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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報社長張曉卿（左三）及星洲媒體集團
總編輯蕭依釗（左四）巡視本報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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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苓在出席文學研討會時，在星洲媒體集團總編輯蕭依釗的陪同下翻閱她自己的著作《三生
三世》。這本書在聶華苓被宣佈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獎得主的隔天，即在書展現場被搶購一空。

國 際 文 學 研 討 會

（吉隆坡23日訊）星洲
媒體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
張曉卿爵士說，在這個崇
尚高速度、高效率的時代
中，唯一可以在慢速度中
找到愉悅和滿足的，恐怕
就只剩下文學的創作和文
字的接觸了。

他說，當我們着眼於文化本

身的發展和持續的時候，我們更

應該着眼於文化、文學內涵的塑

造和充實。 

放眼文化發展新契機
“因為任何的急躁，和追求

形式的態度，都可能令我們的文

化和文學發展，失去了原有的穩

重、厚實和深度，也可能欠

缺更多專注精神的投

入，更不可能從

中孕育出新

的 文 化

內

涵來。”

他今日為“國際文學研討

會”主持開幕禮暨新書推介禮時

表示，我們不但要考慮母語文化

在西方強勢文化挑戰下所面對的

競爭和危機，我們還要時時放眼

新時代來臨時所可能帶來的文化

發展新契機。

需人文精神完美提升
“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

個民族的進步和文明，都離不開

人文精神的鋪墊。因為它在喚醒

人的存在自覺，體會人的存在意

義，進而實現人的存在價值。

“一個有文學素養的

人，他對人，總是多

一份的理解，

也多一分

的 尊

重和修養。人性常常充滿了卑微

和醜陋，所以我們更需要人文精

神的完美和提升。

“我想，這就是星洲日報為

什麼堅持深耕文學和推動文化的

最佳理由和註腳了，作為一個文

化機構和文化載體，星洲日報心

繫文學創作的空間和氛圍，我們

期待今日當下，有更多的人願意

把部分生命和時間投注在文學的

創作上，好讓我們的後代子孫像

我們一樣，可以無畏無懼地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透過雋永的文學

之美和文化思潮，呈現一個民族

的氣魄和修養。”

表揚鄭丁賢創作精神
張曉卿在推介新書時，表揚

星洲日報副總編輯鄭丁賢勤於筆

耕、樂於創作的精神，不僅為年

輕的寫作人立下了典範，也為社

會的多元價值發展，提供了有力

的證據和線索。 

他說，星洲日報在文學的

深耕中，也看到了碩果纍纍。鄭

丁賢一舉推介了三本書，而書的

尊嚴，永遠不會被時代所淘汰；

書的價值，來自作者的良心和勇

氣。

“我可以看到鄭丁賢，在

一個不算魁梧的身軀下，卻蘊藏

着無比的志氣和毅力。 他站

在懸崖上，卻俯瞰大地

的多情與精彩，甚

至是醜陋和黑

暗。”

找到愉悅滿足
張曉卿：崇尚高速度高效率時代

（吉隆坡23日訊）第十屆“花蹤”國際文學研

討會今日在吉隆坡國際會展中心隆重舉行，繼續散

發“花蹤”的芬芳。 

在研討會開幕禮上同時舉行的還有“花蹤”新

秀獎頒獎禮及星洲日報出版的9本新書推介禮。

“花蹤”今年繼續向文壇新秀喊出“後浪，湧

來吧！”口號，而新秀也積極響應，今屆的參賽作

品數目比以往更多，讓人看見馬華文學花蕊遍野初

綻的驚喜。

11作家研討會分享心得
此外，在新書推介禮上，大會別開生面以黃

結遊舞蹈團帶來饒富深意的舞蹈作為引點，再以魔

術表演的方式帶出9本新書，令與會者留下深刻印

象。

9本新書是由星洲媒體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

曉卿爵士主持推介，在這次新書推介禮中推出3本

新書的本地著名馬華時評家鄭丁賢，也親自出席並

上台一起推介。

11位出席國際文學研討會的海外著名作

家、評論家及學者，也受邀

上台為新書“加持”，他們包括王安憶、李銳、

李歐梵、焦桐、平路、陳思和、黃子平、蔣勳、

張曼娟、聶華苓及戴晴。

他們也將在今日連場的研討會中，與

出席的文學愛好者及工作者分享文學路上

的經驗與心得，一同沐浴文學花香。

除了海外國際著名文學家，出席者包

括星洲媒體集團總編輯蕭依釗、星洲日報

首席執行員許春、星洲日報總經理（公共

關係）劉聯成等。

接觸文學
任何的急躁，和

追求形式的態度，都可

能令我們的文化和文學

發展，失去了原有的穩

重，也可能欠缺更多專

注精神的投入。

■張曉卿

儀式別開生面

本報推介9新書

↗鄭丁賢撰寫的《站在懸崖上―丁賢談政治》、
《政治寓言―丁賢說故事》和《Standing on 
the Cliff--Political Writings by 
Tay Tian Yan》在國際文學研
討會上推介。

