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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獎 緣起
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長篇小說在中國文學和文化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為獎勵在長篇小說
創作方面傑出的華文作家，鼓勵出版社出版優質作品，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
得到香港匯奇化學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大朋先生的贊助，於二零零五年創辦全
港首個給予全球所有華文作家參加的長篇小說獎，並以中國最著名的長篇小
說《紅樓夢》為名，正式命名為「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於二零零八年，張大朋先生再次捐資港幣一千萬元，成立「紅樓夢獎：
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張大朋基金」，讓「紅樓夢獎」得以長期持續舉辦。「紅
樓夢獎」每兩年舉辦一次，評審團會選出一本最優秀的長篇小說為得獎作品，
獲獎作家可獲港幣三十萬元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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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獎
獎金港幣三十萬元

「紅樓夢獎」籌委會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底開始以提名方式徵集長篇小說
作品參選，被提名參加第三屆「紅樓夢獎」的作品必須是於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內初次出版，字數達八萬字或以上的華文
長篇小說。
鑑於內地、台灣及香港等地華文長篇小說出版量非常大，每年出版的長
篇小說超過一千本；為有效地進行評選工作，避免評審委員的工作負荷過重，
籌委會決定提名人只限於「紅樓夢獎」的籌委會委員，以及獲籌委會認可及
邀請之出版社，個人提名或自薦提名概不接受。
第三屆「紅樓夢獎」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底截止提名，籌委會接受了全球
不同華文地區共二十二本高質素長篇小說的提名。評審工作分為兩個階段，
初審及決審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四月至七月期間進行。
初審委員會由十五位校內外文學評論者、文學雜誌主編及作家等組成。
初審委員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舉行之會議上選出六部入圍作品進入決審。
「紅樓夢獎」決審於七月十五日舉行，決審委員從六部推薦作品中選出
《西夏旅館》為首獎作品。決審委員會另推薦《大河盡頭》、《我哥刁北年表》
及《推拿》為決審團獎得主；
《灰花》及《金山》為專家推薦獎得主。

《西夏旅館》駱以軍
台灣：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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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以軍作品年表

西夏旅館
首獎作品評介
《西夏旅館》以 11 世紀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作為歷史托喻，以一座頹廢怪
誕的旅館作為空間符號，寫出一部關於創傷與救贖，離散與追尋的傳奇故事。
駱以軍糅合私密告白與國族敍事，魔幻現實與情欲臆想，黑色幽默與感傷格調，
鋪陳現代中國經驗最複雜的面貌。全書試探文學想像的禁區、人間倫理關係的
極限，尤其值得矚目。《西夏旅館》文字華麗，結構繁複，意象奇詭，寄託深遠，
為新世紀華文小說所僅見，也代表駱以軍創作的高峰。
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決審委員會主席
陳思和教授

作者簡介
駱以軍，一九六七年生於台北。中國文化大學

《紅字團》

台灣：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993 年

《我們自夜闍的酒館離開》

台灣：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3 年

《和小星說童話》

台灣：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4 年

《駱以軍詩集 － 棄的故事》

自費出版
1995 年

《妻夢狗》

台灣：遠流出版公司
1998 年

《第三個舞者》

台灣：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

《月球姓氏》

台灣：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

《遣悲懷》

台灣：麥田出版事業部 ( 城邦出版集團 )
2001 年

《遠方》

台灣：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

《我們》

台灣：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年

文藝創作組畢業，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碩
士。曾出版小說集《我愛羅》、《我未來次子關於我
的回憶》、《降生十二星座》
、《我們》、《遠方》、
《遣
悲懷》、《月球姓氏》、《第三個舞者》、《妻夢狗》、

台灣：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 2005 年

《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紅字團》。曾獲台灣
省巡迴文藝營創作獎小說獎、全國大專青年文學獎、

《降生十二星座》

台灣：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

《我愛羅》

台灣：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2006 年

《西夏旅館》

台灣：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2008 年

《經驗匱乏者筆記》

台灣：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2008 年

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推薦獎、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
首獎、台北文學獎、九歌小說獎、聯合報《讀書人》
年度十大小說、爾雅年度小說選、中央日報年度十大好書、《中國時報》開卷
好書獎、二○○八年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小說、二○○九年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
類金典獎、第 33 屆金鼎獎最佳著作人獎等。他亦曾獲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二○○○台灣文學年鑑》評選為「二○○○年年度風雲人物」及二○○○年
「台北文學年金」。駱以軍於二○○四年獲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邀請
來港作訪問作家。二○○七年曾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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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簡介

