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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少年讀物 

【第十三屆香港書獎】 

香港電台、香港出版總會 主辦 

 

17本入圍書籍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書籍 內容簡介 

1 《炸醒我的「六四」──背後和感悟》

（上、下冊） 

作者：劉銳紹 

出版：四筆象出版社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

oad_image/cover1_1_146_1578943498.jpg 

「六四」是作者人生的轉捩點，從「又紅又專」的可用之人，

一下子變成「動亂精英」的罪人，前後 11年不得國門而入。

透過本書，作者將 30 年來藏於心底的話一一道出。本書共

七章，內容述說：作者如何無端被捲入中共的高層鬥爭；「六

四」至今 30年，中國的形勢及香港的變化。書中亦有述及

「六四」前後作者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情況，以及經過「六

四」事件後，作者的一些醒悟等等。 

 

2 《命子》 

作者：董啟章 

出版：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

oad_image/cover1_2_38_1578301760.jpg 

本書以父親的角度，熔散文和小說於一爐，進入存在或不存

在的兒女之人生。第一部分〈命子：果〉以回憶錄／生活散

文形式，寫父子相處日常和兩人之間的相互「忍讓」，寫兒

子果之執著，為人父母之甜蜜無奈。第二部分〈笛卡兒的女

兒〉，則透過虛構笛卡兒的人物傳記，想像一個有女兒的人

生。第三部分〈命子：花〉虛構另一個不存在的兒子花的書

信，試圖作為真實兒子的對照，也帶入自己孩提時的記憶，

作為另一種隱性父對子的期待。 

 

3 《晚清中國小說觀念譯轉——翻譯語「小

說」的生成及實踐》 

作者：關詩珮 

出版：商務印書館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

oad_image/cover1_1_356_1587040980.jpeg 

本書以晚清以降，具代表性的現代中國小說理論家梁啟超、

呂思勉、魯迅等及其小說理論，抽絲剝繭，分析他們如何通

過存「形」、保「音」、易「義」的手法，承載了經東洋傳入

的西洋小說觀念，讓「小說」這個漢語詞彙，慢慢成為了像

「文學」、「社會」、「存在」等的「翻譯語」，從而促成了新

文學的出現，沿用至今。 

 

理論探討之外，作者亦以晚清作家吳趼人及翻譯家林紓為

例，描繪「小說」現代化歷程中的東西交匯、新舊激盪，引

發我們對文學、歷史批判性的思考。 

 

4 《盧瑋鑾文編年選輯》（一至三冊） 

作者：盧瑋鑾 

編者：許迪鏘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

oad_image/cover1_1_518_1580561113.jpg 

 

盧瑋鑾，學者、教師，以筆名明川、小思為人所熟悉。她自

1957 年公開發表文章，迄今寫作不輟。唯因數十年來作品

眾多，本選只能輯錄其代表作，按年編錄。為助讀者了解作

品背景及當中的人事旨趣，本書特加參、證：與時事有關者

查找相關新聞紀錄，作者本身情事則從歷年訪問與未及入集

的作品中撮取相關者闡發之，所以它既是一部半自傳式的紀

錄，也是具歷史性的實錄。讀其文，於個人見其教、學、寫

的志趣，於社會則見其優、拙、變的崎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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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名稱 內容簡介 

5 《正道‧大學──寫在風雨之後》 

作者：陳文敏 

出版：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

oad_image/cover2_1_125_1579061520.jpeg 

本書收集了作者過往十年所發表的散文，內容圍繞大學與文

化，談到大學教育的理想和面對的問題，人文科學與衡工量

值，國民教育與身分認同等問題，也涉獵到文化、電影、歷

史、文字和人物的生活小品。本書亦同時輯錄了港大 818事

件和任命副校長風波那一段日子的文章，記載作者在逆境下

仍堅持原則的心路歷程和感受，最後以《雙城記》作結，欷

歔中又隱含希望。作者的堅持和信念，希望在令人感到無力

的大時代中，為讀者帶來一線的曙光。  

 

6 《讀胡適》 

作者：董橋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

oad_image/cover3_1_153_1579162436.jpg 

有人說，胡適的學術過時，其推行新文化的努力也隱入文化

史的篇章裏。董橋讀胡適讀了幾十年，五四一百年之際，他

緬懷胡適對世界、對國家、對山河、對生靈的關愛和擔當。

他說胡適是老派人，有些說法和做法很像他父親那個年紀的

人，有點偏見，有點冥頑，有點迂闊，有點可笑，有點親切。

從前顧亭林勸人少著書，多抄書，胡先生說過，顧亭林是聰

明人；而這本《讀胡適》只讀他喜歡讀的胡適，抄他喜歡抄

的胡適。 

 

