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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文学是澳门文化的宝贵财富澳门文学是澳门文化的宝贵财富

““澳门中学生读后感征文比赛澳门中学生读后感征文比赛””培育文学新苗培育文学新苗

澳门文学奖佳作闪耀澳门文学奖佳作闪耀
在祖国的南端在祖国的南端，，澳门犹如一颗宝石般闪耀澳门犹如一颗宝石般闪耀

在珠三角的西岸在珠三角的西岸，，它夺目的每一面它夺目的每一面，，都是不同都是不同

的精彩的精彩。。澳门非常小澳门非常小，，可以说是可以说是““弹丸之地弹丸之地””，，

却引得却引得各位文人骚客竞折腰各位文人骚客竞折腰。。刚刚落下帷幕刚刚落下帷幕

不久的第十二届澳门文学奖不久的第十二届澳门文学奖（（由澳门基金会由澳门基金会

与澳门笔会主办与澳门笔会主办），），让我们惊喜地看到这么一让我们惊喜地看到这么一

批天性敏锐批天性敏锐、、人人心醇厚的创作者和精彩绝伦的心醇厚的创作者和精彩绝伦的

作品作品。。

20192019年年99月月2323日至日至2424日日，，第十二届第十二届““澳澳

门文学奖门文学奖””颁奖礼颁奖礼、、第二届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

发展峰会发展峰会””、、““澳门文学丛书澳门文学丛书””新书发布会在澳新书发布会在澳

门科学馆会议中心会议厅举行门科学馆会议中心会议厅举行。。此次活动由澳此次活动由澳

门基金会与澳门笔会门基金会与澳门笔会、、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华文学基金会合作举办中华文学基金会合作举办。。中央人民政府驻澳中央人民政府驻澳

门特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薛晓峰门特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薛晓峰，，中国作家协中国作家协

会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会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驻澳门特区特派员公署公共外交和新闻部主驻澳门特区特派员公署公共外交和新闻部主

任郑新友任郑新友，，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澳门中华总商会会澳门中华总商会会

长马有礼长马有礼，，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

良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局长穆欣欣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局长穆欣欣，，

中华文学基金会副理事长李小慧中华文学基金会副理事长李小慧，，深圳市文联深圳市文联

党组书记兼主席李瑞琦党组书记兼主席李瑞琦，，澳门日报社社长陆澳门日报社社长陆

波波，，澳门笔会会长李观鼎澳门笔会会长李观鼎，，澳门基金会行政委澳门基金会行政委

员会委员区荣智等参加了颁奖仪式员会委员区荣智等参加了颁奖仪式。。

吴义勤在致辞中说吴义勤在致辞中说：：文学作为文化交流的文学作为文化交流的

重要桥梁重要桥梁，，是推进文明对话是推进文明对话、、增进互信友谊的增进互信友谊的

重要纽带重要纽带。。澳门与内地的文化文学交流日趋澳门与内地的文化文学交流日趋

频繁深入频繁深入，，每年都有多场文学交流活动在澳门每年都有多场文学交流活动在澳门

或内地举办或内地举办，，内地学者对于澳门文学发展的关内地学者对于澳门文学发展的关

注和研究也不断出现新的成果注和研究也不断出现新的成果，，两地文学在对两地文学在对

话交流中不断深入融合话交流中不断深入融合，，两地作家也在交流互两地作家也在交流互

鉴中共同成长鉴中共同成长。。今年出版的今年出版的““澳门文学丛书澳门文学丛书””

是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是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华文学基金会和澳中华文学基金会和澳

门基金会合作推出的第四批作品门基金会合作推出的第四批作品，，““丛书丛书””已经已经

成为集结澳门文学作品成为集结澳门文学作品、、团结澳门作家团结澳门作家、、展现展现

澳门文化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澳门文化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成为向全世界成为向全世界

