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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盛宴
文學是藝術，是文化的載體；也是豐富心靈的精神糧食。

正如有人講求食物的營養和品質，獲獎的文學作品往往是注重閱讀質量人士的首選；又如有人喜歡不同美食的自

助餐，匯萃不同形式的文學活動亦教人期待。無論閣下的文學「口味」屬前者或後者，「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及

「香港文學節」都能滿足你的文學「胃口」，令你回味無窮！ 

由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的「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及「香港文學節」，始自九十年代，並已成為本地文壇的兩項盛

事，宛如兩席豐富的文學筵席。「第十二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剛於去年十一月揭盅，緊接其後「第十屆香港文

學節」亦將於今年六月底舉行。

本地文學「營養餐單」：
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在香港，有不少作家努力筆耕，創作多樣化的作品，豐富了本土的文學

創作。「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正是要表揚香港作家的傑出成就，鼓勵

他們繼續創作優秀的中文文學作品，以及推動香港出版商出版本地作

家的文學著作。

「第十二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是頒發給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二年間

由香港作家撰寫及在港初次出版的優秀中文文學作品。頒獎禮於去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舉行，今屆共有十本獲獎書籍，由二十五位來自香港及

海外包括中國內地、台灣的資深作家和學者組成的評審團，在一百二十

三本提名書籍中精挑細選出來，絕對是一張具份量的文學「餐單」！

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主席梁智仁教授（前排左五）、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

長楊立門（前排左四）、康文署助理署長（圖書館及發展）李玉文（前排左

六）與評判、得獎者及出版社代表合照。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圖書館索書號

雙年獎作品		 《只道尋常》	 鍾國強		 川漓社	 851.48		8261

推薦獎作品	 《而我們行走》	 呂永佳	 文化工房	 851.48		6032

雙年獎作品		 《蝦子香》	 胡燕青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848		4745

推薦獎作品	 《虛齒記》	 曹疏影	 kubrick	 848		5516

雙年獎作品	 《烈佬傳》	 黃碧雲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857		4411

推薦獎作品	 《細說：梁品亮小說集》	 梁品亮	 川漓社	 857		3360

推薦獎作品	 《香港歌詞八十談》	 朱耀偉、黃志華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913.391		4444

雙年獎作品	 《Q版特工29：暗域狙擊》	 梁科慶	 突破出版社	 857		3320

	 《長翅膀的夜》	 韋婭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J851.48		4041

推薦獎作品		 《幸福窮日子》	 阿濃	 突破出版社	 848	7135

散文組

小說組

文學
評論組

兒童少年
文學組

新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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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本地文學作品：雙年獎獲獎作品巡禮