7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 

作者：彭小妍 

出版：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

oad_image/cover1_1_930_1587041070.jpeg 

情感與理性的關係，從歐洲啟蒙時代就是知識分子論辯的課

題，有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同時也有休姆與盧梭的情感主義。

及至中國五四運動時期，梁啟超、蔡元培所領導的人生觀派

主張情感啟蒙與唯情論，大力批判科學派的啟蒙理性主義，

「科學與玄學論戰」──亦即「科學與人生觀論戰」轟動一

時。五四知識分子在認識論層面上承接先儒、啟發後進，與

西方古今哲學相互發明，日後新儒家實一脈相承，留給後人

豐富的精神遺產。 

 

8 《穿梭太平洋：金山夢、華人出洋與香港

的形成》 

作者：冼玉儀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

oad_image/cover1_1_6_1577413029.jpg 

1848 年初，加州發現金礦，自此華南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

洲的人，前仆後繼遠渡重洋，到達加州尋找他們的金山夢。

淘金熱把太平洋變成了連接北美洲和亞洲的幹道，亦令香港

迅速崛起，成為太平洋商貿的樞紐。 

 

香港作為華人移民的「中介之地」，不但是資金、貨物、資

訊、意念、個人通信的橋樑，也為移民提供各種與家鄉保持

聯繫的方法。不過，相關議題一直欠缺足夠研究，本書正正

以華人出洋前往加州為案例，探討香港在華人移民史中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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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內容簡介 

9 《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精英

與近代中國》 

作者：黃振威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

oad_image/cover3_1_22_1577940599.jpg 

皇仁書院是香港歷史悠久的著名學府，有些更在近代中國的

政、商、學界叱吒一時。它不單是香港以至華南的精英搖籃，

更與晚清和民國時期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方

面發展關係密切。 

 

以往學者對皇仁校友的研究多側重於個別政治領袖和商界

名流。本書則另闢蹊徑，嘗試考證和整理該校 1862年至 1922

年間逾四百位校友的生平，將這些零碎片段拼湊成完整的論

述，從而說明皇仁書院對中國近代化的貢獻，以及香港在中

國近代史上的特殊位置。 

 

10 《生抽香港》 

作者：尊子 

出版：四筆象出版社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

oad_image/cover2_1_33_1578104258.jpg 

 

本書為漫畫集，結集了作者自香港九七回歸前至今回歸 20

多年所發表有關香港的政治漫畫。 

11 《家國之間──五四在香港百年回望》 

作者：陳學然 

出版：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

oad_image/cover2_1_53_1578559365.jpg 

 

本書是一部五四在香港的發生史、紀念史及詮釋史。作者充

分利用報章、文集、雜誌等史料，解說「香港的五四」如何

同異於「國家的五四」，了解不同政治陣營或思想立場的人

在不同年代如何利用及反思五四運動，折射出時人的心態，

從而洞察在時代變局下，香港華人對國家認同的心態變遷。 

 

12 《香港史──從遠古到九七》 

作者：劉智鵬、劉蜀永 

出版：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

oad_image/cover2_1_54_1578559938.jpg 

本書有系統及深入地探討香港史不同專題，包括：屯門在中

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地位、戰前香港的新界土地問

題、戰後影響本地社會發展的一些重大事件和現象，例如 20

世紀 50、60年代香港的三次社會動亂，以及麥理浩時代的

社會政策等。本書特別關注歷史上香港與中國發展的互動關

係，以及中英兩國在香港問題上的交涉和角力情況，帶讀者

由遠古走到九七，參與一場歷史之旅。 

 

13 《我們的黃金時代》 

作者：周保松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

oad_image/cover2_1_156_1579164268.jpg 

香港正進入一個不確定的轉型時代。我們身在其中，不僅要

有激情和勇氣，也要對時代處境有清醒認識和合理判斷。 

這本書承載了周保松的思想和情感，作為新移民的他，30多

年來受惠於香港的自由環境，得以讀書教書，認識許多有意

思的好人。這幾年，他經常在街頭聽見成千上萬的人一起高

喊「香港人」。香港很黯淡，香港也很光明。香港很絕望，

香港也充滿希望；香港很無情，香港也處處是愛。香港人啊，

真正美好的東西，用心就能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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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內容簡介 

14 《哈哈鏡：中國視覺現代性》 

作者：彭麗君 

出版：手民出版社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

oad_image/cover1_1_213_1579523035.jpg 

本書考察了 1880至 1930年代中國的媒體和視覺形式，包括

石版印刷、照片、廣告、電影和劇場表演。小市民主動投身

這視覺文化，甘之如飴，渴望着現代性的承諾：給人帶來新

奇、刺激和潮流。本書的討論始於 19世紀末的石版印刷術，

隨後的章節點出新視覺文化中對女體的痴迷，勘察文化如何

在娛樂場所誕生，說明小市民如何理解新的現實。作者指出，

各種視覺形式不是分散的文化現象，而是不斷互動，形成中

國視覺現代性，在各方面影響其時的文化。 

 

