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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 稱 馮 傑 為 「 怪

才」，其實馮傑一點都不

怪，他只不過是喜歡「玩」，喜

歡「別出心裁」，以一顆「頑

童」之心笑對生活；有人說馮傑

是中國文學界的草根傳奇，馮傑

本人並不認可，「往上數，人人

皆是草根，哪有什麼冬蟲夏草靈

芝草之分？」馮傑懟詩懟畫懟

文，唯獨不懟生活不懟人。「只

有像我這種玩物喪志的人才能做

這 個 《 懟 畫 錄 —— 捕 色 者

說》。」馮傑用他標準的長垣話

笑着告訴記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劉蕊

在早前於美國芝加哥舉辦的第80屆世界
科幻大會上，成都作為下一屆大會的舉辦城
市接受了現場質詢，贏得了世界科幻協會和
現場科幻迷的認可。
在去年的第79屆世界科幻大會上，成都

戰勝競爭對手獲得2023年第81屆世界科幻
大會舉辦權，將成為中國第一個舉辦世界科
幻大會的城市，也將是該盛會繼2007年在

日本橫濱之後第二次在亞洲城市舉辦。按照相關規程，成
都需在「成都世界科幻大會專場問答交流會」上贏得世界
科幻協會及在場科幻迷的信任支持才能確保明年的舉辦
權。
在交流會的開場陳詞中，成都堅定地表達了「堅持傳

統、創造驚喜，溝通東西、鏈接中美」的宗旨，成都世界
科幻大會美方聯合主席本亞洛則對成都的雙機場優勢、優
良的自然環境、深厚的文化底蘊、濃厚的科幻氛圍進行了
詳細闡述。針對科幻迷有關交通、食宿、線上參會等問
題，成都代表團進行了現場回覆，贏得了大家的掌聲和認
可。

推動科幻產業出國門
在第80屆世界科幻大會期間，成都代表團在現場設置

「2023年成都世界科幻大會」展位，開幕當天便吸引了
1,200餘名觀眾參觀互動。在「古蜀神話與西方科幻論
壇」上，中外學者就東西方文化進行了深入交流。科幻世
界、賽凡科幻空間、八光分文化等成都科幻機構亦集體亮
相。科幻世界在Fantable上，向來自全球51個國家的近
4,000名參會者介紹中國科幻發展和出版情況，並邀請現
場科幻迷對《三體》等中國科幻書籍展開討論；賽凡科幻
空間製作的「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會」筆記本、杜邦紙袋
等文創紀念品，將中國元素與科幻相結合，頗受歡迎；八
光分文化與美國「鳳凰社」出版社聯合主編的《銀河邊
緣》叢書，則成為第80屆世界科幻大會上最亮眼的合作
出版項目之一。
成都市科幻協會也與12位雨果獎提名作家、17個知名
科幻機構進行了現場對接，積極探索「科幻+」產業新模
式，推動中國科幻產業多元創新發展。「既要『走出
去』，又要『引進來』。」成都市科幻協會相關負責人表
示，該市將以舉辦世界科幻大會為契機，為全球科幻產業
從業者搭建一個舞台，將國外優質科幻產業資源引入國
內，實現文化與產業的雙重交流。

「成都派對」展現古蜀文化
「我非常想去熊貓的故鄉中國看看。」8歲的小科幻迷

Lily是熊貓的忠實粉絲，當她看見成都展位上的熊貓玩偶
後，十分激動地表示。美國當地時間9月2日21時，「成
都派對」在世界科幻大會現場舉行，大門口可愛的大熊貓
展架，團員身上精美的漢服……吸引着來自四面八方的科
幻迷。毛絨熊貓、皮影、蜀綉、豆瓣俠玩偶，一件件藝術
品讓幻迷們愛不釋手，川劇演員現場表演的精彩「變臉
秀」，更贏得陣陣喝彩。中美文化藝術中心主席何達權帶
着一批書法家、琵琶演奏家現場助興，淡淡的墨香和着幽
雅的琴聲，令穿着奇裝異服的幻迷非常興奮。當看到書法
家揮毫寫下「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的詩句
後，科幻迷Scott拿起毛筆跟着學了起來。Scott是位工程
師，曾經兩次到訪中國，對中國的發展驚嘆不已。他表
示，將努力學習中文，期待明年能去成都。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一個作家的午後：村上春樹編選
費滋傑羅後期作品集

