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4

大 专 院 校 文 学 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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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传记文学 并非“人学”
主讲：赵白生教授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活动 5

中小学华文教师
阅读工作坊

活动 6

中小学生阅读讲座
活动 1

开 幕典礼专题演讲
题目：轻舟已过——个人阅读简史
主 讲 ： 钟 怡 雯教授

日期：
时间：
地点：

题目：传记文学的魅力
主 讲 ： 赵 白 生教授
活动 2

公 开演讲
题目：全民做传的时代
主 讲 ： 赵 白 生教授
题目：阅读情感 追寻自由
主 讲 ： 钟 怡 雯教授

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
国家图书馆管理局
4月13日（星期六）
上午9时30分至下午1时30分
（上午9时开始登记）
新加坡大会堂
7 Shenton Way, Singapore 068810

报名网站： https://tinyurl.com/2019wbd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
国家图书馆管理局
4月14日（星期日）
下午2时30分至4时30分
中央公共图书馆节目区
(国家图书馆大厦底层1楼）
100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188064

报名网站：

https://tinyurl.com/nlb-2019wbd

新跃社科大学人文与行为科学
学院、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
4月15日（星期一）
晚上7时至9时
新跃社科大学总部大厦
Blk C Level 8, SR C.8.11
463 Clementi Road, Singapore 599494

联系电邮：

hllim@suss.edu.sg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
4月15日（星期一）
下午2时30分至4时30分
国家图书馆5楼 Imagination Room

题目：传记文学的解读与解毒
主讲：赵白生教授

主办单位：

题目：我的写作我的成长
主讲：钟怡雯教授

100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188064

*仅限本届阅读大使学校报名。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
4月15日（星期一）
下午2时30分至4时30分
国家图书馆5楼 Possibility Room
100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188064

*仅限本届阅读大使学校报名。

活动 7

高 中 H 2华 文 与 文学讲座
题目：金刚不坏 ——
百年武侠与金庸
主讲：陈大为教授
（台北大学中文系）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母语处、
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
4月17日（星期三）
下午2时30分至5时30分
安德逊实龙岗初院讲堂
*仅限初院与高中报名。

世界书香日暨文学四月天
每年的四月，一场隆重的文化盛宴展开了。

简介：
中国著名学者、作家、翻译家。现为北京大学外语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文学学会会长、世界生态文化组织主席等职务。
赵教授在文学研究和国际交流方面表现卓越，曾获得
许多重要奖项，如德国弗赖堡大学高级学者奖、哈佛
燕京学人奖、朱光潜美学与西方文学奖等。英、法、德等
国多所大学聘请他为研究员或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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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士
分享读书会

World Book Day and Literature Under the April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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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靠近的地铁站为EW15 丹戎巴葛站(Tanjong Pagar MRT station)。

支持单位

世界书香日暨文学四月天

Marina Bay
Fire Station

地铁

主办单位

世
界
书
香
日

地铁站

7 Shenton Way, Singapore 068810

著有散文集《河宴》《垂钓睡眠》《听说》《我和我豢养
的宇宙》《飘浮书房》《野半岛》《阳光如此明媚》《麻
雀树》；论文集《莫言小说：“历史”的重构》《亚洲华文
散文的中国图像》《无尽的追寻：当代散文的诠释与批
评》《灵魂的经纬度：马华散文的雨林和心灵图景》
《内敛的抒情：华文文学论评》《马华文学史与浪漫
传统》《经典的误读与定位：华文文学专题研究》《当代
散文论I：雄辩风景》《当代散文论II：后土绘测》；
翻译《我相信我能飞》。主编多部选集。

新加坡大会堂大门（珊顿道入口处）可供德士乘客上下车。新加坡大会
堂对面的OUE Downtown道亦有德士站。

世 界书香日暨文学四月天开幕典礼
日期：

2019 年 4 月 13 日（星期六）

时间：

上午 9 时 30 分至下午 1 时 30 分

地点：

新加坡大会堂
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
7 Shenton Way, Singapore 068810

主宾：

刘燕玲女士
教育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次长
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席