15 《台灣理論關鍵詞》 

主編：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 

出版：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

oad_image/cover1_1_932_1580323567.jpg 

本書試圖發掘「理論」與「台灣」之間的可能關係，從台灣

經驗出發，擺脫陳舊的術語、慣用語以及外來的理論概念，

以創造為訴求，發明新的詞彙──關鍵詞──來探討台灣本

身的獨特性。本書依據「在地就是全球」的主張，除了探討

台灣的特殊性，也希望以小見大，以期為世界情境下更廣闊

的理論對話，注入新的觀點。 

 

16 《神奇小盒子》* 

作者：蘇美智（文）、鍾嘉莉（圖） 

出版：樂施會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

oad_image/cover1_1_36_1578291928.jpg 

 

有些人住大房子，有些人住小房子，我的家卻是一個小盒子。

很小，但很神奇。沒有窗，卻有燈神；沒有三房兩廳，但睡

床會變身；沒有大廚房，只需要飯煲萬能俠。小盒子裡有很

多快樂，也藏了很多心事…… 

17 《和平是什麼？》* 

作者：濱田桂子 

出版：木棉樹出版社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

oad_image/cover1_1_718_1585621425.jpg 

 

現世，小朋友更需要真善美。坊間很多談及戰爭的繪本或圖

書，在敍述戰爭時很容易二元化或建立仇恨，但本書作者因

經歷過戰爭，希望給孩子看到的和平，是有盼望的。本書以

小孩角度說明和平是什麼，比大人單純、澄明，當中提及的

是人性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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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香港書獎】 

香港電台、香港出版總會 主辦 

六位入圍「香港新晉作家獎」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入圍者 簡介 

1 林喜兒  

參考書籍：《七層足印──李鄭屋徙置區口述歷

史》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oad_ima

ge/cover1_1__1583935006.jpg 

 

曾任職副刊記者及編輯，從時裝潮流到旅遊玩樂，

從藝術文化到人物專訪。現為自由工作者，努力書

寫香港，記住香港。 

 

2 羅樂敏  

參考書籍：《而又彷彿》  

出版：水煮魚文化製作有限公司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oad_ima

ge/cover1_1__1583949922.jpg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畢業，於同校獲英文系碩士學

位，曾任《字花》編輯、香港國際文學節節目經理、

香港藝術發展局項目經理，現為「水煮魚文化」總

監。從事編輯、翻譯、寫作及文學活動策劃等工作，

2018年獲邀參與新加坡作家節。 

 

3 馮晞乾  

參考書籍：《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oad_ima

ge/cover1_1__1583950519.jpg 

 

香港作家，張愛玲作品研究者。 

 

4 黃振威  

參考書籍：《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精

英與近代中國》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oad_ima

ge/cover1_1__1583954466.jpg 

 

1980年 12月生於香港。香港大學一級榮譽文學士，

主修中國歷史。香港大學哲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

哲學碩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曾與王頌威合編《革

命與我︰辛亥革命元勳王棠口述》（2015年），與傅

錡華博士合作英譯、整理 1939至 1965期間之《傅

秉常日記》（2017年）。2018年出版《傅秉常傳︰從

香港大學到莫斯科中國大使館》。研究方向為中國近

代史和香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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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少年讀物 

 入圍者 簡介 

5 趙曉彤  

參考書籍：《步 》 

出版：石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oad_ima

ge/cover1_1__1584015506.jpg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從事採訪、

創作、寫作教育等工作，文章見於文藝刊物及報章。

把歷年文章結集出版《織》及《步》。 

 

創作方式包括詩、散文、小說，經常撰寫人物訪問

及時事報導，以文字記錄那些隱藏於社會裡的卑微

的人、他們卑微的命運，以及不輕易訴說的卑微心

事，希望令讀者明白別人的痛苦及其背後的社會不

公義。近年對鳥類及自然生態產生強烈興趣及引人

創作之中，現於《明報》撰寫專欄「城中鳥」。 

 

6 梁柏堅 

參考書籍：《時勢好惡，做基督徒好難》 

出版：突破出版社 

封面︰

https://app4.rthk.hk/culture/13thbookprize/upload_ima

ge/cover1_1__1584015661.jpg 

土生土長香港人，屋邨仔，名字經常惹人誤會。不

是填詞人，沒有選過區議員，沒有做過導演，也不

是的士司機。從事出版多年，2009年曾與戰友一起

創辦《Breakazine》。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信義宗神學院，喜歡閱讀，鍾情日本動漫，最愛獨

行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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