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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愛把香港稱作「文化沙漠」，然而，就在這樣一個城市，每年夏天，大家頂熱浪湧入會展逛書展。香港書展屹立近30年，並發展到每年超過100萬的
入場人數，其存在本身已經能夠說明很多問題。這書展給人的感覺呢，不是寧靜致遠的閱讀時光，不是想像中文藝兮兮的閒庭信步，而是嘈雜的、熱辣的、接
地氣的，旺丁又旺財。這與清雅書齋相去甚遠的煙火氣，讓人又愛又恨，卻嚴絲合縫地熨帖這座成熟商業城市滾熱的皮膚——香港書展，就是不一樣的。

2019年，香港書展將邁入第30屆，我們想帶讀者回望書展的足跡，裡面有活動背後純熟專業的管理調控，有出版人走過黃金年代的壯志與期盼，有名作家在
香江留下的身影，也有普通人和書展間說不盡的故事。

「書影迷城．書展30」（之四）

Karen 14歲的時候第一
次跟幾個同學一起抱着湊熱
鬧的心情去逛書展，沒有想
到後來大學二、三年級的時候
會在香港書展做暑期工。「當
時我學的是教育專業，所以找

兼職的時候主要是跟
教育有關的，補
貼 生 活 。 」
Karen 憶 述
當時打工的
那家公司是
一所教育機
構，但同時也

有售賣教育軟
件，主要以英文
為主，她在書

展就幫忙銷售那一部分，給客
人介紹產品的內容。
開始暑期工的日子，Karen

拿着員工證自由出入書展，每
天需要提前進場準備工作，幸
好搬運書籍有其他同事的幫
忙，她只需要熟悉產品的功能
與基本的銷售技巧。她憶述當
時的電腦軟件相對便宜，100
元就有3到4隻，但是由於書
展還是以賣書為主，所以Kar-
en記得賣出去的軟件不多，但
卻很享受跟客人聊天的過程。

「對我來說也是一些難
忘的經驗，始終從事教
育的環境很狹窄，很多

時候都留在學校裡面，做暑期
工就可以透過和不同人的交流
認識一下不同的東西。」相隔
十多年的時間，雖然書展只有
短短幾天，Karen卻跟當時一
起做暑期工的同事還保持聯
繫，收穫友誼對於她來說也是
書展帶來的一份驚喜。
除了書展以外，Karen也在

香港不同的展覽裡面做過兼
職，比如說在婚紗展做銷售、
在珠寶展做登記等，這些展覽
薪酬會相對比較高，但是在書
展接觸的人就會比較多，尤其
是學生。「書展讓我見得比較
廣，因為在婚紗展裡面大多是
準備結婚的，珠寶展就都是買
家賣家多。」Karen覺得書展
畢竟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男
女老少無論喜歡與否，總有去
書展的經驗。「讀書的中學
生、追星的、找𡃁 模拍照的
人、父母親帶着小朋友進場
的、老人家等等都會進去看看
有沒有適合的書，書展更像是
屬於全香港人的一個展覽。」

現任小學教師的李雅馨（Eleanor），在學
校主要任教普通話和中文科，不難想像從小
就書不離手，因此暑假生活也離不開香港書
展。她記得中學的時候，會先在暑假之前攢
下零用錢，相約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到書展
選購心儀書籍。Eleanor最喜歡購買文學經典
和巨著，而在書展購買這一類書籍會比平時
有更多折扣。「對於當時精打細算的『學生

哥』而言，還是內地出版的書比較吸引我。
因為以前較多內地的書商參展，所以我能用
很相宜的價錢買到很多經典著作，感覺特別
滿足。」除了血拚書籍以外，Eleanor還很喜
歡關注書展中舉辦的講座，要是有自己感興
趣的作家、學者出現，就會選擇在同一天到
書展去「大掃貨」，同時期待與自己喜歡的
作家相見。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Eleanor喜愛兒童文學

