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樱桃树下的恋歌》和《书写文学》
第八期（VOL 8）发布会

世界 书 香日
1995年11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
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书香日暨版权日”。
从1996年开始，世界多个国家在每年的4月23
日庆祝“世界书香日”。“世界书香日暨版
权日”以玫瑰作为代表符号，因为玫瑰不仅代表
爱情，也象征知识。

文学 四 月天
灵感源自林徽因的《人间四月天》，“四月天”
代表春天，象征着苏醒、活力与希望。她是汩汩的
生命泉源，是迸发的青春与热情，是大无畏的
精神和征服一切困难的决心。新加坡的文学，
更是四月春天里一颗等待绽放的种子。它要吸取
春的养分，它要冲破岛国的硬土，它要成长，
它要结果！

世界书香日暨
文 学 四月天系列活动
“世界书香日暨文学四月天”系列活动由推广
华文学习委员会、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和华侨
中学携手，联合本地各个读书会、文化团体和
学校举办。
从2020年4月5日至5月25日，本地各个读书会
和文化团体将举办多场导读会。从3月23日至
4月24日，参与的各中小学校也将举办一
系列“校园书香日”活动。
我们希望借助这一系列活动激起公众阅读与写作
的兴趣，带动国人的阅读风气。让我们共同营造
一个书香社会，使“世界书香日”成为所有爱书
人共同庆祝的节日。

校园书香日
为发扬“世界书香日”共享阅读乐趣的精神，
让更多中小学生认识“世界书香日”，推广华文
学习委员会鼓励各个学校开展“校园书香日”
活动。各校可在“校园书香日”期间举办班级或全
校性的阅读活动，带领学生遨游书海，快乐阅读。
参与的中小学校通过电邮呈交提案后，可领取限
量纪念品并分发给参与活动的学生，以示鼓励。

主办单位： 书写文学协会

联办单位

日期：

2020年4月5日（星期日）

时间：

下午1时至3时

地点：

中央公共图书馆 Multi-Purpose Room （国家图书馆大厦底层1楼）

报名网站： https://www.nlb.gov.sg/golibrary
内容简介： 《番樱桃树下的恋歌》是张挥的新书，讲述上世纪50年代反殖时代下的情
爱与人情。《书写文学》第八期设有地志特辑《满载回忆的牛车水》，特邀
嘉宾将讲述牛车水的人文历史。此期的个人专辑――余平光老师也将在
会上作专题演讲。
导读团队： 书写文学协会

支持单位

书店和图书馆的未来蓝图：
导读增田宗昭《茑屋经营哲学》
主办单位： 新加坡趁早读书会

世界书香日暨文学四月天
系列活动

World Book Day and Literature Under the April Sky
Series of Activities

5.4.2020 – 25.5.2020

日期：

2020年4月5日（星期日）

时间：

下午2时30分至4时30分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5楼 Imagination Room

联络电话： 81185596
内容简介： 书店如何经营才能成为千万人朝圣的地方？图书馆建在只有5万人口的地
方，每年却能吸引超过100万的拜访量，如何做到？日本创业人增田宗昭
是如何做到以人为本，实现顾客价值，创造这些线下实体经济的奇迹呢？
导读会将为大家揭秘。
导读团队： 新加坡趁早读书会

导读《莫里》
主办单位： 书写文学协会
日期：

2020年4月5日（星期日）

时间：

下午3时至5时

地点：

中央公共图书馆 Multi-Purpose Room （国家图书馆大厦底层1楼）

报名网站： https://www.nlb.gov.sg/golibrary
内容简介： 莫里和卡琪是同班同学，是邻居，也是好朋友。这天，莫里摔倒，住进了
医院。随后，莫里出入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多。卡琪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都
不肯告诉她莫里得了什么病。卡琪决定用自己的方式为好朋友莫里做些
什么。
导读者：

陈帅、路梓暄

导读《我城我语》
主办单位： 新智读书会
日期：

2020年4月9日（星期四）

时间：

晚上7时30分至10时

地点：

540 Sims Avenue Centre #02-05 Singapore 387603 (off Lorong 37)

联络电话： 93753987
内容简介： 此 书 叙 述 新 加 坡 日 常 生 活 的 所 见 所 闻 ， 但 仍 能 从 中 看 到 华 族 文 化 在
漫漫历史长河中和所在地产生了互动，形成独特的新加坡华人文化。“烧
芭”“大坡”和“水仙门”等词汇，背后有何历史可循？欢迎来找答案。
导读者：

