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霑•故事：深水埗的天空 1949-1960」解開「黃霑」這個
名字的由來。

昔日飛機維修員憶述在啟德機場的經歷和所見所聞。

「邵氏電影」介紹邵氏電影機構的故事，見證早年華資電影人
在亞洲區內創造電影事業的歷史。

「播音皇帝」鍾偉明親述其童年及投身播音工作的歷程。

開飯城市：大牌檔•茶餐廳•空間記憶 二十世紀初在粵港滬等地的藥房、銀行、百貨公司及輪船公司
等都會製作月份牌畫作宣傳。「月份牌王關蕙農」展出多個由 
關蕙農所繪畫的月份牌畫。

考考大家：首份中英文版的《香港政府憲
報》在哪年出版？香港早期鄉村教育有何 
特色？中國傳統婚禮中的「三書六禮」是指
甚麽？著名作家劉以鬯大學時期是哪種運動
的高手？香港知名作曲家兼填詞人黃霑其 
名字的由來？昔日的大牌檔和茶餐廳分為 
哪些類型？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宣傳品月份 
牌畫是怎樣的？

答案盡在圖書館的網上展覽！大家只要透過圖書館網站，便可隨時隨地
瀏覽超過一百多個專題展覽，內容涵蓋本地歷史文化、文學藝術、地方
及新聞故事等，以至國家圖書館的珍藏，讓你待在家中也能過得很充實。

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記憶」網站是一個多媒體網站，整合不同來源的本地歷史和文化資料，包括文獻、 
照片、海報、錄音、電影及錄像，再編製成三十多項特藏、二十項展覽和超過一百個口述歷史檔案。「香港
記憶」內不同的專題特藏有很多有趣的主題和故事，部份經過挑選、整理而成主題展覽，與眾細味屬於香港
的集體回憶。

多媒體資訊系統內的數碼館藏展覽，除了「香江回望」、 
「葵青回憶」、「元朗古與今」等有關香港地區的展覽外，還
有來自國家圖書館的「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精選」及「慶
賞昇平」。前者匯集國家圖書館提供的四十二件特選珍藏，
包括《永樂大典》及《四庫全書》等，後者則展出清內府
彩繪戲曲人物圖譜。大家安坐家中便可欣賞這些珍貴展品。

多媒體資訊系統數碼館藏展覽   國圖珍藏近在咫尺

香港記憶網站   重現昔日民生點滴

中央圖書館專題展覽   知識趣味並重

1879年1月《憲報》的中文、英文版合併出版。
( 展覽︰香港政府憲報 )

「劉以鬯與香港文學」展覽讓讀者透過其生平、作品和 
相片認識這位著名作家。

《英語不求人》( 展覽︰見證香港早期 
鄉村教育的「翁仕朝特藏」)

「婚儀六禮 ─ 中國傳統婚禮文獻」展覽詳細介紹
中國傳統婚嫁的禮儀和程序。

香港中央圖書館定期在館內舉辦林林總總的展覽，藉此介紹圖書館的豐富館藏。多元化的展覽包括文化及 
歷史資源角展覽、香港文學專題展覽、文獻特藏展覽、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藝術展覽、香港地方系列及 
新聞故事系列，內容知識和趣味俱備。大家只要透過圖書館網站便可重溫這些展覽！

當中的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及香港文學專題展覽，深入介紹共五十多位資深音樂人、文壇前輩及年輕作家，
是了解本地音樂和文學發展的不錯選擇。對昔日社會時事有興趣的朋友則別錯過「香港政府憲報」、「九龍
城寨」、「石硤尾大火：看香港公營房屋的發展」及「樓下閂水喉：香港制水歷史回顧」等展覽。此外， 
「喬靖夫•能文能武」、「華山論劍：金庸的武俠世界」、「梁羽生武俠小說簡介」、「書香劍影─中國武俠小說」 
等展覽內容必能滿足一眾武俠小說迷。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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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Memory

Hong Kong Memory (HKM) 
is a multimedia website that 
gives free and open access 
to digitised materials on Hong 
Kong’s history, culture and 
heritage. The materials include 
text documents, photographs, 
posters, sound recordings, 
motion pictures and videos, 
w h i c h  a re  o r g a n i s e d  i n t o 
t h e m a t i c  C o l l e c t i o n s  a n d 
Exhibitions for public interest. 
Whether your interest lies in local movies or festivals, aircraft industry or life 
story of local people, you will find some interesting and inspiring topics in HKM.

