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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小說卷》 

主編：廖子馨 

序 作者 作品名稱 

1  太皮 《五十年後的來信》 

2  水月 《六根》 

3  宇文家興 《倒行逆施》 

4  李宇樑 《二月卅》 

5  李烈聲 《山棯》 

6  李懿 《短促或永恆的城市之光》 

7  貞婭 《你看那花兒都謝了》 

8  清水河 《路祭》 

9  陳侃 《巡遊》 

10  望風 《麵》 

11  梁淑淇 《也許這是最後一場 愛》 

12  梯亞 《一輛失蹤的士》 

13  微風 《囚鳥》 

14  鏏而 《回家》 

15  譚健鍬 《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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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散文卷》 

主編：吳淑鈿 

序 作者 作品名稱 

1  太皮 《別語愁難聽》 

2  水月 《緣聚、緣散》 

3  白色路人 《妳靜止，我卻停不了移動》 

4  石城 《再到五里橋》 

5  谷雨 《初秋》 

6  李烈聲 《雞聲茅店月》 

7  李懿 《幻滅與夢幻的重塑》 

8  初一 《蝦醬、蝦頭醬與兒時的蝦醬菜》 

9  孟京 《令人憤慨的不是受苦，而是受這苦沒理由》 

10  周荐 《一九七七，改變命運的那次高考》 

11  林中英 《軟軟硬硬的一堆筆名》 

12  林玉鳳 《兒孫滿堂》 

13  花語 《一晃眼卅年》 

14  凌谷 《拆和建之間》 

15  唐可璐 《在義字街買衣服》 

16  袁紹珊 《哈瓦那：文學是永不過時的城市文宣》 

17  梯亞 《跟着文字饒舌》 

18  清水河 《舊街》 

19  淘空了 《讀小喬兩首詩──〈缺月掛枝〉、〈囚鳥〉》 

20  喬捷 《澳門關機》 

21  曾國堅 《肩上的牛蹄》 

22  賀越明 《啖荔》 

23  雅耶 《“維納斯＂的秋天》 

24  黃坤堯 《盧比安娜》 

25  微風 《祖母的守望》 

26  劉居上 《For Save》 

27  劉景松 《溫婉有儀 其文脈脈：印象林中英》 

28  穆欣欣 《寫給霧霾北京的最後一封情書》 

29  雙口 《發現》 

30  譚健鍬 《“天鴿＂下的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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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度澳門文學作品選‧新詩卷》 

主編：盧傑樺 

序 作者 作品名稱 

1  呂志鵬 《而今之時》 

2  邢悅 《醫院》 

3  洛書 《海的想像》 

4  凌谷 《一夢一菩提》 

5  海芸 《八月的天鴿》 

6  袁紹珊 《帶一個盲人遊拙政園》 

7  梯亞 《窗前，沒有尊稱的桂花樹》 

8  淘空了 《蝴蝶飛（外一首）》 

9  陳淑華 《詩意的救贖──〈流亡詩人聶魯達〉觀後》 

10  雪堇 《旋轉木馬》 

11  喬捷 《亂碼》 

12  賀綾聲 《二〇一七暑假最後一天的詠嘆調》 

13  漠涯 《南海魂》 

14  劉居上 《海參崴印象》 

15  盧傑樺 《鬥獸棋》 

16  穆欣欣 《短歌》 

17  霜滿林 《失物待領》 

18  譚俊瑩 《西藏印象》 

19  譚健鍬 《新勝街：漂泊於生死》 

20  關少曦 《牛熊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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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詩詞卷》 

主編：黃坤堯 

序 作者 作品名稱 

1  任永安 《議事亭前地漫步》 

2  余澤平 《冬日有懷（五歌韻）》 

3  吳國棟 《青草街》 

4 
李烈聲 

《柳泉酒莊小飲》 

5  《定風波‧重過莫愁湖》 

6  李國光 《悼念抗日戰爭赴緬遠征軍》 

7  李祥立 《首艘國產航母下水》 

8  周荐 《菩薩蠻‧轉運遠航》 

9 
范逸文 

《臨江仙‧題晴軒主人惠貽梅花冊扉頁》 

10  《江城子‧苔痕》 

11  高德光 《高陽臺‧澳門“天鴿＂風災》 

12  張九齡 《遊緬甸茵萊河》 

13 
張卓夫 

《喜聞舊同窗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用廣府字音押韻）》 

14  《賀澳門筆會成立三十周年──寫於慶典客席》 

15  莊德華 《關帝廟懷古》 

16  許均銓 《西江月‧仲夏榮升外祖有感》 

17  許雲 《松山燈塔頌》 

18  彭玉豪 《水仙子‧花舞 賞花展後偶得》 

19 
黃坤堯 

《丁酉歲旦》 

20  《穀雨賞瓊花》 

21 
劉付華 

《南灣湖上煙花》 

22  《滿庭芳‧楹聯學會春茗即興》 

23 
劉居上 

《滿江紅‧為老樹題照》 

24  《鷓鴣天‧悼劉進老師》 

25  劉達求 《遊廣西鹿寨九龍洞》 

26  劉曉雲 《踏莎行‧橋繫大灣區》 

27  劉澤彬 《觀看本土創作音樂劇〈別了巨人〉後得句》 

28 
潘崙山 

《鏡湖春色：春日興懷二首（選一）》 

29  《〈煙雨青洲四百年〉閱後感》 

30  鄧景濱 《絲路行二首》 

31 
鄭國銳 

《滿江紅‧天鴿之災》 

32  《畫》 

33  繆澤中 《奉和滇楠詞丈〈緬甸除夜小唱〉》 

34  薛榮軒 《澳門魚行醉龍節詠》 

35 
鍾一暉 

《西江月‧〈畫說澳門〉李得之畫展觀後》 

36  《澳門昔日風情二首（之一）》 

37  鍾振翔 《念奴嬌‧秋日台山〈陳氏潁川堂〉遊記》 

38  羅偉強 《鏡海早晨》 

39  譚健鍬 《念奴嬌‧晚行西灣──澳門回歸十七周年抒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