大作家阿濃，甚至可說是看着他的書長大，
只要他有新書推出，她都會接着購買。在El-
eanor十六歲那一年終於等到阿濃的親筆簽名
會，跟別的書迷無異，她懷着興奮的心情在
會展的地下大堂簽名區排隊，見面的時候，
還鼓起勇氣問阿濃拿了電郵地址。「我記得
當時流行用電郵，我還問他我們以後可不可
以用電郵聊天，他竟然說可以，我為此興奮
了很久。」Eleanor從那天開始就一直跟阿濃
在電郵裡面互相分享對生活、閱讀、學習的

感受和體會，兩三年的時間裡從無間斷。
直到Eleanor十八歲生日的時候，阿濃還

從加拿大給她寄了一張生日卡。「阿濃說十
八歲是一個大生日，要隆重其事。他給我寫
了一些勉勵的話，當然也少不了給我送上生
日的祝福。」電郵、心意卡、一字一句；一
個作家、一個讀者，越洋交流、彼此問候。
這種貌似遙遠，卻親近的距離，即使時間久
遠，仍讓Eleanor感懷至深。「一個作家真
的可以影響一個人的一生。」她帶着這份感
動在大學時選擇修讀中國語言及文學，畢業
以後當上了一名教師，一直希望將文字的力
量繼續傳遞給下一代。
Eleanor也是四歲孩子陳敏賢的母親，人

生再次踏入新的階段，現在的她每年帶
着孩子逛書展。作為媽媽，她坦言
少了時間再去作家簽名會或者
慢慢細閱自己喜歡的書

籍，卻開始「轉戰」兒童天地。「我
一般都是給他買科普類書籍或者繪本，
要是才上幼稚園就買補充練習，也太可
憐了吧，哈哈。」視書如寶的Eleanor
深深明白書籍從小給她心靈帶來的慰
藉，所以她也很希望敏賢能夠從小培
養正確的閱讀習慣，放手讓他在課外時間按
自己的喜好去閱讀，拓展更廣闊的視野。
「在文學的世界我懂了很多人生哲理，我

覺得沒有閱讀習慣的人或許會少了一些內在
的修養，對人生的看法會比較現實或者狹
隘。」Eleanor覺得即使香港有很多書店，網
上購買書籍也越來越容易，但是香港書展卻
是一個讓市民更關注閱讀，從而推動閱讀的
途徑，盼書籍能夠給這個城市的人帶來更多
心靈的空間，更多包容，更多想像不到的可
能性。

李雅馨李雅馨：：文字的力量代代相傳文字的力量代代相傳

香港書展香港書展

我我們們的獨家記憶的獨家記憶
每年每年77月開幕的香港書展

月開幕的香港書展，，是屬於香港人的
是屬於香港人的「「夏日限定夏日限定」。」。入場人數入場人數100100萬的抽象萬的抽象

數字背後數字背後，，是每一個鮮活個體的
是每一個鮮活個體的「「獨家記憶獨家記憶」。「」。「書展書展3030」，」，有屬於我們的故事

有屬於我們的故事。。

採訪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陳儀雯、、張美婷張美婷

KarenKaren：：
我在書展我在書展「「打工打工」」的日子的日子

陳敏儀陳敏儀：：與書展一起長大與書展一起長大

黃曉恩黃曉恩：：尋找英文書尋找英文書
黃曉恩（Grace）小時候發現自己愛
上閱讀，是從媽媽介紹她去看《納尼
亞傳奇》（中文版翻譯）開始。她一
看就停不下來，看完了一整個系列。
「所以，我的閱讀世界其實是由中文
書開始的。」Grace憶述。說着一口流
利英文的Grace，後來閱讀的疆界從中
文擴展到英文，很大程度跟她小學時
隨父母到美國生活了幾年有關。「我
很慶幸自己很早就知道自己對英文的
熱愛。」後來Grace再次回到香港，先
在一所本地大學學習英國語言及文
學，之後再到英國讀碩士，現在任職
英文編輯。
2012年Grace第一次跟朋友來到香
港書展，當時還未結業的「葉壹堂」
（Page One）成了她在書展中必去之
地。「進場之前有看過場刊裡面的書
店，英文書店的確比較少。」她也去
逛香港本地比較大型的書商的展區，
發現售賣的大多是英文經典書籍，例
如Charles Dickens的系列小說，或者
如Penguin Books等大型出版社的出版
物，又或是當時的一些暢銷書；卻比