Apart from the online exhibitions on local districts, such as ‘Yuen 
Long Now and Then’ and ‘Kwai Tsing Memory’,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MMIS) also offers two online exhibitions 
showcasing the rare resources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One of them is ‘Highlights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nd the other is 
‘Chinese Opera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lbums of 
Beijing Opera Characters from the Shengping Bureau’. Chinese 
opera lovers can immerse themselves in an impressive array of 
precious collections at any time and in any place.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regularly organises various exhibitions 
featuring its collections. These physical 
exhibitions have also been created into 
online exhibitions on the HKPL Website. 
They include ‘CHRC Exhibition in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ong 
Kong Literature Thematic Exhibition’, 
‘Documents Collection Exhibition’, ‘The 
Hong Kong Musicians Series’, ‘Arts 
Exhibition’, ‘Hong Kong Places Series’ 
and ‘History in News’.

Looking for some enr iching 
and interesting digital l ibrary 
expe r ience  at  home? Wi th 
an array of online exhibitions 
offer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you can simply 
v is i t  the HKPL Website and 
treat yourself with an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both enriching and 
interesting online exhibitions on 
various aspects of Hong Kong 
anytime anywhere.

MMIS online exhibitions on digitised materials

HKCL thematic exhibitions 沒有圖書證也可借書看？借閱電子書真的好容易？怎樣從電子書海中找到心頭好？
Can I borrow a book without a library card? Is it really so easy to borrow e-Books?  
How to find a good read among all the e-Books?

共享 e 閱讀時光  
                    好EASY

Enjoy e-Reading with ease

香港公共圖書館電子資源知多D
More on HKPL’s e-Resources

圖書館推介為你挑選好書 Selected e-Books at your fingertips3
要在三十多萬冊電子書中找出心頭好，不妨參考圖書館最新的
「館藏推介」及「推介書目＠電子閱讀」，當中總有一本能為
你帶來喜閱！
Not sure what to read? Check out the ‘Content Highlights’ 
and ‘Good Reads@e-Reading’ on the HKPL Website. 

就算沒有圖書證都可看電子書？只要你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
又從未領有香港公共圖書館圖書證或電子帳戶，可透過圖書館
網站申請電子帳戶，登記成為網上讀者，即可隨時借閱電子書
及使用不同類型的電子資源。
‘Online Registration for Borrowers’ service enables readers 
to register for an e-Account for online reading via the 
HKPL Website to access our e-Book collections and a 
variety of e-Resources without the requirement of library 
card or physical visit. Resident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ho have never applied for a library 
card or e-Account of HKPL can make application through 
this online platform and borrow e-Books or enjoy access to 
diversified e-Resources. 

網上讀者登記 Online Registration for Borrowers1

申請步驟示範影片  
Application demo videos

立即申請  
Apply now

圖書館提供逾三十三萬冊中、英文電子書，大家毋須花費一分
一毫，就能夠輕鬆利用電腦、手機或平板電腦借閱電子書。其
中 HyRead 和 SUEP 兩大熱門中文電子書庫提供超過二萬本 
電子書及雜誌，不但書種多，借閱步驟也很簡單容易。
The HKPL provides more than 330,000 Chinese and English 
e-Books for free reading on computers, smart phones or 
tablets at any time and in any place. Among them, HyRead 
and SUEP are two Chinese e-Book collections which offer 
more than 20,000 popular reads for leisure reading. Just a few 
simple steps to access, borrow and read your e-Books.

