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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未出生的孩子

出生於意大利的法拉奇被稱
為世界第一女記者，傳奇的一
生，以及與全球六十多位國家
政要的激烈交鋒，受到全世界
矚目，也令強權畏懼。她的記
者生涯被譽為「採訪藝術的輝
煌典範」，曾兩次榮獲聖‧文
森特新聞獎，及班卡瑞拉暢銷
書作者獎，是二十世紀最「強
悍」的女性之一。這位勇敢、
叛逆的女性，這位「即使面對

上帝也從不妥協的女人」，也有柔情、為愛瘋狂的一
面，本書就是法拉奇意外懷孕後刻骨銘心的自剖，一本
真實與虛構交錯的情感經歷。

作者：奧里亞娜．法拉奇
譯者：朱浩一
出版：愛米粒

蟑螂

新任的挪威駐泰國大使被人
發現陳屍於曼谷一個妓院賓館
內。為了迅速破案並避免醜
聞，哈利再度前往曼谷協助辦
案。他根據大使生前的通訊記
錄一一調查來電對象，卻屢遭
碰壁，也逐漸發現，大使生活
中的複雜秘密有如蟑螂——你
發現了一隻，就說明存活上
萬隻……繼《蝙蝠》後，奈斯
博再次結合異國情調和扎實的

快節奏與火爆動作場面。本書不只深入觸及了泰國文
化，也批判了已開發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在性與經濟層
面的雙重剝削，哈利從單純的犯罪偵查，開始捲入黑暗
政治與利益交換的遊戲規則，本系列眾多迷人的元素：
峰迴路轉的情節、混淆視聽的線索、金權掛鈎的內幕、
黑暗幽微的犯罪心理，在這本書中都已經清楚浮現出端
倪。

作者：尤．奈斯博
譯者：謝孟蓉
出版：漫遊者

迷宮書店

「這是一間被詛咒的書店，
我已被困在此多年，不能離
開，除非找到一個跟我一樣，
永遠陷身文字迷宮的讀者。」
羅智成把對於書店的種種光怪
陸離想像，通過劇場方式召喚
出來。藉由劇本說故事的熱
情，融入詩句，彼此疊合，互
成表裡。從《鶯鶯傳》到《紅
樓夢》，從《浮士德》到《追
憶似水年華》，李清照、小王
子、魯迅……古今中外的文豪

與書中角色齊聚，如同波赫士筆下穿梭在黑暗與光明間
的先知，羅智成把天堂想像成圖書館，再將世界織就成
一座座如迷宮般的花園。

作者：羅智成
出版：聯經

樹的秘密生命

彼 得 ． 渥 雷 本 （Peter
Wohlleben）從小立志成為大
自然的守護者，畢業後如願進
入德國林務機關任職，因與當
局重經濟發展的政策不合，
十年前辭去公職，成為胡默爾
小鎮旁1,200畝原始森林的看
守人，並將其轉化為樹葬森
林，讓這片歲月靜好的土地，
成為自然愛好者最後的長眠之
所，也維護森林在接下來的一

百年裡，不會遭受外來的侵擾。終日徜徉在綠色世界的
渥雷本，用優美恬靜的筆觸與自身的實際經驗，描繪出
三十六篇森林裡不可思議的精彩故事，細細詮釋樹木生
命的華麗與蒼涼，夏浴日光、冬飲霜雪，字裡行間洋溢
發自樹木靈魂深處的寧靜與睿智。

作者：彼得．渥雷本
譯者：鐘寶珍
出版：商周

那年春天，在車諾比

1986年，烏克蘭的車諾比
發生了 20 世紀最嚴重的核
災。20年後的某一天，法國紀
實漫畫家艾曼紐．勒帕吉接受
了「圖畫參與者協會」的委
託，與一群藝術家一起來到這
裡，帶罐頭和飲水，深入禁
區進行寫生。在為期兩個月的
旅程中，他們從撤離區周邊小
鎮到被荒廢並管制的禁區，與
當地人一同生活，藉以了解居
民真實的情感與和這塊被外界