較少看見現代小說或者詩集。Grace記
得那一次她買了莎士比亞系列作品，
因為她發現在書展買合集有很大的折
扣，也同時買了一本勵志書和小說。
「我明白在香港看中文書的人始終多
於看英文書的人，所以很自然市場目
標都會以中文讀者為主。」
大學畢業以後Grace繼續到英國愛丁

堡攻讀創意寫作的碩士學位，也有機
會參觀愛丁堡的國際書展，坐落在市
中心的戶外書展，即使展區沒有香港
書展大，但她感覺能很快找到自己想
買的書，而且書的種類比香港要多。
「英國的書展都是以活動為基礎。我
記得書展前就會公佈活動清單，有簽
名會、與作家見面和公開講座等。」
Grace記得很多時候登入網站不到三秒
鐘，票就已經售罄，對於當地人的踴
躍參與感到amazing。「那種感覺很不
一樣，也許跟地方和環境有關係。操
作、市場推廣、策略都做得很好，因
為英國的書展都以人為本，當大眾想
去看的時候，自己都可以發掘得到各
種樂趣。」Grace又補充，「可能是因

為我去香港書展那幾年
比較不幸，正值𡃁 模流行

的時期，所以相對外國的書展，香港
的書展欠缺了一些氣息。」
讓Grace印象最深刻的，還有在愛
丁堡書展開始之前，她喜歡的一個詩
人David Mitchell 跟一個音樂家合
作，演繹出一首首詩歌。「我覺得香
港也可以在這方面有所發展，作家或
者詩人聯合本地藝術家去進行一些
合作，從中提高和培養人們對閱讀
的興趣。」現時回到香港生活的
Grace，雖然覺得網上購書會比較
方便，免運費，也有更多選擇，但
她仍然希望香港書展能隨着時代變
遷不斷改善和進步。最初的一本
書改變了她的生活，她相信其他
人也能在書中找到自己。

杜先生杜先生：：書展的書展的「「頭號粉絲頭號粉絲」」

香港書展踏入第香港書展踏入第3030屆屆，，小學圖書館主任陳敏小學圖書館主任陳敏
儀老師沒有錯過任何一屆儀老師沒有錯過任何一屆。。她還清楚記得她還清楚記得19901990
年第一屆香港書展年第一屆香港書展，，只開放四天只開放四天，，卻已經吸引卻已經吸引
2020萬人入場萬人入場，，打破了她對打破了她對「「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是文化沙漠」」
的看法的看法。。快快3030年的時光裡年的時光裡，，陳老師跟香港書展陳老師跟香港書展
一起一起「「長大長大」，」，自己的身份也不斷轉變自己的身份也不斷轉變，，書書
迷迷、、老師老師、、母親……以每一個不同身份逛書母親……以每一個不同身份逛書
展展，，都留下不少珍貴回憶都留下不少珍貴回憶。。
除了是金庸的書迷以外除了是金庸的書迷以外，，陳老師還很喜歡阿陳老師還很喜歡阿

蟲的作品蟲的作品。。有一年她特意到書展找阿蟲簽名有一年她特意到書展找阿蟲簽名，，
鼓起勇氣告訴這位喜愛的作者鼓起勇氣告訴這位喜愛的作者，，他書中充滿禪他書中充滿禪
味的信息讓她很有共鳴味的信息讓她很有共鳴。「。「我記得阿蟲只是笑我記得阿蟲只是笑
着跟我說着跟我說：『：『我都係搵兩餐啫我都係搵兩餐啫。』」。』」她不禁會她不禁會

