已無
法理解。
書中的長輩每人歷經動盪，革命、

抗戰、內戰，之後是不平靜的和平年
代，譜寫出悲歡離合的曲折人生故
事。其中，乾爹黃湛的經歷最為傳
奇，也最感人。即便被打入「十八層
地獄」，他依然追求生命的意義，體
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這些長輩用自己
的行為彰顯這個民族最可貴的氣質，
用自身遭遇的委屈告訴我們，前事不
忘，後事之師。
近二十年來，回憶錄、口述史寫作
蔚然成風。2006年，中國研究服務中
心的「民間歷史檔案庫」項目應時而
生，林達負責編撰網刊，我協助建立
檔案。我們笑稱自己為賣瓜的「王
婆」，至今已經收集了六千餘冊回憶
錄、家族史、自傳、日記、照片。民
間的回憶文字記錄個人經歷，折射時
代並為歷史以及歷史事件做註、作
證，它不同於作為歷史研究方法的
「口述史」，對準某一歷史事件或人
物，不同於集合個人回憶呈現完整的
一段歷史之「公共史學」。例如，台
灣中研院的口述史項目對許多歷史人

物進行訪談，包括齊邦媛父親的《齊
世英口述自傳》，我看完後才知道這
本「自傳」完全擯除和政治無關的人
和事，書中連他的女兒齊邦媛也不見
影蹤。
民間回憶錄雖沒有講述完整的歷

史，卻能夠生動地再現歷史場景。看
過許多與科舉制度有關的文字，待我
寫曾祖父考舉人、進士的經歷，才明
白那是怎麼回事。我上學時受到的教
化，民國的官員叫舊官僚，騎在人民
脖子上作威作福。探究幾位長輩的經
歷才發現，跋涉千里到荒無人跡的瘴
癘之地工作，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閱讀曾祖父、祖父和外公留下的大

量文字，是學習近代史的過程。外公
對政權交接時普通百姓感受的記載，
還有他當時寫給市政府的信件，都是
史料。民間歷史和作為歷史學研究方
法的「口述歷史」之間沒有嚴格的界
限。中心的「民間歷史檔案庫」按人
物的出生年份排列，冀圖呈現一段歷
史。例如，要知道1950年代初的小
學教育，可以參考1937至1947年出
生的三百零三位作者所寫的回憶。這
些書在書架上按年份排列在一起。
有那樣的父母，生在那樣的大家

庭，我才能寫出這些故事。我母親常
說，父母養其身，自己長其志。按現
在的科學發現，個人的稟賦、甚至性
格，都與血脈傳承相關。我還「迷
信」歷來受到父母和長輩的在天之靈
照看，故而能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
在「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發揮所長，

參與建立當代中國研究最完善的館
藏；在這個中外學者交流的平台上如
魚得水，結識了那麼多優秀的人，收
穫了那麼多友誼。
我的家人住在昆明、上海，我卻能

感受他們的關照。晚間躺下，想起外
孫女，帶着微笑入睡。除了身邊的朋
友，網路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香港
回歸以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不辱
使命，成為華人出版界的佼佼者，書
在這裏出版，幸甚。感謝陳方正、林
超民這兩位重量級的學者為本書寫
序。
寫長輩的故事，時光倒流，令我變
回膽小又好奇的傻丫頭，成了跟着母
親唱歌、看外婆梳頭裹腳、看二舅擦
他的尖頭皮鞋、跟八姨去值夜更的小
女孩。我在大家的愛撫下長大，無以
為報，唯有記下，唯有思念。

本文收錄入《長輩的故事：滇池百
年家族往事》之「序言」部分，標題
為編輯添加。

遙望滇池 寫下長輩的故事

《長輩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
作者：熊景明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文：熊景明

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
家、革命家。魯迅手稿是魯

迅精神的重要載體。改革開放以
來，魯迅研究和新文學研究逐步
深入，魯迅手稿徵集、整理工作
不斷有新發現，學術界迫切希望
能夠更加充分利用魯迅手稿開展
研究。
為回應各界期待，文化和旅遊

部會同國家文物局，提出重新編
輯出版《魯迅手稿全集》，經中
宣部同意，於2017年6月正式啟
動。項目由國家圖書館牽頭，聯
合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
念館、紹興魯迅紀念館、廣州魯
迅紀念館等魯迅手稿主要收藏機
構共同實施。歷時4年，編委會最
終完成新版《魯迅手稿全集》全
套78冊、共計3.2萬餘頁手稿的精
印出版，分為《文稿編》《譯稿
編》《書信編》《日記編》《輯
校古籍編》《輯校金石編》《雜
編》等七編，較此前出版手稿增
加逾14,600頁。

