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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閃圖書館 街坊即場享受閱讀樂

小朋友好動又怕悶，不肯坐定定看書？不如走出屋企、走出圖書館，
在戶外感受不一樣的閱讀氣氛。來到快閃圖書館，從書架上拿起繪
本，在閒適的環境中閱讀，又可參與攤位遊戲、「腹語說故事－親子
手作坊」，或開心自拍，既是快樂的親子時光，也讓小朋友明白，原來
閱讀都可以好好玩！

公共圖書館由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一月在多區舉行「樂在社區閱繽紛－
快閃圖書館」，為大家帶來超過二百五十本圖書，包括繪本、運動、科
學與科技等專題書籍，方便街坊到場打書釘、聽故事、做手工或借閱
電子書，在社區享受閱讀的樂趣。

最後一場「快閃圖書館」剛於一月二十日在上環文娛中心舉行，當天
大家還欣賞到Upbeat和Vocalite無伴奏合唱，以歌聲帶出正能量。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踏入新一年，香港公共圖書館匯聚社區力量，走出圖書館，推出多項創新的活動，鼓勵大家重新探索和領

略閱讀樂趣。一月打頭陣的便有「樂在社區閱繽紛－快閃圖書館」和「鬆一鬆 e閱讀小站」，以及南區的

「遊走藝術」工作坊系列和西貢區的「文康匯聚耀西貢」配合活動，為大家帶來不一樣的閱讀樂趣。

陽光下感受快閃圖書館不一樣的閱讀樂趣。

腹語師利用手偶生動活潑地為小朋友講故事，大家都聽得很投入。

從捐贈的圖書中挑選喜愛的書籍帶回家，延續閱讀的喜悅。

齊齊體驗電子閱讀。

小朋友暫時放下書本參與攤位遊戲。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踏入新一年，香港公共圖書館匯聚社區力量，走出圖書館，推出多項創新的活動，鼓勵大家重新探索和領

略閱讀樂趣。一月打頭陣的便有「樂在社區閱繽紛－快閃圖書館」和「鬆一鬆 e閱讀小站」，以及南區的

「遊走藝術」工作坊系列和西貢區的「文康匯聚耀西貢」配合活動，為大家帶來不一樣的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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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分區另類喜閱體驗

南區的公共圖書館在一月期間舉行四場「遊走藝術」工作坊系列，透過剪紙藝術、水墨藝術、彩砂、大理石紋浮水卡及藝術字，帶領參加者走進
繽紛的藝術世界。此外，為配合「文康匯聚耀西貢—『六藝嘉年華』」活動，西貢區的公共圖書館早前亦舉辦了「圖書館禮儀」書籤設計比賽，獲
獎作品由現在至三月底於調景嶺、西貢及將軍澳公共圖書館巡迴展出。

精彩活動陸續登場

圖書館今年將陸續推出更多嶄新的活動，推廣喜閱文化，推動全城閱讀。當中包括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粵港澳共讀半小時、新一輪的快
閃圖書館、品味樂齡系列、閱讀約章、夏日閱繽紛、圖書館節及故事大使計劃等。既有讓全城分享喜閱的全港性活動，亦有打造喜閱社區
的分區圖書館活動。

想知更多詳情，記得留意圖書館日後的宣傳。祝大家新一年喜閱滿FUN！

Celebrate a new year of Joyful Reading 

This Januar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ushers in the new year with ‘Fun Reading at Your Neighbourhood — Pop-
up Library’ and eReading Corner. The former features reading corner for kids, ventriloquist storytelling and crafts workshop, happy 
selfie, game booth and music performance. The latter, promoting the joy of e-Book reading, offers unlimited access to 40 selected 
Chinese e-Books without login to the library card account from now to 31 January.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the HKPL Website:  
www.hkpl.gov.hk/ereading-corner.

In addition,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Southern District and Sai Kung District have also come up with some interesting programmes this January. 
They include ‘Immerge yourself in Art’ Workshop Series held in the public libraries and community libraries of the Southern District, and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such as a roving exhibition on winning entries of the bookmark design competition previously organised by the public libraries in Sai 
Kung District to tie in with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Extravaganza in Sai Kung – Carnival of Six Arts’.

The HKPL will continue to instil a passion for reading and provide a moment of closeness for families. More is yet to come this year to 
bring you more out-of-the-box library experience and make reading everywhere. Upcoming programmes include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30-minute Reads, Pop-up Library, Seniors in Style, Reading Charter, Summer Reading Fiesta, Library Festival and Story 
Ambassador Programmes. 

Stay tuned for more details. Happy reading in 2019!

e閱讀小站 隨時體驗電子閱讀

想體驗電子閱讀？想認識圖書館的電子書館藏？那就不要錯過
圖書館的「鬆一鬆 e閱讀小站」活動了。

大家在一月期間到圖書館網上專頁，無需登入圖書館帳戶，即
可下載或線上閱讀四十本精選的電子書。四十本館藏電子書
選自HyRead及SUEP中文電子書庫，分為「生活達人」、「創 
意藝術」、「細味分享」和「喜閱無限」四大主題，大家可按個
人興趣和需要選擇。

圖書館亦於多區商場舉行巡迴展覽，設置e閱讀小站，讓大家親身體驗電子閱讀的樂趣。由現在至一月
底，e閱讀小站將於以下商場出現：

詳情請瀏覽「鬆一鬆 e閱讀小站」網上專頁www.hkpl.gov.hk/ereading-corner。

旺角朗豪坊 19/1-31/1

馬鞍山新港城中心 21/1-31/1

薄扶林置富南區廣場 22/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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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圖書站（香港文化中心）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香港文化中心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10 Salisbury Road, Tsim Sha Tsui.

2891 9355 2891 9628

libstation@Icsd.gov.hk

館訊  ● Library News

第2個 24小時自助圖書站現已啟用
The second 24-hour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 in service

香港公共圖書館剛於去年十二月在尖沙咀推出全港第二個自助圖書站，加強 
二十四小時的公共圖書館服務。

圖書站位於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劇場正門對面），儲存約三百本各類型中英
文書籍。香港公共圖書館登記讀者憑圖書證或身份證，即可借閱及歸還圖書館
資料、領取預約圖書館資料，和以八達通繳交圖書館費用與罰款。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launched the city’s second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 last December in Tsim Sha Tsui, strengthening the provision of 
round-the-clock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for the public.

The new library station is located at the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opposite 
the entrance of the Studio Theatre) in Tsim Sha Tsui, and carries about 300 
Chinese and English books on various subjects. Using their library card or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HKPL registered users can borrow and return 
library materials, pick up reserved library materials and pay library fees 
and charges with Octopus at the library station on their own. 