借閱電子書快捷又簡單 Simple steps to borrow e-Books2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館訊 Library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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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響頭炮的有「作家與你共享喜閱」活動，兩位本地青年作家游欣妮及梁偉洛(可洛)透過短片分享閱讀如何改變他們的 
人生；兒童文學作家鄭詠詩則暢談親子共讀的好處。短片已上載於公共圖書館 YouTube 頻道。

在世界閱讀日前夕，圖書館邀請了本地人氣網絡作家藍橘子進行網上直播，分享寫作和閱讀的心得，還即席跟觀眾 
一起創作小故事。大家可於「喜閱•飛越」Facebook 專頁重溫直播影片。

公共圖書館響應世界閱讀日  與讀者拆解喜閱密碼
HKPL marks World Book Day and invites public to  
unlock the secrets of JOYFUL READING

In the first programme ‘Interaction with Authors’, local young writers Yau Yan-ni and Leung Wai-lok, through video 
clips, share how reading influences their lives, while children’s book author Cheng Wing-sze explores the benefits of  
parent-child reading. Their videos have been uploaded to the YouTube Channel of HKPL. 

Online writer Blue God Zi also went live to engage fans and create stories on the eve of the World Book Day. Readers 
missing out the live session can review the interaction on our FB page ‘Reading is Joyful’.

為響應「世界閱讀日」，香港公共圖書館延續
「共享•喜閱新時代」主題，於四月推出一連
串精采活動，更加入今年的全新概念「喜閱密碼喜閱密碼
@LIBRARY」，與讀者拆解喜閱的秘密。
To tie in with the World Book Da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launched a 
range of exciting activities this April. Built on 
last year’s theme ‘Discover and Share the Joy 
of Reading’, the new element ‘Unlock the 
Secrets@LIBRARY’ is introduced this year to 
help readers experience the joy of reading.

作家與你共享喜閱 IInteraction with Authors

RRELAXATION 鬆一鬆 e 閱讀小站 Take a Break - eReading Corner

更多節目折解喜閱的秘密 Stay tuned for more to come

香港公共圖書館再次推出「鬆一鬆 e 閱讀小站」
電子書推廣活動，從深受讀者喜愛的兩大中文
電子書庫 HyRead 和 SUEP，每月精選 30 本
電子書。由現在至 6 月 19 日，讀者只需下載 
「HyRead 3」應用程式，登入圖書館帳戶， 
無需預約即可免費借閱。立即行動，喜閱心水 
電子好書！

The HKPL is also rolling out the campaign ‘Take a Break - 
eReading Corner’ to promote e-Books. Thirty e-Books from 
two popular online Chinese collections, HyRead and SUEP, are 
selected each month. Readers can simply download the 'HyRead 
3' App and log in with their library accounts to borrow the online 
books anytime at no charge. Act now to experience the joy of 
e-Reading!

詳情請參閱：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hkpl.gov.hk/ereading-corner

「HyRead 3」應用程式簡便易用，讀者可
按影片指示操作，輕鬆瀏覽精選電子書。
'HyRead 3' App is easy to use. Take a look 
at the simple steps in this video.

其他重點節目，包括「與作家會面」、「夏日閱繽紛」、「香港圖書館節」和「『喜』動圖書館」等，亦將陸續推
出。有關詳情可瀏覽公共圖書館網頁 www.hkpl.gov.hk 或「喜閱•飛越」Facebook(www.facebook.com/
readingisjoyful)及 Instagram(www.instagram.com/readingisjoyful)專頁。
Other highlight activities such as ‘Meet-the-Authors’, ‘Summer Reading Fiesta’, ‘Hong Kong Library 
Festival’ and ‘Library-on-Wheels’ will also be held. Details of the activities are available on the HKPL 
Website (www.hkpl.gov.hk), ‘Reading is Joyful’ Facebook page (www.facebook.com/readingisjoyful) and 
Instagram page (www.instagram.com/readingisjoyful).

