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格類型 在治療師遲到時的內心獨白
焦慮型 「他肯定是身體不舒服，應該叫救護車……」
妄想型 「他想跟我證明什麼？他肯定是想試探我的反應……」
表演型 「他不喜歡我。可為什麼呀？」
強迫型 「我肯定是弄錯時間或者日期了。怎麼搞的？我得查看一下日程表……我

覺得這個治療師可不怎麼靠譜啊……」
自戀型 「他在嘲笑我還是怎麼回事？他以為自己是誰？」
類精神分裂型 「候診室裏的人可真多……」
A型行為 「他在搞什麼？我這是在浪費寶貴的時間。我都可以打五六通電話了，還

能看幾份文件……」
抑鬱型 「我這一天算是完了。可我只要不參加這個治療就好了，現在我得承擔後

果了……」
依賴型 「這個候診室讓人感覺不錯，我可以時不時帶本書來看看。儘管他遲到

了，但我希望這次的治療時間跟上次一樣長……」
被動攻擊型 「怎麼能這樣呢？我也能給別人找麻煩……」
逃避型 「我肯定是上次說了什麼蠢話，他已經聽夠了我的抱怨，所以才會遲遲不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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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文學獎得主、著名作家穆濤新作《中國人的大

局觀》，自2022年9月出版發行以來，便在內地文學

領域引發熱議。作為一本歷史散文作品集，作者從星辰山川、

先賢聖哲、古書典籍中，梳理中華文化的發展脈絡，以《詩

經》、《尚書》、《史記》、《禮記》、《漢書》、《春秋》

等典籍為底本，對照當今。不僅鞭闢入裏又幽默風趣地闡釋了

傳統文化常識，全方位地展示深植於中國人內裏的文化氣質，

同時亦結合一些社會問題，多角度呈現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與

深遠影響。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西安報道

銀色翅膀

離開斯德哥爾摩兩年，
霏伊帶着媽媽、女兒三人
在意大利恬靜小鎮裏，展
開沒有前夫傑克的美好生
活。她創辦的瑞典時尚公
司Revenge（復仇）比
過往任何時候都更成功，
而她出軌的前夫傑克則因

被控殺害女兒身陷囹圄。就在她以為一切回歸
正常的時候，她小小的幸福泡泡又一次受到威
脅……繼無情冷血的《黃金鳥籠》，卡蜜拉．
拉貝格以一部呼應許多女性命運的驚悚敘事結
束了緊湊的雙聯畫。在一個受男人統治的世界
裏，描畫各種不計代價為求成名致富的面貌，
而帶着暗黑秘密的霏伊，將逾越所有人類劃下
的界線。

作者：卡蜜拉．拉貝格
譯者：王娟娟
出版：商周

分人：我，究竟是什麼?

我們在各種人際關係
中，都有各式各樣的自
己：與戀人在一起時的自
己，與父母在一起時的自
己，在職場上的自己，和
同好夥伴在一起時的自
己……我們透過和對方的
反覆交流，在內心形成的
一種人格模式，這些每一

個不同的自己，都是我們的「分人」。芥川獎
暢銷作家平野啟一郎，在與文學創作的搏鬥過
程中，以其獨創的哲思鼓舞人心。平野透過分
人概念，讓委靡不振的年輕世代化解自己與他
人的關係困擾。這是一本讓日本專家、學者乃
至讀者都直呼受用，為心靈困惑者書寫的入門
書。

作者：平野啟一郎
譯者：陳系美
出版：新經典文化

書
介

薪傳，薪傳

1978 年，雲門舞劇
《薪傳》首演，45年，
成就不能遺忘的史詩經
典。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
民，從家族溯源為靈感，
展現百年來生活在台灣土
地上千千萬萬人與天爭、
不向時勢屈服的突圍與吶
喊，不分族群與世代的觀

眾，都能從中看見自己的身影，找到自己所屬
的位置。古碧玲生動記下首演季幕後的奮鬥與
突圍，以及45年來，八代舞者突破自我限
制，重現這齣把舞者力氣搾光、讓舞者跳到虛
脫，觀眾感動沸騰的舞作的故事。

作者：古碧玲
出版：時報

佩珀爾的幻象

檀千鄉，一個普通至極
的中學國文老師。只是他
有着在特定條件下，能夠
稍微看到他人的明日的特
殊能力。某日，他看見了
班上學生里見大地明天會
捲入新幹線事故的景象，
再三思量後，他暗示大地
最好改搭其他班次。沒想

到，隔天真的發生意外，而大地也因為檀的警
告逃過一劫。本以為可就此鬆口氣，沒想到大
地的父親里見八賢懷疑起檀可能和恐怖分子有
什麼勾結。檀好不容易才擺脫懷疑，能力卻逕
自發動，讓他看見了里見被監禁在某處的景
象……始終覺得這稍微特殊的能力毫無作用，
而深感挫折的他，是否能夠找到發揮能力的方
法，找回那些因為嘆息、悔恨錯過的人生？

