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屆 
圖書館節十月登場
焦點活動率先睇
由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的「香港圖書館節 2019」，將於今年 10月 20 日
至 11月 21日舉行，首屆圖書館節以「閱讀 • 創意」為主題，展現圖書館
不單是知識的寶庫，亦透過不同的閱讀媒介為讀者帶來另類的閱讀體驗；
並鼓勵大眾透過廣泛閱讀，把知識化成創意養分。

• 香港中央圖書館
• 展覽、互動故事牆、講座、文藝表演及家庭同樂活動等主題活動 24.10-6.11.2019  

國際獲獎兒童文學作家
Lauren Child ( 右 ) 及
Petr Horacek ( 左 )將與
小書迷近距離接觸。

連串講座揭開書本背後故事
「圖書館節」將推出一系列的講座，透過與作者、設
計師、多媒體創作人、出版人的對話，加深大眾對
書本創作、編輯、印製、出版、發行、營運的認識；
還有國際獲獎兒童文學作家分享創作心得，學校圖
書館主任分享如何設計特色活動推廣閱讀，以及介
紹數碼地圖的製作和最新發展。

閱讀多樂趣  
大小讀者來到故事攤位聽故事、玩遊戲

小小圖書館員  
小朋友一嘗當圖書館員的滋味

家庭同樂手工藝工作坊  
親手製作獨一無二的手繪書簽繩或手縫筆記本等

北歐文化表演   
北歐的古琴表演及絃樂四重奏將在圖書館演出， 
讓大家體驗及認識北歐文化。

家庭同樂活動  親子互動無限 FUN

獲奬書籍作品展
展品來自三個香港重點與創作、出版
及設計有關的獎項 :「香港出版雙年
獎」、「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及「DFA
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

多媒體展示獲獎作品及作家推介
以錄像、影像演繹和展示「香港出版
雙年獎」及「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獲獎作品的創作和出版理念。

e 閱讀小站
蒐羅優質電子書及公共圖書館的最新
電子館藏，讓參觀者可隨時體驗電子
閱讀。

香港中央圖書館文獻徵集藏品展覽 
展出「文獻徵集行動」及「香港音樂
特藏徵集行動」收集的精選藏品，包
括中外珍本圖書、舊期刊、文學作品
及音樂作品手稿等。

互動故事牆：《格列佛遊記》
透過互動故事牆與《格列佛遊記》
動畫中的角色互動，享受嶄新的閱
讀體驗。

大學圖書館展區
介紹多間本地大學的圖書館及其特
藏，以及最新科技發展虛擬實境體驗
等。

「姆明谷的彗星」展覽
今年康文署「世界文化藝術節」的「姆
明谷的彗星」展覽，將於「圖書館節」
期間移師至香港中央圖書館。「菜姨
姨」與故事團隊，更會透過故事引領
大家一起「漫遊」神秘北歐。

夢想閱讀計劃
運用科技把小朋友的名字及造型代入
故事成為主角，創造獨一無二個性化
的故事。

「圖書館節」期間，香港中央圖書館將舉辦大型展覽，設有多樣化展區，由文學到嶄新科技， 
實體閱讀到虛擬世界，古籍文獻與電子書等，配以互動形式的展示，為參觀者帶來非一般的閱讀體驗。

大型展覽目不暇給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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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活動須預先報名。想知更多有關「香港圖書館節」的消息？記得留意公共圖書館的網頁 
(www.hkpl.gov.hk) 及緊貼圖書館「喜閱 • 飛越」Facebook 及 Instagram 專頁了！

With the theme ‘Reading • Creativity’, the Library Festival 
is a large-scale thematic event for promotion of reading 
and showcasing the multi-functions and multi-facets of 
the HKPL. It also aims to promote quality reading materials 
in both printed and electronic formats, and the use of 
technology in enhancing readers’ experience.  

During the Library Festival, thematic exhibitions will be held 
at the Exhibition Gallery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featuring different facets of libraries through the display of 
document heritage o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ublishing, 
demonstration of technologies in enabling reading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promoting quality reading 
and publication, as well as showcasing the collection, 
achie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addition, a variety of subject talks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book design, publishing, children literature, digitisation of 
printed materials and reading promotion are also on the list. 
Not to be missed as well are the fun activities for families.

A number of creative activities will be held at public 
libraries in various districts. One of the highlights is 
‘Storm the Library’, a series of unconventional activities 

for families to discover a new and delightful experience 
in 12 public libraries. Other programmes also include: 
Pajamas Night at Library, Joy of Reading in Kwun Tong 
– Library Outdoor Party, STEM Fun Day, Creative STEM 
Laboratory Serie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in 
Hong Kong: Touring New Fun in Heritage of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Mills, ‘Tai Po  
Fung Yuen Butterfly Reserve • Butterflies in Motion’, 
Cantonese Opera in the Eastern District and Explore Wildlife 
and Nature in Southern District.

Enrolment to some of the activities is required. For more 
details of the Library Festival, visit the HKPL Website (www.
hkpl.gov.hk) or follow our ‘ReadingIsJoyful’ FB 
& IG pages. 

Hong Kong Library Festival 2019 
Hong Kong Library Festival 2019, organis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will take place between 20 October and 21 November.  