台灣：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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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審委員評語節錄

駱以軍演講辭
二百五十年前曾有一個天才寫下了一本奇書，那本書賦予了「小說」一個全景：

面現實的尖銳白描，也有遁入超寫實的想像冒險。 他寫生命荒謬的現象、迷離

一種將時光凍結，讓我們可以慢速微觀人類黑暗之心的紋脈；對美的豔異驚嘆；對

的關係，集黑色幽默與情色幻想與一爐，但筆下揮之不去的是抒情憂傷的基調。

超過單一個體的劫毀崩壞心生恐懼與哀戚；一個微物之神所照看的繁華文明。只有

《西夏旅館》寫臺灣外省族群的離散情境，一方面投射中世紀西夏亡國滅族的

小說才可能演義的，迷宮般的完滿宇宙。

史事，一方面擬想後現代旅館變異無常的空間，全作如夢如幻，絢麗而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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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以軍是當代華文小說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字奇詭艷異，既有直

當然，那正是曹雪芹的《紅樓夢》。

極盡發揮個人風格之能事。《西夏旅館》是駱以軍創作二十年的巔峰表現，也
而經過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小說的一百年，從魯迅、沈從文、張愛玲、到

是新世紀華語文學不容錯過的重要傑作。

後來的莫言、阿城、王安憶、李銳、余華、蘇童、韓少功等人……無一不是二十世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
Edward C. Henderson 講座教授
王德威教授

紀之前的中國人無法想像的，以小說為視窗，所幅展的瘋狂躁鬱之夢，傾城之夢，
人命如芻狗悲涼之夢，生死疲勞之夢。
作為一個台灣創作者，能在各位尊敬的評審先生及浸會大學的鍾玲院長手中，
接下這個似乎包含了中文小說之神秘咒語名稱的大獎，「紅樓夢」，我的激動和感

歷史與其說是史實，還不如把它看成一種心靈的召喚；召喚祖靈，並本著
幾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犧牲心理，再度體驗當初集體遭受追殺，面臨種族
滅絕的慘況。同理，旅館與其說是具體的城市空間，還不如視之為心理空間，
描繪的是現代人如何遭受種種的賤斥，因而不得不反其道而行、採取不見容於
傳統禮教的敗壞行徑，希冀藉此張揚自我。《西夏旅館》因此不妨看成現代邊
緣人成就「我們」的心路歷程。儘管西夏與旅館大部份都用虛筆來勾勒、刻畫，
但作者千方百計想讓我們看到的也就是這個「我們」破碎的黑暗之心。

激難以言喻。在我所承接的小說時光，另有一條不同時間鐘面的「夢的甬道」，因
為百年來的戰亂、大遷移、與離散，有另一群人被歷史的錯謬，脫錨離開了「中國」
這個故事原鄉（這其中包括我的父親），他們在一個異鄉、異境，一個再也回不去
的拋離處境中，慢慢變貌、異化，在他們的追憶故事中長出獸毛和鱗片，形成另一
種「歪斜之夢」的孵夢蜂巢。
在台灣，譬如朱天文的《巫言》，朱天心的《古都》
、
《漫遊者》；譬如舞鶴的《悲
傷》
、
《亂迷》；郭松棻的《月印》
；在馬華，譬如李永平的《吉陵春秋》、《大河盡頭》；
張貴興的《猴杯》、黃錦樹的《刻背》；在香港，譬如啟蒙我那一整世代的西西，

前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及前國立中正大學副校長
周英雄教授

或我同輩的董啟章的《天工開物》……又譬如更早的海外的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
與李渝的《溫州街的故事》……
這於我是一個亂針刺繡，一個南方的，離散的，因為徹底失去原鄉而絕望妖幻
長出的繁麗畸夢。像是宮崎駿《神隱少女》裡，父母變成豬之形貌，而我的名字被

