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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在日光大道
(三毛逝世30周年紀念版)

經歷一場與摯愛的生離死
別後，三毛重拾寫作，受邀
踏上太陽的國度——中南美
洲。不愛書上死的史料與文
化，街上的人與市井風情更
使她迷。即使身處異鄉，
三毛仍備受四方親友的關
照，那樣的盛情幾乎讓他鄉

成了故鄉，也讓每一次的道別成為最溫暖的負
荷。這一路的風景五彩繽紛，縱然有時波折顛
簸，但每個知遇就是最美好的收穫。奔走的三毛
如果就此停駐，便是因為她真真切切地──在
活，在愛。

作者：三毛
出版：皇冠文化

破解基因碼的人

華特．艾薩克森再次以其
生花妙筆，引領讀者進入生
物科學界奇才、2020年諾
貝爾化學獎得主珍妮佛．道
納的世界。道納與合作者將
自然界的一個奇特現象，改
造成了一項可以改變人類的
發明─CRISPR─可以編

輯DNA的簡易工具。這開啟了一個帶來醫藥奇
跡的美麗新世界，但同時也引發了諸多道德問
題。新冠疫情蔓延全球，CRISPR又被迅速轉為
應用來抵禦病毒、研發疫苗。CRISPR的發展以
及與新冠病毒賽跑、希望創製出疫苗的努力，必
然會縮短我們進入下一個偉大創新革命的過渡時
期。過去半個世紀一直是奠基於微晶片、電腦與
網絡的數位時代，現在，我們正要跨入一個生命
科學的革命風暴。道納的故事有如一則扣人心弦
的偵探故事，這個故事中有合作也有競爭，有學
術研究也有商業競合，有專利大戰也有科研人的
情誼……更有對從生命起源到人類物種未來的
最深奧自然的驚奇。

作者：華特．艾薩克森
出版：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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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敲打樂

作者黃維樑教授在大灣區的
香港深圳澳門諸城居住，近年
長居深圳。他敲文打字，
「鍵」筆樂記在大灣區的生
活，以及大江南北多個省市以
至美國和歐洲的文化旅遊，兼
有懷念師友的篇章。作者對深
圳的「現代化+」生活津津樂

道，書中長短五十餘篇文章，寫來場景鮮活、溫
厚多情，是「情信而辭巧」的上乘學者散文。

作者：黃維樑
出版：香港文思出版社

女孩、女人、其他人

2019布克獎首位非裔女性
得主柏娜汀．埃瓦里斯托為多
元價值立下時代註腳的顛覆之
作。書中描繪一群英國非裔女
性動人且充滿希望的日常面
貌，從女同志劇作家、倦怠的
中學老師到非二元性別的社交
媒體網紅，12位女性遍布不

同世代、職業、階級及性向，故事各自獨立又相
互堆疊，觸及了各式身份認同的苦澀交會，同時
洋溢同理心與鮮活的幽默。從「#MeToo」到
「黑人的命也是命」，在一個多元聲音逐漸能為
自己發聲的時代，這本小說將為這個時代立下註
腳，見證當代社會的改變。

作者：柏娜汀．埃瓦里斯托
譯者：謝靜雯
出版：臺灣商務印書館

失落詞詞典

1857年，倫敦語文學會
決定展開一個百年大計劃：
編纂一部史上最權威、完整
的英語大詞典。以詹姆斯．
莫瑞博士為首組成的詞典編
纂師團隊，公開向天下徵求
詞彙，並於牛津建造「累牘
院」作為工作室。詞典編纂

師的女兒艾絲玫．尼克爾在文字的包圍下長大，
最吸引她注意的，是那些被男性編纂師們忽略、
鄙視或丟棄的詞彙，而這些詞絕大多數是關於女
性。「經血」（menstrue ）是骯髒不潔、「陰
道」（cunt）是猥褻詞彙，而女僕、廚娘這些經
常使用的詞彙，沒有一個被收錄在大詞典中。如
果說大詞典的用意是理解天下萬物，為何有些人
的生命不被理解，甚至根本沒有被解釋的必要？
艾絲玫開始偷偷收集這些被她稱為「失落詞」的
詞彙，直到婦女運動、一次大戰接連爆發，新的
可能在歷史的波瀾中悄然發生……本書故事基於
真實事件，透過瑰麗的文字與翔實考察，鮮活地
重現出詞典編纂師的工作與大詞典的編輯細節，
更講述了在充滿巨變的十九至二十世紀，一個隱
藏在男性書寫歷史背後的動人故事。