• 各區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及其他場地
• 玩轉圖書館及具地區特色的活動全城活動 20.10-21.11.2019  

圖書館內觀星或做親子瑜珈？圖書館舉行派對或變作科學實驗室？跟圖書館走訪社區不同角
落、發掘社區特色？「圖書館節」期間，多區的公共圖書館將舉辦多元化的外展及社區活動，
既有別開生面的，也有具地區特色的，讓參加者重新體驗圖書館空間，認識所處社區。

別開生面活動
 • �香港文化及歷史傳承系列：�

走訪中西區史蹟新趣

 • 遊走「南豐紗廠」今昔 

 • �「大埔鳳園 • 蝶影翩翩」展覽、�
講座及導賞遊

 • 戲說梨園話東區

 • �「南區綠悠遊」專題講座及�
導賞遊 

 •玩轉圖書館

 •葵青區 圖書館床邊小故事派對夜

 •大埔區 兒童 STEM 體驗日

 •南區 STEM 創意實驗室系列

 •觀塘區 喜閱觀塘－圖書館戶外派對

發掘社區特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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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圖書站實用小貼士
Smart tip for using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
自助圖書站的書籍儲存格及「借還書口」都有規格限制，因此讀者不能在圖書站領取預約或歸還影音光碟等非印刷類館藏
及特大圖書。

當讀者所預約的圖書館資料到達自助圖書站辦事處後，自助圖書站職員會進行測試。如果資料是非印刷類館藏或是不能放
入儲存格的特大圖書，職員會安排相關讀者到其他圖書館領取該項預約資料。此外，自助圖書站也貼有提示，提醒讀者不
能在圖書站歸還非印刷類館藏或特大圖書。

大家如果在使用自助
圖書站時遇到其他問
題，可瀏覽自助圖書站
網頁的「常見問題」。  
If you encounter other questions 
when using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s, please check the FAQs 
section on the webpage of Self-
service Library Stations. 

Due to the size of the book slots and ‘Checkout / Return slot’ of the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s, readers could not pick up or return non-print library materials 
such as audio-visual discs and oversize books at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s.

When a reserved library item arrives at the office of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s, 
our staff will check the library material. If such library material is oversize or belongs 
to non-print type that cannot be stored in the Station, staff will contact the 
concerned reader to arrange the material for pick-up at another library. In addition, 
a reminder is also posted near the ‘Check-out / return slot’ to remind readers not 
to return any non-print or oversize materials at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s.

Bookflix 包含經典故事的動畫，並將不同主題的圖書預先配對，一本故事
書搭配一本生活知識圖書，豐富內容有助兒童讀者建立和應用基本閱讀
技巧，引導他們探索求知。

It is an online literacy resource that provides animated classic storybooks, 
pairing with related children’s nonfiction e-Books. This engaging resource 

helps early readers develop and practise essential reading skills, and introduces 
them to a world of knowledge and exploration.

TumbleBookLibrary 是互動式的兒童英語動畫電子資料庫，收錄多家世界知名童書出版商的兒童書
籍，輔以拼圖和遊戲，適合不同年齡的兒童使用。為親子英語共讀和提升兒童的語文技巧提供豐富
資源。

TumbleBookLibrary is an interactive English database of animated 
e-Books selected from well-established publishers of children books 

around the world, supplemented with puzzles and game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children of all ages. It contains rich resources which help support paired 
reading in English and enhance children’s language skills.

有聲兒童圖畫書 孩子閱讀良伴
Talking picture books enrich children’s reading experience
沒有時間陪孩子到圖書館但又想讓孩子多聽英語故事？以下介紹兩個免費的兒童英語有聲電
子資料庫，絕對是忙碌爸媽的好幫手！香港公共圖書館提供多個適合兒童使用的電子資源，
當中的 Bookflix 及 TumbleBookLibrary 都是精心製作，有專業配音、有趣的故事，加上漂
亮插圖或動畫視頻，有聲有色，令小讀者目不暇給。《醜小鴨》、《小紅帽》、《三隻小豬》
等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都可找到。
Want your kids to read more for learning and fun? Or hear favourite children’s stories such as 
The Ugly Duckling, Red Riding Hood and The Three Little Pigs come to life?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provides a number of e-Book collections for children to enjoy the fun 
of e-Reading anytime anywhere. Check out Bookflix and TumbleBookLibrary to enjoy 
animated talking storybooks that can surely entertain and enrich your kids.