1

2

3

4

作家游欣妮 
Local young writer Yau Yan-ni

作家梁偉洛(可洛) 
Local young writer Leung Wai-lok

兒童文學作家鄭詠詩  
Children’s book author Cheng Wing-sze

網絡作家藍橘子 
Online writer Blue God Zi

1

2

3

4

公共圖書館每年均舉辦「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鼓勵兒童及青少年擴闊閱讀領域。今年比賽以「閱讀，伴我成長」
為主題，反應十分熱烈，參賽作品超過一千四百份，來自共二百四十多間參賽學校。評審從參賽作品中選出多名優勝獎，
包括初小組二十五名、高小中文組十五名、初中中文組十五名、高中中文組十二名、高小及初中英文組每組八名，以及高
中英文組五名。

In addition, the HKPL organises the 4∙23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annually to encourage children 
and youth to broaden their reading scope. Featuring the 
theme ‘Growing Up with Reading’, this year’s competition 
received an overwhelming response with over 1,400 
entries from more than 240 schools. Winning entries 
were selected from each category, with 25 chosen 
from junior primary, 15 from senior primary Chinese,  
15 from junior secondary Chinese, 12 from senior 
secondary Chinese, 8 each from senior primary English 
and junior secondary English, and 5 from senior 
secondary English.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World B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得獎名單及作品 
Lists of winners and  
the winning entries

瀏覽短片  
To view the videos 

重溫藍橘子直播影片 
Review the Blue God Zi  
live session

( 只提供中文版本 Content available in Chinese only) 

喜閱密碼 Unlock the Secrets of Joyful Reading 喜閱密碼 Unlock the Secrets of Joyful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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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 作家分享 Experts' / Writers' Sharing

小說的特質在於以虛構的表象反映比現
實更真實的世界。菲利浦羅斯《寫作
美國小說》︰「小說是事實與虛構混淆
不清的。」雖然羅斯所指的是非虛構小
說的特性，然而小說的面向往往在呈現
那個我們以為永不會出現，卻又真實地
存在的狀態。例如我們會認為親人是我
們最關注和熟悉的，鄰人卻是老死不相
往來；然而韓麗珠〈輸水管森林〉中的
「我」說︰「我沒有近距離仔細地端詳
過胖子的臉，但我對於他在家中的一切
活動瞭如指掌，他幾乎是我除了自己以
外，最熟悉的一個人。」相反，「我」
對於外婆的觀感卻是冰冷和疏離，「我
嗅到身體腐爛的氣味，這種味道瀰漫了
整個房間，使人感到窒息。」文字的張
力與背叛，呈現了事實與虛構混淆不清
的邊界。黎紫書於〈暗巷〉書寫一位訓
導主任在後巷遭逢意外，訓導主任本在
學校裡是權威的象徵，卻因無法走出自
我膨脹的意識，藉著身分轉換，他在後
巷裡卻只是弱不禁風的「教書佬」，這
種似是而非的狀態不單止是訓導主任，
或許在許多人身上都能予以深刻體現。

卡繆被指是存在主義的代表，雖然他多
次作出否認。《異鄉人》所呈現的本來就
是存在的本質，當主角在面臨審判時，
坦白地將殺人的動機歸咎於陽光刺眼，
然而所有人只認為這等回應全然是荒謬
的。這件關乎「我」生死命運的案件，
由始至終「我」在審判過程中似乎沒有
確切的角色︰「在檢察官和律師的攻防
中，有許多針對我個人的討論，甚至比
針對罪行的討論還多…… 即便是在專注
於案情的狀況下，有時我會有股想加入
表達意見的衝動，律師總是告訴我︰『別
說話，那對您的案子沒有好處。』某種
程度上，他們像是把我排除在外進行訴
訟。」荒誕的世界充斥著命運不自決的
限制，迎合世界的意識將真實的存在排
除在外，荒謬成了現世的常態。

「想必是有人誹謗了約瑟夫 •  K，因為他
並沒有做甚麼壞事，一天早上卻被逮捕
了。」卡夫卡《審判》中 K 一直不認為
自己有罪，最高法庭無限擴張的權力否
定了自己除罪的可能。若果說卡夫卡因
未婚妻解除婚約驅使他書寫《審判》，

更可以說這是他整個生命的反照，K 最
終被兩個陌生男子在黑暗中帶走，平靜
與不對抗的表現固然是接納了無法改變
的事實，然而 K 的孤獨與無助本來就是
直迫作者的內心掙扎，甚而是卡夫卡作
為表現主義的代表人物，這種介乎虛妄
謊言與自我欺哄之間的實在，亦如切實
地在上演著皮藍德羅的荒誕劇一樣。