作者：琵璞．威廉斯
譯者：聞若婷
出版：商周出版

曾幾何時，有一則比較兩種高中學
制的笑話：一種屬通才式，「讓學生
無所不學，但每門學科都學得極
少」，另一種則屬專科式，「讓學生
學極少門學科，但學科中內容無所不
學。」如何在學習的深度與廣度中所
取捨，不只一直是重要的教育政策議
題，亦是每一位家長和同學的切身問
題：畢竟學習方向能成就和摧毀一個
人。
上則笑話源自上世紀九十年代，現
在的「超專業化時代」尚未來臨，社
會對「轉行」的通才型人士遠較友
善：換言之，長袖善舞者，用武之地
多的是。然而隨着各行各業的競爭越
來越激烈、入行門檻越來越高，「虎
媽」現象開始出現，家長即使不瘋狂
地催逼孩子「贏在起跑線」，也最少
不想孩子「輸在起跑線」，於是專科
培訓越來越早。本來從事科研、之後
成為名作者和記者的大衛．愛潑斯坦
卻以大量決策心理學研究為基礎，
「逆潮流」於本書提出通才的優勢，
「橫跨體育、教育、音樂、天文、藝
術、科學、商業、醫學、職場等領
域，用世界上一流成功人士的案例總
結出不同於主流的成長路徑，深入剖
析過度專業化的弊病，並對通才在
AI 崛起時代所具有的重大意義給予肯
定」（引用本書內頁介紹）。
本書以自少便接受魔鬼式專業訓練
的高爾夫球好手老虎．活士和年少時

探索不同運動領域、較晚才專注於網
球的前世界網球冠軍費德勒的對比作
開始，引出心理學的一個經典發現：
要在某一個領域達到頂尖水平的話，
需要一萬小時的練習。但作者指出這
定律只限於所謂「學習友善」的領
域，如西洋象棋：這類領域屬「封閉
式」的場景、有固定的規則，所以練
習能提供反饋、利於進步；在「學習
不友善」、即場景萬變的領域中，過
度專業卻會把人困住，沒空反思和進
步。
作者以十七世紀的一群威尼斯唱詩

班女音樂家為例，她們於早年接受各
種音樂流派訓練，最後卻都能成為某
一樂器的大師；又引用某爵士樂大師
的結論「爵士樂手演奏古典樂比古典
樂手演奏爵士樂要容易得多」，說明
強調講求創造性的爵士樂更能為樂手
打開轉型之門。
同樣道理，一隊科研團隊的成員如

果包括不同的知識背景和訓練，該團
隊更有可能獲得有意思的研究成果。
提高「通才力」所需要的是在初階段
努力動手參與和嘗試各領域的工作、
並不太在意即時的回報，因為積累下
來的探索經驗讓人思考變得更有彈
性、不墨守成規，更有利於之後成就
大事。在山火險境中執着於專業訓
練、死抱滅火工具不放而最終因走避
不及而燒死的消防員，以及只按本子
辦事、最終導致美國太空總署《挑戰

者號》航天飛機發射失事的工程
師，都是被他們的超專業訓練所
累。作者在結語指出，他對本書命
題的興趣源自提出「盡早開始超專
業化當作提高個人效率的辦法和處
方，還可以節省時間」的文章，但
「無數個領域的研究都表明，精神
上的自由和個人實驗是力量的源
泉，而『贏在起跑線』完全被高估
了」。
「先涉獵後鑽研、多方嘗試、橫向
類比思考和堅持自我發現的能力才是
這個時代開啟成功之門的鑰匙。」順
耳嗎？當然：這本被比爾．蓋茨稱為
「一本戳穿專業化神話的好書」，曾
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首
位。然而世界既是圓的，亦是很複雜
的。
作者的結論，相信沒多少人會反

對：「贏在起跑線」的教育，既不仁
也往往無持久效用。但讀者更關心
的，肯定是如何在現實環境中尋找成
為通才的條件。廣義的「見多識廣」
固然好，但對萬物的動機與興趣亦因
人而異、並不是隨便能培養出來的。
有些人則自少便有強烈的興趣方向。
就論證而言，推薦本書的人——包括