讲述澳门故事讲述澳门故事、、展现澳门精神的重要窗口展现澳门精神的重要窗口。。

吴志良在致辞中说吴志良在致辞中说：：““澳门文学奖澳门文学奖””已经进已经进

入了第三个十年入了第三个十年，，本届分设本地和公开组别本届分设本地和公开组别，，

一方面继续鼓励优秀的本地文学创作一方面继续鼓励优秀的本地文学创作，，另一方另一方

面让面让““澳门文学奖澳门文学奖””的品牌效应扩展至其他地的品牌效应扩展至其他地

区优秀的华文文学作品区优秀的华文文学作品，，期待世界各地的文学期待世界各地的文学

家更加关注澳门家更加关注澳门，，更多书写澳门更多书写澳门，，讴歌澳门社讴歌澳门社

会文化的奇特和澳门居民的人性光辉会文化的奇特和澳门居民的人性光辉。。““澳门澳门

文学丛书文学丛书””则是与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则是与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华中华

文学基金会合作的一次塑造澳门文学群像的文学基金会合作的一次塑造澳门文学群像的

尝试尝试，，希望用希望用1010年时间出版年时间出版100100种种，，全面全面、、系系

统整理出版不同体裁统整理出版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澳门当代文不同风格的澳门当代文

学作品学作品，，以此推动澳门文学回归中国文学大家以此推动澳门文学回归中国文学大家

庭庭，，扩大澳门文学的读者圈和影响力扩大澳门文学的读者圈和影响力，，并出版并出版

““丛书丛书””的精选本的精选本《《美丽澳门美丽澳门》，》，作为文学界向澳作为文学界向澳

门特区成立门特区成立2020周年的献礼周年的献礼。。

李观鼎在致辞中提到李观鼎在致辞中提到：：““澳门文学奖澳门文学奖””自自

19951995年至今已举办年至今已举办1212届届，，堪称一桩澳门文化堪称一桩澳门文化

盛事盛事，，其意义和作用正在日益彰显出来其意义和作用正在日益彰显出来。。澳门澳门

文学奖建构起一个澳门写作人云集文学奖建构起一个澳门写作人云集、、文学氛围文学氛围

浓郁的互动现场浓郁的互动现场，，本届更扩展至全球华人范本届更扩展至全球华人范

围围，，由此建立作家之间由此建立作家之间、、作家与社会各界和世作家与社会各界和世

界各地的联系及沟通界各地的联系及沟通，，确乎产生了广远的磁场确乎产生了广远的磁场

效应效应，，十分有利于创作个体和澳门文学整体十分有利于创作个体和澳门文学整体形形

象的自我凝视和反思象的自我凝视和反思，，从而寻找新的内涵从而寻找新的内涵、、形式形式

和手段和手段，，丰富丰富、、光大澳门文学光大澳门文学。。

谭健锹代表澳门文学奖的获奖者发表感谭健锹代表澳门文学奖的获奖者发表感

言言。。他认为澳门人钟情文化他认为澳门人钟情文化，，也热爱文学也热爱文学。。澳澳

门是一座文艺小城门是一座文艺小城，，只是只是，，她的文学情怀隐藏在她的文学情怀隐藏在

美美艳的霓虹灯背后艳的霓虹灯背后，，隐身于那些百年老屋隐身于那些百年老屋、、寂寞寂寞

小巷小巷、、沧桑街区之中沧桑街区之中，，不像幽灵那样缥缈清高不像幽灵那样缥缈清高，，却却

像像妈妈煲的老火汤一样醇厚妈妈煲的老火汤一样醇厚。。澳门的一草一木澳门的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一砖一瓦，，都能被我们发现故事都能被我们发现故事、、闻到味道闻到味道、、发发