主讲嘉宾： 赵白生教授

钟怡雯教授

停车设施
交流点读书会

阅读大使计划成果展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设有多层停车场。

报名网站

注 ： 停车位有限， 敬请乘搭公共交通。

https://tinyurl.com/2019wbd

开幕典礼当天，会场外将举办阅读大使计划成果展，展示
2017- 2018 年度参与阅读大使计划学校的成果。

在成果展上，参与阅读大使计划的师生将到场讲解并与观众
交流。有意推行阅读活动的公众、学校或团体，可从中得到
一些启发。

巴士车站

新 加 坡 大 会 堂 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

简介：
生于马来西亚。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博士。现任元智大学
中语系教授兼系主任。

从2019年3月30日到5月26日，主办方会邀请海外作家到学校和
公共图书馆演讲，并举办多场导读。同时，3月13日至4月12日，
参与的中小学也将举办一系列“校园书香日”活动。

UN
新加坡大会堂

Jap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钟怡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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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合作，联合本地各个读书会、文化团体和
学校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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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中小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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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白生教授著作丰富，既有个人专著，也有不少翻译作
品。例如，《传记文学理论》《元首传》《肖像》、
Life Writing and Ecology 等。此外，他还曾为中国中央
电视台翻译超过120万字的大型电视系列节目，并曾
担任中央电视台知名节目《朗读者》的评点专家。

在过去两年，共15所中学参与阅读大使计划，参与的学校
每年可获 800 元购书津贴。此外，主办方还为校园的阅读大使
提供海内外培训课程。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的特级教师也
带领各校阅读大使成立学习社群， 适时提供咨询， 协助各校
设计与推行适合自己学校的阅读计划。

我们希望这一系列活动能激起公众的阅读与写作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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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发扬“世界书香日”共享阅读乐趣的精神，让更多年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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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靠近的停车场

EN

tss6@np.edu.sg

13.3.2019 - 12.4.2019

图例

SH

联系电邮：

赵白生教授

UIC Building
(B03129)

A Capital Tower
(B03111)

ON

535 Clementi Road, Singapore 599489

校园书香日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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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因为玫瑰不仅代表爱情，也象征知识。

题目：阅读异乡 反思写作
主讲：钟怡雯教授

日期：
时间：
地点：

义安理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院
中文系、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
4月15日（星期一）
上午10时至中午12时
义安理工学院 LT 76

NS

4月23日定为“世界书香日暨版权日”。

大专院校文学讲座

主办单位：

BI

1995年11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每年的

活动 3

RO

世界书香日

杨厝港阅读会

世
界
书
香
日

尤今《金色的呼唤》新书发布会

导读无语《笑看城市人》

主办单位：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主办单位： 交流点读书会

日期：
时间：
地点：

2019年3月30日（星期六）

日期：

2019年4月17日（星期三）

下午2时30分至4时30分

时间：

下午2时至4时

中央公共图书馆节目区 （国家图书馆大厦底层1楼）

地点：

武吉班让公共图书馆 （成人及青少年区）

导读淡莹《诗路》

导读黄耀天主编《梦里故乡——财启村》

林高《孤独瞭望 英培安小说世界》新书发布会

导读李慧玲《遗忘成水》

主办单位： 南洋孔教会青年团

主办单位： 碧山民众俱乐部妇女组导读会

主办单位：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主办单位：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翰林书会

2019年4月27日（星期六）

日期：

2019年5月2日（星期四）

日期：

2019年5月5日（星期日）

日期：

2019年5月18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3时30分至5时

时间：

下午3时至5时30分

时间：

下午2时30分至4时30分

时间：

下午2时至4时

地点：

511 Guillemard Road, #02-35 Grandlink Square, Singapore 399849
(巴耶利峇地铁站D出口)

地点：

碧山民众俱乐部4楼研讨室1

地点：

中央公共图书馆节目区 （国家图书馆大厦底层1楼）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5楼 Possibility Room

