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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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脫，談何容易？
──讀《解脫》有感
風采中學 中六 唐卓妍

入
圍
作
品

《金銀島》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冒險故
事。

故事中的主角，是一個年僅十歲名叫吉
姆的男孩，吉姆的父母在黑山海灣旁經營一
家名為 「本鮑上將」的旅館。有一天旅館來
了一位臉上帶刀疤、身材高大結實、非常
引人注目的不速之客──比爾船長。

吉姆非常喜歡聽比爾船長講故事，那些
聽起來挺嚇人的經歷，讓寧靜的小鎮增添了
不少新鮮刺激的話題。沒多久，比爾船長因
飲酒過量加上受到驚嚇而死在旅館，比爾船
長臨終前告訴吉姆要好好保護箱子裡的文
件，原來那份文件是一張藏寶圖，後來吉姆
和利弗希醫生拿那張藏寶圖展開了一次驚
險的尋寶之旅。

陰沉狡猾的獨腳海盜——西爾弗喬裝成
水手跟吉姆一起去尋寶；航海過程中，發生
了很多千奇百怪的事，不僅有讓人喪命的瘧
疾疫症，還有海盜們的群體叛亂。

吉姆和他的同伴最後都能把難關一一克
服，並在金銀島的山洞找到寶藏。

雖然西爾弗性格陰沉狡猾，但吉姆從他
身上卻學會了一種正確的處世精神，就是
「在困境中只要不放棄，便能夢想成真」。

正如孔子所言 「三人行必有我師」，只
要我們細心觀察，任何人身上總會有值得我
們學習的長處。

評語：
寥寥幾筆，既講清楚了小說中不同人物

之間的關係，又能使故事情節活靈活現於讀
者眼前，引人入勝。惟篇末以孔子的格言論
說吉姆處世的態度，與上文的聯繫不足，甚
至使人有格格不入之感，宜作闡釋。

——勞工子弟中學副校長兼語文教師
黃晶榕博士

同學受到故事的啟發而有兩個得。一
是在困境中不要放棄；二是 「三人行必有我
師」 多向身邊的人學習。這豈非香港人近年
所需要的精神嗎？希望同學能好好發揮。

——伯特利中學通識教育科主任 鄧錦
輝老師

欣賞楊同學在經典故事中有好的學習與

反思，一方面想起在困境中不會放棄，另一
方面亦想起了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以孔子
「三人行必有我師」 的說話來激勵大家。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 許承
恩老師

驚險尋寶之旅
——讀《金銀島》有感

聖公會基榮小學 4A 楊茜鈞

小學組

高中組

書店足印

江蘇省鹽城市曾發生珠寶店劫案，劫匪
用刀挾持一名女店員，這名女店員竟然可以
在刀刃下仍專注玩手機，被網民封為 「史上
最強淡定姐」。科技日新月異，智能手機及
上網已成為我們生活不可或缺的東西，足不
出戶就能與十萬八千里外的親朋好友互通訊
息！

2012年10至11月期間，香港集思會發表
《第五代香港人── 「九十後」的自白》研
究報告，透過電話訪問一千多名 「九十後」
的青少年，經調查發現八成二受訪者認為
WhatsApp是重要溝通渠道，該會表示近半 「九
十後」在過去一年曾參與網上聯署。我們不
想被淘汰，就必須跟得上。

向前邁進，社會才能進步，但當我們稍
停腳步，回首細味身邊一切，就會感受到濃
濃親情、友情及舊日情的可貴。自2007年，
政府宣布有計劃將觀塘區重建，一些老店面
對舊時代的終結。有人把那些老店和舊社區
記錄下來。最近，租金狂升，一些 「三十年
屋文具店」、 「四十五年濃情冰室」及 「老

字號紫羅蘭書局」相繼結業。對那些充滿許
多人童年集體回憶的老店大家都依依不捨。
為了懷念昔日情，有人到老店 「尋寶」，他
們的行動不是為了 「執平」，而是想再感
受那份難得的人情味。因此我們對於早前日
本副首相麻生太郎為了節省政府醫療開支，
表示希望長者 「早死論」感到十分反感。