新詩組雙年獎 — 鍾國強《只道尋常》

內容簡介：�收錄了作者八年來的作品，全書共分五

輯，包括「尋味」、「誌物」、「他

城」、「變魚」、「層積」，從生活、

懷人、新聞中記錄了香港今昔變化與他

的童年逸事。

評審評語：�《只道尋常》文字精審，意象鮮明，對

城市生活的抑鬱以矜持淡定的筆觸呈

現，透露了無可奈何的憤怒。

新詩組推薦獎 — 呂永佳《而我們行走》

內容簡介：�收錄了作者自2007年至2011年上半年

的詩作，全書共分為六輯。以活潑流暢

的文字，表達個人對城市的感覺。

評審評語：�文字流暢，想像力豐富。從日常生活的

細密觀察中體味生命的意義。讀來感

人，抒發真情深意，在沒有重大意義的

事件中尋覓生命的質感。

散文組雙年獎 — 胡燕青《蝦子香》

內容簡介：�收錄近二十八篇散文，主要圍繞作者生

活的所見、所思、所想，包括題材多樣

的隨筆雜感、討論大學工作的感受，以

及家庭、個人生活的感想。

評審評語：�《蝦子香》以優美的筆觸和深厚的感情

處理平凡的題材，特別是其中幾篇寫以

作者家人為題材的文字，值得細味。

散文組推薦獎 — 曹疏影《虛齒記》

內容簡介：��《虛齒記》以詩化筆法寫旅遊經驗，用

靈巧的筆觸寫地方人事和食物，題材遍

及人、食、事、時、詩，綜合了作者的

國內生活與國外遊歷的體驗。

評審評語：�帶有濃郁的詩意，剔透玲瓏的語句，

在這一系列專欄文章的結集裡，淋

漓盡致的展現。以活潑不俗的食物描

述，亮麗地說南道北，不落飲食聞香

談物之俗媚。

小說組雙年獎 — 黃碧雲《烈佬傳》

內容簡介：�《烈佬傳》講述六十年代活躍於灣仔一

帶的黑社會故事，一群江湖「黑暗之

子」經常進出監獄，用文字表達某層面

人士內心悲情、無望的感受。作者以第

一身角度敘事，全書大膽起用廣東話書

寫，具有濃厚本土色彩。

評審評語：�黃碧雲做了大量採訪收集，卻必須把

紀實轉化為藝術虛構，把「他」轉化

為「我」；還必須把一群江湖「黑暗

之子」故事轉換為逝去的「灣仔」形

象，一個資深作者「風格搏鬥」令人

印象深刻。

小說組推薦獎 — 梁品亮   

《細說：梁品亮小說集》

內容簡介：�分「內篇」和「外篇」合共十個短篇小

說，關乎時間、愛慾及語言。以細緻的

語言、人物和環境設計的嚴密鋪陳，營

造了一篇篇獨特的故事。

評審評語：�作者精通英美文學及歐陸現代主義經

典，小說中綿密地交織著莎翁雋語和無

數經典意象，從人物姓名到對話台詞，

幾乎「無一字無出處」。具有相應閱讀

背景的讀者當能處處會心微笑。

文學評論組推薦獎 — 朱耀偉、黃志華 

《香港歌詞八十談》

內容簡介：�既談歌詞特色，也勾勒出香港在不同年

代的發展面貌，從六七暴動的〈鐵塔凌

雲〉、新移民的〈東方之珠〉、回歸十

年的〈始終有你〉，從中看到香港歌詞

的演變歷程。

評審評語：�《香港歌詞八十談》雖非傳統認知之文

學評論，但對八十首起自1937年、止

於2010年之香港粵語歌詞，既有文本

細讀，又有歷史爬梳，且行文清通，值

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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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少年文學組雙年獎 — 梁科慶 