全天候閱讀 24/7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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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親子時刻由共讀開始
親子伴讀藉著書與故事，讓親子交心，讓故事啟發孩子的求知慾，為你與孩子留下 

溫暖的印記。公共圖書館在十月至十一月，預備了一系列的親子閱讀活動， 
包括講座及工作坊，提升小朋友對閱讀的興趣，促進親子關係。

以上活動詳情，請留意圖書館張貼的宣傳海報及瀏覽圖書館網頁 (www.hkpl.gov.hk)。

伴讀靈活多變，今年的「親子閱讀工作坊」以「親子繪
本世界」為主題，透過生動有趣的繪本，引領孩子進入
生活的不同領域，激發他們的創造力，讓孩子與圖畫書
做朋友。

日期 主題 圖書館
12/10 ( 六 ) 童趣閱書 FUN 秒專心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19/10 ( 六 ) 書本教我做個好朋友 沙田公共圖書館 *
26/10 ( 六 ) 百變情緒書中尋 屯門公共圖書館 
2/11 ( 六 ) 樂讀圖書有品味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16/11 ( 六 ) 讀讀畫畫學語文 九龍公共圖書館 
23/11 ( 六 ) 科學書中探 香港中央圖書館 ( 兒童圖書館 )
30/11 ( 六 ) 圖書懂長大 荃灣公共圖書館 
時間：10:30 am-12:00 nn (*11:30am - 1:00pm)     對象 : 幼稚園至小三小朋友及其家長

2019 年「親子閱讀講座」以「閱讀 • 開啟智慧的鑰匙」
為主題，七位講者將與參加者一起探索閱讀的奧妙之處，
如何讓孩子感受閱讀的樂趣，從小養成閱讀習慣，成為
喜閱新一代。

日期 講題 講者 圖書館
12/10 ( 六 ) 繪本培養智慧小孩 譚寶芝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九龍公共圖書館 

19/10 ( 六 ) 如何為小朋友選書 怪獸叔叔
資深說故事主持

屯門公共圖書館 

3/11 ( 日 ) 書好讀 vs 好讀書 vs 
讀好書

鄧依萍女士
小學校長

荃灣公共圖書館 

10/11 ( 日 ) 未識字先讀書： 
親子共讀幼兒繪本

何巧嬋女士
香港兒童文藝協會會長

香港中央圖書館 
地下一號活動室

23/11 ( 六 ) 圖書動起來： 
閱讀 Pop-up 立體書的
樂趣

梁潔瀅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課程與教學學系助理教授

沙田公共圖書館 

24/11 ( 日 ) 由無至有的閱讀魔法： 
從無字故事書說起

李佩鈴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學士
（幼兒教育及特殊教育） 
課程總監

屏山天水圍
公共圖書館 

30/11 ( 六 ) 透過親子共讀與孩子 
進行心靈交流

許芷茵女士
親子雜誌總編輯

大會堂 
公共圖書館 

時間：2:30-4:00 pm     對象：家長、老師及親子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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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閱時刻 @ 夏日閱繽紛
Joyful Reading @ Summer Reading Fiesta
剛過去的暑假，不少家長帶同仔仔女女來到公共圖書館，參與大型兒童閱讀活
動「夏日閱繽紛」，邊玩邊學習，發掘閱讀的新趣味。其中在香港中央圖書館
地下展覽館，一家大細在「喜閱故事營」聽故事、「閱讀遊樂場」做手工、「閱讀草坪」玩遊戲、又或欣賞文藝表演，參
與不同類型的親子工作坊和閱讀講座等，共度親子的美好時光。
Parents and kids participating in the Summer Reading Fiesta enjoyed a fruitful and fun-filled summer. The large-scale 
programme aims to promote reading for all, especially family reading, through an array of diverse and interesting activities. 
Some of them included a variety of storytelling, cultural performances, workshops and talks held at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文藝表演：口琴多重奏、街頭音樂表演及舞在當下
Some of the cultural performances included harmonica 

performance, street music performance and modern dance

大小朋友在「喜 故事營」開心聽故事  
Families enjoying stories at  
the Storytelling Camp

「芭蕾聽賞跳」藝術工作坊：小飛  
Art Workshop on‘Ballet StoryTime: Peter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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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創作體驗－我的手作圖畫書」： 
親手製作獨一無二的圖畫書

Making my own picture book in 
‘Interactive & Creative Experience: 

 My Handmade Picture Book’

「 讀遊樂場」的「手工樂」：— 
齊學摺紙，齊做手工
Happy Handicraft at Reading Playground

繪畫工作坊 
Drawing Workshop

「 讀草坪」的屏幕遊戲
Playing touch-screen games at  
the Reading Lawn 

STEM Wall讓孩子發揮創意
Exercising creativity at  
the STEM Wall

讀講座：家長如何與子女進行 讀延伸活動
Reading Talk: Extension Activities for Parents to 
Read with their Children

明年再見 !

Se
e 
you

 ne
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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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路過旺角煙廠街街市，這是我童年
時母親常去買菜的街市。路過特別留意
有沒有童年時幫襯過的攤檔和檔主。當
然世事變遷，多少店舖甚至樓宇也在社
區的規劃中被改變了，區區一些街市攤
檔又怎會沒變？

在街市蹓躂良久，竟然瞥見一個熟悉的
身影，小時候來幫襯時，他還是壯年男
子，現在已成了一個佝僂著背的老人。
回想當年母親上街市買菜的時候帶著我，
因為不想我被街市路上的積水弄髒鞋子，
總先將我留在豆腐檔吃豆腐花，買完菜
再來接回我。於是，這豆腐檔和賣豆腐
的母子，成了我童年的一個印記，他們
彷彿成了我的親人、關心的人中的一份
子。而豆腐花這些街頭小食、小吃檔的
回憶，一一成了我的作品《我在街頭小
吃中細味人生》的寫作養分。