自助圖書站的設計取材自文化中心的獨特建築形態，與周邊環境互相呼應。圖
書站用了玻璃及竹紋水泥牆，簡潔的物料和富現代感的設計為市民締造出一個
舒適、和諧、實用的自助圖書站。

首個自助圖書站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設於港島東體育館休憩處（香港電影資料
館側）；第三個自助圖書站將設於沙田港鐵大圍站附近，預計今年上半年投入服
務。有關自助圖書站的服務詳情，請瀏覽 www.hkpl.gov.hk/libstation。

The design of the library station blends in with the surrounding context. It takes 
reference from the uniqu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and geometry of the Cultural 
Centre. Materials like fluted glass and patterned concrete panels are used. 
The modern and minimal design brings a fresh look to the covered space and 
provides a comfortable and functional library station for the public.

The first library station, set up in December 2017, is located at Island East 
Sports Centre Sitting-out Area next to the Hong Kong Film Archive, and 
the third one, located near Tai Wai MTR Station, is expected 
to launch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9. For details of 
l ibrary stat ion services, p lease v is i t  
www.hkpl.gov.hk/libstation.

圖書站的建築設計特色
Architectural design features of the library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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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訊 ● Library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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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訊  ● Library News

香港中央圖書館第八千萬名讀者陳苡晴 (中 )及母親 ( 右 ) 
與總館長鄭劉美莉 ( 左 ) 在館內合照。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s 80-millionth reader Lynette Chan 
(centre) and her mother (right) pose for a photo with Chief 
Librarian Mary Cheng (left) inside the library.

香港中央圖書館早前創下第八千萬名讀者入場的
紀錄。六歲的陳苡晴於一月三日下午與媽媽前往
香港中央圖書館，得悉成為圖書館第八千萬名讀
者，感到喜出望外。苡晴更獲香港公共圖書館總
館長 ( 香港中央圖書館及推廣活動 ) 鄭劉美莉送
贈紀念品。

今年就讀幼稚園高班的苡晴，
家住圖書館附近，每星期都會
跟媽媽來中央圖書館數次。陳
媽媽說女兒學校要求學生每天
看一本書，故經常帶女兒來圖
書館借閱圖書。母女倆在圖書
館都各有所好，苡晴喜歡看英
文書，除了故事書外，也看有
關動植物的書籍，而陳媽媽自
己也會借閱小說和烹飪書。在
家中，爸媽都會抽空閱讀，更
會陪女兒一起看書，無怪乎苡
晴經常書不離手。

為加強圖書館網上帳戶的安全，由 2019
年 3月 4日起，所有登入圖書館網上帳
戶的「網上密碼」必須為強密碼，即至
少有 8個字元，當中包括大寫字母、小
寫字母及數字。為免因更改密碼而延誤
網上續借圖書館資料，請儘早預先更改
你的「網上密碼」。詳情請參閱「更改
網上密碼的步驟」: 
 www.hkpl.gov.hk/changepassword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records the 80-millionth reader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recently reached a milestone 
with its 80-millionth reader. Lynette Chan, a six-year-old girl came to the 
HKCL with her mother in the afternoon of January 3 to look for some 

she was the 80-millionth reader of the HKCL and received a gift from 
Mrs Mary Cheng, Chief Librarian (HKCL and Extension Activities)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L iv ing near  the l ib rary  and 
studying in a kindergarten nearby, 
Lynette is a frequent visitor to the 
HKCL. As her school requires 
students to read one book every 
day, Lynette often visits the library 

good reads. Lynette likes reading 
English books, story books and 
books about nature, while her 
mother borrows novels and cook 
books from the library. A book 
lover herself, Lynette also likes 
reading with her parents at home.

For enhancing the secur i ty  of  onl ine accounts, 
passwords for login to library online accounts must be 
strong passwords with at least 8 characters long and 
contain at least 1 uppercase letter, 1 lowercase letter 
and 1 digit, with effect from 4 March 2019. In order to 
avoid delaying the online renewal of library materials due 
to changing of passwords, please change your password 
in advance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details, you may 

  
www.hkpl.gov.hk/change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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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閱空間  ● Reading Corner

閱讀帶來喜悅，啟發靈感和奇思妙想；閱讀又
讓人會心共鳴，擴闊視野。

去年十一月香港公共圖書館「兒童及青少年閱
讀計劃」舉行證書頒發儀式，四十多位在過
去一年積極閱讀的會員獲嘉許，當中二十二 
位會員憑所撰寫的閱讀報告，獲得「每月之星」
獎項，其中作品最出色的七位更獲選為「閱
讀超新星」。另外，十八位最積極參與「月月
讀書樂」月會的會員則獲頒「樂讀小菁英」獎 
牌。《通訊》訪問了其中幾位獲獎同學和學校
代表，一起來看看他們的分享。

嘉賓與得獎的兒童及青少年讀者及學校代表合照。

「日晞很喜歡問問題，很多
時我們會一起去圖書館找
答案。」日晞媽媽說。年僅三
歲的文日晞是今屆其中一名
「樂讀小菁英」，最愛跟父
母到圖書館，為各種問題尋
找答案，在家中也是書不離
手的小書蟲。日晞最喜歡看 
公主書，每晚睡前都會跟媽
媽一起看書。

日晞媽媽補充說：「每次到圖書館我都讓她自己選
擇想看的書本，她喜歡不同類型的書籍，如關於煮
食、公主故事，甚至遊旅書。她通常都會選擇多圖

畫的書。若遇到多文字
的書本，我便會邊讀邊
給她解釋。」

就讀中三的張蓁蕎以《城南舊事》的閱讀報告而成為初中組的「閱讀超新星」。「《城
南舊事》主角英子一方面想做大人，另方面又害怕失去很多特權，我跟英子年紀相
若，所以很有共鳴，我對做大人亦感到很矛盾，同時明白若要成為大人，就要學懂
獨立及堅強面對困難。」蓁蕎的閱讀興趣廣泛，由英文小說到歷史書，以至武俠小
說也喜歡，從中學習到朝代的迭起及人生態度。她覺得閱讀除了陶冶性情，又可吸
收知識，以及運用到學習上，實在是一舉多得。

獲頒「閱讀超新星」（家庭組）的張
黹灝喜歡偵探和冒險小說，平日做完
功課和睡前都會看書。他說看書讓他
學會很多生字，作文亦有進步。因上
學車程較長，所以會利用乘車時間閱 
讀，當遇有不明白的地方，張媽媽便
會從旁指導。黹灝在閱讀《我要金手
指》一書後明白到做人不可以貪心。

十二歲的胡瑞恩是高小組的
「閱讀超新星」。她自小喜
歡閱讀，尤其喜歡看小說
及馬翠蘿的作品。她說閱讀
不但能帶來樂趣，更令文筆
大有進步，所以課餘會爭取
時間看書，又會與父母一起
去圖書館借閱不同種類的書
籍。杏林子的《生之歌》啟
發她要迎難而上，永不放棄。