《Q版特工29：暗域狙擊》

內容簡介：�《Q版特工》系列迄今已出版逾三十

部，故事以特工阿Wing為主角，講述其

執行特工任務的故事，其中《Q版特工

29：暗域狙擊》則以拍檔阿漆扮演臥

底，追捕毒犯為故事題材。

評審評語：	此書有很多資料搜集，內容豐富，在寫

作的素材和手法上均富於香港本土特

色，其懸念環環相扣，情節引人入勝，

在緊湊的動作推進中還包含有細膩的情

感描摩，適合包括少年兒童在內各個年

齡段讀者閱讀。

兒童少年文學組雙年獎 — 韋婭  

《長翅膀的夜》

內容簡介：	《長翅膀的夜》是一本童詩集，內容主

要環繞大自然，以春夏秋冬為題材貫穿

整本詩集。

評審評語：	《長翅膀的夜》收入了作者不少優秀的

童詩作品，詩人以細緻入微的觀察、婉

約優美的文字、豐富的聯想和清新的意

象，書寫大自然一事一物，充滿生命和

童趣。

兒童少年文學組推薦獎 — 阿濃  

《幸福窮日子》

內容簡介：�以從廣東遷居至香港的女孩為主角，講

述她的移民生活，有被敵視、誤解的無

奈，亦有被理解、被相助的溫暖。

評審評語：�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和真摯的情感書寫大

陸移民如何融入香港生活的一個側面，

故事的題材和主題有著濃郁的本土文化

色彩，敘事真誠，語言清新。

所有獲獎書籍除可於香港公共圖書館借閱之外，還在十二間公

共圖書館巡迴舉行「歷屆雙年獎獲獎作品展覽」，展期由現在

至五月。詳情可瀏覽以下網頁	www.hkpl.gov.hk/biennialaward。

文學自助餐：
第十屆香港文學節

同樣是隔年舉行的「香港文學節」，每屆都會廣邀作家、學

者、文化評論人及文藝團體，一起精心烹煮鮮美的文學佳餚，

如專題展覽、研討會、作家講座、導讀會、詩歌朗誦會、比

賽、交流會和文學行腳等，為文學節增添趣味和新鮮感，迎合

文學愛好者的興趣，培育香港文學新一代。

第十屆香港文學節將於6月26日至7月13日舉行，主題為「念念

不忘」，透過多采多姿、不同形式的文學活動，讓市民浸沉於

文學的氛圍，普及文學欣賞。

前奏比賽打開文學「胃口」
配合文學節，圖書館率先舉辦專為小學同學而設的文學作品演

繹比賽；以及設中學組及公開組的「文影共舞」短片創作比賽

和「當我想起你」徵文比賽，作為文學節之前奏活動。

「文學作品演繹比賽」專為小學同學而設，參賽者以講故事的

方式演繹文學內容，展現本地文學作品的精髓。截止報名日期

為2月20日。

「當我想起你」徵文比賽分為中學組及公開組，參賽作品以記

憶為主題，故人、舊物、往事均可為寫作材料，並可附上兩幀

配合作品的照片參賽。截止參賽日期為3月20日。

「文影共舞」短片創作比賽鼓勵大眾以錄像形式從影像的角度

探索及演繹文學藝術，分為中學組及公開組。截止參賽日期為

3月27日。

有關三項比賽的詳情及第十屆香港文學節的最新消息，請留意

張貼在圖書館的宣傳海報或瀏覽圖書館網頁。

公共圖書館積極推廣本港文學藝術的發展，除了
文學雙年獎及文學節外，圖書館亦定期舉辦多項
文學活動、比賽及獎項，包括「文學月會」、「青年
創作坊」、「兒童文藝創作坊」、「學生中文故事
創作比賽」、「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及「中文文學
創作獎」，並將比賽的得獎作品結集成書，亦把文
學節研討會彙編及文學專研課題的成果結集出
版，贈予學校圖書館和相關機構。此外，香港中
央圖書館的香港文學資料特藏，透過積極保存和
整理所收集得來的本地文學資料，鼓勵香港文學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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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ast for local literature lovers
Those with a strong appetite in local literature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in 2014 as they 
can treat themselves with ten award-winning works and get ready for the coming Hong 
Kong Literature Festival in late June.

The 12th Hong Kong Biennial Award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The winning works of the 12th Hong Kong Biennial Award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were announced on 28 November 2013. 
They include poetry reflecting the writer’s thoughts on city life, 
an essay expressing genuine feelings of daily life, a fiction work 
that uses the Cantonese dialect to describe the inner world of the 
underprivileged, literature on science and suspense fiction for 
children and youth, and beautiful poems for children.

Over 120 literary works were nominated for the 12th Hong Kong 
Biennial Award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the entries ranging 
from works by veteran local writers to those of budding authors. 
These nominated literary works were assessed by adjudication 
panels. After thorough selection and discussion, five Biennial 
Awards and five Recommended Prizes were awarded. 

