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墨出江湖 書展論英雄
武俠文學作主題 多位名家晤書迷 展金庸珍貴手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揭開出色武俠小說的外衣，內裡觸及人性

善惡、歷史興衰及命運跌宕，其文學內涵不時被人忽略。下月20日至26日

於會展舉行的香港書展，主題定為「武俠文學」，設有兩個展覽。首個展覽

介紹8位香港武俠文學家，如金庸、倪匡及梁羽生等，同時展出他們逾200

件連載武俠小說剪報、初版小說及漫畫。另一個展覽與文化博物館合作，展

出金庸約60多件手稿、親筆對聯及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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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水禮好玩項目
設施

激光迷陣

珍寶肥皂泡工場

超級巨沖

幻彩噴泉陣

泡泡狂熱

水戰大激鬥

至螢水舞陣

海綿寶寶全接觸

夏日童樂手作坊

海洋全接觸

內容

於漆黑房間盡快避過激光陣，按下不同角落的按鈕，考驗身手

可拉出真人大小的巨型泡泡包圍自己，拍照熱點

巨型水桶注滿水後傾盆而下，消暑一流

配合七彩燈光與節奏，於花式水柱間穿梭起舞

可浸沒於泡泡池中，裝置定時加泡確保泡量充足

無限水彈供應，最適合好友比拚

可與舞蹈員合跳熱舞，更不時有水槍突擊

海綿寶寶隨時現時與遊客互動合照

小朋友可製作黏土小手工，把快樂回憶帶回家

於水族館內浮潛並參觀後勤區的珊瑚養殖室

資料來源：海洋公園 製表：華鎧瑩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華
鎧瑩）夏日炎炎，最佳的消暑
活動當然是玩水，海洋公園夏
水禮將於7月1日（本周五）開
幕，以全港首個「海綿寶寶夏
水派對」為主題，於室內外設
多個濕身設施及活動，更能於
水族館內浮潛，同時推出夏水
禮限定優惠，當中餐飲優惠低
至半價。海洋公園行政總裁苗
樂文預料，夏水禮可吸引約180
萬人次。
海園一年一度的夏水禮於7
月1日至8月28日舉行，首次與
風靡全球的海綿寶寶合作，於
怡慶坊設室內玩水場，主打5個
濕身設施。包括首度由美國引
入的「激光迷陣」，參加者需
在佈滿激光的漆黑環境中，以
最快速度按下不同角落的按鈕
得分。還有首次登場的「珍寶
肥皂泡工場」，遊客可拉出真
人大小的巨型泡泡包圍自己。
海濱樂園廣場有不同活動，
如「水戰大激鬥」，提供無限
水彈供遊人比拚。為配合夏水
禮，「海洋全接觸」浮潛體驗
推出二人同行優惠，10歲或以
上（12歲以下需由成年人陪同
參加）遊客，可於水族館淺水
區進行30分鐘浮潛觀魚，之後
可參觀後勤區的珊瑚養殖區，
了解保育海洋的重要性。
公園將同時推出夏水禮限定

優惠，遊客可到「至COOL夏
日必到景點」連接官方Wi-Fi接
收餐飲優惠劵。15日起樂園更
會透過手機程式，於每日上午
11時 30 分及下午 1時正發放
「驚喜優惠券」，當中包括
「哈囉喂全日祭」優越門票、
「海洋快證」等，每周至少派
出800份禮物，先按先得。夏
水禮期間，遊人可到網站享用
「Ocean Park App新用戶」優
惠，即可九折購買電子門票。
為配合海綿寶寶環保又愛吃

的形象，園內多間餐廳推出多
款以其為主題的素食菜式。無
肉不歡的朋友也可選擇首次推
出的「湖畔燒烤嘉年華」，品
嚐惹味串燒及消暑特飲。

印度客增四成
海洋公園行政總裁苗樂文預

料，今年夏水禮可吸引約180萬
人次，與往年相若。候任行政總
裁李繩宗表示，上海迪士尼開幕
暫未對入場人次造成影響，指其
目標市場為華東、華北地區，而
海洋公園較國際化，今年度的本
地客源相對穩定，外地旅客則有
明顯增長，如來自印度的旅客上
升近40%。
李繩宗續指，希望南港島線

