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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小時候看過一篇文章，作者描述小時候倚着母親
身邊聽她說故事。她的母親對作者說，每個女孩子原本都
是天上下凡的仙女，各自有自己漂亮的羽衣，但當女孩子
遇上自己的愛人並有了孩子時，仙女的羽衣會被悄悄收起
來，她便永遠也不能回到天上。
作者好奇地問她的母親，為何不找回自己的羽衣飛回天

上呢？母親回答說，其實仙女是自願為自己的愛人及孩子
留下，這是每個母親的選擇。
當時我只覺得這篇文章很有意境，感覺是很優美的故事

而已。隨着自己慢慢成長，幾十年來，由一個女孩子變成
一個母親，每當回憶起這個故事，才感歎故事的真正意
義，它不但是一個優美的故事，更道出每個母親由女孩子
演變為人母親所付出的一切。當一個女孩子決定有自己的
孩子時，自己的理想不再重要，孩子的平安、健康和前途
才最重要。少女時期的理想，已隨羽衣收起來，眼望子女
成長羽翼變豐，才是母親的希望。 ●文：吳燕芳

地理山河一

「認識中國」叢書以介
紹中國的疆土地理開始，
本書分為兩部分：一是中
國簡介，包括中國的地理
位置及自然資源等；二是
漫遊中國，分別介紹青藏
高原、黃河和黃河流域、
長城和蒙古高原、天山南

北和絲綢之路，以及東北大地，用問答的方
式，配合大量地圖及照片，讓大家可以感受中
國山河之大和美。同時略述不同地域的人文歷
史淵源和特點，以助讀者開拓更多的探索思
維。

作者：陸人龍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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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の日本史

武士消失了，武士道誕
生了！日本武士研究權威
高橋昌明蓄力多年，為讀
者帶來最完整、細節最豐
富的日本武士史。作者在
歷史文本中搜索武士誕生
的蛛絲馬跡，深入探索丁
髻的盛行，仔細勾勒日本

刀的鍛造與變遷，逐一還原鎧甲的繁複構造與
弓馬之戰的實際情況，並細緻推敲武士切腹的
理由和影響，及近代國家對武士道的利用等。
從鎌倉時代、室町時代、戰國時代、織豐時
代、江戶幕府到近代，高橋昌明以武士為關鍵
詞，追溯歷史真相，用史實顛覆大眾對武士的
想像，成就一部不可多得的日本文化通史。

作者：高橋昌明
譯者：黃霄龍
出版：中和出版

抖音

抖音是這個時代最成功
的科技獨角獸，本書為迄
今為止最為系統介紹抖音
發跡、成長乃至紅遍全球
的一本書。作者不僅縱向
爬梳抖音的成長，也橫向
帶出同時間的各網路巨頭
百度、騰迅、YouTube、

臉書等的發展與瓶頸，及其與抖音的競爭關
係……整體回顧2000年之後網絡公司的盛
衰，可作為想理解網路發展趨勢的讀者的參
考。

作者：馬修．布倫南
出版：商業周刊

閱閱讀讀有有你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
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
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
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
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
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w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
讀有你」。

母親的希望

閱讀可增進知識，走入作家的世
界看更多人和事。一連七日的書展
早前落幕，各書迷可能仍在沉醉於
書展戰利品的世界中。書展慈善活
動「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早前在
會展舉行，活動由香港中華出入口
商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辦、
零傳媒國際有限公司協辦，一連兩
日的活動分為中學組和小學組，活
動吸引500名師生參與，除了會以閱
讀寫作為題材，當中主辦方為每位
學生提供150港元的購書津貼，學生
可在書展裏任意購買書籍。
「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系列活

動由 2015年起在香港書展期間舉
辦，今年已是活動的第六屆，活動
期望為學生們提供一個接觸書本、
參與書展的機會，並透過贊助學生
購買書籍、邀請兩岸三地著名作家
現場教授作文、啟發學生對閱讀及
寫作的興趣。活動至今已吸引逾

6,000人次學生參加，
更出版了5本學生作文
集。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的

中一學生盧同學，她用
購書津貼在書展購買了
三本書籍，「一本是漫
畫，一本是教我們如何
去溝通的百科書，還有
一本是講親子教育的題
材。」盧同學介紹道，
她特意挑選了三本完全不同類型的
書籍，自己比較偏好的是實用一些
的知識類、工具類書籍，比如《扭
轉結果的溝通技巧大百科》，而她
所購買的親子教育書籍《阿媽這杯
茶》，原因是在翻開書籍後被這種
用「茶」的角度去梳理親子關係的
文學意念吸引。盧同學說：「我很
喜歡媽媽，希望可以跟她有更好的
關係，所以這本書和我個人的情感