日期：

报名网站： http://bit.ly/youjin0330

报名网站： http://www.nlb.gov.sg/golibrary

报名电邮： globalpublishing@wspc.com

联络电话： 6718 3567

报名电邮： admin@kongzi.org.sg

联络电话： 6466 5775 ext 410

内容简介： 作者以漫画形式和幽默诙谐的文字，透视了职场各阶层的生存百态，可说是
新加坡普通市民生活和情感的具体写照，在啼笑皆非之余发人省思，能让读者
以轻松态度面对人生，迎接未来挑战。

联络电话： 6338 5110

内容简介： 本书收集了尤今到非洲（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卢旺达）、高加索（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中亚细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
克斯坦）九个国家的 68 篇游记。
主讲：

尤今

司仪：

虎威

导读团队： 交流点读书会

导读者：

导读陈团英《夕雾花园》
主办单位：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华文创作项目，国家艺术理事会

导读朱一卉《燕南飞》

日期：

2019年4月18日（星期四）

主办单位： 分享读书会

时间：

下午3时至5时
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研讨室3

日期：

2019年4月3日（星期三）

地点：

时间：

上午10时30分至12时

报名网站： https://tinyurl.com/ybb9s5hg

地点：

兀兰区域图书馆2楼 Pacific Room

报名电邮： Lplow@ntu.edu.sg

报名网站： http://www.nlb.gov.sg/golibrary
内容简介： 《燕南飞》从主人翁王燕自身的故事出发，把“爱”的教育贯穿始终。讲述了她
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如何培养孩子学习的习惯和能力；怎么做到从不否定
孩子，维护好孩子的自信心，教孩子懂是非、明曲直、辨美丑……

内容简介： 小说讲述曾经历日治时期的年迈女法官云林发觉自己得了失智症，她很想把
自己的过去一点一滴记录下来，偏偏过往的记忆都那么不堪回首！小说充满了
美与丑，记忆与遗忘，痛苦与美好的对立，历史的模糊与真实。
导读者：

丁云

导读团队： 分享读书会

导读郭鹤年《郭鹤年自传》
虎威《小熊的新衣》分享与导读会
主办单位： 玲子传媒
日期：

2019年4月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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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电邮： info@lingzi.com.sg
联络电话： 6293 5677
内容简介： 通过小熊的故事介绍６０年代牛车水的一些行业，出席活动的大小朋友们会遇到
裁缝叔叔、写信阿伯、糕饼大婶等角色，并可通过有趣的“配工具”游戏赢取
摇鼓、毽子、五石子等古早玩具。
导读者：

虎威

主办单位： 现代企业管理协会总裁书香轩
日期：

2019年4月20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1时30分至5时30分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 The Pod

赵秀敏博士

导读台湾武侠女作家郑丰《生死谷》
主办单位： 第三代读书会
日期：

2019年4月27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2时30分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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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yurl.com/3g-reading-sheng-si-gu
报名电邮： 3g.reader@gmail.com
联络电话： 9689 8636
内容简介： 被誉为“女版金庸”的台湾武侠小说家郑丰以唐传奇聂隐娘的故事为原型，创作
了一部女性为绝对主角的武侠小说，讲述一群被训练为杀手的少年在生死谷中
为了生存而面对人性的考验，以及出谷后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的故事。
导读团队： 第三代读书会深度阅读沙龙小组

谢美珠《企业人生从Origin开始》新书发布兼导读会
主办单位： Bee Choo Origin 护发集团
日期：

导读莫斯利·麦克尔，咪咪·史宾赛著
《轻断食：正在横扫全球的瘦身革命》

导读邢宏伟《清西陵档案解密》

地点：

南山书画院 53 Cantonment Road （欧南园地铁站H出口）

主办单位： 新智读书会

主办单位： 新加坡清史研究学会属下清史网读书会

报名电邮： anshiyi11@gmail.com
联络电话： 8283 6543
内容简介： “我们是谁？”似乎是新加坡华族人民的宿命叩问，引发了新华作家的百年共鸣。
新加坡立国５０年后，陈志锐借由历史、文化、宗教、民生和旅游的多重棱镜，
“地标”式地给出了他的一种“诗学”答案——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其来有自。
导读团队： 伍木、张萱萱、毛丽妃、安诗一、廖依然
导读主席： 南治国
导读嘉宾： 陈志锐

