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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與契爺：香港知名多元文化
人、作曲人、作詞人韋然將與香
港兒童音樂劇團藝術總監胡寶秀
合作，從香港著名漫畫家王司馬
好友的角度，用說故事的形式，
分享其生前的生活點滴，並與一
班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小演員唱歌
表演，訴說他們對「牛仔」與
「契爺」的感受。故事時間：7
月17日 (星期四)下午5時30分
至下午6時。地點：展覽廳3B
兒童天地表演舞台。

抽獎加碼：今年的書展大抽獎禮物加碼，包括iPad Air、年度
作家董啟章先生的作品、《選擇》月刊免費贈閱一年、第25屆書
展記事本、精美手拉車及香港書展紀念封。參觀人士只需到位於
展覽廳1A、3B、3E、3F及3G的香港書展紀念印蓋印處，集齊五
款紀念印，並出示書展2014門票，即可在展覽廳3F-G的抽獎券換
領處(攤位3G-A19側)，換取抽獎券參加幸運大抽獎。

品嚐福建文化藝術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不同地區的文學和人文風景各有特色，今年「中華

文化漫步」展區以福建為主題，向各位展示融合了閩越文化、中原文化和
海外文化而形成的福建文化藝術。展區將展出福建名家朱熹、林覺民、嚴
復、冰心、林語堂等知名作家的書籍，讓參觀者細味福建作家的文字。此
外，福建還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鄭和七下西洋均在福建駐
泊、開洋，所以該地能工巧匠薈萃，展區專程為大家網羅馳名中外的福建
藝術珍品，包括脫胎漆器、壽山石雕、德化瓷、廈門漆線雕、德化白瓷觀
音等，勢必會令觀展者大飽眼福。現場更設有歌仔戲及木偶劇表演，讓參
觀人士從不同角度了解福建文化。

20142014香港書展攻略香港書展攻略
帶你玩轉會展帶你玩轉會展

今日，大家期盼已久的年度閱讀盛事——第25屆香港書展正式開門迎客。相信從7月16日起至22日，全港大小書迷無論如

何都會抽空前往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淘」一「淘」平靚正的心水好書。但除了擠人群、搶好書之外，今年香港貿易發展局還會

在書展期間舉辦近500場文化活動，以期全城市民共同參與「悅讀一夏」。其中，既有兩岸三地及海外的知名作家親臨現場做

講座，更有集中了林語堂、冰心、董啟章手稿，仿古書店，福建藝術珍品的「文藝廊」展區等你來逛。但會展中心總面積達四

萬六千平方米，各講座展覽又如星羅棋布「散落天際」，如何能夠快速定位鎖定你的「心頭好」？這份書展攻略高度濃縮了一

周內不容錯過的精彩活動，或許正好合適茫然無措的你。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圖：由主辦方提供兩岸三地名家以書會友
一直廣受讀者歡迎的「名作家講座

系列」已舉辦十年，今年如期而至，
再接再厲為讀者們搭建與名作家近距
離互動的平台。本次受邀參加的21
位作家分別來自兩岸三地，但均是極
具分量的知名作家。二十餘位名家中
首當其衝的就是近日張藝謀導演的新
作《歸來》的原作者嚴歌苓，她將與
讀者們分享自己從閱讀到創作的心路
歷程；而新鮮出爐的卡夫卡文學獎得
主閻連科亦會現身書展暢談文學與中
國之間的關係；暢銷小說《繁花》作
者金宇澄更請來啟發他創作出這部作
品的香港名導演王家衛與之對談。其
他備受矚目的名家包括台灣的李敖及
他的兒子李戡、劉兆玄（上官鼎）、
蔡明亮、張瑞昌、吳明益、陳雪、吳
思、《下南洋》紀錄片製作人周兵、
麥天樞和祝捷以及蔣方舟；本地作家
黃碧雲、鍾曉陽和廖偉棠。

海外代表：嚴歌苓
講題：從讀書人到寫書人
日期：7月18日 (星期五)
時間：17:00 – 18:30
地點：演講廳1
美籍華人，1958年出生

於上海。美國當代著名中
文、英文作家，荷里活專業
編劇。1980年開始發表作
品，1986年加入中國作家
協會，1989年赴美留學。
現為荷里活專業編劇。其作
品用中文、英文寫作，還被
翻譯成法、荷、西、日等多
國文字。主要作品有《綠
血》、《一個女兵的悄悄
話》、《一個女人的史
詩》、《女房東》、《人
寰》、《扶桑》、《天浴》
等。