香港集思會建議推動 「網絡政府」，呼
籲政府與年輕人多溝通。除了與年輕人溝通
外，政府更應該教導下一代追本溯源，重視
人倫九族的關係，這種 「同氣連枝」之情，
就是推動一切成果的根源。今次示範寫意的
梅花，梅花的高雅脫俗、不畏嚴寒，是春來
花發群芳之首，故有 「花魁」的美譽！以大
白雲兼毫點花在生宣紙上，筆尖蘸洋紅，偏
鋒畫出方圓之間的花瓣，淡黃綠色染花心處
以濃墨點花蕊。要表現出花的正、側及背面
不同的角度。花蒂，點蕊、勾蕊絲由內向外
勾挑。

小 雪
snow8a@yahoo.com.hk

細味人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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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移民專才眼中的香港

好書同享

香港一向被視為移民城市，十數年來更增添了大批內
地專才。

在這些專才眼中，香港的吸引力在哪裡？身在香港，
他們又怎樣看香港？原來，專才讚嘆香港各種各樣的
好——自由、公平、開放……同時也不滿各種不合理的現
象——無止境的加班、族群歧視、金錢至上與物質主
義……有時在一家團圓的溫暖外，又面對社會陌生而嚴
苛的冷漠……

作為專才，他們在香港能否盡展所長？能否融入本地
文化？是否願意留港發展？三聯書店請來三位社會學者，
與57位內地專才和藝術文化工作者作深入訪談，以第一手
材料，呈現他們苦樂摻雜的移民生態，分析其生活處境和
應對策略，結集而成《活在香港：在港內地專才與藝術文
化工作者的移民經驗》一書。

該書三位作者都是社會學者，陳國賁先後任教於加拿
大、新加坡、香港、澳門、內地多間大學，為香港浸會大
學首位社會學講座教授，曾任浸大社會學系系主任、林思
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所長等職。陳惠雲為澳洲悉尼科技
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從事香港移民的研究。他
與陳國賁合著的《中港徘徊：香港流動巡迴企業家的故
事》被收錄為香港口述歷史特藏。莊迪文畢業於浸大社會
學系，主修中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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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今天介紹其第二間大學書店。

香港城市大學書店
香港城市大學書店為商務首間大學書店，成立於2003

年。該店面積約3,000平方呎，設有海內外學術出版社專
櫃，及文具部，以照顧校內師生的教與學的需要。

地址：九龍塘達之路香港城市大學學術樓（一）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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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話：（852）3442 2290

死亡，真的是一種解脫？
主角們在一次無意間發現自己多年不見

的好友陳長青，回來時只是 「聞聲而不見其
人」。透過他們與其靈魂好友的交談，從而
帶出人生的痛苦並不因生命的終結而停下
來，反而還有更進一步的痛苦，令人懊惱不
已。

生到死，死到生，痛苦不斷加深，不斷
延續。解脫──談何容易？

常聽人謂： 「放下，放下」，但生命本
來就是充滿吸引，對生活再冷感的人，亦
總會有所求，有如名利、情義及快樂等。有
人會為其而不擇手段；亦有人會選擇隨心所
欲，並不強求。然而無論是哪一種人，只要
是在生於世上，放下，前方總會掛一個
「難」字。

一直以來，多多少少的人總以為死亡就
是生命痛苦的解脫。 「所謂生、老、病、死
之苦，都是身體所帶來的……」言則終結生
命，則能擺脫痛苦？從 「靈魂的解脫，才是
完完全全的解脫」這句話可以得出，生命的
終結其實並不代表痛的終結，反而更是苦
的一個新開始。雖然故事內容不盡真實，卻
帶出了一個淺淺的而又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道
理——死亡並不是一個解決方法，反而會帶
來更沉重的痛苦，要學懂的是積極面對我們
的人生。