能在年尾前通車，強調「不要
再遲了」，並稱落實通車後，
園方將推出連串優惠配合。

海園夏水禮 與海綿寶寶玩泡泡

名作家講座時間地點
日期

20/7

21/7

22/7

23/7

23/7

24/7

25/7

26/7

時間

1130-1300

1530-1700

1600-1730

1400-1530

1630-1800

1400-1530

1500-1630

1500-1630

地點

會議室S226-227

會議室S226-227

會議室S221

會議室S221

會議室S221

會議室S221

會議室S226-227

會議廳

作家

金泰成、金仁順

成英姝

馬家輝、郭位、
葉永烈等9人

止庵、宋以朗

李銀河

曹文軒

蔣勝男

龍應台

題目

歷史的虛構化：中國作家的
韓國歷史記憶

在這個蒼涼的世界熱烈地活
──越野賽車教我的事

名作家朗誦會

張愛玲文學的與眾不同之處

虐戀亞文化

混亂時代的文學選擇

走近羋月，走進先秦

幸福，可以透過努力嗎？

資料來源：書展 記者：翁麗娜

書展入場須知
時間

地點

票價

票務優惠

7月20日、21日、24日及25日上午10
時至晚上10時；

7月22日及23日上午10時至午夜12時

7月26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成人票25元；小童票10元（3歲或以下
小童及65歲或以上長者免費進場）

上午進場票︰10元（成人和小童同價，
中午12時前進場)，只於會展現場發售；

免費進場特別優惠：凡以正價（成人25
元、小童10元）購買20日或21日書展
門票人士，憑完整票尾可於22日、23日
或24日晚上7時後免費進場一次

資料來源：書展 記者：翁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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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每天為
貧窮長者和兒童派發逾6,000個免費飯盒
的慈善機構「惜食堂」，舉辦慈善環球
砌罐頭大賽香港賽事「全『誠』罐膳心
2016」，昨於銅鑼灣希慎廣場舉行開幕
式，展示參賽作品。本次大賽主題是
「童年回憶」，學生組和公開組砌出小
火車、豬仔錢罌、浴缸黃膠鴨等童趣盎
然的作品。比賽結束後，逾6萬個罐頭將
全數捐給「惜食堂」做愛心飯盒。
惜食堂主席梁錦松昨致辭，感謝社會

各界的熱心支持。他表示每天近4,000噸
食物被浪費，同時有為數眾多的弱勢人
群兩餐難繼。因此「惜食堂」向各大食
肆回收可食用的剩餘食材，經惜食堂廚
房嚴格處理、加熱後，製成營養均衡的
愛心飯盒免費提供給貧窮線下的人群，
一舉兩得。
本次比賽共有6支參賽隊伍，6座巨型

參賽作品包括豬仔錢罌、浴缸黃膠鴨、
樂聲牌電飯煲、黑白風車、繽紛新地雪
糕和有軌電車，分別於銅鑼灣希慎廣場
和利舞臺露天廣場展出至7月5日。公眾
可於網上投票選出喜愛作品，勝出者將
代表香港區出賽國際賽事。

為配合今屆主題「武俠文學」，首個展覽「筆生
武藝──香港的武俠文學」，介紹多位武俠文

學家，由較早期的梁羽生、金庸、古龍、倪匡、溫瑞
安、黃易，以至新生代喬靖夫，及初出道被喻為「女
版金庸」的鄭丰。同時展出他們借出的珍貴展品，包
括早期的連載式武俠小說剪報、初版小說、相關劇本
及漫畫等。大會亦舉辦多場講座，邀請武俠小說作家
溫瑞安、喬靖夫及鄭丰到場，與讀者直接交流。