Poetry Category

Biennial Award:  ‘Everydayness’ by Chung Kwok-keung 
Recommended Prize:  ‘We Walk Still’ by Lui Wing-kai 

Essay Category

Biennial Award:  ‘The Scent of the Shrimp Eggs’ by Wu Yin-ching
Recommended Prize:  ‘Cartography of Time’ by Cao Shu-ying 

Fiction Category

Biennial Award:  ‘Tales of a Valiant Man’ by Wong Bik-wan          
Recommended Prize:   ‘Whispers: Collected Stories of Ban Leung’ by Leung 

Ban-leung 

Literary Criticism Category

Recommended Prize:   ‘Eighty Talks on Hong Kong Popular Lyrics’ by Chu 
Yiu-wai, Wong Chi-wah

Children and Youth Literature Category

Biennial Award:   ‘Ah Wing, the Secret Agent 29: Saving for the Catch’ 
by Leung For-hing 

Biennial Award:  ‘The Night with Wings’ by Chor Wai 
Recommended Prize:  ‘Our Pool Happy Life’ by Chu Pu-sun

The award-winning books from the 12th Hong Kong Biennial 
Award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previous Biennial Awards 
have already been included in the public libraries’ collection. They 
are also on display in a roving exhibition at 12 public libraries until 
May.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the Biennial Awards homepage at 
www.hkpl.gov.hk/biennialaward.

Biennial Award winners of the 12th Hong Kong Biennial Award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left) Wu Yin-ching, Chor Wai, Leung 
For-hing and Chung Kwok-keung.

The 10th Hong Kong Literature Festival  
is coming soon

Another major literary event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is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Festival. 
Presenting a variety of literary 
programmes conducted by 
both local and overseas 
scholars and writers, the 
festival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for literary enthusiasts in the 
territory. 

Local Chinese literature lovers will have an enriching summer as the 
coming 10th Hong Kong Literature Festival, with the theme ‘Feeling 
Nostalgic’, will bring a wide range of lively activities including a 
thematic exhibition, symposiums, guided reading sessions, 
workshops on different literary genres, interval programmes with 
renowned writers and scholars as well as poetry recital from 26 
June to 13 July. 

Three pre-festival competitions to whet 
your appetite

Three pre-festival competitions have been launched to engage 
studen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for participation, namely the 
Literary Performance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 ‘When I Remember’ Writing Competition and the ‘Literature 
& Film’ Short Video Competition, both with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Division and the Open Division.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publicity posters posted at public libraries or visit the HKPL 
website. Enquiries: 2928 4551.

Deadlines for application submission:

* Literary Performance Competition: 20 February 2014

* ‘When I Remember’ Writing Competition: 20 March 2014

* ‘Literature & Film’ Short Video Competition: 27 Marc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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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教育、長者保健及地球資源等都是不少讀者關心的課題。