李伟星

《赤道风》105期发布暨文学对谈会：
在诗乐中寻找一方净土
主办单位： 赤道风文化协会
日期：

2020年4月11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2时至4时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观景阁

报名网站： https://www.nlb.gov.sg/golibrary
内容简介： 赤道风第105期专辑介绍郭永秀融汇各种文学艺术为一体的视觉多媒体
创作。本期收入的作家作品有伍木、林高、怀鹰、蔡家梁、谢征达等。学生
作品有：南洋初级学院、华侨、惠厉、立才、中正（义顺）、德新、英华
学校（自主）中学等。
对谈者：

郭永秀、伍木、成君、毛丽妃

导读《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
主办单位： 翰林书会
日期：

2020年4月12日（星期日）

时间：

下午2时30分至4时30分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观景阁

联络邮址： zhangluxin617@gmail.com
联络电话： 93630017 / 93856180
内容简介： 由于教育制度改革，经济发展，人口迁入新镇，家长选择等原因，华校在
新加坡已走入历史，但它们无疑在国家发展史上留下不朽的篇章。2014年
的一场展览，展出近百所已关闭的华校的文物，还出版了一本特刊，重现
一代华校生的求学生涯。
导读者：

杜培荣

导读《金色的呼唤》
主办单位： 金文泰联络所华语读书会
日期：

2020年4月18日（星期六）

时间：

上午9时30分至下午12时30分

地点：

金文泰联络所会议厅 (Seminar Room)

报名邮址： mpchow@hotmail.com
联络电话： 93803748
内容简介： 导读尤今游记《金色的呼唤》中的《浴火重生凤凰》故事。它描述非洲
种族仇杀和灭绝人性的一面。本书有69个生活现实描述。
导读者：

萧锦成

嘉宾：

尤今

“传统诗词与时并进”――
《新洲雅苑》第九期发布交流会暨讲座
主办单位： 新声诗社读书会
日期：

2020年4月19日（星期日）

时间：

下午2时30分至4时30分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观景阁

报名邮址： poetry106@yahoo.com
联络电话： 97682938（林子）、93655039（白金山）
内容简介： 传统诗词是极富生命力的文体，历久弥新。今日的传统诗词创作必须以新
时代为背景，反映当下的社会生活。活动分两部分：
1）三位资深诗家围绕主题各讲一个诗论专题。
2）传统诗刊《新洲雅苑》第九期发布暨交流会，诗刊作者分享创作心得。
对谈者：

导读《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主办单位： 现代企业管理协会总裁书香轩
日期：

2020年4月18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2时至6时30分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观景阁

报名邮址： admin@smm.org.sg

林立博士、张家昱、李忠

萃英读书会四月导读活动
主办单位： 南洋孔教会青年团
日期：

2020年4月25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2时30分至4时

地点：

新加坡南洋孔教会 511 Guillemard Road, #02-35 Grandlink Square,
Singapore 399849 (近 Paya Lebar 地铁站 D出口)

导读《怕浪费婆婆》

导读《大熊抱抱》

导读《天使手札》

主办单位： 阅芽蒲公英

主办单位： 阅芽蒲公英

主办单位： 书写文学协会

日期：

2020年5月2日（星期六）

日期：

2020年5月9日（星期六）

日期：

2020年5月17日（星期日）

时间：

下午4时30分至5时

时间：

下午4时至5时

时间：

下午2时至5时

地点：

义顺公共图书馆节目区

地点：

碧山公共图书馆底层1楼活动室 Activity Room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5楼 Possibility Room

报名网站： www.dandelionbooks.com.sg

报名网站： www.dandelionbooks.com.sg

报名网站： https://www.nlb.gov.sg/golibrary

报名邮址： info@dandelionbooks.com.sg

报名邮址： info@dandelionbooks.com.sg

内容简介： 当我们随意扔掉吃剩的食物时，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面临饥饿。人类所拥有
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勤俭节约无论何时都值得提倡。就像怕浪费婆婆
念念不忘的那样，节约的话题永远不会过时。

内容简介： 地 球 不 断 进 化 ， 我 们 能 为 后 代 留 下 怎 样 的 世 界 呢 ？ 一 只 心 中 充 满 爱
的大熊，在森林里散步时都会给有生命的东西一个拥抱。它最喜欢抱的
是树。 一天，大熊看到一个拿着斧头的男人走进森林，它以为男人也非常
爱树，可是……

内容简介： 小说里的主人公罗佩卿以其在医院工作时，所看到、听到以及和病人之间
相处的故事为主线，带出其他的家庭、社会（人口老化、黄昏恋）和老人
如何开心地度过人生最后一程的问题。
导读者：
羽云、邓锦铭