重溫文壇俠聖創作成就
大會與香港文化博物館合作，設立「文壇俠聖─

金庸與查良鏞」展覽，重點介紹香港武俠文學泰斗金
庸，除了涵蓋其武俠小說創作，亦會介紹他在電影及
報業的成就。展覽亦會展出約60多件展品，包括金
庸的手稿、親筆對聯、相關電影海報、電視及文創產
品等。
香港貿發局署理總裁周啟良昨日表示，香港多年
來孕育出不少武俠文學名家，他們的作品不但能經歷
時間的考驗，更衝出華文地區，被翻譯成不同語言，
或改編成影視、電子遊戲及漫畫等，讀者遍及世界各
地。他又指，名家筆下的武俠世界，亦處處體現中華
文化精髓，成為傳承及推廣中華文化的重要工具。
書展踏入第二十七屆，今年預計吸引來自全球30
個國家及地區的逾600家參展商參與。7天展期內亦
有超過380項文化活動，包括講座、朗誦會、新書推
介會及文化藝術表演等。今屆書展的「名作家講座系

列」，請來多位重量級華文作家，包括兒童文學作家
曹文軒、台灣作家龍應台及內地大熱電視劇《芈月
傳》原著小說作者蔣勝男等。

續辦英語講座鼓勵閱讀
為了鼓勵大眾閱讀英語，今年書展繼續舉辦「英
語閱讀與創作講座系列」，邀請紀錄片導演Hannah
Rothschild、新聞工作者兼作家Simon Winchester，
及暢銷小說作家Wilbur Smith，分享創作心得。另有
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的法籍太太Christine Cap-
pio，分享其著作。
對於今年經濟吹淡風可能影響市民購書意慾，周

啟良指根據過往經驗，2008年金融海嘯時市民買書
意慾亦無減卻，只是改變購書種類。他指當時市民減
少購買言情小說，改為購買自我增值書本，不擔心對
市民人均消費造成影響。他又指，去年書展有超過
100萬人次入場，希望今年亦可突破。他又透露，去
年逾百萬入場人次中，有11%非香港人，當中有
80%是內地人。

首兩日票尾免費進夜市
書展門票由即日起發售，亦首設電子門票，市民

可以透過應用程式購票，成人25元，而中午12時前
進場只需10元。書展在下月20日早上10時開幕，購
買首日或次日正價門票的人士，只要手持完整票尾，
可於22日至24日晚上7時後免費入場一次。

讀江湖 思人生
文學通常分為詩歌、小說、散文及

戲劇四大類，排名不分先後，最緊要
自己喜歡。不過提起武俠小說，不少
人腦海隨即浮現刀光劍影的打鬥情

節，覺得這種江湖題材好像不夠斯文高雅而心生抗
拒。今次書展首次設置主題，便選擇以武俠文學為
題，正好提醒讀者武俠小說應有的文學價值，在於
其透過江湖紛擾，寓含人生哲理。

香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創作了多部膾炙人口的
武俠小說，當中講愛情、恩仇、命運搏鬥，盡皆人
性。如《射鵰英雄傳》中，忠直的郭靖與靈巧的黃
蓉之間的愛情；東邪、西毒、南帝、北丐的人性複
雜面，已是忠奸分明的寓言，最適合年輕人閱讀。

暑假將至，莘莘學子應把握時間多閱讀。書展於
下月開鑼，不妨偕同學一同前往，既可買書回家閱
讀，亦可趁機聽兩岸三地作家談寫作心得及人生感
悟等。即使走出校門，社會也是一個大課室，同學
們應該像海綿般，盡量吸收各方知識。

■記者方南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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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書展將展出梁羽生的手稿。 翁麗娜 攝
■展品包括上世紀80年代，由古龍創作的電
視劇《楚留香》的戲服複製品。 翁麗娜 攝

■今屆香港
書展以「武
俠文學」為
主題。右二
為周啟良。
翁麗娜 攝

■■「「泡泡狂熱泡泡狂熱」」適合一家適合一家
大小泡泡戰大小泡泡戰。。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夏水禮料吸夏水禮料吸180180萬人次入場萬人次入場。。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其中一件參賽作品浴缸黃膠鴨。 主辦機構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