「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
謬。」面對這個混淆不清的世界，或許
我們只能以辛波絲卡的詩作解慰︰「但
還活著的人 /仍該隨身攜帶雨具」。

陳志堅，本地作家，寫散文、小說，偶寫 
新詩。著作包括小說《離群者》、散文 
《時間擱淺》。另作品《紅豆糕的歲月》、 
《無法預知的遠方》，入選第 29 屆、第 30 屆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50 本好書之一，主編 
《情味•香港》，獲「香港教育城第 16 屆
十大好讀」。作品同時散見於報章專欄、 
文學雜誌等。

混淆不清的真實 陳志堅

我時常有這種幻覺，這一天是最後的一
天，也是第一天。這是否很矛盾呢？其
實我們都很聰明，我們不是一直有很多
矛盾的金句嗎？「這是最好的時候，也
是最壞的時候」、「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
安全的地方」，因此「這是最後一天，
也是第一天」只不過是從前人的智慧變
換出來吧!當然，我所謂的最後或第一，
跟「早上四隻腳，中午兩隻腳，晚上三
隻腳」的希臘神話如出一轍，不過是把
時間濃縮了吧 !

這是最後的一天，如果我們不把某些
東西煞住。我們沒有煞住對地球的過
度虛耗，不久將來我們不但要每天限
用能源，還可能受到惡劣天氣的影響；
我們沒有煞住太空探索，可能引起外
星人的關注，繼而入侵；我們沒有煞
住探討時間旅行的可能性，或許造成
〈像你們這些喪屍〉筆下的混亂時間，
自己竟然是自己的父和母、子和女。
每一天都是關鍵，每一刻都是終結。

我們都知道，每一個科幻小說家都知
道。

這是第一天，如果我們持續下去求索。我
們探索宇宙、探索地心、探索海洋，每一
個地方都可以移居；我們發展網絡、探討
上傳，可以壓縮生存的空間，減少對資
源的依賴；我們開創時間旅行，回到過去
不讓某些事情發生，讓現在變成更好的現
在。每一天都是關鍵，每一刻都是開創。
我們都知道，每一個科幻小說家都知道。

科技發展，從來都是雙刃刀。開創與終
結、誕生與死亡、孕育與破壞、放任與
操控，樂觀與悲觀，同時並存在我們的
面前。每名科幻小說家都有個使命，就
是提醒讀者這一天很特別。人類每個舉
動都是蝴蝶效應，一個決定可以令世界
滅亡，一個決定可以令世界重生。是怎
樣發展下去，科幻小說家只是空想，沒
有參與的權利，但他們都在提供一種可
能性。

這一天是最後一天，還是第一天，科幻
小說家沒有決定的權利。他們只能把可
見的將來呈現在大家的面前，任君選
擇。科幻小說家既寫遙遠不及的未來，
也在寫這一天。這一天一面指向未來，
一面聯繫我們的心。路是在所有人類的
面前，科幻小說家選不來，但大家卻可
以，一個人不能，但只要團結起來，總
能一步一步走下去。

徐焯賢，在大學時修讀人類學，此專業有助
他以人文歷史為經，人類關懷為緯來創作。
至今創作了圖書三十多種，範圍包括武俠小
說、奇幻小說、科幻小說、推理小說和愛情
小說等。近年在大學及中學任教創意寫作，
游走教與寫之間，「每有意會，便欣然創作」。
憑《神功戲殺人事件》奪得第10屆「書叢榜」
第 2 位、《詩探卡爾維》獲得第 13 屆「香港
中文文學雙年獎」（兒童少年文學組）推薦獎、
《我摔倒了我的愛情》及《我摔倒了我的 
幸福》（與江澄合著）分別取得第 29 屆、 
第 30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獎項。

〈這一天是……〉 徐焯賢

第 112 期 
Issue 112

2020 年 5 月 
May 2020

雙月刊 
Bimonthly newsletter

香港公共圖書館出版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刷 
Printed by the Government Logistics Department

伴讀達人談心得 寫作人的讀書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