認識完整的魯迅
「編輯出版更完整、更高水準

的《魯迅手稿全集》，一直是魯
迅家屬的美好期盼，並予以始終
如一的支持和配合。」魯迅長
孫、魯迅文化基金會會長周令飛
說，「祖母許廣平早在解放初期
就捐贈了大量祖父的手稿，後來
把原打算傳家的手稿也捐贈了。
因為魯迅家族有一個樸實傳統的
理念：收藏小我，共享大我。由
國家出版，廣布天下才能更有效
地傳播弘揚魯迅的
文化和精神。」

周令飛表示，手稿全集也是魯
迅的書法大觀，具有較高的書法
藝術價值，以影印的方式出版魯
迅手稿作品，更能增強其文學和
思想力量的巨大吸引力，將有助
於國人饒有興致地閱讀和體會魯
迅。
據介紹，新版《魯迅手稿全

集》充分體現了「全、精、真、
新」的特點。「全」即收錄內容
更全面。根據近年來國內外手稿
學研究成果和理念，《全集》在
手稿範圍界定方面較過去有較大
延伸，除魯迅創作、輯錄、翻譯
的作品手稿外，還將其課堂筆
記、古籍抄本、手寫賬冊、單
據，以及有修改手跡的校樣稿等
多種類型資料納入收錄範圍，力
求應收盡收，同時首次對文物出
版社版《魯迅手稿全集》原擬後
續編輯的譯稿編進行了編輯整
理，盡可能從魯迅研究、學習、
創作及生活起居等多個維度，完
整立體呈現其人文風骨。

編制手稿數據庫
至於「精」，

即編纂方式更科
學。在對
海內外現
存魯迅手
稿與墨

跡進行全面徵集、整理、影印的
基礎上，專家委員會和編輯委員
會就《全集》各編分類、定名等
核心問題進行了認真研究論證，
經反覆討論並徵求各方意見，將
《全集》分為《文稿編》《譯稿
編》《書信編》《日記編》《輯
校古籍編》《輯校金石編》《雜
編》等七編。所收錄的每一件手
稿都由編校人員細緻地加以鑒
定、考證和審核，不僅提供了每
一件手稿的名稱、時間、數量、
尺寸、收藏者等信息，還就相關
問題詳加備註。
除《凡例》外，《全集》各編

又分別附編纂說明，既統一規
範，又相互照應，從而使全書體
例更趨完善。同時還專門組織編
制了各編篇目索引、《書信編》
收信人姓名及日期索引，以及與
200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
集》的差異篇目對照索引等，方
便讀者查檢使用。
「真」是指讓印製更呈現原

貌。為更好展現魯迅手寫活動原
貌，《全集》力爭每件手稿都採
用原件高清掃描、按照原稿彩色
影印、原大收錄排印，使讀者在
閱讀魯迅作品的同時，還可欣賞
先生精妙的書法藝術。
「新」則體現在出版形式上。

在編印一部能夠反映現代精裝精

印水平新版《魯迅手稿全集》的
同時，出版方還利用現代信息技
術，編制了高質量的魯迅手稿數
據庫，以更好滿足廣大研究者和
讀者隨時便捷獲取、利用魯迅手
稿資料的需求。

收錄大量新資料
關於《魯迅手稿全集》的新增

手稿情況，專家表示，新版《全
集》收錄了大量新資料。前四編
增加體量不大，但也有不少重要
新發現和新亮點。其中，《文稿
編》首次收錄《鷺華》等手稿，
《譯稿編》首次收錄《文學者的
一生》等11種譯稿，第一次實現
魯迅譯稿的完整出版。《書信
編》則首次收錄了魯迅寫給胡綏
之、蔡元培等人的多封信件，以
及597件信封。
後三編是本次《全集》編纂內

容主要增加部分，實現了魯迅手
稿範圍的極大擴充。其中，《輯
校金石編》首次收錄國家圖書
館、北京魯迅博物館等單位藏金
石手稿3,516葉又66條、拓本題籤
773條。
《雜編》均為首次收錄出版。

主要包括課堂筆記、題字、設計
與題籤、批校、剪報、家用賬、
票據及其他難以判定體裁和歸類
的手跡等。

《魯迅手稿全集》新書首發式早前在北京國家圖書館舉行。新版《魯迅

手稿全集》全套78冊，共收錄魯迅手稿影像3.2萬餘頁，較已出版的手稿

增加近1.5萬頁，囊括了迄今所能搜集並確認的全部魯迅手稿，其中不少資

料初次面世。同時，出版方還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編制了一套高質量的魯

迅手稿數據庫。專家表示，新版《魯迅手稿全集》充分體現了「全、精、

真、新」的特點。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北京報道

新版《魯迅手稿全集》
「收藏小我，共享大我」

全套78冊 收錄手稿影像3.2萬餘頁

●魯迅手稿《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魯迅手稿《朝華夕
拾》後記。

●魯迅長孫、魯迅
文化基金會會長周
令飛（右）和魯迅
家屬、魯迅文化基
金會理事周令一，
與新書合影。

●《魯迅手稿全集》新書在國家圖書館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