樂讀小菁英透過閱讀找答案 閱讀超新星分享「悅讀」體驗

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會員獲嘉許

公



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Newsletter 7

喜閱空間  ● Reading Corner

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知多點 
Know more about the Reading Programme 
for Children and Youth

該校李婉雯老師分享說：「同學們本身
都很主動閱讀，參加這個計劃的主要
原因，是希望將學校的圖書館與社區的
圖書館連結，鼓勵同學們多利用公共圖
書館的資源，並養成終身閱讀的習慣。」

該校陳思瑋老師分享說：「為營
造全校的閱讀氣氛，我們設有早
讀課，又鼓勵學生出外時隨身帶
備圖書，另外每年都會有 Buddy 
Reading 活動，由學兄學姊跟
學弟學妹講故事，除了表現關 
懷，亦有助宣揚閱讀的重要。至
於閱讀大使計劃，就是讓同學們自
己拍一段介紹圖書的短片，並向全
校播放，希望以有趣的方法吸引
同學到圖書館借閱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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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its launch in 1984, the Reading Programme for Children and 
Youth has encouraged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ldren and youth from kin-
dergarten to Secondary Six. To promote paired reading, childre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Three can join the family category with their 
parents. People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Reading Programme 
may contact any public library or visit www.hkpl.gov.hk.

都
原

書

最積極推動參與學校：英華小學

最積極推動閱讀學校：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Share the joy of 
reading together!
Reading brings joy, inspires minds 
and creates wonder. Reading 
also touches hearts and widens 
horizons. 

More than 40 members of the year 2017-
18 Reading Programme for Children and 
Youth received awards for their efforts in 
library reading on 17 November 2018.

The Reading Programme for Children 
a n d  Yo u t h  a i m s  a t  e n c o u r a g i n g 
readers to share their reading tips and 
par ticipate in l ibrary activ ities apar t 
from reading. Twenty-two members 
received Star of the Month awards with 
their reading reports, in which the seven 
best were awarded Reading Supernova. 
Eighteen members of the programme 
participating in the most sessions of the 
Monthly Meeting of Joyful Reading were 
awarded ‘Elite of Joyful Reading’ medals.

In addition, schools that successfully 
nom ina ted the  l a rges t  numbe r  o f 
members in the year received ‘Most 
Active School in Promoting Participation’ 
awards, while schools with the highest 
total number of books read by their 
nominated members won the ‘Most 
Active School in Promoting Reading’ 
awards.

獲獎學校積極打造「喜閱」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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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數香港文學發展的代表人物，不可不提劉以鬯。他從事編輯工作及文學創

作超過半個世紀，寫下《對倒》、《酒徒》等傳世之作，並創辦《香港文學》，

長期扶植新人，對香港文壇貢獻巨大。

劉以鬯教授的著作，無論是小說及散文，還是不少的翻譯作品

和評論，讀者都可在各公共圖書館找到及借閱。此外，大家可

登入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收聽香港文學作家聲音檔：劉

以鬯–酒徒。

饒宗頤教授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超過七十

年，著作等身。大家可在圖書館的館藏中找到其著

作，也可登入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重溫「香江 

藝韻 — 饒宗頤教授百歲學藝展」公眾講座及「好古

樂道 — 饒宗頤教授學藝成果展」配合講座。

中圖一扇窗  ●  A window to HKCL

饒宗頤 (1917-2018)

劉以鬯 (1918-2018)

★  2002 年饒宗頤教授出席香港公共圖書館四十周年紀念的「當代傑出學人文史、

 科技公開演講」，主講「詩的欣賞：介紹竹書最古的《詩》說」。

★ 2006 年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走近饒宗頤 ─ 饒宗頤教授學藝兼修展覽」。

★ 2015 年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香江藝韻 — 饒宗頤教授百歲學藝展」。

★ 2018 年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好古樂道 — 饒宗頤教授學藝成果展」。

★  1994 年，前市政局公共圖書館舉辦「作家留駐計劃」，並邀得劉以
鬯主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香港文學特藏亦自當時開始建立。

★  2001年，香港中央圖書館開始舉辦「文獻徵集」活動，並成立知
名學者的文庫特藏，包括「劉以鬯文庫」。

★  2010 年，劉以鬯出席「第八屆香港文學節」的講座，憶述對香港文
學的點滴情懷。

★  2010 年，劉以鬯夫婦參觀「第八屆香港文學節」的專題展覽。

國學大師饒宗頤、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香港第一代兒童文
學作家黃慶雲、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及「光纖之父」高錕，以
及武俠小說泰斗金庸於去年相繼辭世。這些大師級人物在不
同範疇成就卓越，貢獻重大。大家在懷念他們之時，也可透過
香港中央圖書館存藏的著作、講座錄音，以及手稿等，重溫他
們的智慧和風采。

中圖與你重溫
           大師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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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錕 (1933-2018)

金庸 (1924-2018)

兒童文學名家 
黃慶雲作品精選

★  黃慶雲女士從事兒童文學寫作七十多年，結集作品有六十多種。
主要作品有《奇異的紅星》、《月亮的女兒》、《金色童年》、《花
兒朵朵開》等，曾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兒童文學組獎項的作品
包括《聰明狗和百變貓》(第四屆雙年獎)及《貓咪QQ的奇遇》 
(第七屆雙年獎)。

★  黃慶雲於第七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頒獎禮上分享其作品《貓
咪QQ的奇遇》獲獎的感受。

★  黃慶雲曾參觀於中央圖書館八樓香港文學資料室舉辦的專題展
覽：「從『雲姊姊』到『雲婆婆』：黃慶雲為孩子而寫」。

★2002年，高錕教授出席香港公共圖書館四十周年紀念的「當代傑 
 出學人文史、科技公開演講」，主講「新時代中新生活的新工具」。

★2009年，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暢談高錕教授與光纖科技」 
 公開講座，邀得高太黃美芸出席，分享她與丈夫的生活點滴。

★  2001年，金庸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並於圖書館即席揮毫
「飛雪連天射白鹿 笑書神俠倚碧鴛」。

★  2006年香港文學資料室專題展覽介紹金庸經典《射鵰英雄
傳》，另於2009年舉辦「華山論劍：金庸的武俠世界」專題展
覽及講座。

金庸（查良鏞教授）的武俠小說向來廣受歡迎，著

作長期高踞公共圖書館外借次數最多的書籍，可

見讀者對金庸作品的鍾愛程度。讀者可前往各公

共圖書館借閱金庸的作品，也可參閱圖書館資源

選介：《金庸的武俠 文學的江湖》。

圖書館有關
高錕教授的
英文著作：

圖書館有關
高錕教授的
中文著作：

黃慶雲 (1920-2018)



香港中央圖書館五樓地圖圖書館現正舉行「古蹟遊歷：從東角
到春園」專題展覽，介紹五處法定古蹟，包括蓮花宮、馬場先
難友紀念碑、東蓮覺苑、景賢里及舊灣仔郵政局，透過老照片
帶領大家遊覽東角至春園的歷史建築，重溫昔日情懷。展期至
九月底結束。查詢：2921 0351。