內地大家：閻連科
講題：一個村莊裡的文學與中國
日期：7月19日 (星期六)
時間：14:00 – 15:30
地點：演講廳1

1958年出生於河南嵩縣。1979年開始寫
作，曾先後獲第一、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第
三屆老舍文學獎。其作品被譯為日、韓、
法、英、德、意大利等20種語言，在當地
出版。2014年，閻連科獲頒「卡夫卡文學
獎」，是第二位獲得該獎的亞洲作家。主要
作品有《情感獄》、《日光流年》、《堅硬
如水》、《年月日》、《朝着東南走》。
2013年出版新作《炸裂志》。現供職於中
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為教授、駐校作家。

台灣大師與其子：李敖、李戡
講題：國民黨員毛澤東
日期：7月16日 (星期三)
時間：14:00 – 15:30
地點：會議廳

李敖是台灣著名作家、政治評論家。1960年代在《文星》雜誌上力主西化，為
胡適辯護，掀起中西文化論戰，成為台灣文化界名人。代表作有《李敖大全集》、
《李敖回憶錄》、《北京法源寺》、《陽痿美國》等。李戡乃李敖之子，生於台
北。就讀美國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著作有《李戡戡亂記》、《國民黨員毛
澤東》。

本港作家：黃碧雲
講題：微喜哀傷—重寫與重行
日期：7月17日 (星期四)
時間：11:00 – 12:30
地點：會展會議室S226-227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畢業，香港大學社會
學系犯罪學碩士。曾任記者、議員助理、電視
台編劇。曾獲第一屆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新
秀獎」等獎項。著作包括《七種靜默》、《十
二女色》、《其後》、《溫柔與暴烈》、《烈
女圖》等。其中《溫柔與暴烈》、《烈女
圖》、《烈佬傳》分別獲得第三屆、第六屆及
第十二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雙年獎；
《我們如此很好》獲第四屆「香港中文文學雙
年獎」散文組的雙年獎。

兒童天地誘孩深入黃金屋
今年兒童天地總面積達6033平方米，有近170間參展商共同參

與，策展方為兒童天地開設了特別通道，特別通道位於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港灣道入口處的左側，走該通道可直達展覽廳3兒童天地。
每位小童可由兩位家長陪同持票入場。在「名人講故事」環節，是
次邀請到梁承謙博士、鄧麗欣、舒伯特國際鋼琴大賽獲獎者岑健威
等名人與小朋友一起分享精彩故事。
而本港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兒童圖書出版社新雅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將在今次書展設立
52個攤位，期待以「閱讀
新雅，童尋夢想」為主體
鼓勵小朋友們愉快閱讀，並在成
長的過程中勇敢、努力地去挖
掘、追尋自己的夢想。書展期間，新
雅將出版多達75種圖書，而新雅最
新出版的勵志圖書《足以自豪》作者
楊小芳亦將在7月17日早上十一點至十二
點半以「足以自豪」為主題與讀者們分享自
己意外失去雙臂後，仍樂觀向上追尋夢想的
獨特經歷。名人講故事：

關於忠誠：這是一個關於忠誠
的故事。從前有一個主人即將
遠行，他把產業分別交給三個
僕人，第一個給了五千金幣、
第二個給了二千金幣、第三個
給了一千金幣。僕人們會如何
處理主人的財產，他們的命運
又會走向何方呢？ 7月16日
(星期三)下午2時30分至下午
3時，展覽廳3B兒童天地表演
舞台，鋼琴演奏家岑健威為您
揭曉。

不一樣的睡美人：7A班
戲劇組藝術總監，香港
最早引進戲劇教學法的
教育家之一梁承謙博士
（一休）將在7月17日
(星期四)下午2時30分
至下午3時，於展覽廳
3B 兒童天地表演舞
台，和大家講講故事中
要由讀者一起填補「睡
美人」的空白部分。

不容錯過小貼士

放眼看世界 感懷舊日情
今年「文藝廊」設置四個主題展區，它們分別是年度作家董啟章專

區「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書香人情 香港書業世紀回
眸」、「港島文學漫步」和「中華文化漫步—福建行」。

董啟章透視世界
董啟章利用文字探索世界，同樣以文字回應

世界。面對現實社會種種議題，董啟章選擇以
文字細緻地記下城市各個微妙轉變，讓讀者重
新思考居住中的城市。他的作品，主題總離不
開香港，本土色彩濃厚，但他相信這無礙作品
的世界性。因此，今年香港書展「文藝廊」特
為董啟章設立「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 」
專區，從他的創作歷程及筆下文字，透視世
界。展區將展示董啟章的文學作品，以及他與
不同媒介的合作，包括插畫、改編自他作品的
劇場錄像、劇場海報和道具等。董啟章亦將出