張曉卿引用臺灣作家朱天心

的文子：“我很怕沒有憤

怒！寫作沒有憤怒，看法就跟別人一

樣！”，來形容批判是一個寫作者的

生命和動力。 

“健康的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

音。美國著名華裔學者兼思想家林毓

生教授在論述〈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

的博弈〉中就這樣寫道：知識分子與

政治權力，從來就不是對等的。 不

過，從古到今，思想不同的知識分

子，都有一種‘入世的使命感´，以

及‘天堂就在人間´的信仰，使得這

場不公平的博弈，持續了幾千年。” 

“所以，寫政治評論的文字，是

最難討好的，而這種的正義感、使命

感和道德勇氣，最需要大家的掌聲和

鼓勵。”

批判是寫作者
生命和動力

潘碧華（中）頒發獎座予新秀散文首獎得主陳文
恬（右）及評審獎得主馬愿越的父親馬規財。

新秀小說首獎得主吳彩寶（右）及評審獎得
主曾宇雪（左）從龔萬輝手中接過獎座。

“花蹤”新秀獎得主與各類別主評合照。左起為曾宇雪、陳文恬、潘碧華、
呂育陶、龔萬輝、吳彩寶及馬規財。

年輕一代比較

沒有包袱，勇于嘗

試，但不管選擇什

么題材都一定要掌

握。除了文字技

巧，也應該擁有

創作者的視野，

要超越模仿的階

段寫出不一樣的

作品。

我們評審也要傳達一個訊息，沒

有獲獎不代表作品不好，有時能否得

獎只是因為評審的個人偏愛。所以你

們一定要繼續寫下去，因為你們已經

在路上了。

我也建議增加新秀的得獎名額，

讓更多有潛能作者能夠得到獎勵。

今 年 的 新

秀散文作品比

去年進步，我

們看到年輕人

尊重及善待文

字，因為‘錯

別字´少了。

他 們 掌

握的字匯也相

當豐富，他們的描述相當細

膩，形容手法十分新鮮，題

材更是特別。

年輕人勇于創新，描寫

較生活化的題材。不過目前

的年輕人比實際年齡大，因

為他們使用的題材圍繞着離

別、逝世的滄桑感。

盼主辦當局增設更多獎項
年輕人須超越模仿階段
●新秀小說決審龔萬輝

今年作品比去年進步
●新秀散文決審潘碧華

花蹤新秀新詩首獎得主陳

文恬的《媽媽，問你噢》以遠

方的戰爭為題材，而且是從一

名女童的口中說出故事，令人

感動。

在接獲的89篇作品中，6

篇作品因不符合參賽資格而被

淘汰。評審最終從其余的81篇

作品中，選出最佳的9篇進入

決審。評審一致通過，由《走

廊》勝出。

我們希望主辦當局能增設

更多獎項，鼓勵年輕的文學愛

好者繼續創作。

最崇拜歷史養生家蘇東坡

焦桐分享養生觀念
（吉隆坡23日訊）台灣

著名作家焦桐說，隨着星

洲日報在“花蹤國際文學

研討會”推介多本與養生有

關的新書后，他希望能有更

多人從年輕時就注意自己的

飲食健康，不要再吃煎炸食

品。

他說，許多人都是在

年輕時常吃煎炸食品和碳酸

飲料，一到中年后就開始注

意飲食，頓時變得什麼都不

能吃，“好像了無生趣”

了，讓與會者發出會心一

笑。

為9本新書主持推介
他今日在第十屆“花

蹤”國際文學研討會開幕

儀式上，為9本新書主持推

介時發言，分享他的養生觀

念。

他 形 容 歐 陽 英 一 家

人都是養生界的“一門忠

烈”，其父親與女兒都對養

生學頗有心得，而他自己最

崇拜的歷史養生家則是蘇東

坡。

他說，蘇東坡不但寫得一

手好字，也擅長畫畫，同時更會

燒菜、釀酒等，雖然他不會搞政

治，后來更因為飲食不當而患上

痔瘡，結果靠食療而治好了。

贊鄭丁賢銳利文筆
焦桐也稱贊本地著名時事評

論家鄭丁賢，並表示經常在報章

上閱讀他銳利文筆的文章。

9本推介新書包括星洲日報

出版的《花蹤文匯9》、鄭丁賢

撰寫的《站在懸崖上―丁賢談

政治》、《政治寓言―丁賢說

故事》和《Standing on the 

Cliff--Political Writings by 

Tay Tian Yan》；歐陽英也有4本

新書，分別是《歐陽英自然食療

―保健養生》、《女性大全》、

《抗癌排毒》、《早晨的第一杯

水》、及由“二魚文化”編寫

的《養生蔬果食典》。

歐陽英及二魚文化將上

述新書的版稅，悉數捐給

星洲日報籌建中的清平

樂樂齡之家。

焦桐在第十屆“花蹤”國際文學研討會上推介9本新書時，
分享了他的養生之道，並呼吁大眾從年輕開始關注飲食習慣。

國際文學研討會吸引眾多文學愛好
及工作者出席，共襄盛舉。

●新秀新詩決審呂育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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