大家除了從圖書館館藏中找到有關的資料外，也可透過參與圖

書館的活動，獲取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實用資訊，讓圖書館成為

你的生活加油站！

公共圖書館在一月至四月期間，舉辦有關親子教育及長者保健

的講座，以及有關水資源的展覽，為家長、長者及其照顧者，以

及關心地球資源的朋友提供實用及切合需要的資訊。

俗語說「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為人父母為子女生活的大小事務勞心勞力，悉

心照顧間卻容易忽略給子女「鍛鍊膊頭」的機會。另方面，近年港孩常被理解為不

動腦筋、欠缺學習及生活動力；其實每個孩子都是獨特而富有潛質的，關鍵在於能

否賞識他們的「亮點」。

大埔公共圖書館將於二月舉辦兩場親子教育

講座。首講將與家長分享有效提升子女責任

感的方法，讓家長了解如何鍛鍊出「有膊頭

的孩子」。第二講則與家長分享如何從生活

中發掘子女的性格特質從而因材施教，開發

孩子的無限潛能。

親子教育系列講座

「有膊頭」的孩子�﹣�提升子女責任感

	 2月9日（星期日）

	 講者：阮淑慧姑娘（註冊社工）

認識子女性格特質與目標訂立

	 2月16日（星期日）

	 講者：洪嘉欣姑娘（註冊社工）

時間：下午2時至3時30分

地點：大埔公共圖書館

對象：6至12歲兒童及家長

查詢：2651	4334

根據政府統計處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報告的資料，觀塘區是十八區中長者人口

最多的地區。區內三間公共圖書館將於二月舉行有關長者健康的講座，幫助長

者及護老者對長者保健有更全面的認識。

三場講座分別介紹運動對長者生理和心理的好處，如何幫助長者寓運動於遊戲；

長者健康飲食餐單及長者常見的飲食問題；以及長者的日常護理問題等。無論是

區內的老友記或是需要照顧長者的人士，都別錯過這次講座系列。

公共
圖書館

環境保護
長者健康

閱讀

親子
教育

圖書館 動
你的生活加

油站

長者健康講座系列
輕輕鬆鬆做運動

	 2月15日（星期六）

	 地點：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查詢：2927	3055

長者飲食知多少

	 2月16日（星期日）

	 地點：藍田公共圖書館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查詢：2927	7055

長者保健知多少

	 2月23日（星期日）

	 地點：牛頭角公共圖書館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查詢：2927	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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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館資訊站 | Branch Highlights

食水是非常珍貴的天然資源。世界上很多地方都缺乏清潔安全的食

水。每一個社會都有責任確保我們可持續地運用地球上的水資源。

由現在至四月底，由水務署舉辦的「惜水•愛地球」巡迴展覽於六所

公共圖書館舉行，內容包括香港的供水歷史、有助穩定供水的水資源

管理措施、香港的水塘、水循環教室―小水點的奇妙旅程、珍貴的東

江水、食水的處理過程、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節約用水等，加強大眾對

保護水資源的認識。

「惜水•愛地球」

巡迴展覽

1月17日至30日：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2月3日至15日：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2月17日至28日：荃灣公共圖書館

3月1日至15日：九龍公共圖書館

4月1日至15日：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4月17日至30日：沙田公共圖書館

屯門區的公共圖書館一直積極與地區團體合作，在區內舉辦各項社區閱讀推廣活動，

培養閱讀習慣及推廣讀書風氣。

去年十月，屯門區議會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聯合舉辦了「屯

門閱讀節2013」大型閱讀推廣活動，屯門區公共圖書館亦積極參與，協辦各項多元化

的活動，推動社區閱讀風氣，當中包括閱讀節啟航禮暨閱讀嘉年華會、「與作家會面」

講座、「閱讀創未來」徵文比賽、填色及繪畫創作比賽、社區閱讀推廣日等，參加人數

眾多，反應熱烈。

屯門閱讀節啟航禮暨閱讀嘉年華

著名作家君比（左）及周蜜蜜（右）於「與作家會面」講座中分享閱讀及
寫作心得。



中圖掠影 | HKCL Express

香港中央圖書館錄得第六千萬名讀者
HKCL records 60 millionth visitor

香港中央圖書館自二零零一年啟用以來，一直深受市民歡迎，並於去年十二

月創下第六千萬名讀者入場的紀錄。香港樹仁大學三年級學生張嘉寶到該館

使用圖書館電子資源時，成為該館第六千萬名讀者，並獲頒贈紀念品。

張嘉寶現正修讀工商管理課程，對於能成為該館的第六千萬名讀者感到喜

出望外。嘉寶是該館的常客，經常使用館內的各種設施，特別是圖書館的電

子資源作自學進修。當日她往圖書館為功課作資料搜集，她讚賞公共圖書館

所提供的不同種類的免費網上資源及電子書，尤其對「Safari英文電子書（商

業）」及「ebrary Academic Complete 電子圖書資料庫」特別有興趣。由於她

將報考國際英語水平測試，她更喜見圖書館網站「Road to IELTS」線上互動

學習平台。

有關香港公共圖書館電子資源的詳情，可瀏覽圖書館的網頁www.hkpl.gov.hk。
香港中央圖書館亦定期舉辦使用電子館藏的簡介會，查詢電話︰2921 0222。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which has been open since 2001, reached 
a milestone last December with its 60 millionth visitor. The lucky reader, Miss 
Cheung Ka-po, a third-year student of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received 
a souvenir.