比較契合，買回去後會和媽媽一起
讀。」聽完作家黃虹堅與周蜜蜜的
講座，她覺得作家所談到的自己的
閱讀感受、疫情下的生活感悟均很
有趣，不過她也希望作家可以分享
更多閱讀、寫作的技巧，這對中學
生而言會比較實用。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的三

名小五學生吳智盈、吳凱琳和謝文
娸也在書展購買了書籍，吳智盈購

買一本《奇鼠歷險記》系列的兒童
讀物；平時喜歡看英文書的謝文娸
購 買 了 《The 117-Storey Tree-
house》；吳凱琳則購買了偵探圖書
和繪本。他們均表示很高興能有購
書津貼購買圖書，更指事前已十分
期待來臨書展，「部分書在外面很
難找到，只在書展首賣，所以我很
想快點到書展買書。」吳凱琳說。

●文：張美婷、黃依江

受惠購書津貼
學生踴躍「悅讀」

給孩子的古文

說起古代文學，很容易
就想到唐宋詩詞，但中國
歷來也是一個散文大國。
就語文學習來說，古文是
起點，捨此別無他途。本
書是商偉教授精心為當代
讀者編選的古文讀本，對
孩子、家長和所有想學習

古文卻無從入手的讀者來說，都是不可多得的
選本。本書精選從先秦到近代的八十多篇古
文，既有諸子百家之言，如《老子》、《莊
子》等篇章，也有史傳篇目；既有膾炙人口的
唐宋八大家散文，也有歷代學者名家的精彩篇
章。文體包羅萬象，篇章由易到難，帶領讀者
一步步走入豐富的古文世界之中。編者在每篇
之前添加了細緻的導讀，不同於一般作者簡
介、背景知識和篇章大意，導讀各有側重，力
圖展現出古文寫作的千姿百態，啟示閱讀古文
的不同方式，幫助讀者深入理解文本。

選編：商偉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學生在分
享會上踴躍
回答問題。
張美婷攝

◀港九街坊婦女會
孫方中小學小五學
生吳智盈、吳凱琳
和謝文娸。

張美婷攝

▼盧同學購
買 的 三 本
書。
黃依江攝

「我一直很感謝在這個時代
仍然還在閱讀、尋求心靈靜意
的人。」雙雪濤坦言，影片
《刺殺小說家》的上映為其原
著帶來了一些關注，不過這個
關注並未太持久，隨影片熱度
過去，對原著還能否被閱讀這
個問題，他很難給出肯定的答
案。「目前這個時代我們處在
很多文化選擇之中，電影、話
劇、音樂、展覽，相比下閱讀
小說的過程是孤獨的，現在有
多少人還願意選擇這種孤獨
呢？」與其期待觀眾通過電影
回歸文學，他更想做好作家的
本職工作：「能把書寫好，讓

讀者更願意選擇一本書陪伴自己，我覺
得這是很了不起的事。」
作為作家，雙雪濤認為自己閱讀量不

算非常之大，他關注的是閱讀過程中感
性的部分、書與自己之間產生的奇妙反
應：「閱讀是很溫潤的東西，帶來樂
趣、快感，令你『長』出新的感受。」
他也認為一個人的閱讀史中應該有幾本
反覆閱讀的書：「它會成為你認識世界
的基石，這是很好的事情。」

找尋香港與東北的相似
書中故事背景東北，對於香港讀者而

言可能會有些遙遠陌生，雙雪濤笑稱不
擔心自己的書在香港的銷量：「一個作
家有自己的命運，是什麼人就寫什麼作
品；一個作品也有自己的命運，那就看
緣分了。」雙雪濤與香港之間的緣分建
立於無數部港產片，從胡金銓的《俠
女》到吳宇森的《喋血雙雄》，他重複
看過許多遍：「那些俠氣、信義，人與
人之間的情誼，以及為自己所重視的東
西不惜一切代價的魄力，非常吸引
我。」這令他想起自己的青春時代，在
東北的故鄉，兄弟義氣也一如港產電影
裏呈現的那般。「我也很喜歡周星馳的
《喜劇之王》，那種苦澀與浪漫的結
合，特別好。」在雙雪濤的小說裏，
罪、救贖、平原、北方午後的風，讀者
或可以在閱讀衍生的想像之中，領略兩
地之間更多共性。

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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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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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雪濤早前於香港書展舉辦
視像講座。 香港貿發局提供

