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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寫作模式的體驗
香港大學教育博士研究生 蔡啟光

（本專欄Facebook專頁：facebook.com/ITChinese）

乙一所作的《只有你聽到》是一
本靈異奇幻小說。作者以深刻的筆觸
，透過三個不同題材的短篇故事，勾
勒被社會忽略遺忘的一群；當中最令
我深刻的故事是《Calling You》。

故事講述主角涼子，她是唯一一
個沒有手機的高中女生，因為她沒有
機會打電話給她的朋友。每天她都是
獨自一人，她亦害怕與人交往，休息
的時候總是躲在無人看得見的角落。
不過，她心底裡卻愈來愈希望擁有手
機、可以跟同學們溝通聯絡，所以在
腦中幻想了一部手機。一天，透過腦
中幻想的手機，誤打誤撞下認識到一

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真也和由美。
他們透過腦中的手機對話、溝通，逐
漸成為好友。真也更相約涼子見面，
不幸的是在見面當天，真也為了拯救
遇到交通意外的涼子而犧牲了，這件
事對涼子的打擊很大，也令她想起在
真也死去的前一天，由美向她囑咐的
加油，彷彿早已知道意外會發生。幾
年過去了，涼子經歷了很多，也結交
了朋友，進入大學後，她就買了真的
手機。

一天，塵封了好幾年的大腦電話
奏起了久違的來電旋律，電話那頭是
迫切的女聲，交織着焦急和不安。各

位同學，你們知不知道打電話的女孩
是誰呢？她就是高中時的涼子，透過
大腦電話與未來的涼子通話。結局是
否出乎意料呢？

看完這本書後，我感觸良多，我
很同情書中主角涼子，以前我也很害
怕結識新朋友，幸好我現在結識了一
班知心友，我們有共同興趣，相處融
洽。我明白高中時期的涼子，在人生
路上偶然會感到寂寞是必然的。暫時
未認識知心好友，只是緣分未到。我
相信與人相處，只要態度真誠、將心
比心，一定能結識到知心好友。

另外我很佩服作者的寫作手法，
他充滿幻想力、故事出人意表，內容
表現了人生的黑暗面，故事結尾留給
我的雖然是感傷，但在感傷之中，透
出了點點的光明，與我以前看的書截
然不同。若同學喜歡另類的作品，相
信這本書是不錯的選擇。

季選評委簡評
─初中二年級的香港學生也看乙一
的書，我既意外更欣賞，乙一是日本
有名的年輕推理小說家，本隨筆最後
一段很準確地說出了乙一的作品特點
，可見作者閱讀的功力不低。

（兒童文學作家 陳葒）

在眾多散文之中，使我最深刻的
是《我的四個假想敵》。《我的四個
假想敵》中提及的假想敵，全都是作
者四個女兒的男朋友，作者在題目中
用帶有貶義的「敵」字，可見作者對眾
女兒的男朋友所持的態度是負面的。

作者用了不少四字詞語來形容女
兒男朋友的行為舉動： 「躡手躡腳」
、 「心存不軌」、 「別有用心」、
「形跡可疑」等；又說他們是 「聳肩

攤手口香糖嚼個不停的小怪人」、 「
仔」，顯然作者認為他們並不配與
他的女兒在一起。以上例子，可體現
作者的一句話： 「父親和男友，先天
上就有矛盾。」中國是傳統農業父系
社會，女性自古 「在家從父，出嫁從

夫」，所以有 「嫁出的女，潑出的水
」來比喻女兒出嫁後與父親關係疏離
。作者育有四女，女兒幼小時完全屬
於作者，但女兒日漸成長，便多與男
友在一起而忽略自己，當然不是味兒
，感到患得患失。

文中不少地方亦顯示了這種感覺
。例如作者後悔沒有把女兒用急凍術
來冷藏；當女兒不乖時恨不得把假想
敵帶走，但之後又懊悔不已；引用納
許的詩： 「在爽身粉裡撒胡椒粉」、
「把鹽撒進奶瓶」、 「把沙撒進菠菜