是否通才也成疑的
蓋茨以及作者本
人——自身也當
然有通才的氣質。
但如本書般「類心
理學普及書籍」的
特點卻是報喜不報
憂：嘗試走通才路

徑而事業失敗者，相信也多的是。
也思考一下作者的例子：如果「爵
士樂手演奏古典樂比古典樂手演奏爵
士樂要容易得多」，那音樂教育是否
都應朝爵士樂方向走？再者，爵士樂
手演奏古典樂，也許的確比古典樂手
演奏爵士樂要容易得多；但能把古典
樂演至頂尖水平的爵士樂手，史上卻
沒幾個。說本書的案例橫跨領域沒
錯，但當我們運用起通才所需的「批
判性思維」想想時，這些既來自不同
領域、但也來自不同時空和文化背景
的例子有代表性嗎？為什麼？每個社
會、每個產業、每個經濟體的發展以
及每個年代，對「通才」的要求也不
一樣。也許有一天，人類文明會厭倦
當下這種 AI 時代的瞬息萬變、紊亂
多變，對「十年磨一劍」、年復年操
故業的工匠精神又重新重視？

「通才」崛起的時代？
——評《成長的邊界﹕超專業化的時代為什麼通才能成功》

文：李雅言

《成長的邊界：超專業化的時代為什麼通才能成功》
作者：大衛．愛潑斯坦
譯者：范雪竹
出版社：後浪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書評

李開復介紹道，在他的上
一本書《AI 新世界》

中，便嘗試用深入淺出的方式
來 講 科 技 ， 到 了 《AI
2041》，將科技世界披上小說
的外衣，希望吸引更多的讀者
來深入閱讀。「上一本書全球
賣了50萬本，算是不錯，但
是嘛，我總是想要打破這個成
績，讓更多的人來了解
AI。」他笑道。他續指出，現
在很多人提起AI總是感到害
怕、恐懼或者擔憂，對於未來
的科技發展有着負面的想像。這某方
面是種過慮，另一方面，如果大家總
是對一種科技抱持負面態度，難免會
形成某種心理定勢，反而催生不好的
趨勢。「我認為，AI作為科技是有史
以來最偉大的科技之一，會帶來很多
好處，當然也會被壞人利用，是利弊
兼有。但我深信人性向善，最終它的
正面應用會超過負面。怎麼樣在今天
這個節點，讓大家了解AI是什麼，
能做什麼，有什麼好處和壞處，如何
避免壞處等等，就是這本書的目
的。」李開復說。

是科學小說 非科幻小說
創作《AI 2041》，李開復沒有選
擇慣常的寫作方式，而是找來好朋
友、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得主陳楸
帆，將小說與科普結合，實現了虛構
與現實的相互映照。書中收入陳楸帆
創作的十個發生在不同國家及文化背
景下的故事，每個故事後面則有李開
復撰寫的科普文章，對小說中提到的
科技進行解釋和思考。
整本書的實際創作過程也建基在堅
實的科學基礎上。陳楸帆回憶道，為
了搞好創作，二人用了兩年時間進行
各種調研。在知識儲備上，請教了海
內外很多業界專家學者，也與很多AI
從業人員交流，並去他們的企業實地
調研。此外，還參加了很多專業的國

際研討活動，並閱讀大量的研究報
告，有了這樣的基礎積累才敢真的下
筆。
「貌似科幻小說，其實是科學小

說。」李開復如此形容最終的成果，
「這些小說中科學的假設都是基於我
多年的經驗對未來的預測，是我認為
在十到二十年間可行的發展趨勢。所
以我們可以期待，在未來的科技背景
下，這些故事是可以真正發生在生活
中的。」

天馬行空+腳踏實地
科學家與作家的組合，聽起來完美

而靠譜，但真的操作起來，一個腳踏
實地，一個天馬行空，默契差一點，
就很容易一加一小於一。
「我其實很同情楸帆，」李開復笑

着說，「大部分的小說家，尤其是科
幻小說家，最快樂的部分應該是可以
發揮自己的想像力，愛認為喜歡的科
技可能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畢竟是
科幻小說嘛。但是他背後有這麼一個
科學家，不停和他說：唉這個不可以
寫，這個技術不成熟，那個不可
能……讓他可能會覺得受到特別大的
束縛。因為這種束縛，讓他可能會覺
得，既然不能讓人從一個地方飛到一
個地方，或者像《Star Trek》那樣消
失後突然在另外一個星球出現，或者
像《Matrix》那樣腦機結合，或者像