Course Fire Memorial, Tung Lin Kok Yuen, King Yin Lei and 
Old Wan Chai

粵樂大師馮華 (1924-2017)，多才多藝，擅長多種中西樂器，不到二十歲便
帶領粵劇樂隊演奏，享譽樂壇七十多年。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馮華參與
的電影逾百部，分別擔任音樂領導、演奏拍和、指揮、撰曲、作曲、製譜及演
唱等職務。六十年代初，馮華為振興歌壇而組織「今樂府」。四十多年以來，
他一直將「今樂府」維持在歌壇的形式演出，匯聚粵樂知音，見證香港粵樂
曲藝的興衰。

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文獻閱覽室現正舉行馮華與「今樂府」展覽，從「香
港音樂特藏」中挑選出一批有關馮華的音樂文獻展出，當中包括手稿、黑膠唱
片、相片及泥印劇本等。想了解馮華對香港粵劇、粵語電影、粵曲及粵樂唱片界
的貢獻，便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了！展期至四月底，查詢：2921 0259。

Talented in playing a number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usical instruments, Fung Wah had been a 

clay-printed script of the Cantonese opera, will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music career of the Cantonese 

作家秀實因為熱愛詩而執筆寫作，不經不覺在詩人的道路上走過四十載。從最初
加入焚風詩社，然後創辦《圓桌詩刊》，成立香港詩歌協會，不曾間斷孜孜探求詩
歌的美學及思想的真諦。至今依然遊走於兩岸三地，過其詩的生活與書齋生活。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香港文學資料室現正舉行專題展覽，介紹秀實的詩作風格和
特色，展出其詩作、詩集和手稿等。展覽至四月三十日結束，查詢：2921 0323。

香港文學資料室專題展覽：秀實的詩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s Thematic Exhibition on 

Mr LEUNG Sun-wing’s poem

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馮華與「今樂府」
The Hong Kong Musicians Series: FUNG Wah and‘Kam Lok Fu’

地圖圖書館專題展覽 - 古蹟遊歷：從東角到春園 
Map Library’s Thematic Exhibition - 

Heritage Trail: From East Point to Spring Garden

中圖速遞  ● HKCL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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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組冠軍作品〈如是跋涉〉的詩中世界延展廣闊，從鄉居生活出
發，有過去，又有現在；有自我，有家人，也有他人；有人物、植物與
動物，再稍稍上及於神。散文組冠軍作品〈十二分之一〉來自對日常
生活的體驗，作者從上班族每天約十二分之一的時間在巴士上度過
談起，筆力縱橫，連帶議及無座位、不讓位的情况，接著揭出港人自
私心態、不肯執輸性格形成的原因，進而引古賢的論說金句，說明「不
爭」的生活態度和處事方式，改變心念，才能改變環境。

小說組冠軍作品〈黑狗〉荒誕詭異，卻自成超現實世界的邏輯體系。故
事寫主角奧斯卡希望擁有一隻小黑狗，後來果真擁有，不久又失去，最
後他乾脆蛻變成一隻小黑狗。文學評論組冠軍作品〈分裂自然書寫：
董啟章《自然史三部曲》的生成與世界營建〉引用法國哲學家德勒茲
及瓜塔里的「自然與工廠」理論，與董啟章借機器生產來形容樹林互
相呼應，以表示贊同董啟章指城市與自然共融的論點。

兒童故事組冠軍作品〈鄰座怪同學〉以半日記式手法寫成，充滿濃濃青
春氣息，借校園生活「調位」一事描繪兩位同學的情誼發展，寓意不可
以貌取人。兒童圖畫故事組冠軍作品〈爸爸的呼嚕聲〉描述主角因爸
爸睡覺時發出的呼嚕聲而失眠，他在床上不斷幻想呼嚕聲像火車聲、
大象聲等，而最後一張圖片描述主角終於睡著，還夢見父母和自己的
合照。

文學  ● 文學 Literature

獲

獎

作

品

多

元

化

「二零一八年中文文學創作獎」頒獎典禮已於去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圓滿舉行。今屆參賽作品佳作如林，內容豐富多元，
創意十足，題材新穎獨特，行文流暢。不論是文字創作或是
兒童圖畫故事創作，都盡顯參賽者的才華。參賽作品共一千
二百多份，六組評判團經多番篩選，最後選出共四十五份不
同文體的優勝作品。

署理康文署署長李碧茜（前排右三）、圖書館總館長（香港中央圖書館
及推廣活動）鄭劉美莉（前排左三）、評判和得獎者合照。

組別 名次 作品 得獎者

文學 
評論組

第一名 〈分裂自然書寫：董啟章《自然史三部曲》的生成
 與世界營建〉 張可森

第二名 〈歷史與創傷─論曹禺《原野》的鬼魅與幻象〉 葉寶儀

第三名 〈圖像？詩？─從藝術哲學角度論陳黎詩對圖、 
 文界限的突破〉 吳偉明

兒童 
故事組

第一名 〈鄰座怪同學〉 葉啟婷

第二名 〈媽媽訓練員〉 梁雅怡

第三名 〈甜心爺爺〉 陳華英

兒童圖畫 
故事組

第一名 〈爸爸呼嚕聲〉 陳偉芳

第二名 〈臉紅熊〉 郭曉玲

第三名 〈公雞彎彎旅行團〉 莫詩惠

創
意
十
足

《爸爸的呼嚕聲》

組別 名次 作品 得獎者

新詩組

第一名 〈如是跋涉〉 胡惠文

第二名 〈無法變輕的日子〉 胡世雅

第三名 〈與詩人同住〉 李清華

散文組

第一名 〈十二分之一〉 鄭家濠

第二名 〈我的頭等座〉 王碧蔚 

第三名 〈微麈眾生〉 莊元生

小說組

第一名 〈黑狗〉 陳韻紅

第二名 〈阿禮〉 陳樂昕

第三名 〈辯神〉 梁莉姿

Awards for Creative Writing 
in Chinese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held last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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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親子閱讀和孩子的學習成績有關嗎？

多個國際研究顯示，家長和孩子閱讀的時間是影響孩子學術能力的最重要因素。閱讀時間越長，孩子的學術成就越高。
這樣立竿見影的效果，說明親子閱讀的重要性。一位由美國來的朋友與我分享，他甫入名牌大學的十八歲兒子，回家訴苦說
他交的第一份功課竟被教授誤會有抄襲成份。原因是他運用深奧詞彙的能力遠超乎一般大學生程度。父親對此竟不憤怒，還
對這「讚美」領功。「我每天下班，都花時間和兒子閱讀。這個是我當中學教師的太太給我的差事，就算下班後太疲倦，我
只能照做，這維持了十多年。兒子在學成績一直沒問題，升大學的過程十分順利，我們一直不以為然。直至最近兒子得到這
個『讚美』，才體會他多年來從我閱讀過的不同書本中集思廣益，寫作能力達到非凡的程度。」