這是一部龐雜的書，也是一部匠心獨運的書。這是一部充滿了作家個人體

神收走了，唯一救贖之路，便是憑空再創造一個夢的結界。像 V.S. 奈波爾《抵達之

驗的書，也是一部描述了廣闊的社會生活的書。這是一部瑣碎的寫實之書，也

謎》裡，那永遠的渴慕，永遠的哀愁，那是一張永遠無法回到畫像最初時光的霧中

是一部超越了現實生活的象徵之書。這是一部讓讀者望之卻步的書，也是一部

風景。

讓讀者手不釋卷的書。

關於「旅館」，在我初始的朦朧想望，想打造一座像《霍爾的移動城堡》或《神
第二屆「紅樓夢獎」首獎

隱少女》那個「神鬼之湯屋」的極域之夢：裡頭每一個住客、每一個服務生、經理、

《生死疲勞》作者

走廊推車打掃房間的阿婆，他們各自的回憶在填塞、修改、變形著這整座旅館的邊

莫言先生

界。我大學時曾讀了巴斯（John Bath）的一個短篇〈迷失在歡樂屋〉，非常著迷，
大約是一趟家族旅行，大人之間有其心機、小孩之間也存在著幹拐子的輕暴力，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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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人翁的小男人則暗戀同行另一家的一個女孩，總之之後他們是在遊樂場的一
座歡樂屋（有點類似鏡廊迷宮或驚異屋這樣的設施）進入一種奇異的時光困陷，
他們（也許只有他）困在裡面出不去了。他似乎跑到歡樂屋甬道隔板的另一側了：
那些管線、機關、偷窺孔、通風孔道……我對這個故事既著迷又恐懼，他在牆裡
可以聽見其他同伴遠近錯落的嘻笑腳步聲，但他卻像那些「遊樂場鬼魂」永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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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了、離開不了，一直踟躕打轉在那個歡樂屋時光裡。
我非常喜歡這樣的一個禁錮住所有人物的一個結界。像柏格曼的那些仲夏夜
之夢，所有人在一封禁劇場將所有瘋魔、恨意、嫉妒、傷害全彩色毒液噴灑出來。
但這樣的昔日夢境全景蠟像館對我這樣的創作者是近乎不可能，其關鍵還是老話
題：經驗的貧薄、教養的匱缺。我不僅如默片般並不能真正理解上一代本省長輩
內心的哀愁、繁華、灰黯和幽默；事實上我對老外省的內心景觀不也總是印象畫
式的摹擬？
但我實在太喜歡「旅館」這個場所了。這裡的人全是過路客、侵入他人土地
者、無主之鬼、在時空暫時拋錨的漂浮感恓惶地尋求庇護。我覺得旅館和土地的
關係就如同我這樣遷移者第二代面對嚴格檢查認同之主體形貌的困惑：註定缺乏
足夠的時光資產。父親（或他的那一批流亡者）帶著大箱小箱的流浪漢傳奇，但
我們是在片場般的空間聆聽他的幻麗唬爛。儀典。做人的道理。我族的歷史。從
他記憶中翻印出來少三落四的祭祀程序。封禁的審美趣味。但這一切其實是絕後
的──如果你被設定為「往事並不如煙」、「追憶逝水年華」的故事傳遞人，那
就註定是一無性生殖、單套染色體，如麒麟、騾子、獅虎……這些「一夜之恩」
的無後時光膠囊。
教養的匱缺（胡人）使我打造的這座文明或時間之屋的違（偽）建，像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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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審
團獎

忍者裡查克拉不足而勉力造出的幻影，處處滴流黏答、剝落；也使得我企圖探問

按書名筆劃排序

的傷害源頭，設定了一個不拿手的接觸現象：對對方文明（感性方式、收藏的記
憶，不喜歡被竄奪或假非己之口說出的傷痕、層層聚累的陰影、原本穩定的人際
結構）的不理解而粗暴犯錯；如何體會他人之痛苦（而非從好萊塢電影、上網
Google，或昆德拉誤解小詞典的，讓人不寒而慄的「愛」）。……
我覺得隱藏在我這世代心靈圖像後面的瘟疫，無感性無同情無理解他人痛苦
之能力，真正可怖的反而是大江《換取的孩子》裡，那個被地底小精靈抱走，而
偽換唯妙唯肖的冰雕小弟弟。如何在上萬眩目的膺品中，換回那個「真正的」、
「未來的」嬰孩。
「胡」這個身分給我極具創造力的一個視野。我覺得那種意識到無論個體如
何努力，終無法進入一個「想像群體及其文明」其實是一種學習。
我要再一次感謝您們給予《西夏旅館》這個肯定和榮耀。而我更深深祈盼，
這個華文小說最高的榮譽，不止是每一個各自孤獨奮力創作的小說家們的「紅樓
夢」，它更是給華文小說「下一輪太平盛世」，交換不同身世、記憶、不同心靈
史的，「夢的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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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盡頭》
《我哥刁北年表》
《推拿》