●雙雪濤 受訪者供圖

雙雪濤﹕
我躲在虛
構的背後

《翅鬼》的再版序中，雙雪濤這樣描述自己回憶起

2010年寫出這部作品第一句時的感受：「每當我想

起這件事，就不得不越過我無神論的頭頂去相信宿

命。」這部一鼓作氣寫出的6萬字小說後來一舉奪得

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雙雪濤視之為自己的寫作人生

的起點。在這位生於遼寧的「80後」作家筆下，他

成長時期嚴寒的東北故土、社會劇變下的無數邊緣人

物，或可照見一個時代共同的記憶，然而他說：「每

個作家書寫的都是屬於自己的記憶，那些集體記憶，

還是留給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去研究吧。」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翅鬼》奪獎後不久，雙
雪濤辭去了原本

的銀行工作，全身心投入寫作之中。
此前很久，他都是白天工作晚上寫
作：「白天生活越乏味，晚上就越想
找到自己的空間，寫點令想像力馳騁
的東西，我很感謝那段生活。」隨作
品一部部面世，他同名小說改編的
《刺殺小說家》亦於今年春節檔上
映，高達10億的票房結果，雙雪濤
並不認為這是自己作為作家的成就。
比起成為編劇或導演，他更願意去繼
續耕耘小說的土壤，持筆躲在虛構的
背後，享受虛構的特權。

為人的精神世界着迷
上世紀90年代經濟轉型，國企改
革引發「下崗潮」，東北大批工人失
業。這一時代背景忽明忽暗地在雙雪
濤的小說之中不斷出現，同時出現的
還有強烈的基督教色彩：《光明堂》
中的林牧師、《平原的摩西》中《出
埃及記》的典故、《長眠》中引用的
《約伯記》語句……雙雪濤坦言，他
不是基督教徒，但會被《聖經》中的
故事打動：「它是有力量的故事，在
我的作品中它變成了大故事中的小故
事，和我的創作意念有所聯結。」在
他看來宗教非常利於探討一個人的精
神世界，當越過書中人物眼前破碎、
嚴寒的生活，「信」仍然存在着，
「這是我特別有興趣的，它是人精神
世界的形態，而這種形態經常令我着
迷。」
過去的記憶是雙雪濤不會枯竭的創
作源頭，但他提到最近他也在思考，
是否應該去寫一些比較新近發生的
事：「它可能沒有沉澱得那麼久，但
就是會衝擊到你。」在他看來，沉澱
得越久的記憶確實會不斷發酵，但新
鮮的記憶也並非寫不出厚度，兩者就
好像陳年老酒與新鮮水果一樣，可以
予人不同的快感，「重要是看你如何
思考，思考得深不深，透不透。」

作品改編電影看緣分
繼《刺殺小說家》後，改編自雙雪
濤同名小說、定檔今年12月上映的
《平原上的摩西》早前亦入圍聖賽巴
斯提安國際影展，將代表華語電影衝
擊影展最高獎項「金貝殼獎」。雙雪
濤覺得，自己的作品被改編為電影是
件完全看緣分的事，當「有緣人」到
來，他會將自己的作品全盤交付而避
免干涉：「我沒有捍衛自己小說的概
念，創作小說與創作電影區別很大，

捍衛是不理智的。既然它已
經在變化了，你唯一可以做
的，就是以另外一個媒介的
方式去思考怎樣令它變得更
好。」
《刺殺小說家》備受歡

迎，雙雪濤透露最近在和導
演路陽商量續集的合作：
「至於以什麼方式去構築故
事，我們仍在思考。我不太可能為了
電影去寫小說，希望可以直接寫出劇
本。」不過，成為編劇、導演均非雙
雪濤心之所向，他認為寫劇本像是創
作一個「半成品」，最終成品還需要
看導演與演員的演繹：「當它完成的
時候可能和你原本想像差異非常大，
做一個『半成品』對我而言不過癮，
我還是盡量去創作小說這樣的『成
品』。」

創作是不斷試探
很多讀者被雙雪濤硬朗、冷冽的文

字風格吸引，大量中句、短句構成了
他獨有的語言節奏。但雙雪濤坦言自
己並未在語言風格上設定局限，也曾
有過寫長句的時期，只是在不同的時
期會有不同節奏。「作家只能通過不
停地寫來找到適合自己的敘事節奏，
我也寫過很多彆扭的東西，但那些不
是沒有意義的，它會將你推到一個適
合的位置上。」雙雪濤覺得自己創作
比較隨意，亦不認為寫得越多對作家
而言就是進步。他認為唯一或可稱為
進步的，是寫作者隨着年齡閱歷漸
長，對文學、世界的看法改變，從而
通過作品自然呈現出的演變：「寫作
有關的事情別太刻意，怎樣舒服就怎
樣寫，這是從事這一行業有樂趣的一
點——你只需要對自己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