席三場分享會，並請來兩位文壇好友︰日本作
家兼「直木獎」得主中島京子及本地作家黃碧
雲一同暢談文學、生活與世界。

回眸書業百年變遷
兩家歷史悠久的書業集

團 —— 大眾控股有限公司及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透過「書香人情 香港書業世
紀回眸」展覽用一系列珍貴的
展品和照片細說香港書業過去
一百年的歷史，參觀者可以在
展場內參觀仿古舊式書店，重
拾昔日書香情懷。在該展中，
參觀者除了可
以了解印刷技
術的演變，更
可以試玩雕版
印刷，製作商
務百年紀念收
藏書票。

港島文學漫步
香港是不少文學巨匠生活和創作的地

方，香港島不少地方亦成為他們筆下故事
的場景。張愛玲《傾城之戀》筆下的淺水
灣，李碧華《胭脂扣》的石塘咀，余光中
《蔡元培墓前》的香港仔等，這些作品既
刻畫了一代香港人的真實狀態，又記錄了
諸多香港舊街景。今年「文藝廊」所打造
的「港島文學漫步」展覽，選取了張愛
玲、梁秉鈞（也斯）、李碧華、西西等25
位作家的作品，透過他們的文字、再配合
照片及錄像，讓參觀人士重踏這些作家的
足跡，以文人的眼光重新認識我們居住的
城市。 此外，展區亦介紹「南區文學
徑」，鼓勵讀者尋找香港文學記憶，親身
穿梭於故事中的大街小巷，體驗作家和故
事人物的萬千情感。

省力法寶：又一次在書展滿載而歸卻因購物袋無法
負重把自己弄得大汗淋漓狼狽不堪？其實你需要的是
一個方便輕巧、可拉可揹的購物手拉車。帶上它便可
輕輕鬆鬆地將書本帶回家。如果忘記帶，香港貿發局
香港設計廊及設計廊攤位(展覽廳3F-G)亦可買到，每
個售價$125元。如果想再省力一點，可選擇由香港郵
政提供的書籍速遞服務，有專人將書籍送到指定地
址，令你輕鬆自在享受購書樂，服務展台位於G107
室。 開放時間： 7月16日至21日上午10時至晚上7
時；7月22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

隨身必備：如打算享受書海，細
嚐閱讀滋味，首應該在進入書展後以
最快速度取得展區分佈圖，製作您的
個人路線圖，然後按圖索驥。其次，
應準備一定的現金，因為書展各攤位
都設有獨立收銀處，而且大部分參展
商都只接受現金付款，故準備足夠現
金十分有必要。
注意：切勿將尚未付款的書籍/產

品帶往其他攤位。

拍照留念：本屆書
展拍照區設於展覽廳
3F-G，區內擺設了多個
本地創作的動畫及卡通
人物，包括老夫子、麥
兜等公仔，希望與眾同
歡，讓入場人士拍下這
些與香港人共同成長的
回憶，作為第25屆書
展的紀念。

書展紀念封：今年商務印書館(香港)有
限公司與大會聯合發行紀念封，讓書迷珍
藏留念。這一系列四款封套以「活化與保
育」為主題，由著名郵票設計家關信剛設
計，畫出香港鐵路博物館、香港海防博物
館、香港茶具文物館和前香港立法會大
樓，讓書迷感受香港舊物的那份樸實真
情。紀念封印有四個景點的中英雙語歷史
簡介，以加深讀者對景點的認識。紀念封
限量發行2,000套，極具珍藏價值。書展

期間，參觀者可到展覽
廳1D (攤位
1D-C16) 購
買，每款為
港幣$20。

返場免費：為慶祝香港書展踏入第25屆，大會今年增設「免
費進場特別優惠」回饋書迷，讓撲鼻書香可以一嚐再嚐。參觀人
士凡以正價(成人港幣25元、小童港幣10元) 購買7月16日或17日
(星期三、四) 的香港書展門票，憑完整票尾可於7 月18日、19日
或20日(星期五、六、日)晚上7時後免費再進場一次。7月18日及
19日，書展開放時間更延至深夜12時。此優惠不適用於其他門票
(包括上午進場票、優惠進場票、貴賓進場票及贈券)。

■■樂觀向上的楊小芳樂觀向上的楊小芳（（左二左二）、）、新雅出版新雅出版
社常務副經理尹慧玲社常務副經理尹慧玲（（左一左一））與即將和小與即將和小
朋友們在書展見面的老鼠記者朋友們在書展見面的老鼠記者。。

■ 書 展
五 款 紀
念印。

■郵票設
計家關信
剛為書展
設計的四
款 紀 念
封。

■老書《好兒童》。

■■商務印書館不同時期商務印書館不同時期
出版的學生字典出版的學生字典。。

■■福建漳州布袋木偶頭雕福建漳州布袋木偶頭雕
刻刻。。

■■嚴歌苓嚴歌苓。。

■■董啟章展品董啟章展品《《名字的玫瑰名字的玫瑰》》剪報加手稿剪報加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