過去自己不愉快時，總會在心中默默告
訴自己： 「放下這些不快，向讓我成長的困
境微笑吧！」那時總覺得自己知道什麼叫放
下，但當真正遇到那些極沉重的壓力時，便

會恨不得自己從來沒有出現過。回想起來，
其實那時只不過是不斷麻醉自己，以為說了
一句，什麼事情都會好起來，而事實上心態
始終未曾改變。對，其實放下，不甚容易。

換個角度看， 「放下」雖然不易求，但
「放不下」何嘗又不是一件好事呢？我們
「放不下」是因為我們都在執著，對所追求

的一切理想、目標、生活都有所堅持，就是
因為這樣，我們才會有勇氣、有蠻勁、有目
標地面對一切。若果一切都放下了，那生活
還有什麼意義呢？

面對令人喘息的生活，有時都需要學會
放鬆一下自己。對於生活，驟眼看好像人越
是認識得越多，生活便會越多姿多彩，因此
有部分人會不斷徹底追求真理。然而有一
天，當他們對世界的一切都看透了，漸漸地
他們便會對生活生出厭倦，甚至不再願意與
「無知」的人一起生活，到那天，人便會變

得孤獨；反之，對生活保持一定的神秘感，
任何事情都存在一、兩個問號，生活才變得
有趣，人亦會活得更輕鬆、愉快。

完完全全的解脫，談何容易？還是好好
的面對我們的生活吧！

評語：
作者敘事輕重有序、詳略分明，把一個

諷刺意味十足的故事展現在讀者眼前。綜觀
全文，作者是墨於後半部分所要闡述的社
會問題，為當下人亮起警世紅燈。然則，篇
末如能就其所提出的弊端作出正面反思，相
信必定會令文章生色不少。

——勞工子弟中學副校長兼語文教師

黃晶榕博士
死亡，真的是一種解脫？
人生的意義是有層次的，管子與馬斯洛

均發現，人生是 「衣食足，知榮辱」 ，照顧
好生理需要，才能講價值觀，放下與放不下
之間，要看處境，也要看那人有無人生目
標，目標是公益還是自利。同學參透後選擇
腳踏實地，只是好事。

——伯特利中學通識教育科主任 鄧錦
輝老師

我發現，投稿本欄的小作家有不少亦喜
談死亡。無疑，死亡是離他們仍很遙遠的事
情，但他們的評論一般來說亦甚有水平。正
如本文的作者，從死亡中悟出不少人生哲
理，相信已學會了過 「輕鬆、愉快」 的人
生。

——香港中史教師會會長 李偉雄老師

◀梅花的高雅
脫俗、不畏嚴
寒，是春來花
發群芳之首，
故有 「花魁」
的美譽

最新消息
2012/13學年下學期第一批入圍文章今天起刊出，在此感

謝各位評委的辛勤工作，也希望同學們細看他們的提點，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同享讀書樂。

讀書活動

青年廣場 「印．藝．廊」

服務香港超過半世紀的海德堡印刷機及其他配件和工
具，滿載上環永利街偉志印務公司創辦人李澤裕的美好回
憶；柴灣青年廣場設立 「印．藝．廊」，藉以保育本地歷
史文化，向年輕一代傳承印刷藝術與文化，讓大家有更多
機會接觸印刷藝術。

地點：在柴灣道238號青年廣場5樓展覽區
李澤裕捐給 「印．藝．廊」的展品，包括海德堡風喉

六度印刷機、海德堡風喉照鏡印刷機、字粒及櫃、切紙
機、凸字機、訂書機。他又會於3月16日下午2時至4時，
在青年廣場舉辦 「活字畫工作坊及導賞」，介紹活版印刷
的歷史及活字粒的類別，示範活字粒製畫，以傳統鉛字粒
沾上顏料，創作明信片或畫作等各種藝術作品。參加者完
成作品後可留下作品紀念。

截止報名日期：3月8日。
（http://youthsquare.hk/zh-h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