心一笑心一笑，「，「這件事已這件事已
經是二十幾年前的事經是二十幾年前的事
了了，，我還是覺得很我還是覺得很
感動感動。。這個經驗告這個經驗告
訴我真的要引入一訴我真的要引入一
些作家給現在些作家給現在

的學生的學生，，因為被學生欣賞的作家只需要一兩句因為被學生欣賞的作家只需要一兩句
話話，，都能夠影響他們一生都能夠影響他們一生。」。」想起阿蟲去世那想起阿蟲去世那
一年一年，，陳老師到現在仍感到很難過陳老師到現在仍感到很難過。。
出來工作以後出來工作以後，，陳老師由一個英文教師變成陳老師由一個英文教師變成

了小學圖書館主任了小學圖書館主任，，學校圖書館的大小事務學校圖書館的大小事務，，
從設計圖書館從設計圖書館、、買書架買書架、、買桌椅買桌椅、、買電腦買電腦，，到到
試用館內的軟件等試用館內的軟件等，，她都事必躬親她都事必躬親。。書籍成了書籍成了
陳老師跟小朋友溝通的好橋樑陳老師跟小朋友溝通的好橋樑，，陳老師從書迷陳老師從書迷
搖身一變搖身一變，，以老師的身份每年帶着一班學生給以老師的身份每年帶着一班學生給
學校圖書館挑選書籍學校圖書館挑選書籍。。她在書展的她在書展的「「買書策買書策
略略」」大致分為兩部分大致分為兩部分：：第一第一，，要按小朋友的興要按小朋友的興
趣去選購趣去選購，，另外就是買一些跟他們學科掛鈎的另外就是買一些跟他們學科掛鈎的
書籍書籍。。挑選到有趣的書籍收入圖書館後挑選到有趣的書籍收入圖書館後，，會策會策
劃不同主題活動劃不同主題活動，，吸引學生閱讀吸引學生閱讀。。
近年近年，，陳老師任職的學校參與了由不同機構陳老師任職的學校參與了由不同機構

合辦的寫作和閱讀活動合辦的寫作和閱讀活動「「我們一起悅讀的日我們一起悅讀的日
子子」，」，除了參與的學生都有機會參加新書發佈除了參與的學生都有機會參加新書發佈
會外會外，，機構還會提供交通安排把學生帶到書展機構還會提供交通安排把學生帶到書展
會場會場，，並派發並派發150150元的書券給學生們在書展購元的書券給學生們在書展購
書書。「。「我們的學校比較多基層學生我們的學校比較多基層學生，，很多學生很多學生
的父母都要為生計奔忙的父母都要為生計奔忙，，未必有時間或者有能未必有時間或者有能
力帶他們到書展去力帶他們到書展去。」。」陳老師很欣賞這個計劃陳老師很欣賞這個計劃
的理念的理念，，因為計劃要求學生必須購買圖書因為計劃要求學生必須購買圖書，，這這
一方面能夠真正推動閱讀一方面能夠真正推動閱讀，，另一方面還可以讓另一方面還可以讓
學生在課本以外學生在課本以外，，吸收更多知識吸收更多知識。。
19971997年年，，香港書展設立香港書展設立「「兒童天地兒童天地」」專區專區，，