逛完街市之後，順道走到黑布街造訪童
年住過的唐樓，因而引起了一些關於唐
樓的感懷。唐樓一定沒電梯？唐樓一定
又殘又舊？唐樓一定有三、四十年歷史？
唐樓一定有許多僭建物？這些唐樓千姿
百態，豈是一棟棟規規矩矩、了無生氣
的豪宅及得上的？唐樓的妙趣還有很多，
在走完一層一層樓梯之後，在走廊遇上
鄰居閑談一會，遇上印巴籍的婦女抱著
眼睛閃得像寶石的孩子、遇上新移民的
一家大小……這些所謂低下階層的人，
也能在這裏安居樂業，相逢在樓梯間相
視一笑，打個招呼，令人樂於做唐樓階
層裏的一份子。《我在唐樓發現了情》也
就是這樣孕育寫成的。

童年時一家十口住在天台鋅鐵屋中，
三、四月天如常下雨，屋頂也如常漏水，
這種天氣是我的最愛，因為喜歡聽雨水
打落在鋅鐵屋頂的叮叮聲，雨箭齊發，
敲響了音樂盒，年少的我常在雨聲交響
曲中酣睡。有一次十號風球高懸，狂風
暴雨中，鋅鐵屋頂被風吹走了，欲救無
從，徒呼奈何！那時候，加上三戶鄰居
共二十多人，居於天台木屋不足八百呎
的狹小空間裏，悲歡離合在波瀾壯闊的
上映著，鋅鐵底下的幾家人的喜怒哀樂，
每時每刻不斷上演、輪迴……如今，鋅
鐵和木頭都不再存在了，它們只存在我
的記憶裏，積存過久，在我的文字和稿
子上借屍還魂，成了我多本作品—《彌
敦道兩岸》、《早安，旺角》、《黑布
街2７號》的演出布景。

旺角之後，一直逛到油蔴地的廟街。一
直對廟街的粵曲茶座很好奇，很久之前

別讓它成為遺憾的過去 周淑屏

周淑屏，作家，突破出版社書籍編輯。嶺南
學院中文系畢業，曾任教師、壹出版總編輯，
《星島日報》副刊專欄作者。作品包括散文、
小說、訪問文集等，出版逾百種，包括《一
朝失意》、《自閉症的主人與活躍症的貓》、 
《我在唐樓發現了情》、《我在茶餐廳品嘗
到愛》、《我在街頭小吃中細味人生》、《那
年老師教曉我的事》、《我偷看了姐姐的日記》、
《邊吃邊寫：由味覺到創意寫作》等，憑《大
牌檔 • 當舖 • 涼茶舖》獲得第九屆「香港中文
文學雙年獎」兒童少年文學組雙年獎、《那年
老師教曉我的事》獲得第十三屆「香港中文
文學雙年獎」兒童少年文學組推薦獎。作品
《被消失的人 • 情 • 味》入選第30屆 (2018/19)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50 本好書之一。

有一次拿著相機膽粗粗單人匹馬衝進去，
竟然受到歡迎。歡迎我的老闆娘告訴我，
廟街粵曲茶座是低下階層的消費場所，
來這裏幫襯的多是「籠民」或住在附近
公屋裏的阿伯，他們日長無聊，坐在籠
子中悶熱難受，都喜歡來這裏坐，這裏
有粵曲聽、有人招呼、有茶飲、有花生
吃，坐一個下午才花數十元……

路經油蔴地玉器市場，走進去逛逛，怎
知有意外驚喜。驚喜的是發現了僅存的
寫信檔、為人報稅的檔口。寫信檔位於
玉器市場內一隅，一列排開有多個三尺
乘四尺的檔口，除了寫家書，全盛時期
這些檔口還為人寫求職信、報稅、申請
電話、水錶、廉租屋、寫揮春等等……
對於這全香港碩果僅存的幾檔寫信檔，
這些從前曾為我們目不識丁的父母、祖
父母寫過家書，為連繫我們和遠方親人
作出過貢獻的人，這種夕陽行業是該受
到保護和禮讚的。這些式微行業—廟街
的粵曲茶座、寫信檔，也成了我寫《君
住廟街頭，妾住廟街尾》的寫作靈感。

逛得累了，就在美都茶餐廳坐下歇歇。
茶餐廳？又勾起了許多故事。

你家的樓下附近必定有一兩間茶餐廳，
它的名字裏面必須有「茶餐廳」三個
字，而不能是快餐店、餐廳或者某些大
集團分店的名字，它必須是一間別無分
店的小茶餐廳，而且應該是家族經營，
夥計來來去去也是那幾個。你一推門進
去，夥記一定認得你，他不會待薄你，
要你坐在門口的散枱，他一定會招呼你 
說：「那邊有卡位！」若你衣衫單薄，他
會說：「這邊的風扇大風，坐到那邊的卡
位吧！」然後，夥計一定記得你每天早
上必定吃什麼……