二. 我為孩子朗讀外語書本時發音不準，會否阻礙他們學習外語？

不用介懷，父母為孩子朗誦，就有愛的傳送。這是其他發音準確的人不能取替的。至於發音問題，交給學校去糾正及教育
孩子吧！重要的是，透過親子閱讀，孩子感受到你對他的關注，和他增加多一個溝通的途徑和話題。請不要為發音不準而卻步。

三. 我為孩子朗讀時，不懂以口語化表達，又不懂「扮聲」，毫不生動。這樣沉悶的朗讀，他們仍愛聽嗎？

對語言的聆聽和表達已掌握基本能力的幼孩來說，按字朗讀是沒問題的。雖然把故事以口語化、生動地讀出，能有效幫
助孩子理解內容，但是家長只要重複把故事按字朗讀，積極解答孩子的提問，最終亦能達到同樣目標。另一方面，家長可選
擇一些「圖文互映」的繪本，用漂亮的圖畫作主導，讓朗讀變成襯托的「綠葉」。同時，亦可選擇文字淺易的兒童文學，深入
淺出，以兒童的思考模式和日常好奇的發問來帶出故事引子。這麼作者已用文字為你代勞，你便不愁不能把故事說得生動了。

四. 有些故事書內容寓意深奧，孩子會理解嗎？

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曾說，他製作的動畫寓意深奧，不期望孩子即時明白，只祈求故事能留在他們心中。有一天長大
了，記起了，便恍然大悟。趣味性的故事能令孩子印象深刻。以《三國演義》、《西遊記》這些中國文學巨著為例，書中講
述的權力爭鬥，人性軟弱，善良及醜惡的一面，均不是小孩所能理解的。兒童版的圖書就能把故事細節精簡，用淺易的文字
交代故事的骨幹，而且故事情節的娛樂性仍保持豐富，人物性格的描寫仍能引起小孩共鳴。孩子讀了，既得娛樂，又能對中
國文學和歷史中的重要人物增強認識，值得推介。另一要訣是書本的視覺要「吸睛」。這正好說明繪本在兒童文學上的重要
角色。圖多文少的繪本主要是利用視覺效果引發幼兒的閱讀興趣，精心的構圖由用色以至細節的鋪排，都讓孩子在聆聽故事
之餘，看出更多的故事性。這正像在他們的腦中種了一個「洋蔥」，童年時他們只能看到故事的表面（視覺性和趣味性）。隨
着年紀增長，領悟力提高，他們能將洋蔥一層一層的瓣開，進一步理解故事的深層意義。我在繪寫暢銷兒童書《脆炸兒童》
時，對此問題作了很多思量。「洋蔥」的表面是個荒誕而幽默的故事。主角為了求生，只能聽從主人的命令捕捉無辜的兒童
做晚餐。但由於他心地善良，屢試卻步。因為故事的「準」受害者是兒童，小讀者容易代入其中，心急地追着書看。到最後
才知道是個搞笑的誤會，小讀者捧腹之餘，也鬆了一口氣。其實，故事的深層意思是探討正常人為何會做出魔鬼的行為。但
當人能隨着良心的引導，就會擺脫物慾和強權的引誘，臨崖勒馬，做正確的事。

五. 我孩子鍾情一本書，要求我重覆為他讀百遍。我向他介紹其他書籍，他卻不感興趣，這會否阻礙其學習？

親子閱讀的主要目的是令小孩愛上閱讀。讀百本書也好，重複讀一本書也好，能達到這目的便行。重複閱讀的好處是令
孩子在趣味中不知不覺地把內容牢記，甚至把它背誦出來。逐步掌握句子的文法，學懂詞語的運用，為日後的語文能力打好
基礎。閱讀和語言的能力增強了，孩子們便能自行閱讀和寫作，屆時再看其他書本也未遲。

六. 我教育程度不高，讀書不多。孩子上小學後，我已跟不上他們的閱讀程度，怎辦？

着重閱讀的家長，在孩子幼兒期可為他們養成一個共同閱讀的習慣。例如每天睡覺前為孩子誦讀故事書。過程輕鬆，投
入其中，沒給孩子壓力要背誦內容或認字等。久而久之，孩子把書本當成「玩具」，把閱讀當成與父母親近的好時光。到了
一天，孩子的閱讀能力超越父母，兩者可以對調角色，由孩子為父母和兄弟姊妹朗讀書本，延續美好時光。父母對閱讀的重
視程度，可在其翻開及收拾書本的一舉一動中表露出來。當孩子分享在學校學到的新知識，和閱讀一些超越父母程度的讀物
時，父母能給予「祖母式的鼓勵」，回應說句「你竟懂這個嗎？太好了！我小時候也不懂啊！」，「請你再說多遍，我要向
你學懂這個。」令孩子明白在獨立追求知識的過程中，並不寂寞。在分享知識時，更能建立自信心和滿足感。

七. 當家裏的書本都讀完了，還可以說什麼故事給孩子聽呢？

說說父母童年的趣事，當中的頑皮、好奇、被冤枉、碰壁等，均能引起孩子的共鳴。我愛為女兒說曾祖母從家鄉赤腳走
難到香港，見證香港繁榮的經歷。透過真實的故事，不但交代了近代史，也給予她們女性的榜樣，建立堅毅的價值觀，百說
不厭。另外，父母亦可鼓勵孩子把自己有趣的經歷寫繪成故事。幼兒時期，父母可引導他們回想到公園玩耍的過程，自製小

拆解「親子閱讀」的八個疑慮

伴讀
達人談心得‧寫作人的讀書樂

林凱思

專家／作者分享  ● Experts’/Writers’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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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父母充當作家，用簡單的文字把她們敘述的寫出來，讓孩子作插畫家，把情景畫出來。這些「親子寫繪創作」能令孩
子體會自己日常的經歷，也可變成動聽好看的故事。隨着孩子長大，父母可以引導他們為故事加上更多細節和詞彙，把創作
成為生活的一部份，讓自己成為作家呢！

八. 為孩子選擇書本時，要選小說類別或非小說類別呢？

美國一位著名教育專家 Stephen Krashen 認為，在提高兒童理解別人心理狀況及解決問題能力的課題上，小說類別的書
籍較非小說類別優勝。成功的作家均擁有洞察人心的敏銳觸覺，同時亦能用文字清晰和生動地表達出主角的心路歷程。小讀
者可從作家筆下的細膩描寫學到善解人心。隨着主角有趣、奇異或危急的遭遇，了解其過中的掙扎和尋覓出路的方法。然而，
他認為美國近年較着重非小說類閱讀，原因是這較容易評估學童的閱讀進度。這是專家的想法，以供參考。