掘传奇掘传奇、、找到属于澳门也属于中国的韵味找到属于澳门也属于中国的韵味！！

““当然当然，，如果没有七八十年代甚至是更早如果没有七八十年代甚至是更早

年代的播种年代的播种，，没有前期先行者的默默耕耘没有前期先行者的默默耕耘，，断断

乎没有今天文学奖的张扬展示乎没有今天文学奖的张扬展示。。澳门文学或澳门文学或

曰起步慢曰起步慢，，且不说上世纪且不说上世纪7070年代前澳门文学年代前澳门文学

长期处于少部分人长期处于少部分人‘‘荷戟独彷徨荷戟独彷徨’’的寂寞的寂寞，，只略只略

数数8080年代开始有意识的拓荒开垦年代开始有意识的拓荒开垦，，梳理出一梳理出一

条思路条思路，，只为让大家更清晰地看到只为让大家更清晰地看到，，老中青三老中青三

代的坚持代的坚持，，使我们的文学创作持续发展下来使我们的文学创作持续发展下来，，

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9831983年年《《澳门日报澳门日报》》纯文学版纯文学版《《镜海镜海》》创创

刊刊、、19841984年举办澳门文学座谈会年举办澳门文学座谈会，，提出要建立提出要建立

鲜明的澳门文学形象鲜明的澳门文学形象；；19851985年澳门东亚大学年澳门东亚大学

中文学会出版中文学会出版‘‘澳门文学创作丛书澳门文学创作丛书’’，，辑录刊登辑录刊登

于于《《镜海镜海》》版的作品版的作品，，该学会在该学会在《《澳门日报澳门日报》》和有和有

心人的支持下心人的支持下，，于于19861986年举办规模更大的年举办规模更大的‘‘澳澳

门文学座谈会门文学座谈会’’。。这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建立了澳门文建立了澳门文