回憶之中的一家茶餐廳位於深水埗與石
硤尾之間，陳設、用具已經十分殘舊了，
吸引我去的是其中濃濃的人情味。來光
顧的多是阿伯、阿婆，有時阿伯一時手
緊沒錢開飯，老闆也樂於賒帳。阿婆要
靠拾紙皮養活正在讀小學的小孫女，每
次來光顧「十蚊餐」，老闆娘也會硬塞一
個飯盒給她拿回家給孫女吃，而且不收
錢，婆婆結帳時老闆娘卻還恭敬的多謝
連聲。這些茶餐廳賺錢不多，老闆經營
的卻不止是生計，還有濃得化不開的人
情味和中國人傳統的好客之情。

有善心的人經營小店賺點小錢，積的是
福，賺到的是人情；沒善心者經營大生
意、賺大錢，積來的、賺到的卻是惡

緣和惡報，令人想到聖經中「人若賺到
全世界，卻賠上了生命，又有什麼益處
呢？」的話。而我的作品《我在茶餐廳
品嘗到愛》中，也寄託了這種感情。

這陣子香港人似乎在竭力保護舊事、舊
物，其實要珍惜就應該在今時今日，愛
在當下。我們身邊還有一些僅餘或倖存
的、值得珍惜的社區物事、人情。活在
當下，愛在當下，不要待物事過去了再
去追思、追憶。可供我們回憶的不只是
舊物，還有舊情，令我感到奇怪的是，
這些舊香港的舊情懷，在舊相片、舊檔
案與文學作品中被保留了下來，卻沒有
多少人去留意、重視它們，沒有多少人
會去翻一翻、看一看，感受一下！其實，
這不也是對保留香港舊情懷、老文化的
一種憑弔嗎？且讓我們珍惜眼前的人和
事，別讓它成為遺憾的過去。

伴讀達人談心得 寫作人的讀書樂
專家 / 作家分享 Experts' / Writers'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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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童年週末的記憶是靜態的。我們家
不會上山下海、尋幽探秘，最了不起的
活動就是逛大會堂圖書館。走進書海，
我和哥哥就像兩尾好奇又敏捷的魚，一
下子就不見了！良久，我捧著一疊和瘦
弱身軀不成正比的書冒出來，找到舒適
位置，坐下便再不願起來。過了恍如隔
世的瞬間，父母三催四請，軟硬兼施，
我才老大不情願，花半天精挑細選這星
期可以借回家的寶貝。

幸好，離開圖書館有安慰獎！幸運的話，
我可以在樓下美心快餐店食豬排包！對於
家裏只有全麥餅乾的幼嫩心靈，那是人間
極品！假如當日輪到哥哥發號施令，我們
便浩浩蕩蕩往士丹利街大排檔食魚蛋粉。
提起魚蛋粉，不得不提這件仍為馮家津津
樂道的趣事。哥哥正值血氣方剛、食得最
勇猛的年紀！他面不改容，一口氣嚥下一
碗牛腩河，隨即喊：「再一碗！」頗有水
滸英雄的豪氣。直到第五碗，麵檔穿白背
心的叔叔都圍在我們的摺檯旁邊，還不忘
加一句：「你係咪㗎，細路？」

可是，如果不幸那個星期是父母作主，
那就大件事！是要坐「好耐好耐」的悶
蛋美心大酒樓！幸好，我三扒兩撥，父

圖書館記 馮捲雪

馮捲雪，視覺藝術家，從事藝術教育工作。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兒童文學碩士。 
作品《天空膠雨》以故事形式探討人與大 
自然的相處，海洋生態與人類存亡的關係。是
新閱會「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2016/1７」優勝作
品之一，並入選第 30 屆 (2018/19)「中學生
好書龍虎榜」50 本好書之一。

母便御准我拿出剛才借的圖書，喧鬧霎
時間褪色。

當然，現在請我也不會食美心快餐的豬
排包！

哥哥年紀大一點，可以自己坐車往大會
堂圖書館，而我只有眼巴巴看著他捧新
書回家的份！他剛學會看金庸，除了睡
覺，都是捧著書！我剛開始看衛斯理，
正埋頭看《大廈》，哥哥急著借《倚天
屠龍記》，又想找個伴，於是騙我《大
廈》不好看，該借一本更好的。我信以
為真，還了書，又牽掛結局。多年以後，
他承認當年的騙局，我卻早已對倪匡失
去興趣。

十幾歲，我待在溫哥華，母親見我的英
語水平穩定，解除閱讀中文書的禁令！
市郊圖書館的中文藏書有點可憐，我只
能饑不擇食。還記得一本書其章節令我
難以忘懷：多年後，年輕的飲食記者在
中環街角重遇藍玫瑰，她變成一位豐富
出色的時裝設計師，在鬧市裏像一個飄
逸仙子。我懵懂地傾慕那種出塵卻入世
的氣質，收藏心底多年。這兩年，我醉
心飲食文學，才驚覺，那本竟是也斯的
名著《後殖民食物與愛情》！

我以為前幾年透過導師蔡仞姿介紹才初
次接觸也斯，原來文學早已在生命燙下
印記……

現在的我，看書前所未有地勇猛！不用
趕展覽的日子，晚上十點多，我便抱一
疊書爬上床，看兩小時，或看兩分鐘，
眼睛總貪婪地想吞下多一頁、一段、一
句……眼皮不爭氣，手還拿著書，卻已
沉沉睡去。這樣滑入夢鄉，睡得特別甜！