林凱思，兒童繪本作家及插畫師。畢業於香港大學，再取得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碩士及香港
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現於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修讀插圖。曾任跨國企業高層，自育有兩
個女兒後，專注撰寫及繪畫兒童故事繪本。其暢銷英文兒童著作包括Checklisted Beauty、
My Best Friend Sunny 及Crispy Children 均入圍多個本地及國際繪本比賽。林女士熱心公
益，曾把其繪本獻給「國際培幼會 (香港 )」作籌款之用。今年更被邀成為「願望成真基金」
二十周年慶祝的願望大使。

我小時候是個活躍又多話的孩子，可是只需丟給我一本
書，我便會安靜下來，默默地翻著書，書本因而成為拯救全家
的法寶。當年互聯網仍未普及，要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多認識
這個世界，就是靠閱讀。初時還滿足於在圖書館、書局「打書
釘」，高小開始懂得儲書了，生日和節日都要求大家送書做禮
物，家中藏書愈來愈多，漸漸同學和朋友也會來我家借書，我
還給他們弄了「唐希文圖書館」的借書證。

我看書很雜，武俠、偵探、歷史、科幻、旅遊、愛情甚麼
類型都看，亞洲和歐美的作家也喜歡。選書方面很隨意，有時
覺得書名有趣，有時因為文字優美，有時純粹被封面吸引，唯
一條件是「有感覺」。對我來說，每一本書都建構了一個世界，
只要投入其中，就會進入「異境」，獲賜不同的魔法—可能是
知識的增長、眼界的開闊，也可能是觀念的改變、對生命的體
悟，讓我們在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成長，成為一個更完整的人。

記得當年一頭栽進了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俠世界，因為故事
中穿插的歷史人物，連帶對曾經討厭的中史也感興趣；之後看
赤川次郎和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努力鑽研個案牽涉的物理學
和生物學，理科的成績明顯進步了；後來受到 Paulo Coelho、
李天命的哲學書啟發，大學修了不少有意思的哲學課，急躁的
個性變得平和起來。再後來，因為愛上林詠琛、C.S. Lewis、
J.K. Rowling 等作者築構的魔幻空間，腦中冒起奇妙的靈感泡
泡，開始執筆創作自己的故事⋯⋯這不是魔法是甚麼？

唐希文，小說作家。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哲學碩士。現擔
任「明報小作家培訓計劃」及「香港教育城創作天地創作
獎勵計劃」評審，並於《信報》撰寫旅遊及飲食專欄。作品
超過三十本，包括《雪山女孩的呼喚》、《星夜的秘密》、《草
莓田之吻》、《流淚的守護星》、《給失約的愛麗絲》等。

有人說沉迷看書是逃避現實，我卻覺得書有一種神奇的力
量，能將真實世界無限延伸，帶我們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像
我很喜歡的奇幻文學，在展現超自然力量、營造神遊物外的快
感之際，亦會與現實的倫理、人物精神連結，當中同樣有英雄、
有壞蛋、有幸福的事情和悲傷的情緒，同時滿足我們對「幻想」
和「真實」的渴望。那就是說，書本讓我們坐上了想像的飛毯，
從不同角度去看清身處的世界。

除了書中的魔法國度，我也很珍惜跟每本書的「邂逅」。
雖然現在很多人都愛看電子書，但我還是喜歡捧著實體書的感
覺，所以常常到書局和圖書館流連，生活中的種種壓力與沮喪，
在嗅到書香的一刻，便會奇蹟地消失掉。在我眼中，每本書的
書名、封面設計、內容簡介，也訴說著不同的故事，無論我跟
它們最終是擦肩而過、短聚片刻、相約下次再見，還是情有獨
鍾得要立即私有化，都是值得細味的美好回憶。

我相信終其一生，家中的「圖書館」會繼續增添館藏，讓
我體驗更多妙不可言的魔法。

我的魔法圖書館 唐希文

專家／作者分享  ● Experts’/Writers’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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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在英國和美國修讀圖書館學和兒童文學，當時的兒童教育專家學者們紛紛著書立說，大力提倡家庭閱讀，讓幼兒
大量識字。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書是格連‧多曼教授（Professor Glenn Doman）所著的How to Teach Your Baby to Read。多曼教授被
譽為超級嬰兒訓練專家，鼓吹父母向子女實施早期學習，發展兒童天生的內在潛能，使其成為更聰明、更活潑可愛的超級嬰兒。

美國二戰後嬰兒潮世代的父母大都受過高等教育，他們深受多曼和其他學者的早期學習理論影響，都樂於把理論實踐在子女身
上。Dorothy Butler著作的Babies Need Books應時出版，指導父母如何為子女選擇早期讀物，從0歲開始為孩子做好預讀的功夫，與孩子
分享閱讀的樂趣，透過親子共讀，建立和諧親愛的親子關係。

預讀功夫應從孩子出生後開始，父母每天要花時間對着懷中的嬰兒說話、唱歌、講故事、朗讀，使嬰兒多聽，從學習聽到學習說話，從學會說
話進步到學會閱讀文字。研究結果顯示閱讀技能的發展是嬰兒先學習看，使辨認不同的物品，進而明白語言的意思，奠下閱讀理解能力的基礎。

研究証實了嬰兒很早就能看見東西，父母要和嬰兒一起看圖畫書，從中學習觀察和辨識物品，書中的圖畫也有助嬰兒集中視力的焦點。

總的來說，嬰兒書是玩和讀的書，是玩具，也是書。透過玩的形式，使嬰兒學習一些基本知識，例如常見物品的名稱、對環境的認識、英
文字母和數字等。至於插圖方面，線條簡單，色彩悅目，主角多是幼兒喜愛的動物。

筆者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在香港推動親子閱讀，根據本身的專業知識和親子閱讀的實踐經驗，鼓勵父母盡早和子女結書緣，使孩子從
小養成閱讀的習慣，利用圖書遣興與求知。不過，在實施早期閱讀時，父母必須因應孩子的個別差異，順其天性而行，切勿揠苗助長，過早扼
殺了孩子的閱讀興趣。

二. 兒童圖書的功能 一 閱讀的兩大原因：求知和取樂

兒童書的娛樂功能
父母培養子女閱讀，如果先選擇娛樂性較強的書，一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兒童天性快樂活潑，他們喜歡笑。因此，幽默詼諧、風趣機

智、突梯滑稽的作品，最受兒童歡迎。古今中外的兒童都有這共同的特性和喜好。

吳承恩的《西遊記》本來是寫給大人看的，但因為內容情節甚富想像力，充滿童話的色彩，加上孫悟空和豬八戒這兩個特別的角色，給故
事加添了神奇的力量，改編為兒童讀物，便極盡娛樂小讀者的能事。