汁」來對付公園中的嬰孩假想敵。他
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把女兒留在自
己身邊，對女兒的關愛表達得細膩而
含蓄。

作者寫此文的目的，不是故意破
壞自己開明的父親形象，只是發一下
牢騷，抒發對女兒的關愛之情而已。
作者說： 「人生有許多事情，正如船
後的波紋，總要經過後才覺得美的。
」航行中的船隻，船身不斷受海水沖
擊，激起無數白花，因阻力形成漂亮
的波紋。人生也如此，世事無法掌握
的確對人造成傷害，但是只要捱過這
些困難，必有美好的前路等着你。

人生像鐵軌，長度上天早已注定
，或許眼前有不少分岔路，帶你通往
光明之路或萬丈深淵，不論結果如何
，過程總有美好一面，如作者所說：
「人生有許多事情，正如船後的波紋

，總要經過後才覺得美的。」所以，
我們要珍惜現在的回憶，也要努力活
出明天的記憶！

季選評委簡評
—在第一段，小作者突出了 「假想
敵」 的 「敵」 字，從而指出父親對女
兒男友的態度。由此可見，小作者的

觀察力和分析很強。在第三段，小作
者指出敵視女兒男友一事，背後反映
出父親對女兒的愛。言之成理。

（大學教授 何萬貫）
─倩蓮同學只選取了其中一篇印象
深刻的散文進行分析。看了她的感想
讓同樣身為父親的我也有衝動看看此
書。她把作者對女兒的愛分析透徹，
亦能適當引用原文，從中體會珍惜現
在、活出明天的道理。

（教聯會副主席 王惠成）

我很少涉及理財類圖書，但龜田潤一郎的
《有錢人為何用長錢包》卻一下就吸引到我的目
光。最初我是因書名和設計而買下這本書，但真
正吸引的還是它的內容，讓我真正了解到 「你不
理財，財不理你」真諦所在。

正如書名所講，作者通過作為稅務師的親身
經歷來敘述有錢人是為何使用長錢包，以及將其
變成一個很好的理財工具。我覺得作者的個人癖
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為他的癖好就是觀察別
人的錢包。他發現了成功的企業家都是用長錢包
，而且都是整整齊齊、非雜亂無章；並且通過與
企業家聊天發現，他們都非常重視錢包，在他們
眼裡這是對金錢的態度問題。文中一企業家所提
到的有趣的 「理論」說到：讓大家要像酒店招待
貴賓一樣的去對待錢包裡的鈔票，這讓才能讓鈔
票覺得享受了貴賓的待遇而再次光臨。

簡單的翻看幾頁後還真覺得自己要馬上去換
一個長錢包，因為我是用的短型二摺錢包；而且
文中總結了有錢人使用長錢包的十個共性中，我
一個都不具備，那麼此時不換更待何時？這些共
性重點提到，首先要把錢整齊的放在一起，從金
額的大小以上下前後的順序排好，這讓我們打開
錢包就能一目了然錢的面額和數量。其次就是要
多放一些50元紙幣，讓它們去守衛後面的百元大
鈔，讓百元鈔盡可能留在錢包裡。因為50元平時
流通量少，用 100 元買東西通常都會找幾個 20 或
10元，50元往往很少，久而久之成為習慣就慢慢
發現這是一個理財手段。

其實這本不同於其他理財類書，通過 「長錢
包」這個媒介，讓我更容易的理解到如何去理財
，這並不是讓我簡簡單單去銀行買幾個基金、投
資黃金之類，而是讓我在不知不覺中通過使用錢
包養成一個良好的習慣，開源節流、從源頭做起
，更讓我想起了一句話： 「細節決定成敗」，從
細微處入手，一點點細微的改變最終匯成一個大
改變。

簡單的幾個習慣就能帶來大改變，我發現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這句諺語說的是多麼的