村上春樹持續譯介費滋
傑羅作品超過40年，首
次親自編選、翻譯、撰文
介紹，收入8篇小說及5
則隨筆。精選作品創作於
1930至1940年間，正展
現了費滋傑羅人生實際遭
遇的困境。前兩篇作品

《一段異國旅程》、《兩個錯》大量描寫夫妻
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源自第一本著作《塵世樂
園》成功後，費滋傑羅和妻子塞爾妲和上流社
會往來，過着飲酒放蕩、不忠的生活，導致婚
姻出現危機。1930年，塞爾妲罹患思覺失調
症住進療養院，費滋傑羅經常借酒澆愁。龐大
的開銷加上妻子的醫藥費，讓費滋傑羅屢屢向
編輯柏金斯借錢。《風中家族》、《資助芬尼
根》、《消失的十年》將酗酒、債務等現實問
題昇華成自嘲的小說。為了讓經濟狀況有所改
善，費滋傑羅積極前往好萊塢發展，卻一再挫
敗。1931年，費滋傑羅獲米高梅公司邀約擔
任編劇，他以此為題材，寫出《瘋狂星期
天》。1937年，他定居好萊塢後發表《年少
有成》，寫下伴隨成功而來的幻滅。村上春樹
另外選錄對他影響深遠的「崩壞三部曲」和
《我所失落的城市》。「崩壞三部曲」是村上
反覆重讀的經典，如今終於為了本書翻譯；
《我所失落的城市》與《酗酒個案》則是他時
隔四十年再度選譯的鍾愛之作。

作者：史考特．費滋傑羅
主編：村上春樹
譯者：羅士庭，賴明珠
出版：新經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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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樹的讀者們對於「畫伯」
應該都有印象。所謂的畫伯，就是
日本插畫大師安西水丸。除了繪製
書籍封面和插畫之外，他也是作
家，作品以小說與散文為主。2014
年，安西水丸因腦溢血逝世，享壽
71歲。曾與安西水丸出版俳句繪本
的嵐山光三郎在《我與村上春樹、
書，還有畫筆》的推薦文中提到：
「生命總有起始與終結，儘管快樂
的日常記憶會漸漸消逝，但水丸描
繪的細細線條將永存於我的心
中。」
插畫家南伸坊在摹寫安西水丸畫
作之後，如此詮釋其風格：「水丸
認為『不錯』的題材，是在作畫時
覺得畫得『不錯』，並在覺得『不
錯』的狀態下完成一幅『不錯』的
畫。」當我們悠遊安西水丸的世界
時，亦可保持不錯的心情，慢慢品
味他繪製作品所懷抱的自信。
安西水丸不只為村上春樹的小說
和雜文集設計封面，他們也有一系
列的圖文書籍合作。本書記錄了安
西水丸的創作歷程，並回顧兩人的
合作以及兄弟情誼。某天，一位編
輯帶着安西水丸去村上春樹開設的

爵士酒吧，促成了他們的初次見
面。當時閒聊了工作和電影，相談
甚歡。第一次合作是在1981年，緣
分持續三十年之久。安西水丸插畫
作品的數量很龐大，本書特別刊載
由他親自挑選的三十幅最佳作品，
每件作品評語皆來自安西水丸本人
的口述內容。描繪村上跑步姿態的
插畫，榮獲排行榜之冠。安西水丸
曾到三鐵競技場替參賽的村上春樹
加油，這張插畫彷彿村上春樹正朝
着水丸跑來，神采奕奕。可見兩人
在工作或私底下都有密切的關係。
兩人一起參觀了農場、假髮工廠

等地方，也與村上市結下良緣。由
於村上市、村上春樹、村上新聞社
同名，安西水丸還特地為這個組合
拍照留念。安西水丸和村上春樹曾
為了書籍前往印製《海邊的卡夫
卡》的印刷廠，水丸記住村上春樹
穿了花襯衫，回家僅憑記憶作畫。
他從小培養了敏銳觀察力，善於將
場景與人事物刻畫在腦中，即使不
利用相機拍攝輔助，也能以雙眼儲
存印象。
村上春樹在《白兔美味的法國