《我哥刁北年表》

刁斗
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

作品評介

李永平
台灣：麥田出版事業部（2008）

作品評介
大河盡頭，即生命源頭。李永平以嚴密的敘事結構，豐沛的象
徵元素，謎魅的人物角色，借一個可換喻的原型世界、一段水上航
程，將移徙、殖民、性別對待、多元文化糅混的課題，以及人性偽
善、清純與慾望交戰的面相，毫不做作地表現出來。
海中那條燐火長蟲如消隱的帝國海權，河上守望的小水鳥如
nymph 般領航，夜泊桑高鎮人鬼疊映的癲狂……，無一不充滿戲劇
情節、詩意張力。男孩永與克絲婷的關係描寫，創作難度尤其高，
像主旋律不斷複沓迴旋變奏，交織出新內涵，顯見李永平的功力。整部小說並有強權欺
凌弱土，人的屈辱變成天地間的屈辱的時代意義。
《大河盡頭》無疑是華文文學史一部撼人的巨著，足與《西夏旅館》相映爭輝。
決審委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助理教授及聯合報副刊主編
陳義芝教授

作者簡介
李永平，一九四七年生於英屬婆羅洲。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獲美國華盛頓大
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於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及東吳大學英文系。現任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教授。著有《婆羅洲之子》、《拉子婦》、《吉陵春
秋》、《海東青：台北的一則寓言》、《朱鴒漫遊仙境》及《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
事》。其小說曾獲「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中國時報文學推薦獎、聯合報小說獎、
二○○八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小說等。

這部小說深刻記錄了當代中國精神史的發展和糾結。一代人
長期陷於社會現實的苦悶之中。他們的「歷史」是從「文革」的童
年記憶開始的，而現實地感受到理想主義的艱難和無力，是貫穿整個八十年代的中國大
陸政治風波和高層路線、權力之爭。他們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解讀八九風波的必然性，
於是就對知識份子的人生理想追求，產生一種進退兩難的尷尬處境。這部小說借助「刁
斗」與「刁北」兄弟的不同形象，綜合地塑造了一個當代精神史上的知識份子的典型形
象。其實是用「刁斗」的眼光和理解力來描繪哥哥「刁北」的精神世界，寫出了一代精
英在「文革」中為追求真理而受難，以及「文革」後因受難而放棄對真理的追求，其中
的絕望放棄、自我解嘲等內心痛苦都不足以與外人道，故而寫得平淡、自然。
決審委員會主席
上海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及中文系系主任
陳思和教授

作者簡介
刁斗，遼寧瀋陽人，一九八三年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曾任遼寧省作家協會
《當代作家評論》編輯部編輯，遼寧省作家協會鴨綠江雜誌編輯。著有長篇小說《私人
檔案》、《證詞》、《回家》，詩集《愛情紀事》，小說集《骰子一擲》、《獨自上升》、《痛
哭一晚》、《為之顫抖》、《重現的鏡子》等。曾獲遼寧優秀青年作家獎、「遼寧文藝之星」
獎、遼寧文學獎、第十屆「遼寧曹雪芹長篇小說獎」
、中華文學基金會「莊重文文學獎」等。

《推拿》
畢飛宇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作品評介
無論中西，明眼人作家寫盲人多少有點「隔」，為了克服這
「隔」，慣常是將小說寫成「象徵」或「寓言」，是昇華也是閃避。
畢飛宇「閉上眼睛」反其道而行之，老老實實「讓盲人在小說中過日子」，遂成就了一
部非凡脫俗的大器之作。小說以其無以倫比的細膩而熨帖的文筆，飽滿而生動的敘述，
寫出一群盲人在急劇發展的都市叢林中的艱辛奮鬥、日常勞作、夢想與尊嚴：在沒有光
的所在也要好好活。在漆黑中想像光明，借用小說人物對「漂亮」的定義，我會說這本
書 ──「像紅燒肉一樣好看」。
決審委員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黃子平教授

作者簡介
畢飛宇，一九六四年生於江蘇興化，畢業於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曾任《南京日報》
記者，並任《雨花》文學雜誌社文學編輯。著有長篇小說《上海往事》、《那個夏季那
個秋天》、《平原》、《推拿》，另有《畢飛宇文集》四卷，短篇小說〈哺乳期的女人〉
獲首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玉米〉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曾榮獲馮牧文學獎、中國
小說學會獎、莊重文文學獎、《當代》長篇小說年度獎、《人民文學》優秀長篇小說獎、
中國當代文學學院獎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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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大河盡頭》