陳老師以陳老師以「「百花齊放百花齊放」」來形容當時給孩子的活來形容當時給孩子的活
動動。。作為一名母親作為一名母親，，陳老師也喜歡帶自己孩子陳老師也喜歡帶自己孩子
逛書展逛書展。。她記得當時兒童天地裡面有一個大舞她記得當時兒童天地裡面有一個大舞
台台，，放了很多抱枕放了很多抱枕，，大會會邀請很多專家和作大會會邀請很多專家和作
家開設講座家開設講座，，教家長怎樣陪伴小朋友閱讀教家長怎樣陪伴小朋友閱讀。。
「「那一年是一個比較新那一年是一個比較新、、也比較好的轉變也比較好的轉變。。看看
見小朋友專注地看書見小朋友專注地看書，，感覺很好感覺很好、、很動人很動人。」。」
陳老師說陳老師說，「，「帶女兒和兒子去書展也是一件賞帶女兒和兒子去書展也是一件賞
心樂事心樂事，，他們每次到書展都會超開心他們每次到書展都會超開心，，我們三我們三
個人會一起站着一個小時個人會一起站着一個小時，，我選書我選書，，他們就慢他們就慢
慢看書慢看書。」。。」。
每年書展每年書展，，不乏帶着小孩大量購買補充練習不乏帶着小孩大量購買補充練習

的家長的家長，，陳老師卻有些憂慮陳老師卻有些憂慮。「。「我明白書展除我明白書展除
了推動閱讀了推動閱讀，，也是一個做生意的地方也是一個做生意的地方，，但我很但我很
怕書展會變質怕書展會變質。」。」她希望家長在暑假給小孩加她希望家長在暑假給小孩加
強校內課程之餘強校內課程之餘，，亦不忘讓他們感受閱讀的喜亦不忘讓他們感受閱讀的喜
悅悅。。

若你有留意每年香港書展的新若你有留意每年香港書展的新
聞聞，，相信你對杜先生絕對不陌生相信你對杜先生絕對不陌生，，
杜先生是書展的常客杜先生是書展的常客，，用頭號粉絲來用頭號粉絲來
形容他絕不過分形容他絕不過分，，他連續他連續77年排頭位年排頭位
「「漂移漂移」」進書展進書展，，目的就是能購買到目的就是能購買到
心儀作家的限量版簽名小說心儀作家的限量版簽名小說。。
杜先生說杜先生說，，要成為書展的頭位絕不要成為書展的頭位絕不

容易容易，，恒心和耐性可謂缺一不可恒心和耐性可謂缺一不可。。他在他在
每年書展開幕的前一天已到達現場每年書展開幕的前一天已到達現場，，
「「我多數都是在書展開幕前的一天乘坐我多數都是在書展開幕前的一天乘坐
尾班車出發尾班車出發。」。」水和食物是他通宵排隊水和食物是他通宵排隊
必備的東西必備的東西，，除此以外除此以外，，還要有一些小還要有一些小
食助他解悶食助他解悶。。踏入早上踏入早上1010時正時正，，書展開書展開
鑼之際鑼之際，，隨着記者們相機快門及閃光燈的隨着記者們相機快門及閃光燈的
高速閃耀高速閃耀，，已排隊接近十小時的杜先生衝已排隊接近十小時的杜先生衝
入書展入書展，，即刻便往即刻便往「「青馬文化青馬文化」」攤位購買攤位購買
林詠琛的書林詠琛的書。。他到書展主要購買小說居他到書展主要購買小說居
多多，，更笑言在書展消費一兩千元是基本的更笑言在書展消費一兩千元是基本的
事事，，遇上較多喜愛的書籍時甚至會消費三四遇上較多喜愛的書籍時甚至會消費三四
千元千元。。
「「每年到書展我都會買林詠琛的書每年到書展我都會買林詠琛的書，，一樣一樣

的書我還會買兩本的書我還會買兩本，，一本簽名版要來收藏一本簽名版要來收藏
的的；；另一本要來看的另一本要來看的。」。」他在中學時期便喜他在中學時期便喜
愛上閱讀林詠琛的書愛上閱讀林詠琛的書，「，「想當年我是被她的想當年我是被她的
《《空之鏡空之鏡》》的封面吸引了而買的封面吸引了而買，，跟着就一路追跟着就一路追
看她的作品看她的作品。」。」也許很多人會很好奇也許很多人會很好奇，，會每年會每年
都在書展排頭位都在書展排頭位，，想必一定是一名很愛閱讀的想必一定是一名很愛閱讀的