日期：
时间：
地点：

2019年5月9日（星期四）

日期：

2019年5月18日（星期六）

晚上7时15分至10时

时间：

下午5时至7时

新智会所 540 Sims Ave #02-05 Sims Ave Centre Singapore 387603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 The Pod

报名电邮： singzhi@gmail.com

联络电话： 8571 4533（斯涵）

联络电话： 8221 8141 (胡清秀)

内容简介： 清西陵是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位皇帝及多位后妃、阿哥、王公的陵寝所在地，
共建有14座陵寝，包括4座帝陵，3座皇后陵墓，7座王公、公主、妃嫔园寝。
《清西陵档案解密》将带你走进这些古建筑群中，窥探千古帝王的命运沉浮。

内容简介： 2012年一位美国医生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将数千年的断食修身法与当代科学
相结合，发明了针对现代人的全新减肥法：轻断食。轻断食能让你回归最自然的
饮食状态，既减肥，也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最终彻底改变生命。

导读者：

沈斯涵（新加坡清史研究学会会长）

导读团队： 新智读书会

从《寻找诗》到《说散就散》
主办单位： 新加坡作家协会

导读夏辉舜明、欧阳立《大孝论》

导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主办单位： 第三代读书会
下午2时30分至5时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 The Pod

时间：

下午2时30分至5时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5楼 Imagination Room

国家图书馆大厦5楼 Possibility Room

报名网站： https://tinyurl.com/3g-reading-wanli

地点：

联络电话： 简丽云 67436838 (周日上午10时至下午4时)

报名网站： https://bit.ly/2Fa3YTT

报名电邮：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地点：

内容简介： 在这本回忆录中，现年95岁的郭鹤年首次亲口讲述了他的辉煌故事。通过回顾
他75年来的营商生涯，他向读者传授其管理创见、协商技巧及一些失败教训；
还有背后所秉持的信念、哲学与道德规律。

联络电话： 6742 3033(Chloe小姐)

内容简介： 诗写灵性，散文写日常，同时写诗与散文，是否会让诗写得散文化，或把散文
写得诗化？散文化的诗会不会破坏诗的美感和特点，诗化的散文又是一种怎么
样的散文？且听作家们透过刘瑞金的作品来进行一场诗与散文的“跨界”对谈。

报名电邮： luyixiu10712@gmail.com

报名电邮： 3g.reader@gmail.com

联络电话： 9751 5823 (陈铨盛)

联络电话： 9689 8636

内容简介： 这本书的作者是父子二人，提出了何为“大孝”？並以古今中外名人的认知阐明
“孝”。作者从儒、释、道各家孝的侧重点：佛家的“孝慈”，儒家的“孝治”，道家
的“无为而治”，來诠释“孝”。

内容简介： 看似平淡的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中，发生了若干看似细枝末节却承前
启后的小事。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这本书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给人启发良多。

导读者：

导读团队： 第三代读书会深度阅读沙龙小组

导读主席： 叶锦川

内容简介： 继新加坡档案馆口述历史访谈后，作者以文字形式再现其生命故事，作为一个
马来西亚移民在新加坡艰苦创业的历程。一个40岁家庭主妇白手起家，创立了
美珠草药护发品牌，并带领团队开拓国际市场，赢得了企业与人生的成功。

导读者：

导读团队： 周珏菁、谢美珠、洪鼎良、施宏洲、谢美珍、张闻晋

陈培深、郭观华、林建发、李明、戴恩德

贵宾分享： 郑来发

2019年4月20日（星期六）

导读橘玄雅《清朝穿越指南》

导读吉尔·墨菲《让我安静五分钟》
主办单位： 阅芽蒲公英

日期：

2019年4月27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3时30分至4时30分

时间：

傍晚6时30分至晚上8时

日期：

2019年5月11日（星期六）

地点：

盛港公共图书馆节目区

时间：

下午2时30分至5时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 The Pod

联络电话： 8571 4533 (斯涵)