兒童暢銷書的作者都是以娛樂小讀者為主要的寫作目的，其中最有名的是英國的羅爾德‧達爾（Ronald Dahl）和美國的蘇斯博士 
（Dr. Seuss）。達爾認為兒童閱讀只為尋找樂趣。一本充滿刺激、節奏明快和富有奇想的書，才能使兒童愛不釋手。他那本最受小朋友歡迎
的《查理與巧克力工廠》（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自1964年出版以來，一直風行歐、美各地。

作為一個兒童書的作者，我從不板起臉孔向兒童說教，只是和他們一起玩，一起笑，讓他們在玩樂中領略書中的含義，從不加上教訓的尾巴。
我經常被邀請到學校為小朋友講故事，他們最愛聽《大雨嘩啦啦》、《奇異的種子》、《一隻減肥的豬》和最近期出版的《十兄妹颱風總動員》。

兒童書的教育功能
1. 語文功能

語文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培養兒童的閱讀能力和表達能力。一般的教科書編製較為嚴肅乏味，內容也有限。因此只有借助課外讀物來培
養兒童的閱讀興趣，才能彌補教科書不足之處。兒童多看各種不同類別的課外讀物，加上教師的閱讀指導，自然會提高語言的運用和寫作
技巧。大量的課外閱讀能幫助兒童認識更多的字和詞，熟悉文字的正確用法，培養他們正確地思考，正確地用說話或文字表達他們的思想
和感情。

2. 認知功能

兒童有強烈的求知慾，對各種事物和現象都會產生濃厚的興趣。認知的功能就是兒童透過閱讀，增長各類知識，不但包括純粹的科
學、自然、史地、社會知識，還涉及人類的行為經驗，幫助兒童認識價值觀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一本好的認知兒童書，能夠幫助兒童的智力
發展，刺激兒童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引發兒童獨立思考，留心觀察周遭事物，懂得分析和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擴闊兒童的生活經驗，引導
兒童接觸社會、大自然、全人類，甚至不可測的宇宙和未來。

3. 感性功能

感性功能就是說閱讀使人有感情、有愛，是心靈的美化。
這是閱讀的最寶貴功能，是教育的最高理想，是改變社會、推
動人類進步的動力！你可有因為看過一本書、一段文字或一句
說話，使你的生活有所改變？它使你更有人性，使你對人生、
對世界有不同的看法，使你對天地萬物更有愛心與慈悲。今天
的兒童在學校學到的大部分是各種學科知識，我們可以稱之為 
「腦袋教育」。可是我們的兒童，今天比任何一個時代更需要 
「心靈的教育」。

結語

好爸媽和孩子讀好書，目的是一家人享受閱讀的樂趣，閱讀
好書，透過文字的力量，使孩子發展成為身心健康，有豐富的知
識、有美好的生活理想的快樂人！

專家／作者分享  ● Experts’/Writers’ Sharing

嚴吳嬋霞，香港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創作及翻譯作品百
多種，多次獲得中國及香港的重要文學獎項，並擔任評審
委員。曾任職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及山邊出版社有限公
司董事總經理兼總編輯，任內出版優質青少年兒童讀物數
千種，為小讀者帶來閱讀的樂趣及養成閱讀習慣。1997
年至 2008 年應香港貿易發展局邀請擔任香港書展「兒童
天地」籌委會主席，致力推動香港兒童出版事業及青少年
閱讀，成績斐然。從 1985 年第一屆親子閱讀運動開始至
今推動親子閱讀三十年，結合教育學、閱讀心理學、圖書
館學及兒童文學等專業領域演說及著述，深受家長歡迎。

好爸媽和孩子 嚴吳嬋霞讀好書好爸媽和孩子讀好書

一. 父母盡早替孩子結書緣 一 親子閱讀從0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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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閱讀古書的路，源自對屋脊裝飾的探究。別人看不懂
的瓦脊人物故事，極具挑戰性，使我心癢癢，想找到答案。我
翻閱群書，跌跌碰碰，從錯誤中學習，抽絲剝繭，從一絲絲的
線索中追尋。方法是從古書的首頁，快速閱讀一遍，找到一些
端倪，再行細閱，把故事的相關人物與瓦脊的戲曲人物逐一比
對。「找到了！」腦袋內「叮！」的一聲，鏗鏘入耳，那喜悅
是旁人難以理解的。

我從一本古書，爬到另一本，不覺間爬了很多山頭，途中
得到一些其他古書的提示，導引我到二手書店，尋找稀有的舊
書，期間獲得不少驚喜，讀書的快樂源源不絕！

在研究另一瓦脊時，須先從腦海的「圖書館」中搜尋配對，
在幾個相關故事中作比較，然後再次閱讀書本。例如瓦脊人物
中，有一使用雙槌者，查各古典小說中，使用雙槌的，有唐朝
的李元霸、裴元慶、羅仁及五代的楊袞 ( 楊家將中楊繼業的父
親，楊延昭的祖父 )，要鑑定他的身份，須把他身邊的人物，與
書中各環節的人物，逐一比對核實，才可斷定。過程中要重覆
閱讀，細嚼內容，鍥而不舍地從書中尋找答案，所謂「求之不
得，輾轉反側」。一旦找到了，那快樂實難以言傳。這經驗使
我對讀書的興趣日濃。

有時候，看了幾本類似的古書，故事內容大致相同，我蠻
有信心地鐵定答案。誰知山外有山，古時還有其他不同的版本；
而且戲曲表演，常加油添醋，把內容作出調整。參看不同的腳
本，發現多了很多枝節。例如在《楊家將演義》一書的內容之

閱讀，就像在多啦 A夢的百寶袋裡找尋我的所想所要。

書籍是人類把宇宙萬物記載流轉的重要工具，寫過去、現
在和未來，有記載真實的人和物的歷史傳記書，有作家透過想
像編寫成的故事書，也有有識之士收錄其專業知識的工具書。

在浩瀚的書海裡，誰都可以自由自在地淺游或深海潛水，
按個人喜好探索知識。

在我的生命裡也有書籍陪伴，我可沒有甚麼看書的法則，
拈上一本翻一本，吸引的便看下去，不吸引的便放下。後來自
我總結了一下，閱讀是一種生活方式，好應該隨心所欲，於是
越讀越開懷。人類的認知有多豐富，閱讀的世界便有多豐富，
在閱讀的世界裡可令我增添不同知識，從書本下載到我腦袋，
伴隨一生。

我比較多看人物故事，學習做人的軟知識。透過了解別人
的經歷、處事方式和心路歷程，明白變幻是永恆定律，每個人
都是在千變萬化的歲月下活出屬於自己的人生。別人的故事，
可成為不同的參考案例，卻永遠不能作為自己解決同類事情的
絕對方案，因為世界永遠在變化，我們不可能機械化地處理人
生路上變化莫測的遭遇。但是，透過閱讀別人的經驗，領略更
多的人生智慧，絕對可以啟發自己，在思路上提供多項選擇。
有了豐富的人生智慧，可以引領自己找出最適合自己的生活，
活出自己的人生。

