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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海遨遊

上書房

第二屆《讀書樂》學生讀書隨筆比賽
學生讀書隨筆比賽（2012學年下學期）現正徵稿，入圍

作品將陸續於 「書海遨遊」刊登，稿例如下：
．分組及字數下限：高小組100字、初中組300字、高中組

500字
．須附所選書籍出版資料（作者、出版年份、出版社等）及
書介（200字為限）

．投稿須附個人聯絡資料（姓名、學校、電郵及電話）
．截稿日期為2013年5月30日
．稿件請電郵至tkp.reading@gmail.com
．隨筆定義：非面面俱到的讀書報告，講求有感而發的感想

和回應，文字可長可短。
．嚴禁抄襲

另外，歡迎圖書館主任、老師及家長投稿 「樂在讀
書」，分享讀書心得（800字為限，投稿請附個人聯絡資
料）；查詢可致電28311650。

顧問名單
作家聯會首屆會長曾敏之、作家阿濃、聯合出版（集

團）退休老總關永圻、天地圖書總編輯孫立川、中文大學中
文系教授黃坤堯及理工大學雙語系教授黃子程

遴選評委名單
中學教師李偉雄、許承恩、鄧錦輝、鄧飛及黃晶榕

學生讀書隨筆比賽（下學期）現正徵稿
歡迎投稿！

天馬行空的平行世界
──讀《打錯了》有感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中四 何麗芳

《打錯了》
作者：劉以鬯
出版社：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這本書收錄了幾十個劉以鬯過去在報
章發表的微型小說。內容十分有趣，它往
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發展。背景是上世紀
六十年代至二千年的香港，反映當時民間
流行風氣，例如分租板間房、收集錯體郵
票等。作者在故事中想表達的意義值得我
們研究，當中或許有諷刺時弊的意思。作
者多用第三人稱手法敘事，結尾會留下伏
筆，而不會直接描寫結局，令讀者細味當
中的涵義。有幾個故事作者利用對話形式
表達故事內容，用對話形式表達劇情是很
有難度的，可見作者語文能力深厚。

一個錯誤的來電，改變陳熙被巴士壓
成肉醬的命運，使他能赴約。作者利用類
似平行世界的表達手法，我覺得很有趣。
我認為作者是個風趣幽默的人，書中故事
的結局雖然多是悲劇，但是當中又包含了
一 些 小 幽 默 ， 例 如 《 孫 悟 空 大 鬧 尖 沙
咀》，我們熟悉的孫悟空由古代穿越到上
世紀六十年代的香港，利用七十二變變成
一個外國男人，又被粉頭騙到酒店，最後
孫悟空找到八戒並打倒勾引八戒的妖怪，
作者描述的過程極為幽默，其人物描寫得
十分生動。八戒的好色，孫悟空的俏皮，
在作者筆下活靈活現！

令人意想不到的結局也是此書特點之
一。例如《手指舞廳》亞財本以為他爸是
來責罵他，怎料他爸原來想亞財帶他一起
到舞廳尋歡樂，當我看完這個小故事，心

裡不由得佩服作者的創意、幽默！有些故
事能反映當時社會狀況，例如《夏》，它
反映出香港當時的住屋情況，人們分租板
間房，就像現在的房一樣，環境惡劣，
廁所、廚房都是共用，但勝在價錢便宜
（現在的房價錢不算便宜），最近通識
課堂學習了生活素質，當中的物質生活也
有關於住。想到這裡不得不感慨香港人的
居住環境，以前經濟尚未發達，人們住板
間房是情有可原，現在經濟發達、社會進
步，人們的住房環境卻原地踏步！

回到正題，我很欣賞作者的表現手
法，例如對話方式表達故事，我也想嘗試
一下這種手法，用簡單的對話表現出深奧
的道理確實不容易，擁有像作者一樣順暢
的文筆更不容易。來年我將以此為目標，
努力改善作文技巧，向作者學習。 「人算
不如天算」就是這本書給我的啟發，有時
候就算計劃得再周詳，都可能有意外發
生，只要盡自己最大努力就好了。例如升
大學，你的成績符合上大學的資格也未必
能進大學，或許需要一點運氣，上天自然
有安排，只需做好自己本分便可。