内容简介： 封面油画的画家吴伟才将亲自分享画作的构思。导读团队将导读往届金笔奖
得奖者的作品，如丁云的《手天使》、原非的《光邑》、艾禺的《杀意》、莞尔
的《我们不认识司马光》和十渡的《国界的习惯》。

内容简介： 衣若芬使用首创的“文图学”（Text and Image Studies）视角，上卷探析苏东坡
书迹，着重探讨其生成机缘、文本内涵。下卷从使用场景、流传脉络和接受影响
等角度，进行了时空的延展，以“寿苏会”为核心，讲述苏东坡对后世及周边
国家的辐射影响。

内容简介： 《清朝穿越指南》是一本清代生活科普书，以清代中期社会生活形态为核心，
以北京城为代表、以宫廷宗室、中上层贵族、世家生活情态为主要对象，上至
皇亲，下至旗丁，衣食住用行的清代生活全攻略。

导读团队： 伍木、东方轶、羽云

导读者：

导读者：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 The Pod

报名网站： www.dandelionbooks.com.sg
报名电邮： info@dandelionbooks.com.sg
内容简介： 象妈妈好忙好累，很想自己安静五分钟。可是，孩子们黏得可紧呢！他们想和
妈妈一起吹笛子、念故事、玩玩具、泡水、看漫画、吃蛋糕……可怜的大象妈妈，
要怎样才能安静五分钟呢？你能帮她想想办法吗？（适合5至8岁孩子）
导读团队： 梁慧瑜、林温绒

傅翀（清史网读书会主任）

2019年4月21日(星期日)

导读陈福义《新加坡儿童诗研究1965 》

导读布莱恩·王《你需要一顶帽子》

主办单位： 新加坡文艺协会

主办单位： 阅芽蒲公英

日期：
时间：

2019年4月28日（星期日）

日期：

下午5时至6时

日期：

2019年5月26日（星期日）

碧山公共图书馆节目区

地点：

盛港公共图书馆节目区

时间：

下午3时至5时

时间：

下午2时至3时30分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 The Pod

地点：

碧山公共图书馆节目区

报名电邮： info@dandelionbooks.com.sg

联络电话： 9768 2938

内容简介： 本书介绍新加坡建国以来曾有几次童诗创作热潮，1974年先驱诗人周粲出版
第一本童诗集《写给孩子们的诗》，83年教育部出版儿童诗系列，90年教育
学院开设专业课程，2007年德义小学举办全国现场儿童诗比赛等重大事件。

内容简介： 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的朋友不开心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做什么来
助朋友们呢？在这个幽默故事中，一顶普通的帽子，轻轻松松地就解决了
这个问题。（适合2至4岁的孩子，需要家长陪伴。）

导读团队： 陈福义、林南进、严文珍、林子（司仪）

导读者：

导读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

导读马歇尔·卢森堡《非暴力沟通》

主办单位： 随笔南洋读书会

时间：

上午10时至下午12时30分

地点：

兀兰区域图书馆底层1楼礼堂

联络电话： 82218141 (胡清秀)

联络电话： 6694 2507 (Angie)

内容简介： 《城南旧事》是中国文坛名家林海音的经典作品。富有正义感的主角—小英子，
通过童稚可爱的眼睛，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读者也可在
字里行间看到一个老城市的民生民俗，以及一个老社会的人、事、物。

内容简介： 无心或有意的语言暴力比肢体暴力更伤人。马歇尔·卢森堡博士发现了神奇而
平和的非暴力沟通方式，让世界各地人们获得了爱、和谐和幸福！当我们
褪
去隐蔽的精神暴力，爱将自然流露。

导读团队： 新智读书会

导读者：

百力果学习丰收园

苗丰惋

报名电邮： admin@hcalumni.sg

报名电邮： equatorialwind@gmail.com

联络电话： 6466 4180

内容简介： 这本书主要记录了孩子成长的故事。作者从孩子出世便开始记录他的成长，将他
的童言童语，天真烂漫所迸发的火花点点滴滴记录在案。内容散发着父子间绵密
的爱，挑起阅读者的童年记忆，从而产生共鸣，寻找自己美好的童年。