我常和外子笑說，我是圖書館的信徒。
不論在什麼國家，旅居還是生根，我總
有辦法迅速摸清附近圖書館的形勢，在
他還未掌握大局時，我已經捧著一疊和
瘦小身形不成正比的書回家，嘴邊掛著
勝利者的淡淡笑容。

鄒芷茵博士，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本地報紙及文學雜誌
專欄作者，曾獲「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
創作獎」。著有《疊印：漫步香港文學地景》
合編、《食字餐桌》等。

做個「紙上美食家」 鄒芷茵

「吃飯了嗎」、「聖誕節會到哪裡吃自助
餐呢」、「何時約舊同學去聚餐啊」…… 
我們彼此寒暄時，總愛用「飲食」來做
開場白！生活離不開「一日三餐」，就算
對方是陌生人，這都是可以輕鬆談論的
話題。閱讀也是同樣道理，我們會選擇
與我們的生活、個性相近的文字作品：
喜歡剌激的，可以讀推理或恐怖等作品；
情感豐富的，則愛讀言情作品；追求風
趣的，又有笑話集可看。在眾多題材裡，
「飲食」能寫入言情小說，也能寫入推
理文學，似乎是最容易同時引起不同口
味讀者興趣的文字。

只需輕輕一筆，飲食文字便讓我們走進
紙上世界。記得在某個寫作坊上，參加
同學和我一起閱讀《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讀 到 主 人 公 哈 利（Harry 
Potter）遭親戚關在房裡的情節，我們
就一起想像，親戚弄給哈利果腹的那碗
「湯」，究竟是羅宋湯、粟米湯、字母湯，
還是洋蔥湯？很多同學認為是粟米湯或
洋蔥湯，因為這兩種湯材料簡單，比較
切合當時哈利求助無門的可憐處境。作

者羅琳(J. K. Rowling)沒有具體寫出來
的地方，就是我們可以發揮創意的地方。
有些廚師為金庸創作「射鵰英雄宴」，
為張愛玲創作「張愛玲宴」，讓書迷親啖
書中美食；有些知音同好則舉辦烹煮《深
夜食堂》菜式的活動，用廚藝來交流閱
讀漫畫故事的心得。這些都是連結作家
與讀者、文字與生活的好主意。

「飲食」的文字除了描繪味道，也在悄悄
描繪世情。有些食物只會出現在特定作
家之筆下；例如茶餐廳風景，往往是香
港作家寫的最為傳神、細膩；我們現在
大都不過「寒食節」了，寒食習俗也自
然不及古人的作品寫得那樣應景、動人。
某天整理香港舊報紙資料時，我看到了
一則引人深思的國際新聞。這則新聞是
關於 1950 年代的戰爭的。打仗新聞通常
是戰況、勝敗、傷亡人數等；但這則報
導戰俘獲救歸國的新聞，竟花了不少篇
幅來列出戰俘回國第一餐飯的菜單。指
揮官說，他們要拿出「最好的食物」來
「款待歸來戰俘」：鮮奶、奶昔、雪糕、
忌廉茨仔(薯仔)湯、蔬菜、牛排、麵包、

生果、咖啡和茶。在戰爭裡，一切平常
不過的食物，頃刻都變成了「最好的」
美食。我們在菜單中讀到了戰俘的飢餓、
虛弱，也讀到了戰火所帶來的無常日子。

若說別人「紙上談兵」，是在批評別人
只知空談、不切實際；但「紙上談食」
則不是不切實際，反而是身體力行。作
品的意義會因讀者的參與而越來越豐富。
我們不妨回憶自己讀過的文字作品，找
出一種自己喜歡的飲食，然後去吃吃看、
煮煮看；齊來思考文字、想像滋味，做
個「紙上美食家」。

專家 / 作家分享 Experts' / Writers'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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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我們聰明的祖先發明了造紙術和印
刷術，人類的智慧便得到了廣泛的保存
和傳播，文明的星火照亮了世界。今天，
閱讀更是超越時間和空間，成為人類一
項獲取資訊、認識世界、發展思維，並
獲得審美體驗的重要工具。

閱讀習慣的養成，對小朋友來說，除了
開闊視野、培養格局，還有助於學習成
績的提高、興趣愛好的發掘……總的來
說，對他們的成長有着重大的意義。

從小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要充分發揮
家長的作用。

部分家長在兒童閱讀上存在誤區，在培
養他們的閱讀興趣時，沒有照顧孩子的
閱讀需要，過分強調「孩子應該讀什
麼」，而不是「孩子喜歡讀什麼」。部
分人對於兒童閱讀都帶有功利閱讀的心
態，將兒童的讀書活動，作為兒童提高
學習成績的主要工具，忽略了興趣的提
高和能力的培養才是早期閱讀的價值所
在，這種做法很容易導至兒童不會閱讀、
不愛閱讀，造成種種不良後果。

德國有一位專門研究閱讀的專家認為，
「如果一個人到了十三歲或最遲十五歲，
還沒有養成閱讀的習慣和對書的感情，
那麼，他今後的一生中很難再從閱讀中
找到樂趣，閱讀的窗戶會永遠對他關
閉。」