学作品的发表平台学作品的发表平台、、认真研讨了澳门文学认真研讨了澳门文学、、集集

体展示创作成绩体展示创作成绩，，都让澳门文学界感到欢欣鼓都让澳门文学界感到欢欣鼓

舞舞。。随即还有作家组织澳门笔会随即还有作家组织澳门笔会、、五月诗社的五月诗社的

成立成立。。同时期同时期，，澳门作家代表李成俊澳门作家代表李成俊、、李鹏翥李鹏翥、、

陶里陶里、、邱子维邱子维、、谭任杰谭任杰、、汤梅笑汤梅笑、、陈浩星等相继陈浩星等相继

出席粤港澳以及澳台作家联谊会出席粤港澳以及澳台作家联谊会；；与广东作与广东作

协协、、珠海文联珠海文联、、中山文联加强文化交流中山文联加强文化交流；；数度邀数度邀

请著名作家秦牧请著名作家秦牧、、紫风紫风、、杜埃杜埃、、林彬林彬、、陈残云陈残云、、陈陈

芦荻等来澳主持文学讲座芦荻等来澳主持文学讲座。。9090年代初开始年代初开始，，廖廖

子馨参与在内地举办的多届子馨参与在内地举办的多届‘‘台港澳暨海外华台港澳暨海外华

文文学研讨会文文学研讨会’’、、以及在美国以及在美国、、日本等地举办的日本等地举办的

‘‘海外华文作家代表大会海外华文作家代表大会’’。。为了提升文学评为了提升文学评

论的视野论的视野，，尔后陆续邀请著名学者钱谷融尔后陆续邀请著名学者钱谷融、、饶饶

芃子芃子、、殷国明殷国明、、杨扬等访澳并举办座谈会杨扬等访澳并举办座谈会，，邀请邀请

金庸金庸、、叶嘉莹叶嘉莹、、梁羽生等作家梁羽生等作家、、学者主持讲座学者主持讲座。。

““直至直至9090年代中期年代中期，，澳门基金会开始致力澳门基金会开始致力

于促进澳门文学的发展于促进澳门文学的发展，，于于19931993年与澳门笔年与澳门笔

会合办两年一届的澳门文学奖征文比赛会合办两年一届的澳门文学奖征文比赛，，并和并和

《《澳门日报澳门日报》》合办合办‘‘澳门中学生读后感征文比澳门中学生读后感征文比

赛赛’’，，着力培养青年写作队伍着力培养青年写作队伍，，推动社会阅读风推动社会阅读风

气气。。这两项举措给新一代文学爱好者创造了这两项举措给新一代文学爱好者创造了

良好的机会良好的机会，，让他们较为顺利地走上创作的路让他们较为顺利地走上创作的路

子子；；有时他们走得快有时他们走得快，，偶尔又会稍慢下来偶尔又会稍慢下来。。””（（李李

鹏翥鹏翥《《推动澳门文学持续发展推动澳门文学持续发展———澳门文学奖—澳门文学奖

十届得奖文集序言十届得奖文集序言》）》）

““这些年来这些年来，，澳门公澳门公、、私机构出版的文学著私机构出版的文学著

作不在少数作不在少数，，特别是特别是《《澳门日报澳门日报》》出版社每年都出版社每年都

推出几部文学作品推出几部文学作品，，而澳门基金会也不遗余而澳门基金会也不遗余

力力，，继陆续出版继陆续出版《《澳门散文选澳门散文选》《》《澳门新诗选澳门新诗选》》

《《澳门短篇小说选澳门短篇小说选》（》（19961996年年）、《）、《澳门文学评论澳门文学评论

选选》（》（19981998年年）、《）、《澳门当代剧作选澳门当代剧作选》（》（20002000年年）、）、

《《澳门现代诗选澳门现代诗选》（》（20072007年年））等等，，19991999年与中国文年与中国文

联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联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澳门文学丛书澳门文学丛书’’2020种种。。

近年来近年来，，又与又与《《澳门日报澳门日报》》再度合作再度合作，，举办举办‘‘澳门澳门

中篇小说征稿中篇小说征稿’’活动活动；；与文化局合作与文化局合作，，出版出版《《年度年度

澳门文学作品选澳门文学作品选》；》；与中国作家出版社合作与中国作家出版社合作，，开开

始出版始出版‘‘澳门文学丛书澳门文学丛书’’。。””（（吴志良吴志良《《海阔天空我海阔天空我

自飞自飞———澳门文学奖十届得奖文集序言—澳门文学奖十届得奖文集序言》）》）

澳门文学奖得奖作品分别结集出版有澳门文学奖得奖作品分别结集出版有““澳澳

门文学奖十届得奖文集门文学奖十届得奖文集（（19931993--20132013））””，，一套一套

四册由澳门基金会出版四册由澳门基金会出版。《。《第十一届澳门文学第十一届澳门文学

奖得奖作品文集奖得奖作品文集》》由澳门笔会出版由澳门笔会出版。《。《第十二届第十二届

澳门文学奖得奖作品集澳门文学奖得奖作品集》，》，分别为公开组及本分别为公开组及本

组组，，一套两册由澳门笔会出版一套两册由澳门笔会出版。。

““澳门文学奖不仅对长居澳门的文学青年澳门文学奖不仅对长居澳门的文学青年

发挥影响力发挥影响力，，甚且吸引在外打拼多年并已具知甚且吸引在外打拼多年并已具知

名度的作家名度的作家‘‘回流回流’’参赛参赛。。澳门文学奖推动了澳门文学奖推动了

澳门文学的持续发展澳门文学的持续发展，，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坚持办下去坚持办下去，，未来将会发挥出更大更好的作未来将会发挥出更大更好的作