《灰花》
韓麗珠
台灣：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

董啟章評《風箏家族》時指出：「似乎任何論述韓麗珠的企圖，最終也只會是誤
讀和簡化」，此說同樣適用於《灰花》。看似是橫跨三個不同世代的故事，但讀下去
發現人物和情節超越現實，作者想要呈現的是自己對現在的看法。作者的「卡夫卡式」
書寫以變形寫真實，現實與荒謬的區分失效，刻意的抽象無疑令人讀得吃力，但同時
又字字驚心：灰飛的城市，混濁的天空，人們看不清前景又無路可逃，作者第一部長
篇已觸動人心。

第三屆
「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專家
推薦獎
按書名筆劃排序

初審委員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課程主任
朱耀偉教授

作者簡介
韓麗珠，一九七八年生於香港。著有《風箏家族》、《輸水管森林》、《寧靜的獸》
及《Hard Copies》（合集）。曾獲二○○八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二○○
八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小說、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第二十屆聯合文學小
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二○○九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小說。

《金山》
張翎
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

作品評介

《灰花》
《金山》

《金山》這部長篇小說非常感人，書寫了大半個世紀的加拿大
中國華工及他們留華家人的血淚史。張翎的文字非常出色；人物雖多，但人人面目鮮明，
感情掌握也恰到好處，讀之令人熱淚盈眶，但那不是濫情的淚，而是為自己的國家民
族甚至全人類所流的淚。作者做了很多研究，她儘量仔細地記錄了我們上幾代人所面
對的艱難，所喪失的尊嚴，不但描述了人的愛恨生死，更呈現了中西（包括了原住民）
文化開始彼此尊重之前的磨礪與傷害。這本書主題沉重不在話下，作者對人性有深入
的認識，心中充滿包容和愛。這是中國人和北美人都不可錯過的小說，勝在深度和廣
度，也勝在語言的精準，是極有誠意的作品，我大力推薦。
初審委員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副教授
胡燕青女士

作者簡介
張翎，一九五七年生於浙江溫州。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分別在加拿大的卡爾
加利大學及美國的辛辛那提大學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和聽力康復學碩士。主要作品有《張
翎小說精選集》、長篇小說《金山》、《郵購新娘》（台灣版名《溫州女人》）、《交錯的
彼岸》、《望月》（海外版名《上海小姐》），中短篇小說集《雁過藻溪》、《盲約》，《塵
世》等。曾獲中國首屆華僑文學獎評委會特別大獎，人民文學獎，十月文學獎等獎項，
並被《中華讀書報》評二○○九年年度作家。《餘震》並由馮小剛導演拍成電影《唐山
大地震》，於二○一○年夏天上映。現定居於多倫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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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作品評介

第一屆
「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首獎

秦腔

第一屆及第二屆
「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作品
回顧

賈平凹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決審團獎

天工開物 ‧ 栩栩如真
董啟章
台灣：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麥田出版事業部（2005）

海神家族
陳玉慧
台灣：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2004）

聖天門口
劉醒龍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入圍推薦獎

水乳大地
范穩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4）

沉默之門

藏獒

寧肯

楊志軍

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04）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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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首獎
第三屆
「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生死疲勞
莫言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台灣：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田出版事業部（2006）

決審團獎
贊助
紅樓夢獎：
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張大朋基金
巫言
朱天文
台灣：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2007）

時間繁史 ‧ 啞瓷之光
董啟章

啟蒙時代
王安憶

台灣：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有限公司麥田出版事業部（2007）
台灣：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麥田出版事業部（2007）

決審委員會
召集人
鍾 玲教授
主 席
陳思和教授

入圍推薦獎

委

刺猬歌
張

煒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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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黑夜想你沒辦法
曹乃謙
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7）

凝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6）

(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專家，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
及中文系主任 )

員 ( 按姓氏筆劃排序 )

王德威教授

( 中國小說專家，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 Edward C.
Henderson 講座教授 )

周英雄教授

( 小說評論家，前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及前國立中正大學副校長 )

莫

言先生

( 小說家，第二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首獎《生死疲勞》之作者 )

陳義芝教授

(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專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助理教授，聯合報副刊主編 )

黃子平教授

(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專家，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 )

笨花
鐵

(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小說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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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
香港 九龍塘
窩打老道 224 號
香港浸會大學 善衡校園
溫仁才大樓西翼 11 樓 OEW1100 室
電話：3411 7204 / 3411 7197
傳真：3411 5131
電郵：artd@hkbu.edu.hk
網頁：http://arts.hkbu.edu.hk/~Red_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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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獎
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