人》寫道：「水丸就像是我親兄弟

般的存在。」他們平時常閒聊，通
常不討論文學，大多是棒球、音樂
或電影等話題。安西水丸認為自己
總是受到上天眷顧，認識有正面幫
助的朋友，想完成的目標也會實
現。他認識村上的過程，亦是如
此。那麼，安西水丸在村上春樹心
中是怎樣的人呢？此處引用《安西
水丸正在看着你》的描述供參考：
「安西水丸有時是一位插畫家，有
時則轉換為散文、小說作家，到了
夜晚就單純只是個酒鬼。他擁有一
些令人欽佩的地方，有些特質又讓
人不敢在別人面前大聲說出口，如
此多面相的特質匯聚在一起，形成
一位名為安西水丸的人。」
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件有趣的事。

村上表示，他出門被陌生人認出來
時，感到很驚訝。他們為何能輕易
認出他的長相呢？路人回答，因為
常透過水丸老師的插畫，拜見村上
老師的臉啊！附帶一提，村上春樹
的不同作品中，不只一次出現渡邊

升這個角色。現實生活中，安西水
丸的本名就是渡邊升，是不是很有
趣呢。
《我與村上春樹、書，還有畫

筆》一書，圖文並茂。建議您帶着
愉悅的心情，輕鬆欣賞。如果對於
兩人的作品有興趣，也鼓勵大家延
伸閱讀。插畫家安西水丸遇見小說
家村上春樹是極為珍貴的緣分，更
是讀者的幸福。

插畫師遇見小說家
《我與村上春樹、書，還有畫筆：日本插畫大師安西水丸》
作者：安西水丸
譯者：楊家昌
出版：創意市集

文：余孟書 書評

馮傑是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他被稱為「中國文學界的草根

傳奇」，逃過學，賣過菜，種過
地，做過銀行小職員，出版有散文
集《丈量黑夜的方式》《泥花散
帖》《捻字為香》等十餘部，曾獲
林語堂文學獎、台北文學獎、《藍
星》屈原詩獎等，幾乎囊括台灣所
有著名文學獎項。馮傑也是一位書
畫詩文「齊飛」的文人畫家，先後
在《中國美術報》《大河報》《光
明日報》等十多家報刊開設文畫專
欄。藝術界評論馮傑「文畫結合，
富有情趣，文畫合璧，創意獨特，
餘韻回味，內蘊精緻，方寸之中瀰
漫濃厚的文化氣息」。

一本適合八卦的閒書
《懟畫錄》是馮傑的新作。在河

南話中，「懟」含魯莽猛烈狀，多
指作壯漢粗事，幹事幹活喝酒都是
一個「懟」。而細琢磨，魯莽之
外，這個詞還有「討論」「碰撞」
之意。馮傑用這個字來表達自己對
文字、繪畫的炙熱情感，以及他作
為畫者與寫者的觀察、感悟和思
考。
「懟」在古語中應該念四聲，是

「怨恨」的意思，河南話的「懟」
念三聲，另有其字，「只不過這幾
年大家都使用這個字，約定俗成
了，我也就用這個字了。」馮傑
說，「《懟畫錄》收納的文字繪畫
作品跨度十多年，書中的內容一文
一畫互相補充，有的寫的是跟某位
詩人的交往，有的是寫到跟別人的
合作。這純粹是一種情趣，是對時
間、對往事的一個紀念。」

馮傑自己總結說，這是一本適合
八卦的閒書。馮傑在書中畫人物、
畫翎鱗、畫草蔬、畫獸蟲、畫雜
項 、 畫 虛 實 ， 將 文 作 為 畫 來
「畫」，又將畫作為文來「寫」，
讓文圖互懟，意趣自見，令讀者不
覺開懷大笑。他在畫筆和寫作間閒
庭信步，畫面或清新質樸、或清新
活潑，語言亦莊亦諧、至真至趣，
盡顯赤子情懷。

人生冷門中尋找「熱鬧」
《懟畫錄》中馮傑談到自己學畫

畫的淵源：「我十三歲的時候開始
跟隨着齊白石畫畫。當然，不是跟
隨『一位齊白石』，是跟隨着『一
張張齊白石』，跟隨着齊白石繪畫
郵票來畫畫。」
在北中原鄉村，在黃河邊小鎮