用用。。””（（李鹏翥李鹏翥《《推动澳门文学持续发展推动澳门文学持续发展———澳—澳

门文学奖十届得奖文集序言门文学奖十届得奖文集序言》）》）

““澳门文学奖是一个平台澳门文学奖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这个平台，，是由是由

参与者一篇篇诗文建构而成的参与者一篇篇诗文建构而成的；；这个平台的成这个平台的成

功功，，更是得奖者获得的荣誉和成就聚集而成更是得奖者获得的荣誉和成就聚集而成

的的。。各位作者站在这个平台上各位作者站在这个平台上，，海阔天空海阔天空，，我我

自飞翔自飞翔。。

““吾土吾乡吾民吾土吾乡吾民，，向来是本土文学的土壤向来是本土文学的土壤

和地标和地标。。澳门是一块沃土澳门是一块沃土，，也是一片热土也是一片热土。。

数百年东西文数百年东西文化的交流碰撞化的交流碰撞，，沉积了丰富的沉积了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是文学家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是文学家取之不尽的创作素

材材；；回归后焕然一新的变化回归后焕然一新的变化，，凝聚了多少人凝聚了多少人

的心血和辛劳的心血和辛劳，，也需要也需要文学家去记录和讴文学家去记录和讴

歌歌。。历史的历史的，，现实的现实的，，有人物有人物，，有故事有故事，，有悲有悲

欢欢，，有离合有离合，，只要文学家们具备足够的人文意只要文学家们具备足够的人文意

识识、、社会关怀和创作功力社会关怀和创作功力，，佳作不断推陈出新佳作不断推陈出新

的局面是可以期待的的局面是可以期待的。。

““澳门小城温馨澳门小城温馨、、亲切亲切、、熟悉熟悉、、可爱的生活可爱的生活

风貌风貌，，一一直是本地作者喜欢的题材直是本地作者喜欢的题材，，也有不少也有不少

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面世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面世。。宏大的历史叙宏大的历史叙