評語：
劉以鬯是我個人喜歡的作家，最先閱

讀的是他的《酒徒》，一讀驚為天人，喜
歡到不得了。一本好書對人影響甚深，除
了可以模仿其寫作技巧，對人的觀念和想

法也會有所影響，所以要學會捨其糟粕，
取其精華。少年人就該有少年人的朝氣，
不應有等上天安排的想法。

──教聯會副主席 王惠成

既綜合分析全書的內容特色，也舉出
其中的代表作以為說明，勾勒出舊時香港
的生活面貌。這次的參賽作品較少涉及寫
作技巧的分析，本篇同時兼顧內容和寫作
手法，實屬難得。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高級講師 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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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做得到》是一本以自信心為題材的
故事書。書中兩位主角慧智和賢壽都同樣缺乏
信心，慧智因而害怕上學，而賢壽則在眾多人
面前會感到臉紅，口吃，手腳發軟。後來出現
了一隻會把自信心種子分享給小朋友的魔法貓，
才令兩人重新擁有生活上種種的自信心。這本
書意義重大，它的內容能激發起讀者面對生活
的鬥志，絕對是一本富教育意義的優質讀物。
隨筆：

讀完這本書後我明白到自信心的重要。自
信心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不論是唸
書、發言或交朋友，都需要有自信。問題是世
間上並沒有什麼所謂的魔法貓可以幫助我們提
高自信，我們又可以怎樣獲得自信心呢？

我認為這問題不難解答。回想過去，我們
小時候學習走路的時候，一邊爬，一邊扶牆
壁站起來，然後邁出第一步、第二步……有時
候會跌坐在地上，不然就是向前倒或向後跌。
即使如此，我們還是會站起來繼續嘗試，就算
受傷流血，過了不久我們又會重新站起來再試
走路。為什麼那時候我們不會被嚇怕而放棄呢？

我想是因為我們年紀小，腦海裡只是一片空白，
還未曾學懂去想什麼困難不困難。相反，當我
們漸漸長大，遇到太多的挫折之後，腦海裡反
而過分地想困難，自己嚇自己，於是就失去
了信心。若果我們能以過去學習走路時的情況
作為榜樣，一心只盯目標努力實行，不再把
注意力集中在困難上，我們也一樣可以回復學
習走路時的鬥志和信心，一樣可以不怕失敗。

失敗只是成功路上的一顆小石子，不能把
我們的通道完全堵住，何必過分憂慮失敗呢？
就讓我們抱自信心來面對生活上種種的挑戰，
踏出通往成功的第一步！

評語：
先交代《自信做得到》這本書的故事題材

和主旨，再以隨筆的形式抒發感想，說明自信
的重要和培養自信的方法，思想成熟，組織嚴
謹；結筆更立下不必過分憂慮失敗，要抱自
信心來面對種種挑戰的壯語，很見志氣！

──兒童文學作家 孫慧玲
嘉怡的正面和積極讓我想起一句話：方法

總比困難多，所以我們不該太在意失敗，請勇
往直前。

──教聯會副主席 王惠成

向標杆直跑
──讀《自信做得到》有感
祖堯天主教小學 6A 鄧嘉怡

小學組

高中組

書店足印

《自信做得到》
作者：徐志源
出版社：廣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年輕人怎能 「向上游」？截至2012年9月，
公屋輪候冊的申請已逾21萬宗，而非長者的
單身人士佔10萬，當中逾半是30歲以下單身
人士，更擁有大專學歷。有大學生表示寧願
找一份月入九千元以下工作，目的可以輪候
公屋。在當前環境下，如果我們怪責年輕人
選擇 「向下流」時，卻忘記圍繞他們四周的
事物也正在 「向下流」，昔日客觀報道事物
的傳媒，今天卻為了賺錢，由大報變小報。
學校本應培養學生德智體群美的發展，如今
卻側重於學科及考試策略等。家長偏重於子
女能否入讀名校，將來是否找到 「筍工」、
「筍盤」等觀念。而事實上我們必須肯定追

求崇高的理想比物質金錢更可貴，正如古人
指出 「幼而學，壯而行。」目的是 「上致君，
下澤民。」以建設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為正
確的價值觀和遠大的志向。那麼誰甘於 「向
下流」？

從歷史中學習，我們就能明白如何立身
處世。正如，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歷盡艱辛，