上，馮傑父親在營業所謀生，櫃枱
下面，馮傑能撿到大量廢信封。那
些年，馮傑買不到齊白石畫集，便
開始臨摹那一張張廢郵票上的齊家
花草，那是另一個顏色世界，馮傑
叫另一種「手拓」。
「後來，知道畫畫不能當飯吃。

再後來寫詩，知道寫詩也一樣不能
當飯吃。兩者都屬於人生冷門，要
冒一定風險。三十年後，才知道自
己幹的都是一些容易餓肚子的事。
所謂純粹藝術，在鄉下，大體都是
一些遊走於米飯之外的鳥事。」
「當文字無法表達的時候，開始

託付於色彩，十二種顏色可以叫
喚，它們發出不同的聲音。靜夜露
白，從素紙上聽到白的聲音，從顏
色上聽到顏色的聲音。作為一位不
純粹且經常喜歡穿幫走穴的詩人，

要先把畫面經營得有趣，在顏色裏
憋氣潛泳，再露出髮梢，去呼喚遠
方的文字。這說說容易，做起來很
難。」
詩人是大自然的奇觀，詩人就是

童心。寫詩跟畫畫一樣，都需要些
天分。馮傑作為專業作家，帶着行
政職務進入到文學院。記者問他，
「童心還能保持嗎？」他開玩笑地
說：「天生的詩人，童心骨子裏都
保持着呢。但要不是服務大家，我
都寫出《三國演義》、《紅樓夢》
了。」馮傑特別愛開玩笑，問及自
己的學歷，高中都沒上完的他自稱
是「晚稻田大學畢業的。」說起作
品的數量，大家喜歡用「著作等
身」來形容，但馮傑卻說，「等腰
子還差不多。」他說，作為一個熟
練的作家，都能寫，但是寫的東西
是不是超越了自己和別人，卻要另
當別論。
在文字與繪畫表達上，馮傑一直

追求「另類」。他向記者透露，目
前正在準備一個散文集，正在寫的
是「駱駝如何從針眼裏穿過去。」

畫意如家鄉竈火最撫人心
「馮傑的畫意裏始終瀰漫着對故

鄉熱土的眷戀，就像是『姥姥的村
莊』近在眼前。」茅盾文學獎獲得
者李佩甫評價，「馮傑的畫大多是
小幅的，看去悠然、率性、憨直，
卻又像是寫給北中國的一封封冊頁
情書。面對北中國的大地，面對故
鄉的熱土，他把愛意鋪在紙面上，
一筆筆地勾勒、渲染……這就像是
家鄉的『竈火』，以此來溫暖他那
顆客居城市已久的、漂泊的心。」

馮傑的文字亦是如此。在副刊鼎
盛時期，他的不少作品在台灣發
表，並囊括了台灣數個重要的文學
獎項。「或許是這種鄉土氣息和傳
統文化能夠引發大家的共情吧。」
在作家李佩甫的眼中，馮傑是個

會讀心術的畫家，告知了思鄉的顏
色。
馮傑寫過一本叫《北中原》的

書，以鄉村常見的畜類、食物、器
物、節俗等精彩呈現心目中的故
土，渲染勾勒出其乾淨、原色、本
真、樸實的精神與氣度。是作者用
文字精心培育的「小農作物」，讀
者在「吃」了大量「主食」之後，
自可從中品出一番別樣滋味。《懟
畫錄——捕色者說》這本書的序言
就是《寫給「北中原」的情書》，
可見馮傑對於故鄉有着怎樣濃厚的
眷戀，才會花這樣大量的筆墨來抒
發情感。這本書畫人物、畫草蔬、
畫獸蟲，在各種事物的文字與繪畫
描寫表現中，將世俗的溫暖和童真
的趣味融為一體，它是一個提供自
然氣息和寧靜祥和氛圍的空間。一
筆一畫的勾勒中既是事物，也是食
物，也是世界，在方寸之地描繪人
間百味，不只是飯桌上的美味，還
有很多人生的況味。尤其是在疫情
管控嚴格的當下，馮傑把我們對故
鄉深深的思念都搬進了書頁裏。

「怪才」馮傑：
懟詩懟畫懟文

◆馮傑作品 受訪者供圖

◆

馮
傑
。

受
訪
者
供
圖

掃碼睇片

◆科幻迷與戴熊貓髮夾的成都代表團員合
影。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