人人，，記者固然也有此好奇記者固然也有此好奇，，問及杜先生時問及杜先生時，，他他
卻笑稱自己只是個卻笑稱自己只是個「「偽文青偽文青」，」，並說並說：「：「若在若在
一年裡只是看幾本書都叫有一年裡只是看幾本書都叫有『『閱讀的習慣閱讀的習慣』』的的
話話，，那真是太失禮啦那真是太失禮啦！」！」
最令杜先生印象深刻的書展經歷最令杜先生印象深刻的書展經歷，，是曾在通是曾在通
宵排隊時遇上驚險事件宵排隊時遇上驚險事件，「，「我通宵排隊時當然我通宵排隊時當然
是會有時候坐下是會有時候坐下，，有時候站起來伸展一下有時候站起來伸展一下，，誰誰
知道有一次我想扶着鐵馬起身時知道有一次我想扶着鐵馬起身時，，一道雷打在一道雷打在
我旁邊我旁邊，，嚇死我了嚇死我了！」！」即使如此即使如此，，杜先生也未杜先生也未
有放棄每年通宵排隊有放棄每年通宵排隊，，在去年臨近書展開鑼在去年臨近書展開鑼
時時，，剛好碰上颱風襲港剛好碰上颱風襲港，，杜先生笑說杜先生笑說：「：「自遇自遇
上上『『雷打事件雷打事件』』後後，，颱風又有什麼好怕颱風又有什麼好怕！」！」
去年書展去年書展，，通宵排隊的除了有杜先生外通宵排隊的除了有杜先生外，，還還
有周秀娜的有周秀娜的「「鐵粉鐵粉」」鄭先生鄭先生，，杜先生指二人因杜先生指二人因
通宵在書展排隊而結識通宵在書展排隊而結識，，並交換了聯絡方式並交換了聯絡方式，，
在書展過後更不時相約吃飯見面在書展過後更不時相約吃飯見面，，一直保持聯一直保持聯
絡絡，，成為了朋友成為了朋友，，相信這份友誼也算是通宵排相信這份友誼也算是通宵排
隊的額外收穫吧隊的額外收穫吧。。

■■GraceGrace 最喜歡的書最喜歡的書：：Elizabeth TaylorElizabeth Taylor
的的《《Mrs. Palfrey at the ClaremontMrs. Palfrey at the Claremont》》

攝影攝影：：陳儀雯陳儀雯

■■陳老師從小最喜愛的陳老師從小最喜愛的
書書：：金庸的金庸的《《笑傲江湖笑傲江湖》》

攝影攝影：：陳儀雯陳儀雯

■■KarenKaren最近在看的書最近在看的書：：
竹內繪里香的竹內繪里香的《《決定女孩決定女孩
一生的一生的00－－66歲教養法歲教養法》》

攝影攝影：：陳儀雯陳儀雯

■■讓讓 EleanorEleanor 最感動的書最感動的書：：龍應龍應
台的台的《《天長地久天長地久》》 攝影攝影：：陳儀雯陳儀雯

■■EleanorEleanor培養孩子的閱讀培養孩子的閱讀
興趣興趣。。 攝影攝影：：陳儀雯陳儀雯

■■EleanorEleanor讓敏賢自行挑選感興讓敏賢自行挑選感興
趣的書籍趣的書籍。。 攝影攝影：：陳儀雯陳儀雯

■■小學圖書館的設備和書籍都經小學圖書館的設備和書籍都經
由陳老師處理由陳老師處理。。 攝影攝影：：陳儀雯陳儀雯

■■杜先生一開場就直奔至書攤杜先生一開場就直奔至書攤。。
攝影攝影：：彭子文彭子文

■■KarenKaren
攝影攝影：：陳儀雯陳儀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