在理。現在我也會隨時翻看這本書，時刻提醒自
己是否真的有做到上面提到的；不斷地對自己說
， 「你看有錢人還這樣做呢，你這個沒錢人怎麼
能做不到呢？」

筆者在 2005 年開始寫網誌（Blog）、
2007年開始用Facebook、2009年開始發微博
（Twitter），早已習慣在網上寫作，並嵌入
相片、短片以至簡報（slides）增強表達效果
。到2011年9月撰寫此專欄，每星期一篇；
倒過來，由網上多媒體返回傳統印刷媒體，
由新復舊已近半年，謹把體驗概述如下，以
資參考。

網上寫作，不論網誌、Facebook 或微博
都可以即時發布；專欄就要一星期前交稿，
經編輯審訂、排版印刷，一星期後才見報。
網上寫作發布後，萬一發覺不妥，自己可立
即修正重發；但專欄文章印在報章，白紙黑
字、無法修改，所以，筆者都會校對數次才
交稿。專欄寫作要符合報章版位，故有篇幅
限制（本欄約 650 字左右）。筆者在謀篇布
局時，已要預算字數：一定要夠材料才能成

篇，若過多唯有剪裁割愛，或勉力延展為續
篇。網誌寫作則沒有篇幅限制，長短隨意、
因文所需。

最大挑戰就是回復純用文字表達，尤其
是要寫互聯網、多媒體的題材，卻不能以其
形式輔助說明，就如回到未有互聯網的年代
。這令筆者體會：文字是本，媒體為副；寫
作之本為文字運用，要只用文字仍足以令讀
者明白，藉此鍛煉原始寫作的功力，練好基
本功！

筆者嘗試新舊結合，開設Facebook專頁
，以期與讀書互動交流；每周專欄文章刊出
後，筆者可在Facebook專頁補充資料，加以
增益；讀者亦可回應專欄所載，甚至與其他
用戶討論交流，互相切磋。傳統印刷媒體與
現代社交網站，若能配合得宜應能繼續保存
，而且發揮更大。

清末皇宮的籠中鳥
──讀《德齡公主》上、下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5A 凌曉婷

聽，誰的寂寞呼喚
──讀《只有你聽到》
勞工子弟中學 中二 金倩敏

珍惜現在 活出明天
─讀《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5C 陳倩蓮

讀書為人

編前語編前語
我最喜歡的篇章是《失去的光榮

》，這篇章是講述不同的人要在皇宮
中生存的遭遇和感受。當中即使是位
高權重的慈禧太后也不能在宮中過得
舒心、快樂。

當中令我感受最深刻的遭遇是皇
后一生。皇后從小與皇上一起長大，但
皇帝一直不喜歡她，直到他們結婚的
時候，皇上仍然沒有正眼看過她。皇
后即使處於高位，但連自己的幸福都
不能掌握，一生困於華美的牢獄之中。

我喜歡這書的原因是這書最能帶
出皇宮中人那種身不由己的感受。因
為在日常生活中家庭、學校等地方都
給予我們很大的自由度，我實在是不

能理解那種被困住又不能解脫的心情
。但看完這篇章後我能明白到這心情
，因為在篇章中把各人在皇宮生活的
苦處都很仔細地描述出來，令我深深
地體會到那種無可奈何的感覺，令我
對人又有了新的看法。

我讀完這本書時遇到的困難有二
：一因為這本書是以真實的歷史為藍
本所編寫的，因此當中記述了很多清
末的歷史資料，而我對清末的歷史認
識不多，所以在看這本書的時候常會
遇到一些不太了解的歷史資料，這時
候我便需要去翻查資料以便於我去理
解書本的內容。

二是因為這本書的背景是在清末

，與我身處的時代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因此我在理解當時的人的心理狀況
的時候也有點困難，不過經過我多番
琢磨之後，勉強也能得出答案。

這本書主要是講述德齡從 17 歲被
召回國侍候太后直至她離開皇宮的遭
遇，這本書不但記錄德齡生活的事情
，也記錄了皇宮中人如何接受外來的
文化，令我對不同的生活環境有新的
看法，也讓我對清末的重要人物有新
的認知。

總結來說，這本書令我學懂了很
多，實在是一本值得推介的好書。

季選評委簡評
——這篇隨筆有兩個優點，一是作者
能將書中內容與自己的生活聯想比較
，帶出對現實生活的新體會。二是作
者坦率地分享自己閱讀的困難，側面
表達書的歷史性質和時代背景使這篇
隨筆與眾不同。最後一段概述全書內
容若置前較好。