那些家長原意是讓孩子愛上閱讀，但由
於做法不當，把孩子的閱讀興趣扼殺了。

中國古代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曾經說過：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意思是懂得學習的人比不上喜歡
學習的人，喜歡學習的人比不上以學習
為快樂的人。

興趣是對學習內容的一種力求認識的傾
向、伴有積極的情緒色彩。學習興趣是
學生獲得成功的關鍵。閱讀也是如此。

在香港書展上，曾見過有家長拖着大行
李箱，為子女購買各種補充練習和各種
工具書，但子女要求買些課外書卻遭到
拒絕，認為那是浪費時間，對小朋友沒
有一點幫助。

過分強制孩子應該讀什麼，不讀甚麼，
會得不償失。其實，不管是補充練習，
還是一本故事書，都會帶給孩子不同的
閱讀收獲。

記得以前看過一本叫《閱讀的樂趣》的
書，是一個美國作家寫的，裏面有一段
話寫得特別好，「閱讀是一種探險，你會

隨着詩人進入奇幻與想像的領域；你看
到小說家筆下的人生；你在神遊中乘船
潛入大海深處，隨着偉大的探險家遊歷
極地世界；科學家帶你進入實驗室；而
在閱讀別人的傳記中，你跟着此人奧妙
的人生歷程長吁短歎；在歷史學家的回
顧分析下，你學到了鑒往開來，而哲學
家則與你分享他的智慧。」這段話告訴
我們，不管是閱讀哪種類型的書籍，都
能帶給讀者不同的閱讀收獲。

很多家長都希望自己來替孩子選擇書，
但其實讓小朋友自己選書，更能選出適
合他們興趣和年齡的書籍。有些孩子特
別聰明，閱讀能力和理解能力特別強，
七歲小朋友也可以看懂適合十歲小朋友
讀的書。如果家長硬要指定子女讀甚麼
書，很可能會壓抑了子女的能力和天分。
香港出版行業現時出版的兒童書，絕大
多數都是健康的、益智的，加上還有政
府的監管和民間的監察，所以家長不用
擔心孩子選擇了不良的書籍，何況還有
你們把關呢！

如何引導孩子愛上閱讀，下面談談一些
淺見。

一	 營造環境
香港家居一般都比較狹小，但我們也要
盡量給孩子設一個小書櫃或者一個小小
閱讀角，放上他們喜歡的圖書，讓他們
隨手能拿來閱讀。

我們家房間的一面牆全是書櫃，由地面
到天花板。我們常開玩笑，我家的書櫃
是「頂天立地」的。曉帆小時候，因為
人小個子矮，我們就把靠地面的三分之
一書櫃劃歸了他。一有空，他就會自己
拿張小凳子，坐在打開的書櫃前，看完
一本放回去又拿一本，看得舒適愜意。
到後來，他不滿足於下面的圖畫書，常
常踮起腳去拿上格屬於家中大人的書看

(後來曉帆長成了手長腳長一米八幾的高
個子，他常說是小時候踮腳、伸手去拿
上層書看的結果)。所以一個好的閱讀環
境是提起孩子閱讀興趣的一個很重要的
組成部分。

二	 以身作則
想讓孩子愛上閱讀，家長必須以身作則。
家長閒暇時捧着書本閱讀，必然會成為
孩子模仿的對象。一個一天到晚總是響
着劈里啪啦麻雀牌聲音的家庭，是很難
培養出愛讀書的子女的。

三	 講求方法
培養小朋友閱讀習慣，得講求方法。我
家有個辦法百試百靈。曉帆小時候喜歡
聽故事，但卻懶得自己看，總是拿了本
圖畫書，纒着父母給他講。於是做父母
的就想了個辦法，給他講到最精彩最緊
張的地方，就借故有事離開，他很想馬
上知道故事的發展和結局，所以就不得
不自己看。結果一發不可收拾，閱讀的
奇妙和樂趣令他癡迷，閱讀的習慣也由
此養成了。

四	 給予鼓勵及認同
對孩子閱讀的好習慣，要給予鼓勵；對
孩子喜歡的書，要表示認同，最好能參
與討論，這樣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動力。
記得曉帆小時候，讀到一本自己特別喜
歡的書，都會推薦給父母看，而作為父
母也不會敷衍了事，而是真的會讀一遍，
讀完還會跟他討論。曉帆喜歡看偵探推
理小說，這喜好還影響了媽媽，由此也
愛上了這類作品。這樣的結果讓曉帆特
別有成功感，而反過來又促進了他更喜
歡讀書，更喜歡思考，並去影響身邊的
人。

「鳥欲高飛先振翅，人求上進先讀書」，
願閱讀成為每個人的好習慣。

願閱讀成為每個人的好習慣 馬翠蘿 麥曉帆

馬翠蘿，從事文學寫作多年，創作領域包括小說、散文、童話、詩歌、專欄文章等。曾獲獎項：《這
個男孩不太冷》、《非典型女孩》、《跨越生死的愛》、《鋼琴女孩》分別獲 2001年、2004年、
2005年和2006年度「中國冰心圖書獎」；《偶像插班生》、《這個男孩不太冷》、《網上友情》、
《非典型女孩》分別入選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十大好書；《迷失
在 ICQ 的少女》榮獲 2005 年度香港教育城「十本好讀」普選十大之首；《兩個闖禍的少年》、 
《跨越生死的愛》、《穿越時空的公主》、《第一公主》、《公主駕到》及《被囚禁的公主》入
選香港教育城 2005 年、2006 年、2009 年、2012 年和 2015 年 201７ 年度「十本好讀」；少年小說
《不是公主不聚頭》獲 2009 年「小學生書叢榜」十大好書；榮膺 2009 年度「小學生書叢榜」
小學生最喜愛作家。