事事，，在本土文学中则比较少见在本土文学中则比较少见。。我们习惯了我们习惯了

和风细雨和风细雨、、与世无争的安逸与世无争的安逸，，但国际化的步伐但国际化的步伐

惊动了小城的宁静惊动了小城的宁静，，资本的扩张正在侵蚀往资本的扩张正在侵蚀往

昔的人文景观昔的人文景观，，唯有放宽视野唯有放宽视野，，打开格局打开格局，，在在

走进小城灵魂深处之同时走进小城灵魂深处之同时，，思想上摆脱地域思想上摆脱地域

的局限的局限，，改变创作的向度改变创作的向度，，提升文学的高度提升文学的高度，，

拓展出一片新天地来拓展出一片新天地来，，才能找到另一个心灵才能找到另一个心灵

的绿洲的绿洲，，找到历久弥新的精神家园找到历久弥新的精神家园。。””（（吴志良吴志良

《《海阔天空我自飞海阔天空我自飞———澳门文学奖十届得奖文—澳门文学奖十届得奖文

集序言集序言》）》）

一

2017 年第十二届澳门文学奖首

次设立公开组，邀请全球所有中文写

作者共同参与，一起以澳门为舞台，

书写人生、刻画时代。从收获的佳作

以及评委选出的得奖作品，成绩令人

欣喜，特别是得奖作品的水平，更是

让人鼓舞。

设立公开组，实现了澳门基金会

和澳门笔会希望扩大及发挥澳门文

学奖平台作用的共同期望，我们鼓励

更多文学爱好者通过不同渠道书写

澳门，让海内外读者以文学认识澳

门，以阅读佳作了解澳门文学。

此届公开组项目的得奖作品，以

发表于港澳两地为主，亦有刊于内地

主要文学刊物及星马地区报刊，中国

内地、台湾、港澳的优秀作家在各地

刊物中刊登作品，把人与环境巧妙联

系。让读者从文字中了解澳门社会

的不同面向，留下了文化澳门的良好

印象。

以澳门文学奖公开组两个项目

为试点，让我们更相信，作为粤港澳

大湾区核心城市之一的澳门，可以继

续通过主办、参与文学活动，吸引更

多写作者来到澳门，了解澳门，继而

把澳门体验和澳门故事分享出去，扩

展到更远的地方。

以本届的成果而言，我相信澳门

文学奖还可以继续努力、继续发展。

也希望更多的创作者能参与进来，以

澳门文学奖的平台来展示自己的文

学才华。

二

文学，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没有文学，

它必然是一个没有韵味的城市。在本届公开组的参

赛作者中，有本土的居民，有离家的游子，也有远道而

来的旅人，他们以不同的角度，触碰着这座城市的各

种质感，把澳门的历史、文化、风物与美食一一记在心

中，并发芽成风格不同、各有生趣的作品。

其实，澳门开埠几百年来，中外文人骚客就曾在

这里留下过众多精彩的作品和人生事迹。澳门文学，

最早也就是这样一种流动者的文学，有关澳门许多脍

炙人口的篇章，就在艺术家游历、旅居澳门期间创作

出来。从得奖作品叙述中，澳门与贾梅士、庇山耶、汤

显祖等文学大家的联系，又重新走进了读者的眼球，

以文学呼应文学，以过去呼应今天，让大家更立体地

看到了一个具有历史文化韵味、为创作者带来丰富灵

感的文化名城。

澳门，一直是个很值得书写的地方。古往今来，

它既与我们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也一直与世界各国

产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澳门是中国对外开放最重

要的其中一个港口，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同

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开拓者，他把中华民族传统的

基因完好保存，并体现在澳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作为开埠最早的城市，澳门以相对平等、融洽、交

融的方式持久不断跟西方交流，无论是东学西传，抑

或是西学东渐，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就是通过澳

门，传播着科学、文化与艺术。

同时，中国传统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中华文化的

包容性，我们崇尚的和而不同、不同而和，都能在澳门

得以充分地体现。更重要的是，澳门那么小的地方，

不同的民族、宗教能够和平共存，没有重大冲突，没有

非黑即白，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相互尊重，

相处融洽，澳门的多元，也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和平

共存的一种体现与彰显。

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澳门对人、事、物的容纳、接

受、理解和欣赏，澳门，始终展现一种雅量与活力。这

里善恶共生、天堂与地狱近在咫尺，这里生活着不同

阶层、不同肤色，国籍、宗教、语言和文化各种各样的

人，他们在澳门的特殊场景中接触、交流、碰撞。一些

经历、一些故事，往往只能够在澳门发生；一些感受、

一些领悟，往往只能够在小城得到。澳门，就这样一

直发挥着“人类文明实验室”的作用。我们常说，文学

是人学。文学写的是人，是人的生活、是人性，透过本

届澳门文学奖的众多得奖作品，我们仿佛在观察小城

众生，让我们在这人性场域中，深刻省思着何谓生活、

何谓人生。对于一个文学奖项来说，这些收获自然是

非常重要和珍贵的。

三

从1995年我们设立奖项至今，澳门文学奖一直是

澳门文学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澳门社会变迁的见证

者。新的时代，赋予每个人新的使命。未来，我们希

望能够在这个平台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澳门文学可

以展现出更大的活力，为粤港澳大湾区整体文学水平

的提升贡献一份力量。

作为莲花宝地，澳门可以透过文学为社会输出更

多正能量。在这个变革的大时代，澳门独特的温情、小

城对岭南文化的传承、特区在改革开放的经验以及一

国两制的成功实践，都值得文学创作者更好地挖掘其

历史资源和现实生活题材，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在此，希望所有的写作者能继续深入基层、关心