A frequent visitor to the HKCL, Ka-po was on her way to research for materials for 
a project. She was thrilled when told she was the 60 millionth visitor to the HKCL. 
Studyi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Ka-po often uses various library facilities 
for learning, especially the HKPL’s e-resources. She is greatly impressed with 
the library’s vast variety of e-databases and e-books for free public use, and 
i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the Safari Business Books Online, ebrary Academic 
Complete and Road to IELTS as she is going to take the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exam later.

For information on the HKPL’s e-resources, please visit the HKPL's website at www.
hkpl.gov.hk. User education sessions on the HKPL's e-resources are also regularly 
held at the HKCL. Enquiries: 2921 0222 

張嘉寶（左）獲香港公共圖書館總館長（香港中央
圖書館及推廣活動）劉淑芬頒贈紀念品。

Ka-po (left) is presented with a souvenir by the Chief 
Librarian (HKCL and Extension Activities)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Ms Rochelle Lau.

參考圖書館館長向張嘉寶（右）介紹圖書館的各種
電子書館藏及電子資料庫。

Ka-po (right) is being briefed by a librarian on the 
various e-books and e-databases.

專題展覽：�來自「劏房」的詩人�—�胡燕青
Thematic Exhibition on Wu Yin-ching and her works

本地著名作家胡燕青致力文學創作、翻譯及教育，著作包括新詩、散文、小說及兒

童文學。作品深受讀者歡迎，溫柔的文字令人如沐春風，並先後得過「香港中文文

學雙年獎」、「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及獲選為「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十本好書」。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的香港文學資料室現正舉行專題展覽，介紹胡燕青的文

學創作路，並展出其簽名著作和手稿。從離島到板間房，從鄉鎮到市區；從漁

民小學，平民官中到第一學府，胡燕青是如何走出一條屬於自己文學創作路？

若大家想更認識這位來自「劏房」的詩人，就別錯過這個展覽。

A thematic exhibition introducing veteran local author Wu Yin-ching and her works is 
being held in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on 8/F of the HKCL from now to April. 
A number of her works, including the latest essay collection ‘The Scent of the Shrimp 
Eggs’, have won the Hong Kong Biennial Award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Whether it is poems, essays or fictions, Wu’s writings always touch the hearts of their 
readers with her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genuine feelings of daily life. Visitors to 
this exhibition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 personal stories behind 
Wu’s writing and have a glimpse at her manuscripts and the 
autographed copies of her works.

專題展覽：來自「劏房」的詩人 — 胡燕青

Thematic Exhibition on Wu Yin-ching and her works

日期Date: 	一月至四月�January to April

地點Venue: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香港文學資料室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8/F, HKCL

查詢Enquiries: 2921 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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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習英文變成樂趣

全港中小學生齊來普選	
票百多本好書等着你的一

你的孩子對英語提不起勁？以輕鬆有趣的方式學習英語，便能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圖書館於一月
至六月期間，為小朋友及家長帶來四十場英語專題故事工作坊。

來自Theatre Noir的故事大使透過互動形式，向小朋友及家長分享閱讀技巧及樂趣。工作坊以「簡約生活」為主題的

故事，透過生動有趣的方法和圖像，既提升孩子的閱讀興趣，又增強他們對英語及「簡約生活」的認識，讓小朋友感

受：原來英文都可以好有趣！

工作坊主要以英語進行，輔以廣東話。詳情及參加方法，請留意張貼在圖書館的宣傳海報。查詢：2921 2660。

Ever wonder how learning English can be fun, effortless and effective? Storytelling is a 
good way to enhance reading and writing of children.
A total of 40 interactive storytelling sessions in English will be held at 40 different public libraries between January and 
June for children aged 12 or below and their parents. This series of workshops is a wonderful way to lead your child to the 
world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t will also help instil a love of reading while developing children’s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Led by the story ambassadors from Theatre Noir, participants will go through a magical journey and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aning of simple lif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way of living.

The workshops will be conducted in English mainly and supplemented with Cantonese.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publicity posters posed at the public libraries. Enquiries: 2921 2660.