《Her》那樣，人愛上AI……這
些故事都不能寫，那怎麼辦？我
覺得是逼他發揮更多的寫作的才
華。」
深入十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在

框框中去挖掘更多可能，也許便
是成果之一。但另一方面，一旦
李開復離開科學家的絕對領域，
開始唸叨故事的鋪陳和人物的塑
造，陳楸帆又會展現他小說家的
權威，禮貌地拒絕，堅持自己的
創作方向。二人便在這種互相理
解與互相尊重中磨合推進。

重視AI所帶來的風險
「他也明白創作也有創作的邏

輯。」陳楸帆感動於李開復的這種尊
重。他形容自己的創作會「比較
飛」，但與李開復相碰撞，他的思路
雖然會繼續發散，但也會適時拉回來
一點。最終，兩人將全書的脈絡確定
為一條由淺到深的技術路線圖，根據
AI技術發展的不同階段來安排章節。
最開始的部分是描繪已經在現實中有
所運用的技術，如AI在金融領域的
運用。到接近尾聲部分則是聚焦一些
遠景的可能性，比如能源完全潔淨後
AI的新運用。
陳楸帆還提到，對於AI帶來的諸
多風險問題，兩人都特別重視，包括
倫理道德風險、法律問題等都要展開
探討。總體上說，兩人對於AI還是
持積極樂觀態度。在他們看來，AI在
未來肯定會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具，
可能會主導社會很多不同領域的運
行，包括人類的生活、工作、學習、
醫療、娛樂、養老等等，但在這個過
程中，需要有正確的設計，以防失
控。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AI服務的
對象應該是全人類，而非小部分人的
專利。
「我們都希望創造一個樂觀、積極

的未來，讓AI能夠賦能人類，推動
人類進步。」陳楸帆說。

李
開
復
聯
手
陳
楸
帆

AI趨勢專家李開復與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得主陳楸帆，攜手為讀者帶來新書《AI

2041》，其繁體中文版於早前由台灣天下文化出版。誘人深入的小說加上扎實精準

的科技解說，兩位創作者用這一新穎的形式吸引讀者走入AI的世界，了解20年後

的科技發展藍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分別訪問身在台灣與上海的李開復與陳楸帆，聽他們聊聊當科

學家碰上小說家，是怎樣一場「火星撞地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張帆

繼繁體版在台灣出版後，《AI
2041》的英文版也已面世，陳楸
帆透露，內地版亦將會在年內推
出，不會讓粉絲們等候太久。此
外，還將探索少兒版本和漫畫，
增加科普功能。
而在即將舉行的香港國際文學

節 中 ， 二 人 就 將 與 暢 銷 書
《Think AgAIn》的作者 Adam
Grant 對談，暢聊人工智能將如
何影響當代經濟和社會秩序的組
織原則。
詳情請參考：https://www.

tickets.festival.org.hk/
zh-hant/ten-visions

受到疫情的影響，陳楸帆
與李開復的創作必須克服很
多地域帶來的限制。陳楸帆
說，因為工作關係，開復老
師經常要到處飛，有時候在
北京，有時候在台北，有時
則會在某個地方的隔離點。
兩人實際上只有兩次面對面
交流。但他們每個星期都會
交流，最常用的方式是網絡
視訊。
或許也正因為切身感受深

刻，當記者問起陳楸帆對書中哪
個故事印象最為深刻，他透露，
是一個發生在上海的，與疫情有
關的故事。故事探討疫情下AI如
何幫助人類更加安全地生活、工
作、社交。如何去彌合疫情給身
心帶來的創傷，可能的話還要建
立起一種心理上防護機制、治癒
機制等等。他還透露，這個故事
還將有一個溫暖的結局。
無獨有偶，問李開復對書中的

哪種技術前景最為期待，他也提
到了疫情與醫療的故事。未來的
世界中，AI加上醫學，會帶給人
類醫療更多的助力。「比如未來
的製藥，會是AI加人一起發明，
發明的速度會快十倍，開發的成
本則會降低到十分之一，很多的
罕見病都將可以治癒。常見病則
會經過精準醫療，根據每一個人
的不同，給不同的治療方案。這
對人類社會來說會是非常大的福
音。」同樣的技術還可以用來幫
助增長人類的壽命，這一未來趨
勢令人期待。

《AI 2041》
科學家與小說家的
「火星撞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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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香港國際文學節
暢談「未來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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