导读团队： 林温绒、林文琳

导读陈家骏《文学语言论集》
主办单位： 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图书馆读书会
日期：

2020年5月3日（星期日）

时间：

下午1时30分至3时30分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5楼 Possibility Room

报名网站： https://tinyurl.com/niejjchen
报名邮址： sandie.loo@nie.edu.sg
联络电话： 62196151

导读团队： 林温绒、梁碧凤

《只给孩子四双鞋》新书发布会
主办单位： 八方文化创作室
日期：

2020年5月10日（星期日）

时间：

下午2时30分至4时30分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观景阁

报名邮址： fexue@wspc.com
联络电话： 64665775 转 410

导读《阿婆的手》
主办单位： 交流点读书会
日期：

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

时间：

下午1时至3时

地点：

武吉班让公共图书馆成人及青少年区节目区

报名网站： https://www.nlb.gov.sg/golibrary
内容简介： 《阿婆的手》收集了新加坡年轻作家王德远多年来散文创作的精华篇章。
内容描述107岁高龄的奶奶坎坷的一生。每一篇散文，文字朴实，内容
新鲜，有血有肉又幽默风趣。
导读团队： 交流点读书会

内容简介： 报章标题是每天读报都会接触的，但多少人会注意到其中用语的奥妙？
本次分享会，陈家骏将深入浅出地分析及讲解报章标题的用语特点。

内容简介： 这本书收录了剧场媒体人林海燕多年来在报章与杂志所发表的专栏
文章、特写、散文、真实小说、采访报道，通过三只小马的成长，鼓励自己、
家长和老师，穿上舒服、合脚的鞋子，与孩子们一起快乐奔驰。

联络电话： 63385110

导读者：

陈家骏

主讲：

林海燕

内容简介： 《人生的平台》是霍韬晦教授2004年在法住文化书院开设的讲座合集。
书中深入浅出地探讨了现代人身处巨变之下的各种困境。如何帮助现代
人走出这种种困境？此次导读将从七个方面进入，打破现代人平面思维
之迷执，再建人生的平台。

主持：

钟国荣

嘉宾：

马炎庆

导读《解忧杂货店》

《兰亭序杀局》导读会

导读团队： 罗晨曦（南洋孔教会董事）

日期：

2020年5月6日（星期三）

联办单位：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翰林书会

主办单位： 第三代读书会

导读蔡裕林《后李光耀时代何去何从》

时间：

上午10时30分至中午12时

日期：

2020年5月10日（星期日）

联络电话： 85714533

地点：

兀兰区域图书馆1楼节目区

时间：

下午2时30分至5时

报名网站： https://www.nlb.gov.sg/golibrary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5楼 Possibility Room

内容简介： 僻 静 的 街 道 上 有 一 家 杂 货 店 ， 只 要 写 下 烦 恼 投 进 卷 帘 门 的 投 信 口 ，
第二天就会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得到回答。因男友身患绝症，在爱情与梦想
间徘徊；为了音乐梦想离家漂泊，却在现实中寸步难行；面临家庭巨变，
挣扎在亲情与未来的迷茫中……

报名邮址： cifp@ntu.edu.sg 或 zhangluxin617@gmail.com

内容简介： 对于老百姓、臣子、太监和宫女来说，她们是主子，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
但对于皇帝来说，她们又是侍奉者，是生育的工具，是泄欲的对象，皇帝
想打罚就打罚，想废黜就废黜，甚至想杀就杀，因此，她们又是奴隶，具有
着双重身份。

联络电话： 65141398 / 93630017

主讲：

内容简介： 作者历时一年，采访50位艺术家，完成15万字的专访。这是一位写作人
和50位艺术家献给新加坡建国50周年的诚心之作。本书通过访谈，全面
介绍艺术家的成长经历、理念、思想及其独特性。读此书，能感受采访的
温度、书写的力度。

导读《狮城散记》

导读者：

张志华（翰林书会）

日期：

2020年5月23日（星期六）

梁秉赋博士（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时间：

晚上7时至8时30分

地点：

宏茂桥公共图书馆节目区

联络电话： 67436838

报名网站： www.kongzi.org.sg

内容简介： 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美国长久以来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本书聚焦崛起
中的中国对于美国及全球秩序的影响，对历史上16个崛起国与守成国
作案例分析，指出中美之间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并提供了12个可借鉴
意义的方法。