好書無疆界，能夠擴闊心靈空間，打動人心的就是好書。遇見好

書，自然要向朋友推介，讓更多人有機會與好書相識、相知。

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香港公共圖書館合辦的「第二十五屆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及「第十一屆書叢榜」，現正接受全港中小學

生的投票。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及書叢榜的截止投票日期分別為

三月四日及三月十日。

兩項好書選舉提供共一百二十本候選書籍，供大家投票，書籍名

單可參閱張貼在公共圖書館內的宣傳海報或瀏覽圖書館網頁。

歡迎同學透過神聖的一票，給予好書、好作者和出版商支持和鼓

勵，齊為好書好作家鼓掌。

想參與「第十一屆書叢榜」投票的同學，可向就讀小學的負責

老師或圖書館主任索取選票。至於「第二十五屆中學生好書龍

虎榜」的選票，則可於教協普讀網頁http://www.hkptu.org/

reading/gdbook/25voting_form.pdf下載。此外，兩項好書選舉

的推薦書籍亦在多間公共圖書館展出。

工作坊故事專題語英
Storytelling workshops 
to arouse kids’ interest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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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超新星閱
相信不少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愛閱讀。不過，閱讀並不是天生就會，書和孩子更不

是天生就互相吸引。

去年十一月十六日，香港公共圖書館「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舉行證書頒發儀式，

共五十九名會員獲頒發證書，當中包括十一位獲頒「閱讀超新星」的同學，他們不單

積極閱讀，更把閱後感化成可愛的圖畫或優美的文字。《通訊》訪問了其中幾位「閱

讀超新星」，以及兩位積極推動閱讀的老師，從他們的分享中，足見爸媽的伴讀、老

師的引導和鼓勵，以及學校的推動，是成就愛閱讀孩子的關鍵。

閱讀始於家庭

「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證書頒發儀式

常言道：「身教勝於言教」。家長是孩子最初和最重要的老師，是孩

子最忠誠的學習夥伴。家長陪著孩子一起讀書，對培養孩子養成閱

讀習慣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家庭組「閱讀超新星」七歲的練采兒，以一幅精美的圖畫，將她閱畢

的《樹的家族》內容，生動地描繪在閱讀報告中。她說：「圖畫的小

朋友和樹一起手牽手，一同愛護地球先生，大家都掛上愉快笑容。」

陪同采兒領獎的練太，堪稱是家長參與子女共讀的典範：「采兒小

時候，我已經常陪著她一同看書，甚至規定自己，每天要陪女兒看書

一小時；現在她年紀漸長，開始習慣放學回家完成功課後，到書櫃找

自己喜歡的書籍來看。」

讀
的背後

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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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若養成閱讀習慣是起步的話，深化閱讀就是進一步將書本的知識與

生活的經驗連結起來。

兩位家庭組的「閱讀超新星」劉靖熙和伍津儀便是好例子。靖熙與

家長一起閱讀《媽媽的紅沙發》後便坐言起行，繪畫出充滿愛心的

家庭樂，並以一句「謝謝媽媽，我愛您」適時回應母親的愛；八歲的

津儀讀過《一根羽毛也不能動》後，也體會「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另外，高小組「閱讀超新星」劉浩

龍閱讀《刺青媽媽》後，亦更珍惜

自己的家庭及感恩他那常呵護他

的母親。浩龍憶述說：「在母親節

期間，學校建議我們借一些關於

家庭或親子的書籍，這本書是我在

公共圖書館借的，讀後令我深受感

動，也學懂了感激媽媽平日對我的

愛護和關懷。」

「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一直深受學界支持。今年共有五間

校獲頒「最積極推動閱讀學校獎」，包括白田天主教小學、聖

會田灣始南小學、聖公會仁立小學、港澳信義會小學及香港仔

伯多祿天主教小學；而獲得「最積極推動參與學校獎」的則有

公會置富始南小學、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聖公會仁立小學、香

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及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獲頒「最積極推動閱讀學校獎」及「最積極推動參與學校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已連續十一年參與計劃。該校代表高老師