作者：伊阪幸太郎
譯者：李彥樺
出版：獨步文化

風暴的一天

《風暴的一天》跟隨着
幾位主角在一天之內的旅
程，講述了充滿魔法的波
比修群島形形色色的人事
物百態，觸及到政治的腐
敗、殖民歷史與階級差
距、婚姻的艱難、自我認
同、女性的力量、上癮與

戒斷等等廣泛的議題，並包覆在各種強烈的感
官體驗中。作者用她融合了原始、叢林、部落
歌謠般的粗獷韻味，以及細緻、詩意、有如神
話寓言一般感受的美麗語言一一呈現，當下與
回憶交錯流瀉，現實與魔法狂放地融合，成為
這場讓人大笑、大哭、大汗淋漓的精彩旅程。

作者：蕾奧妮．羅斯
譯者：李建興
出版：啟明

書評

《無處不在的人格》
作者：弗朗索瓦．勒洛爾、

克里斯托夫．安德烈
譯者：歐瑜
出版：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現代社會存在着大量、甚至比之前世代更多的心理和精神問題
嗎？人類的心理，是否有足夠的韌力和彈性，在心理和精神問題
未被「發現」前自然調節起來？這些問題，我們大概可以留給那
些永遠爭拗不斷的專家；大部分人較關心的，是如何處理日常生
活中遇到的「難搞」的人。
《如何應對麻煩的人格障礙患者》，其實是《無處不在的人
格》這部新翻譯成中文的法文書 「Comment gerer les Personal-
ites Difficiles」 的標題直譯。原作早於1996年出版，是法國的暢
銷書。快三十年前的著作，到現竟還不失參考價值。全書除帶理
論性的序言、末章《人格障礙的形成原因》和結論（三者無可避
免都帶有年代性；有些三十年前的「理論趨勢」現在已成主流）
外，每章覆蓋的人格障礙，至今仍然「流行」。書中討論了什麼
是人格障礙？書末的一個案例說明了大概；情景是一位治療師遲
到，各種人格障礙者可能會產生以下的認知：

在介紹每種人格障礙時，作者當然有列出該障礙特點的
清單（讓讀者自我檢測有否患上該障礙！）但他們也引用
了大量的案例，包括患者與患者親屬和同事等親身感受來
具體說明，亦指出電影或文學作品人物可能患有的問題
（如福爾摩斯「或許具有某些強迫型人格者的特徵」，而
唐老鴨和米奇老鼠則分別屬於A型和B型人格）。全書不
見討論每種障礙的病理分析以及歷史演變的學究文字（連
「A型人格」為何如此命名也隻字不提），但如原標題所
述，到處都是應對方法。不幸遇上帶有被動攻擊型人格、
處處跟你悶聲作對的下屬嗎？你也許可以學習一下這番話
（第278頁）：
「幾個星期以來，您的工作態度給我造成了難題，比方
說……（描述明確的行為）。我感覺您不願意接受某些我
指派給您的工作任務（表達您的觀點）。我曾讓你表達自
己的看法，但您並沒有這麼做（描述某個明確的行為）。
我明白，您可能覺得去做一件不總是有趣的工作沒那麼容
易，或許您甚至會認為這件工作無法體現出您的價值（共
情的表達）。但我要提醒您，這裏有這裏的規矩，您拿這
份工資就是為了做好我所期待的工作（提醒遊戲規則）。
這個規制並不好玩，您可以認為自己應該承擔更有意思的
工作（共情的表達），這完全有可能。或許您甚至會認為
我不夠資格當您的頂頭上司，我並不介意您這麼想（共情
的表達）。但如果您想繼續跟我一起工作，您最好接受這
個規則（提醒遊戲規則）。那麼好吧，這是接下來幾周我
要求您去完成的工作……」
全書實用的取向，也在這句讓人發笑的建議表露無遺：

「如果依賴型人格者是您的上司：成為他（她）不可或缺
的左膀右臂，並要求加薪」。有些分析和建議，卻嚴肅得
很，如抑鬱型人格者不會尋求藥物治療或心理治療的原
因，以及不應該跟抑鬱型人格者說要振作和跟他們講道
理。希望你能通過作者趣味盎然的文字，對「生活中遇到
的無法迴避的人格障礙問題」有更深刻的理解。

無處不在的人格 文：李雅言

穆濤目前擔任《美文》雜誌常務
副主編，同時也是西北大學教

授、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陝西省文
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多年來，深耕
文學領域的他先後創作出版《俯仰由
他》、《看左手》、《放心集》等十
餘部著作，其中《先前的風氣》獲第
六屆魯迅文學獎，並入選「2014年中
國好書」。
《中國人的大局觀》是穆濤睽違八
年推出的又一大部頭著作，這部讀史
札記共有五個專輯，分別為「中國歷
史的學名叫春秋」「腹有詩書氣自
華：關於《詩經》和《尚書》」「冊
命之辭：中國古代官員的任職談話」
「在制衡與失衡之間：《漢書》認識
筆記」，和「黃帝給我們帶來的」。
全書寓莊於諧，清明透徹。一方面，
大史小說，以歷史故事和至理名言啟
迪社會與時代；另一方面，匡正時
弊，用時代精神和現代意識激活文化
與傳統。借先秦兩漢之風，吹拂今人
襟懷，呈現出散文大家深厚的學養和
歷史文化散文的萬千氣象。