看書也為了尋求一些硬知識，解決生活所需，食譜、編織、
種植等工具書，放在手邊，邊看邊做，透過自我學習，把書的
內容加以實踐，成功了固然開心，而且自己同時扮演老師和學

馬素梅，資深陶瓷家，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系前
助理教授，屋脊及古建築裝飾研究書刊作者，曾任華人廟
宇委員會委員。著有《香港屏山古建築裝飾探究》(2017)、
《屋脊上的戲台 ●香港的石灣瓦脊》(2016)、《香港屏山古
建築裝飾圖鑑》(2014)、《屋脊上的願望》(2002)。

李嘉雯，現職律師、社會企業聯合創辦人。著有《得閒去飲
茶》、《得閒飲西茶》等，透過食物飲茶等日常平民生活小節，
細味「香港精神」。創辦社會企業「得閒去飲茶」，以飲茶、
關愛、傳承為理念，透過探訪及飲茶吃點心等活動，推社會
關愛。《得閒去飲茶》獲第一屆「香港金閱獎」；《得閒飲西茶》
入選 2017/18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60 本候選書目。

讀古書，為了尋找答案

多拉 A夢式的閱讀

外，戲曲中加插了楊排風等人物，使故事內容延伸發展；《說
唐演義》與《隋唐演義》的內容也不盡同；更有腳本加插了秦
叔寶擂台比武辨真假的環節。如此種種，使我眼界大開，原來
古典文學和戲軌的罅隙間，存在廣闊的創作空間。古典小說又
常加插一些神怪人物和仙法，有人認為它導人迷信，我卻把它
看作「卡通」故事。現實生活解決不了的事情，就用神話解決，
天馬行空，別有韻味。

瓦脊的故事大多是關於《三國演義》、《封神演義》、《說
唐演義》、《楊家將演義》、《水滸傳》等，除了這幾本古典
名著外，已經很難在香港的書店找到其他古時流行的小說了。
京劇的戲曲故事，編撰流傳的尚多，古本粵劇和服飾，坊間可
見的甚少。希望粵劇界多多努力，填補這一空隙。

古人在古物中留下謎語，尋寶圖藏於書本中。我在八陣圖
中尋找出路，嘗試還原古人的故事，發現書中人物和現實人生，
盡皆尋尋覓覓：尋找功名、財富、親人、姻緣、公義⋯⋯不一
而足。至於找到寶物與否，還看各人的造化了。

生的角色，腦袋活出一個小教室，有意義又可自娛。若然不成
功，也可以再翻書仔細看看，再加以嘗試。書本是位有教無類
的「啞老師」，也是我的良師益友。

喜歡看書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好奇心、愛思考和愛幻想，
也很懂得獨自找尋生活樂趣。當你投入小說的世界裡，便不其
然地按著作者的描寫，把人物、時間、地點在腦袋中勾畫出來，
即使作者描寫如何細膩，你也可以加入想像，豐富書的內容，
創作出一個屬於你的世界。事實上，文字、照片和圖像皆可輯
錄成書，除了紙質書，更有電字書，令閱讀變得多元化，讓你
我按照個人喜好和習慣，設計出屬於自己的閱讀世界。

尋書也講書緣，平日逛書店了解一下時下的流行讀物，趕
上潮流。溜圖書館的朋友，在書架上可看到同類書中不同年代
出版的書籍，同時翻看新書舊書，又有一番尋寶的樂趣。

雖然現今科技發達，閱讀仍有它的樂趣和意義。各位讀者
不妨許一個願望，拋進書海裡，然後暢遊一番，必定令你樂趣
無窮，願望成真！

馬素梅

李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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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  Talks

文學月會 －  
給我一個文學的理由
Monthly Literary Talk

與香港文學評論學會合辦

16/2（星期六）        中圖
講題  他帶你上舞台

講者  吳美筠博士  
(香港文學評論學會主席) 

譚孔文先生  
(浪人劇場藝術總監)

表演者 毛曄穎女士 (主持及劇場演員)

16/3（星期六）        中圖
講題 他帶你超越香港的時空

講者  吳廣泰先生 
 (香港文學評論學會理事) 
曾卓然博士 
 (香港電台節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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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9

講座前15分鐘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分區圖書館講座
Subject talk at branch library

23/2 (星期六)         元朗
講題  少數族裔的閱讀文化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元朗公共圖書館 

查詢 2479 2511

座位有限，歡迎報名留座。

IT新世代講座
Subject Talk on ‘New Era of IT’ 

16/3（星期六）        中圖
講題  如何追上勢不可擋的網購潮流

講者  魏志豪先生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一號活動室

開始留座日期  2月16日

報名方法：

(一) 登入 www.hkpl.gov.hk 進行網上登記；或

(二) 致電 2921 0348

翻譯講座系列： 
翻譯與文學
Translation Talk Series: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與香港翻譯學會合辦

23/2（星期六）      大會堂
講題  理雅各《中國經典》英譯中的知識創新 

(英語主講及輔以普通話)

講者  陳以新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助理教授)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2月2日

查詢 2921 2555

有興趣人士可由講座的開始留座日期起，致電
舉行講座的圖書館登記或登入圖書館網頁www.
hkpl.gov.hk進行網上登記。名額有限，每人每場
講座只限預留座位一個，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生涯規劃知多少」
家長講座
Parents’ Talk on Career and 

Life Planning

與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合辦

3/3 (星期日)        中圖
講題  生涯規劃知多少 

講者  曾志滔先生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

時間 下午3時至4時30分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0335

入場券將於2月17日(星期日)開始派發,有興趣人
士可於香港中央圖書館開放時間內致電登記留
座,或親臨六樓青少年圖書館索取入場券,每人
限取兩張,先到先得。

2019「育醫造才： 
探索醫學世界」 
公開講座
 Explore the World of Medicine’ 
Public Lecture Series 2019

與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合辦

16/3 (星期六)        中圖
主題  對抗電子煙及食物過敏

講題一  電子煙和加熱煙

講者  王文炳博士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護理學院助理教授)

講題二  食物過敏最新資訊

講者  莊俊賢醫生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

時間  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0285 (香港公共圖書館)/  
3917 9994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報名方法：有興趣人士可於3月1日（星期五）起：

(一)   登入  進行
網上登記。成功登記人士可於講座開始前
15分鐘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領取
入場券；或

(二)   親臨香港中央圖書館一樓資訊服務櫃檯索 
取入場券。

錢賓四先生 
學術文化講座
Ch’ien Mu Lecture in  
History and Culture

與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合辦

17/3 (星期日)        中圖
講題  雅與俗:明清文學與物質文化 

(普通話講述)

講者 李惠儀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中國文學

教授)

時間 下午3時至5時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0222

座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講座均以粵語進行， 
費用全免。節目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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