遭遇牢獄之苦，最終完成了《史記》。又例
如：在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打
敗後，立志報仇雪恨，他每天臥薪嘗膽，目
的是要鼓勵自己發憤圖強，最終復國。我們
經常以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道理
自我鼓勵。在這嘗苦膽的精神面前，一切不
可能都變成可能。當我們學懂了古人的教訓，
自然對年輕人有所啟發，因為身教重於言教！
「向上游」不是一件苦差，正如我們投入畫

中世界，就明白追求完美，過程雖然艱辛複
雜，完美的藝術效果，不是用金錢可以買到
的。現在示範平塗法，先勾出輪廓，平均塗
上石綠（綠色）在花瓣上。石綠俗稱孔雀石，
產於銅礦的礦物性不透明顏料，製成粉末後
使用，因為粉末粗細差異產生四種深淺不同
的變化，頭綠最粗最深，二綠稍淡，三綠較
適中，最淡是四綠。現在將三綠加膠平塗令
色彩鮮明和具有裝飾性的特點。

小雪
snow8a@yahoo.com.hk

新亞文化講座
在 「大歷史」視野的框架下，站在2049年回顧今天教育

發展和人力培育的規劃，究竟會有什麼的啟示？全球化和創
新科技為教育提供了無限的機會、空間和想像力，同時亦鋪
設了多少未知的障礙。

講者郭少棠受業於創校於1949年的香港新亞書院，經過
27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服務而在2005年投身在廣東珠海巿創
辦首所香港及內地合辦的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珠
海聯合國際學院」。六年的探索給予他對當前內地社會文化
教育更多更深刻的啟示，促使他去年底重返香港，希望重振
1982年新亞書院成立的分支（新亞文商書院），支持新亞書
院、新亞研究所及新亞中學的發展，並結合位於孔子出生地
的山東尼山聖源書院和香港華夏書院的資源，支持新亞書院、
新亞研究所、新亞中學及其他推動中華文化的教育團體的發
展，尋找中華文化復興和教育改革創新互動的機會。

講題：2049：百年樹人與飄零花果慶新生
講者：郭少棠教授（新亞文商書院校長）
主辦：新亞文化講座基金會
協辦：新亞書院、新亞文商書院、新亞中學、

新亞書院校友會、華夏書院
日期：3月2日下午3時至5時
地點：新亞中學（九龍天光道）禮堂
查詢：新亞校友會 林摯剛（9354 4732）
備註：廣東話主講，免費入場

年輕人怎能「向上游」？

季選評委名單
兒童文學作家孫慧玲、大專講師梁勇，中學教師王惠

成

商務印書館是全港最大的連鎖書店，在港澳共有23間門
市，標榜 「為讀者找書，為書找讀者」理念。該館近年更進
軍大學校園，本版今起一連三期加以介紹。

香港中文大學書店
香港中文大學書店是商務最新的大學書店，面積達5,800

平方呎，設有逾千平方呎開放式活動區，為大學師生提供文
化交流的平台，曾邀得哈佛大學學者丘成桐教授舉行新書簽
名會，及與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合作舉行通識沙龍講座。

地址：沙田中大康本國際學術園一樓101室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星期六／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星期日／中午12時至下午6時

（公眾假期／休息）
電話：（852）26036308

享譽一代文學大師的顧隨，無論是詩、詞、曲、散
文、小說、詩歌評論，甚至佛教、禪學，都留下具分量的
著作。他對中國古典詩詞的教學講授，純以感發為主，認
為 「一種學問，總要和人之生命、生活發生關係。凡講學
的若成為一種口號或一集團，則變成一種偶像，失去其原
有之意義與生命。」在講學中把作詩與做人、詩詞與人生
相提並論，在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中，領會人生的妙義，
感悟現實生活的哲理。

其高足，也是文學評論大師葉嘉瑩教授，將六十多年
前聽顧隨講解詩詞所記下的筆記整理出來，並由顧隨女兒
顧之京加以梳理，成為講壇實錄。本書文史哲禪兼容，將
唐詩宋詞等文學作品結合自身的感受，堪稱學習理解品鑒
中國古典詩詞的絕品。

從詩詞中感悟人生

《中國古典詩詞感發》
作者：顧隨
筆記：葉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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