麥曉帆，十六歲成為報紙兒童故事專欄「欄主」，十七歲開始寫作出版少年長篇小說；曾獲獎項：
少年小說《妙探三人組》獲 2005 年「中國冰心圖書獎」，少年小說《愛生事三人組》、《超人
有前途》分別入選 2005、200７ 年「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十大好書，小說《他約我去迪士尼》入
選教育城 2006 年「十本好讀」及「兒童好讀」，小說《鬼馬三人組》、《至叻三人組》、《緣分
筆記》分別入選 2006 年及 200７ 年教育城「十本好讀」；小說《拜金二世祖》入選 2009 年教育
城「十本好讀」及 2009 年「小學生書叢榜」十本好書。作品反映青少年生活，主題積極向上，
寫作風格幽默俏皮、妙趣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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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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ll the talks 
will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with free 
admission. Programm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我們的檔案•我們的故事

「童趣˙童遊：�
香港兒童玩樂點滴」講座
“Pleasure and Leisure: 
A Glimpse of Children’s  
Pastimes in Hong Kong” Talk
與政府檔案處合辦

: 政府檔案處代表
: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 沙田公共圖書館
: 2195 7700

講者
時間
地點
查詢

19/10 (六 Sat) 沙田

座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安心與心安

講者�
�

時間
地點

開始留座日期

: �釋衍空法師�
（香港大學佛學中心前總監
及高級顧問）

: 下午 3 時至 5 時
: �香港中央圖書館�
地下演講廳

: 10 月 14 日

香港中央27/10 (日Sun)

生死教育講座系列
Subject Talk Series on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與生死教育學會合辦

情緒的開導

: �謝建泉醫生�
（生死教育學會創會會長）

: 下午 3 時至 5 時
: �香港中央圖書館�
地下演講廳

: 11 月 4 日

講者�

時間
地點�

開始留座日期

香港中央17/11 (日Sun)

有興趣人士可由開始留座日期早上 10 時
起，登入圖書館網頁或致電 2921 0222 留
座。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與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合辦

文物講座系列 
Heritage Talk Series

公屋美學此中尋

講者 : �吳文正先生�
（文化葫蘆創辦人及項目總監）

6/10 (日 Sun) 香港中央

詠春的傳承與保育

講者 : �李樹甘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
李家文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 
副教授（專業應用）、副系主任 ）

2/11 (六 Sat) 香港中央

含英咀華：談談幾個獲衞奕信
文物信託資助的研究項目

講者 : �丁新豹教授, BBS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 
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受託人委員會
成員）

香港中央1/12 (日 Sun)

: 下午 3 時至 5 時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 2921 0285 /  3509 7083

時間
地點
查詢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講者 : �冼偉林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國際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香港中央4/10 (五 Fri)

尼采、金聖嘆、《水滸》

2019 年度哲學講座︰�
日常生活中的哲學
Philosophy Talk 2019:  
Philosophy in Everyday Life
與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及香港哲學會合辦

帶著好奇心去旅行

: �趙子明博士�
（明愛專上學院人文及語言學院 
高級講師）

講者
香港中央8/11 (五 Fri)

免費入場券將於講座當日下午 5 時 45 分
開始，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接待
處派發，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 下午 6 時 30 分至 8 時 30 分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 2921 0372

時間
地點
查詢

分區圖書館講座
Subject Talks at Branch Libraries

與社區動物同行

: �麥志豪先生 �
（ 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主席 ）

: 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 2879 5560

講者�

時間
地點
查詢

5/10 (六Sat) 駱克道

種族共融系列 ：共融新世代

: �吳芷旻女士�
（ 啟勵扶青會項目經理 ）

: 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 2879 5560

講者�

時間
地點
查詢

23/11 (六Sat) 駱克道

座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西貢區歷史建築
將軍澳

: �陳天權先生 �
（ 歷史、風俗和建築文物研究者 ）

: 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
: 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 2706 8101

講者�

時間
地點
查詢

20/10 (日Sun)

觀塘區歷史系列專題講座
Subject Talks on History of  
Kwun Tong District
與觀塘區議會合辦

官塘變觀塘
瑞和街

: �羅景熙先生 �
（海濱文化導賞會導師）

: �上午 11 時至�
下午 12 時 30 分

: 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 9 月 28 日

講者�

時間�

地點
開始留座日期

12/10 (六Sat)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咸田變藍田
藍田

: �左錦洪先生 �
（海濱文化導賞會導師）

: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 藍田公共圖書館
: 10 月 13 日

講者�

時間
地點
開始留座日期

27/10 (日Sun)

專題講座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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