（兒童文學作家 陳葒）
——曉婷同學文筆流暢，能從自己的
喜好及閱讀困難來分析此書。

（教聯會副主席 王惠成）
——從己身的自由感受書中人物內心
之苦，從今人的角度探討書中所述現
象。文中說有 「新的看法」 ，可惜沒
有具體說明。

（大專講師 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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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第三輪讀書隨筆寫作比賽開始收稿。
《讀書樂》2月份贈書書目如下

顧問名單
（香港）作家曾敏之、阿濃；大學教授黃坤堯、黃

子程；出版社老總關永圻；出版社總編輯孫立川；（深
圳）教育學會秘書長汪繼威及資深出版人陶明遠

評委名單
（香港）作家孫慧玲；中學教師許承恩、李偉雄、

鄧飛、李勇紅；中大博士研究生陳亮亮；報章編輯呂少
群、馬凱婷；（深圳）資深出版人班國春及楊青雲

季選評委名單
香港作家陳葒；大學教授何萬貫、大學教師何萬宇

、大專講師梁勇及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

歡迎投稿
第三輪香港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正在收稿，入圍

作品將陸續於 「書海遨遊」 刊登。請注意下列稿例：
．比賽分組及字數：高小組300字、初中組 500
字、高中組800字；均包括最多200字的書介
（包括書名、作者及出版社）

．可自定文章標題
．截稿時間為2012年6月13日
．稿件請電郵至tkp.reading@gmail.com
查詢可致電28311650

青春篇

戰士永遠是年輕的；他不猶豫、不休息。戰士永
遠不會失去青春的活力 ─巴金

沒有理想的青春，就像沒有太陽的早晨
─佚名

只要人心中有了春氣，秋風是不會引人愁
思的 ─冰心

我在香港的自然觀察和書寫
嶺南大學駐校作家公開講座

講者：台灣作家劉克襄
日期：3月9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5時至6時半
地點：嶺大李運強教學大樓G22
語言：普通話
查詢：2616 8856

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香港學生

季選作品季選作品

從錢包看理財
程登輝

書海遨遊

文學活動

名人名句

美國作家愛默生說過，書架上的書都是一隻隻
正在沉睡的智慧小精靈，當我們翻開書，就是幫它
們解開沉睡的魔咒；閱讀後，就可以得到它們的智
慧。

現在這年代，很多人都喜歡分享，不過是在臉
書上載自己拍下的照片、打下的一兩句文字；又或
者是轉載一些文章、影片、圖片或網站。也許很多
學生對閱讀都沒什麼興趣、對寫作沒什麼好感，但
不要忘了，閱讀和寫作都是一種分享的方法；更是
一種較有深度的分享方法。

看完一本書，你看到也學到了不同的事物、聯
想到書中的內容可能是現實的一部分、書中某角色
的帶出的感情牽引着你，讓你不禁設身處地去想：
「如果我是那個角色，我會怎樣？為什麼」……很

多很多。其實，小精靈帶給你的不止是智慧，它還
能令你慢慢開竅，學懂反思、體會世界之大。

也許現在你不是不喜歡閱讀和寫作，只是沒有
公開的勇氣。踏出第一步，讓自己體會一下投稿後
的新感受─是怎樣的呢？

本報《讀書樂》的讀書隨筆寫作比賽已到了這
學年最後一輪，即日起開始收稿，6月13日截止。
把握機會向大家分享你從小精靈身上得到的智慧
吧！

書 名
《窗裡窗外》
《縱橫看世界》國際評論集
（上、下）
《逆境中的的從容》

《血沃中華》

《細味人生100篇》

作者／編者
林青霞

胡后法

李焯芬
盛一平、

王偉、李啟文
李怡

出版社
天地圖書

大公報

天地圖書

大公報

天地圖書

閱讀，解開束縛

獲獎同學將隨機獲得上述贈書一本（套）；名單將
於下周三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