社会，继续把澳门朴素和谐的社会环境，同舟共济、守

望相助的精神，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出来。我们也将

继续努力，为澳门文学奖打造更好的品牌效应，扩大

此一奖项的影响力，让它真正成为全球中文写作者

获得肯定、找到满足的文学书写平台。

1995·第一届

为鼓励市民阅读本土出版

物、促进澳门出版事业的发展，澳

门基金会于 1995 年与《澳门日

报》首办“澳门书刊读后感征文比

赛”，是为“澳门中学生读后感征

文比赛”的前身。

2002·第八届

为从小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

兴趣，提高中文水平，本届开始以

中学生为对象举办“澳门中学生

读后感征文比赛”，自始成为定期

的学界文学盛事，一直举办至今。

与此同时，得奖作品更有机会获

推荐参加“沪、港、澳、新中学生阅

读报告比赛”及“全球华人中学生

阅读报告比赛”。

主题：不一样的生活。

2009-10·第十五届

本届配合2019年澳门回归

20周年，选题特定，中学生所书

写的作品，篇篇情真意切，读来仿

如亲历澳门回归20年间的变化。

经过几年与澳门各所中学的

合作，本届阅读写作讲座共有20

位跨世代的本地写作人到澳门

28所学校主讲阅读讲座。

2018-19·第二十四届

2019-20·第二十五届

本届征文主题为：我的故乡

情。此次征文分设初中组和高中

组两组别。此次征文鼓励学生通

过主题阅读，加深了解自己的故

乡，让学生对故乡有爱、有认同感、

自豪感，进而珍惜故乡的一切，畅

谈故乡之美，抒发对故乡的情怀。

1998-1999·第四届

读后感征文比赛与市民一

同迎接回归。

2001·第七届

为重点培养学生的阅读及

写作能力，本届开始调整为“澳

门学生读后感征文比赛”，分中

学组和大专组，而阅读的书籍范

围也扩大至非本地的出版物。

自第十届起，主办单位每年

均设不同的题目作为比赛主题，

期望同学能对社会、文化、生活

的城市、甚至生命的价值作更入

的思考。

2004-05·第十届

2014-15·第二十届

自本届开始邀请澳门知名

作家走进校园开讲，与学生们分

享写作方法及心得。透过澳门

作家与学生的良好互动，不单提

高学生对阅读和写作的兴趣，让

学生们能从文学的角度了解澳

门，同时让澳门的学生对本地作

家及其作品有更多的接触和认

识，长远来说更有助培育澳门文

学的新苗，扩大澳门文学的读者

群和创作团队。

“澳门中学生读后感征文比赛”见

证着澳门文学在过去1/4世纪的蜕变

和成长。首届的读后感征文比赛于

1995年由澳门基金会及《澳门日报》联

合举办。当时的比赛名为“澳门书刊读

后感征文比赛”，前澳门日报副刊课主

任、作家汤梅笑曾讲述举办比赛的目

的：“1995年年中，时为澳门基金会委

员的吴志良先生向《澳门日报》提出合

作计划，联合主办‘澳门书刊读后感征

文比赛’，这是件好事，一拍即合。首年

的赛事分公开组和中学组，要求参赛者

阅读澳门出版的书刊。因为经过上世纪

80年代内地的经济开放改革，澳门经

济腾飞，大专教育和文化研究、社会研

究以及文学创作都取得前所未有的发

展，出了一批成果，主办机构鼓励市民

阅读澳门出版物，从而关心澳门，认识

澳门，并促进澳门出版事业的发展。”

从第八届开始，比赛进一步集中在

中学里推行，更名为“澳门中学生阅读

报告比赛”，分高中组和初中组进行，一

直维持至今。

由2007年第十二届开始，赛事增

设主题，包括“简朴生活”“感受中华文

化”“绿色心灵”“不一样的生活”“谱出

生命的乐章”“一句话的启示”“快乐的

钥匙”“让爱动起来”，以及“一个历史人

物的启示”。

汤梅笑在第二十届澳门中学生读

后感征文比赛颁奖礼上谈到：“回看第

一届的得奖作品中，有澳门文学作品的

读后感，也有关乎政制、法律等社会科

学类的，不同范畴书籍的读后感放在一

起实难以评比。主办单位总结了经验，

在第二届赛事分开文艺类和社科类。一

直办到第七届，赛事取消公开组，集中

推动大专学生和中学生阅读，更名改为

“澳门学生读后感征文比赛”，阅读物也

不再限定只是澳门的出版物了。同学

们的阅读天地扩大了，内地和台、港、澳

的书籍都有。得奖同学读的书有《朦胧

诗选》、余秋雨的《千年一叹》、台湾的《洛

夫精品》、香港张小娴的《面包树上的女

人》和西西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翻译作品《纸牌的秘密》等。”