展「漢唐氣派」智慧之光
說起這本書的創作淵源，穆濤曾多
次表示，自己非常喜歡唐代文學家、
思想家韓愈的文章。讀過中國古代文
學史的人都知道，韓愈在唐代推動
「古文運動」，所謂的「古文」具體
指的就是西漢及西漢之前的文章，行
文樸素，清醒大氣。
多年來，穆濤從漢代的賈誼、董仲
舒、陸賈、晁錯開始讀起，之後又系
統讀了《史記》、《漢書》、《淮南
子》、《禮記》，漸漸沉浸其中。而

他也希望通過潛心研究，能將「漢唐
氣派」那種大的智慧之光，在今天展
現出來，並能為大家帶來一些新的思
考。

書寫文化的「天、地、人」
著名作家賈平凹在談到《中國人的

大局觀》時認為，該書說散文也是散
文，說雜文也是雜文。穆濤的這些文
章裏面有他的觀念，有他的智慧，同
時也有對具體問題的思考。中國作協
副主席、文學評論家李敬澤亦認為，
《中國人的大局觀》從三代說起，從
時間和天象說起，一本書從頭說到
尾，就是站在漢學立場，談中國文明
與文化的天、地、人。所謂大局，說
到底就是這個天、地、人的格局。一
個中國人，立起這個大局觀，便是行
於世間的安然坦然。
「大局觀是指生活態度。我們要蹈

大方，但大方是什麼呢？大的東西是
無止境的，外延是廣闊的，是可以無
限探索的。」對於「中國人的大局
觀」，穆濤的理解既傳統又特別。在
他看來，大的東西有時候不一定是在
遠方，可能在人們心裏面，在大家認

識裏面，是需要具體認知，認真探討
的。
穆濤進一步指出，春夏秋冬，再

加上天和地，被先民稱為「六
度」，形成了中國人最初的標準和
原則。再比如二十四節氣，這是漢
代形成的認識，在《淮南子》這部
書中有完整表述，每個節氣都是15
天多一點點，累加起來就是365天
多一點。在漢代時候，中國人用自
己的方法，就已經達到了這種高精
度。特別是中國人自古就有敬天的
意識，修齊治平的最高境界是和
諧，人與人和諧，國與國和諧，人
和動物、山水自然和諧，和周邊的
一切都達到和諧。想一想古人的這
些觀念，真的是很有現代價值的。

汲取歷史智慧
感受文明脈動

在《中國人的大局觀》第一專輯
《從發現時間開始：一根由神奇到神
聖的棍子》章節中，穆濤寫道：「光
陰這個詞的本義是光的影子，先民們
通過觀測計量影子的位移，把『時』
區分出『間隔』，『時間』的概念產

生了。有了時間，也開始有了歷
史。……光陰是被一寸一寸捕捉到
的，這個過程，既緩慢又漫長。」
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

浩撰文表示，讀《中國人的大局
觀》，展卷開合之間，讀者置身經典
建構的歷史現場，汲取歷史智慧，感
受文明脈動。「走進經典，重新認識
那些我們熟悉的歷史文化——天地四
時、家國天下，把零散的知識點連成
一條線、匯成一張網，進而了解歷史
的源流、文化的邏輯，令人有所發現
和領悟，溫故而知新。」而著名學者
鮑鵬山認為，寫歷史，一定是寫問
題，穆濤這本書是在尋找一些問題的
答案。
「我們為什麼回頭看？其實多數情

況下是為了往前走。」穆濤表示，往
前走會遇到很多問題，也會遇到很多
障礙，有些地方可能走不通，有些時
候辨識不了方向，那就回頭看看歷史
上發生的事，從歷史經驗裏找找方
法，找打開難題之鎖的鑰匙，「在我
的理解中，我們反觀歷史，很多時候
是在找啟示，給我們今天如何往前走
提供一種智慧的選擇。」

睽違八年出版《中國人的大局觀》

魯迅文學獎得主穆濤：
反觀歷史 乃為尋求啟示

◆西安是漢唐之都，穆濤新作《中
國人的大局觀》借先秦兩漢之風，
吹拂今人襟懷。

◆西安歷史悠久，濃厚的歷史文化
氣息給穆濤的創作提供了良好的氛
圍。

◆穆濤新作以歷史故事和至理名言
啟迪社會與時代。

◆◆魯迅文學獎魯迅文學獎
得主得主、、著名作著名作
家穆濤家穆濤。。

◆《中國人的大局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