报名邮址： admin@kongzi.org.sg

导读团队： 郑来发(主席)、周雁飞博士、叶锦川、戴恩德、陈金燕

日期：

2020年4月18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2时30分至5时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5楼 Imagination Room

报名网站： https://tinyurl.com/lan-ting-xu-2020
报名邮址： 3g.reader@gmail.com
联络电话： 96898636
内容简介： 小说以“玄武门之变”为开端，将《兰亭序》之谜巧妙地设计成影响大唐
命运的惊天秘密的主线，糅合历史、文化、悬疑、武侠、推理和权谋等
元素，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导读团队： 第三代读书会“深度阅读沙龙”团队

导读《多多老板和森林婆婆》
主办单位： 阅芽蒲公英、小安妈妈

主办单位： 随笔南洋读书会
日期：

2020年4月26日（星期日）

时间：

下午3时至5时

地点：

唐城图书馆节目区

报名网站： www.sgwritings.com/bbs
报名邮址： sgwritings@gmail.com
联络电话： 97510875

主办单位： 分享读书会

导读团队： 分享读书会

作者李国 樑 分享《大眼鸡·越洋人》

内容简介： 本书着眼新加坡未来50年，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提出思考，从多
个方面探讨新加坡的未来。作者退休后从事社会观察和时事评论，撰写
大量时评文章，关注社会热点话题。本活动邀请作者亲自导读，与大家
分享他的思考。

主办单位： 碧山民众俱乐部妇女组导读会
2020年5月6日（星期三）

时间：

下午3时至5时30分

导读团队： 蔡裕林、王晓培、李叶明

地点：

碧山民众俱乐部4楼研讨室1

报名网站： https://www.nlb.gov.sg/golibrary

主办单位： 新智读书会

利用电子笔导读儿童故事书

内容简介： 《大眼鸡·越洋人》是一部报告文学，书写下南洋的浩瀚大环境，以及广
东人在新加坡留下的民间足迹，由文物局资助部分研究与出版经费。作者
将讲述书中的一些人与事，分享创作过程以及后续发展。

日期：

导读团队： 李国樑

联络电话： 93753987

2020年4月18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4时30分至5时30分

日期：

2020年5月2日（星期六）

地点：

实龙岗公共图书馆节目区

主办单位： 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图书馆读书会
时间：

下午1时30分至3时30分

报名网站： www.dandelionbooks.com.sg

地点：

中央公共图书馆 Multi-Purpose Room （国家图书馆大厦底层1楼）

报名电邮： info@dandelionbooks.com.sg

报名网站： https://tinyurl.com/nielibris

主办单位： 高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世 界 经 济 发 展 了 ， 人 们 的 生 活 越 来 越 好 过 ， 我 们 的 地 球 却 生 病 了 。
为什么呢？人们砍伐树木来谋取财利。经济是发展了，可是我们的生活
环境却遭受到无情的破坏。我们需要了解破坏森林的严重后果。

报名邮址： sandie.loo@nie.edu.sg

日期：

2020年5月9日（星期六）

联络电话： 62196151

时间：

内容简介： 培养孩童阅读兴趣，应始于学前教育；不过，对于如何让阅读变得有趣，
父母常感棘手。本次的分享会，将借用《快快乐乐过新年》和新科技
产品——点读笔，学习如何把故事讲得既生动又有趣。

地点：

虎威《宁宁游甘榜》新书发布游乐会
主办单位： 玲子传媒
日期：

2020年4月19日（星期日）

时间：

下午2时30分至4时30分

地点：

中央公共图书馆节目区 （国家图书馆大厦底层1楼）

报名邮址： info@lingzi.com.sg
联络电话： 62935677
内容简介： 《宁宁游甘榜》说的是小朋友宁宁进入时光隧道，回到新加坡旧日甘榜的
有趣故事。作者虎威将在发布会上通过绘本引领小读者一览甘榜生活和
各类事物，例如菜田、家禽、牲畜和水果等，并鼓励小朋友们多吃有益
健康的蔬菜。
导读者：

虎威

主持：

日期：

日期：

导读团队： 小安妈妈、林温绒

导读邹璐《金禧缤纷――
新加坡50位知名艺术家访谈录》

导读团队： 黄碧璇、卢虹伶、陈明辉、陈家骏

《妈妈的箱子 • 玉梨魂 吴倩如剧作集》
新书发布会
主办单位： 八方文化创作室
日期：

2020年5月2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2时30分至4时30分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5楼 Possibility Room