未央在《阅读感悟世界万千手书传

送澳门故事，澳门中学生读后感征文比

赛培育文学新芽》中谈到“澳门中学生

读后感征文”经历的几许转变：“澳门中

学生读后感征文比赛”已成为澳门学界

的年度盛事，曾参加比赛的学生、社会

各界人士接近1万人，得奖者更有机会

获推荐参与外地文学比赛，包括“沪、

港、澳、新中学生阅读报告比赛”及“全

球华人中学生阅读报告比赛”等，让得

奖者可一登世界舞台，与来自不同地

区的华文中学生交流创作心得，提升

自身阅读写作水平，开拓属于自己的创

作之路。

2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中学生参

加了征文比赛，体会到阅读和写作的乐

趣。一些得奖者一直坚持不懈，坚持写

作终成为“澳门文学奖”的得主，他们的

成功又激发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走

向文学创作之路，令澳门文学的队伍不

断壮大。不少“澳门中学生读后感征文

比赛”的得奖者已成为澳门文学界的活

跃分子，他们现在更担起中文比赛评委

的工作，继续为培养澳门文学力量做出

努力。

主办机构为扩大活动的成效，自第

20届起举办“澳门中学生读后感征文

比赛”延伸活动“阅读写作讲座”，邀请

澳门知名作家走进校园，分享在创作路

上的二三事，通过与学生们的近距离交

流互动，提高学生对阅读和写作的兴

趣，亦令学生对本地作家及其作品有更

多认识了解，至今已举办接近 120场

“阅读写作讲座”。

2019年开始，主办机构增办“澳门

中学生读后感征文比赛”公开展览，向

市民大众展示学生们的优秀作品。

“第二十五届澳门中学生读后感征

文比赛”旨在推动澳门学生阅读风气，

提高中文写作水平。此次征文分设初

中组和高中组两组别。本届主题为

“我的故乡情”，鼓励学生通过主题阅

读，加深了解自己的故乡，让学生对故

乡有爱、有认同感、自豪感，进而珍惜

故乡的一切，畅谈故乡之美，抒发对故

乡的情怀。

读后感征文比赛每组设冠、亚、季

军各一名，另设优异奖7名，评判由本

澳知名作家、学者及主办单位代表担

任，得奖名单将于2020年3月在《澳门

日报》及澳门基金会网页公布。比赛章

程及参赛表格可于澳门基金会网页

（http://www.fmac.org.mo）下载，或

于澳门基金会、《澳门日报》、澳门文化

广场、政府数据中心或星光书店索取。

另外，主办单位于2019年11月至

2020年1月期间邀请澳门知名作家走

进校园开讲，与学生们分享写作方法及

心得，引发学生主动阅读及写作。

澳门基金会
微信公众号

澳门基金会
网站

第十二届澳门文学奖首次设立第十二届澳门文学奖首次设立

公开公开组组，，邀请全球所有中文写作者邀请全球所有中文写作者

共同参与共同参与，，一起以澳门为舞台一起以澳门为舞台，，通过通过

不不同渠道书写澳门同渠道书写澳门，，让海内外读者让海内外读者

以文学认识澳门以文学认识澳门，，以阅读佳作了解以阅读佳作了解

澳门澳门文学文学。。之后更多参与详情请之后更多参与详情请

关注澳关注澳门基金会的微信公众号及门基金会的微信公众号及

网站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