内容简介： 处在加速度时代，种种高科技超快的不停地涌现，强有力地冲击着我们的就业
前景和生活，现代人该如何安身立命？让我们保持乐观的态度，放慢脚步，
别汲汲营营的。静下心来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后，从容的重新出发。
导读团队： 冯国才、沈雅顺、傅福兴、王会干、王英弘

导读团队： 陈妙华、温昌、邓锦铭（司仪）

新智会所, 540 Sims Ave #02-05 Sims Ave Centre Singapore 387603

导读七等生《沙河悲歌》
主办单位： 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

日期：

2019年4月28日（星期日）

日期：

2019年5月4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3时至5时

时间：

下午4时至6时

地点：

唐城图书馆节目区 （唐城坊4楼）

地点：

国家图书馆大厦5楼 Possibility Room

报名网站： http://www.sgwritings.com
报名网站： ignatius@eno-hub.com
联络电话： 9697 5497
内容简介： 人类社会面临科技颠覆、生态崩溃和核战争三大挑战。“国家”这一身份认同
已不足以应对挑战，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全球性问题。对于关乎人类命运的
种种议题，作者在书中没有简单给出答案，而是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
导读者：

导读团队： 刘国汉、林月湄

时间：

联络电话： 9863 6917

地点：

内容简介： 《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
最早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月刊。作者鲁迅通过一个“狂人”的日记，
揭露了中国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下午2时至4时

报名电邮： poetry106@yahoo.com

2019年4月24日（星期三）

宏茂桥公共图书馆

联络电话： 6718 3261

主办单位： 赤道风出版社

报名网站： www.dandelionbooks.com.sg

日期：

地点：

2019年5月12日（星期日）

报名电邮： tanhockgee@gmail.com

晚上7时15分至10时

晚上7时至8时30分

日期：

地点：

时间：

2019年5月25日（星期六）

时间：

2019年5月4日（星期六）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 The Pod

主办单位： 百力果学习丰收园

内容简介： 豆蔻、丁香、胡椒、桂皮，这些香料不仅仅是调味品，还有着匪夷所思的传奇历史：
从神秘的宗教仪式，到哥伦布的环球远航，欧洲国家对世界各地的殖民，以及
近代的跨国贸易，香料都发挥了神奇的巨大作用。

日期：

导读黄奕诚《孩子成长的故事》

下午2时30分至5时30分

2019年4月11日（星期四）

联络电话： 9363 0017(SMS) / 9385 6180(SMS)

主办单位： 德士师傅与好友读书会

主办单位： 华中校友会日日新读书会

地点：

日期：

报名电邮： zhangluxin617@gmail.com

重温鲁迅五四经典名著《狂人日记》

导读托马斯·弗里德曼《谢谢你迟到》

时间：

内容简介： 小说以普通人民的视角，对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这段历史做出了有别于
主流历史观的替代表述。反映了殖民统治者与本土苏丹、天猛公之间的交往和
政治博弈；勾勒出19世纪初本地的社会面貌。小说引导大家对新加坡开埠
200年作深层思考。

主办单位： 翰林书会

导读团队： 张鲁欣(导读者)，莫凤玲（司仪）

衣若芬

主办单位： 新声诗社读书会

导读杰克·特纳《香料传奇》

2019年5月4日（星期六）

报名电邮： textandimagestudies@gmail.com

导读伊沙卡马里Isa Kamari马来长篇小说《悲君统治》

陆一秀

日期：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 The Pod

日期：

导读团队： 刘瑞金、艾禺、周德成、林得楠（司仪）

主办单位： 新加坡清史研究学会属下清史网读书会

地点：

报名电邮： singzhi@gmail.com

下午3时至5时

2019年5月25日（星期六）

报名网站： https://bit.ly/2Fa3YTT

主办单位： 新智读书会

2019年5月4日（星期六）

时间：

时间：

地点：

导读林海音《城南旧事》

日期：

日期：

国家图书馆大厦5楼 Possibility Room

孙宽

导读团队： 张志华、钱波、杜培荣（司仪）

2019年5月11日（星期六）

下午2时30分至4时30分

导读者：

林高、刘培芳

日期：

地点：

内容简介： 作者将谈书中关于夫妻关系、婚姻家庭部分，侧重她与夫婿马克的异地异族
婚姻关系，如何让两人在成长中自我完善，互相成就。作者也将分享如何转变
观念，转化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在婚姻建设中，健康地成长。