示：「學校傳統十分重視閱

讀，除了鼓勵學生參加圖書

館的閱讀計劃外，亦定期在

校內舉辦不同閱讀活動，例

如每天也有早讀課、每年有

閱讀日，並設有家長讀書會

及閱讀獎項，鼓 勵學生將

閱讀變成樂事。」
聖公會仁立小學高老師（左）及白田天主教
小學龍主任（右）

茫茫書海如何取捨，不少

同學都是在老師的引導下

遇上好書。初中組「閱讀超

新星」梁曦文便是在老師

的推薦下，首次拜讀張愛玲

的作品。曦文在閱讀《半生

緣》後更寫下讀後感，瀟灑

的文筆令人有如在民初時親

歷其境。

另獲頒「最積極推動閱讀

學校獎」的白田天主教小學，該校龍主任透露，學校為塑造良好

閱讀氣氛而絞盡心思，如於每周舉行閱讀分享會，並在每一間課

室及操場設有開放式書架，讓同學隨手便可拿到圖書。該校更

與香港公共圖書館緊密合作，由圖書館借出各類型的書籍，供同

學按個人興趣挑選借閱。龍主任認為這種合作模式能補學校圖

書館館藏的不足，讓學生能接觸更多種類和題材的書籍。

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知多些

老師推薦遇好書

圖書館與學界齊合作

讓書本與生活結連

「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自一九八四年起推行，旨在鼓勵兒童和

青少年自幼養成閱讀習慣。計劃以幼稚園至中六的學生為對象，為

了鼓勵親子閱讀，幼稚園至小三的小朋友更可與父母以家庭形式

參加。計劃主要包括「閱讀足印」記錄閱讀進程、「我的悅讀分享」

鼓勵分享閱讀樂趣、「心儀好書推介」書籍推薦及寫下閱讀心得

等。會員閱讀後遞交閱讀心得或報告一篇，便可參加「每月之星」及

「閱讀超新星」選舉，而最積極參與「月月讀書樂」月會的會員，更

可獲頒發「樂讀小菁英」獎項。

學

公

聖

聖

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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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區圖書館專題講座

25/1 (星期六)

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

題目：肯亞的天空

講者：蘇毅雄先生

地點：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1055

25/1 (星期六)

下午4時15分至5時45分

題目：精神健康 ― 壓力管理

地點：土瓜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4155

15/2 (星期六)

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

題目： 我們的巴士故事

講者：龔嘉豪先生

地點：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1055

22/2 (星期六)

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30分

題目： 飼養寵物知多少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2555

14/3 (星期五)

下午3時至4時

題目： 齊來認識白內障

地點：黃泥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3 5065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

2014年文學月會�--＝「今古齊鳴」系列
 與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合辦

18/1 (星期六)

講題：品味‧細節：淺談小說細節的讀和寫

講者： 麥樹堅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二級講師)

講題：惜我少年時：香港文學中的昔日香港

講者： 熊志琴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一級講師)

15/2 (星期六)

講題：無名氏的「潛在寫作」

講者：   唐睿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二級講師)

講題：水滸女性英雄漫話

講者： 吳學忠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高級講師)

22/3 (星期六)

講題： 從小學、文獻到文藝：
 以傳統方法讀唐宋詩詞 

講者： 黃偉豪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二級講師)

講題：粵劇曲詞中的文學信息

講者： 朱少璋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高級講師)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2921 2645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15分鐘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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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新世代」講座

26/1 (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 Lubuntu: 視窗XP支援

        終結後的選擇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一號活動室

查詢：2921 0348

開始留座日期：1月11日

15/2 (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 企業雲端服務

地點：柴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5055

開始留座日期：2月4日

23/2 (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 邁向後PC時代

地點：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查詢：2126 7520

開始留座日期：2月8日

22/3 (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 不同作業系統的哲學

地點：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3055

開始留座日期：3月7日

以上講座詳情可向圖書館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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