报名网站： https://bit.ly/35OZ9Z0
报名邮址： fexue@wspc.com
联络电话： 64665775 转 410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两部剧作《妈妈的箱子》和《玉梨魂》，都是女儿与母亲的故事，
以女性视角审视上世纪中下层移民妇女的困境。本书也收录了两剧英文
版本 My Mother’s Chest（郭宝崑翻译）、The Jade Bangle，以及导演、剧评
等多篇文章。
主讲：

吴倩如

嘉宾：

柯思仁博士

《双城恋》宽余时光系列 II 发布会

出席嘉宾： 作者邹璐及受访的几位艺术家

导读《七杀手》
2020年5月14日（星期四）

时间：

晚上7时30分至10时

地点：

540 Sims Avenue Centre #02-05 Singapore 387603 (off Lorong 37)

内容简介： 《七杀手》把悬疑、推理、武侠融合在一起，写作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
并具有浓郁的古龙风格。

清代后宫嫔妃生活：
导读徐广源《清宫佳丽三十人》
主办单位： 新加坡清史研究学会
日期：

2020年5月23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5时至7时

地点：

中央公共图书馆节目区 （国家图书馆大厦底层1楼）

沈斯涵（新加坡清史研究学会会长）

主办单位： 德士师傅与好友读书会

报名邮址： taxishifu@gmail.com
内容简介： 38岁早逝的鲁白野，将短促的生命与对土地的理性及感性的自觉，书写
了数本著作，包括由世界书局于1953年9月出版的《狮城散记》，写下
新加坡的文史风景。66年后周星衢基金再版“新编注本”，重现这本新华
文学经典。
导读团队： 德士师傅与好友读书会

导读《把坏日子过成好日子》
主办单位： 新绿读书会

导读团队： 许倬睿

日期：

每个星期一
下午1时45分至3时45分

下午2时至4时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

时间：

樟宜监狱学校

国家图书馆大厦5楼 Possibility Room

主办单位： 杨厝港阅读会

地点：

询问电话： 93753987

联络电话： 92988989

日期：

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

内容简介： “双城”——北京和新加坡——“京城”和“狮城”。
“双城恋”新加坡本土多元文化与任何他者的密切关系 —— 我、故土与
本土；多元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现在、过去与未来 ……
诗歌的世界，诗人留下第一行探索的新脚印

时间：

晚上7时30分至9时30分

内容简介： 我们总是向外渴求“快乐”，结果却是失去了自我，不如回归本质，寻回
初心，觅得安心又平静的自己。

地点：

杨厝港民众俱乐部二楼（会议室）

导读团队： 新智义工

导读团队： 宽余时光团队

“我思故我在”——超越焦虑，踏实存在：
导读《存在主义救了我》
主办单位： 日日新读书会
日期：

2020年5月9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4时至5时30分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观景阁

报名邮址： enghong.ong@gmail.com
联络电话： 97658873
内容简介： 20世纪中兴起于欧洲的存在主义思潮曾在当时广泛流传，给无数人带来
极大的精神慰藉。时至今日，社会的变迁日新月异，人类的焦虑指数呈现
倍数级的增长。让我们再次亲近存在主义，从中获取超越焦虑以便踏实
存在的灵感。
导读团队： 冯国才、傅福兴、陈华明、沈雅顺、王会干、王英弘

联络电话： 64570414（杨厝港民众俱乐部）96417361
内容简介： 满目浮华遮望眼，谁曾料到尽云烟。鲜花着锦胭脂色，烈火烹油能几年。
提起《红楼梦》这部历史巨著，别说三天三夜，就是三个月也说不完。欢迎
大家一起漫游大观园，乱聊红楼。
导读者：

张琬卿

导读《单车失窃记》
主办单位： 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品读人生书友会

导读《把坏日子过成好日子》
主办单位： 新芽读书会
日期：

第二及第四个星期六

时间：

下午1时30分至4时30分

地点：

樟宜女子监狱

询问电话： 93753987

日期：

2020年5月16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3时至5时

内容简介： 我们总是向外渴求“快乐”，结果却是失去了自我，不如回归本质，寻回
初心，觅得安心又平静的自己。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5楼 Possibility Room

导读团队： 新智义工

报名邮址： tpebiz@singnet.com.sg
联络电话： 63383916 徐秘书
内容简介： 本书从家族叙事的视角跨越太平洋战争、二二八事件，甚至是丛林之战下
以台湾为基地一举攻下马来半岛，易主的国家与被抛弃的单车串连起
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链。作者吴明益说：“那是一个你无法好好哀悼，无
法好好爱的时代”，通过文字可以回忆曾经被尊崇的时代。
导读团队： 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