主讲：

下午2时30分至4时30分

时间：

报名电邮： kuansun68@gmail.com

主办单位： 锡山文艺中心

2019年4月27日（星期六）

下午2时至5时

唐城图书馆节目区 （唐城坊4楼）

导读陈志锐《狮城地标诗学》

主办单位： 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

2019年4月7日（星期日）

地点：

黄耀天

2019年5月4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2时至4时

内容简介： 《遗忘成水》是一个文艺少年日夜兼程进入中年的记录，记录中有着一个读者到
作者到报人的蜕变轨迹。报人的接触、训练和积累，给予文艺少年生活的广度；
文艺少年的真挚与纯净，给予报人在瞬息变化的世情里，心灵上清晰的定点。
当天作者将会莅临导读现场，并畅谈创作的心路历程。

导读者：

日期：

日期：

时间：

联络电话： 6514 1398 / 6592 7931

内容简介： 从边缘悲愤的角落走到生命的核心，英培安孤独的身影有向艺术境界求索，
向人生质问的重量与高度。林高的解读，由此又跨出自己的一步，并激发出
一种心情：对个体此生方向的关切，以及对本土关乎文学艺术走向的审视。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 The Pod

日期：

2019年4月7日（星期日）

报名电邮： cifp@ntu.edu.sg

联络电话： 6466 5775 ext 410

下午2时30分至5时

作者：

日期：

报名电邮： globalpublishing@wspc.com

地点：

主办单位： 文图学会

主办单位： 赤道风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以图文记录了因义顺新镇发展而消失了的财启村景物与人文。编者不懈地
寻觅及根据村友们的口述资料，绘制了财启村旧风貌，同时把搜集到的旧照片，
配上详细的文字说明，勾勒出编者故乡的旧貌，重现了昔日的甘榜风土民情。

时间：

主办单位： 书写文学协会

导读孙宽《遇见都是初恋》

报名网站： www.ci.ntu.edu.sg

报名电邮： admin@smm.org.sg

书艺东坡千年情：衣若芬《书艺东坡》新书发布会

报名电邮： shuxie2017@gmail.com

报名网站： http://bit.ly/lingao0505

时间：

《书写半年刊5》发布会兼导读金笔奖得奖作者特辑
丁云、原非、艾禺、莞尔、十渡

内容简介： 淡莹的《诗路》不刻意求奇，而隽永常新。淡莹坚持“完美的诗，必须用凝炼、
浓缩的语言和准确的意象来呈现。”其诗路不仅是写诗的历程，更是诗意的
人生道路。

报名电邮： willielsy2000@yahoo.com

夏蝉歌

报名电邮： tpebiz@singnet.com.sg
联络电话： 6338 3916
内容简介： 故事背景反映了５０年代台湾社会的历史变迁，笔触深刻而带有哲学的思考，
作品中人物內心追求自由与外在环境的冲突，被誉为反映了“彷徨一代的灵魂”
“唱出了令人灵魂为之颤抖的生命之歌”。
导读团队： 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品读人生书友会

导读汪曾祺等著《茶，汤和好天气》
主办单位： 杨厝港阅读会
日期：

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

时间：

晚上7时30分至9时30分

地点：

杨厝港民众俱乐部二楼

报名电邮： m4543717@gmail.com
联络电话： 6457 0414
内容简介： 粽子应该是咸的还是甜的？吃豆花到底要不要放糖？
如果你热爱美食，对各地美食感兴趣；如果你也是一名吃货，有美食的故事要和
大家分享，那么请不要错过这一场关于美食的导读会。
导读者：

张琬卿

导读者：

黄昉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