稱之為「髒了」的土地之間的羈絆。旅程之初，艾曼紐
因為家人反對以及擔心連累孩子而猶豫不決，在旅程之
中，他意外地被勾起了黑暗的童年回憶，直到旅程結束
之時，他接納了心魔，並見證了生命的另一個面貌，得
到意料之外的感觸和收穫。艾曼紐．勒帕吉以動人心弦
的緩慢敘事風格，與其特有的紀實畫風，娓娓道出一個
平凡人在面對災難與死亡之時，所經歷到的一連串震撼
教育。

作者：艾曼紐．勒帕吉
譯者：陳文瑤
出版：積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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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台灣版《挺身而進》在2013年9月推出的時候，
坊間好評不絕。Facebook營運長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這部半自傳式的著作最初在英語世界出現
時，已頻頻登上暢銷書榜，翻譯成中文後，又在大中
華地區引起不小的迴響。
直到中文版面世三年後，我才拿起這本書來讀，一
來因為對所謂的勵志類或心靈雞湯讀本有些抗拒（事
後我才發現這書與通常意義上的心靈雞湯讀本並不相
同），二來由於前段時間韓劇《太陽的後裔》熱映，
重又引起我對於女性議題的思考。將書中桑德伯格鼓
勵的「往桌前坐」的積極態度，與《太陽》一劇中女
主角姜暮煙的性格與待人接物的方法對照來看，竟也
異常契合。不得不說，如今的歐美及亞洲地區，人們
對於女性及女權等問題的思考越來越頻繁且深入，連
我印象中動輒哭哭啼啼的韓劇，講起愛情故事來，也
不再是「女弱男強」的舊模式了。
《挺身而進》中，桑德伯格將內容分作「職場」與
「生活」兩個面向，將女性角色設定在三種情景下：
工作時，面對伴侶，以及面對孩子。她試圖強調的
是，新世代的女性如何將這三種情景中衍生出的三種
身份糅合互動，以達到最舒服及最具創造力的樣態。
女性不同身份之間的關聯及互動，無疑是本書的亮
點所在。我之所以認為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心靈雞湯
讀本，因為作者不想告訴你如何成為霸氣凌人的女高
管，也不想向你傳授所謂的「馭夫術」，更無意強化
「家庭主婦必定低人一等」這類久已有之的偏見，而

是希望每位女性在平衡理想與現實、事業與家庭的
時候，都能夠遵從己心，做出適合自己的選擇。你
可以既是一名優秀員工，又是好妻子以及稱職的媽
媽。這些看似對立的身份之間，其實有頗多交集：
與丈夫及孩子的溝通方法，同樣可以用來應對工作
上的人際關係。
當然，「平衡」與「溝通」這些事，說說容易，
做起來卻並不簡單。桑德伯格選用自己以及身邊人
的大量事例以及社會學研究論文中林林總總的數
據，以期強調女性該如何突破兩種既定的固限：一
種來自外部環境，另一種源於內心。經常，我們討
論「男女平權」這類社會議題的時候，通常將重心
擺在客觀條件的不公正、大男子主義以及來自他處
的輿論壓力等等，往往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自己的內
心。殊不知，不少女性無法實現自身價值的緣由，不
僅僅因為外部環境已有的固限，而是她們在朝目標
前行的路上，無法突破自己加諸自己的種種固限。換
句話說，很多時候是女性自己而非身邊人，將她們擺
在陪襯的、從屬的位置上。也因為這種預設的膽怯及
缺乏自信，許多女性並不敢行出第一步，或理所應當
地認為應該由男性行出第一步，故而與眾多機會擦肩
而過。作者在書中不斷引導讀者破除「刻板成見」的
諸多影響，既不希望以女權主義「綁架」或要挾男性
做出種種順從乃至討好女性的舉動，也不願意看到女
性因為缺乏自我了解與自信，將原本可以擁有的機
會、姿態以及主動權拱手讓人。在她看來，兩性之間

真正舒適且愉悅的關
係，在於沒有任何一方
主動將自己擺在弱者的
位置上等待佈施或憐
憫，也不應有任何一方
有膽量將自己置於不容
置疑的權威語境中。唯
如此，才能打破固化家
庭與工作中固化的男女

關係，令到不同個體與不同群落的相處，可以擁有流
動的、不斷調校的樣態。
看過《太陽的後裔》，不少觀者被男主角柳時鎮大
尉時而賣萌時而沉靜果敢的獨特氣質吸引，我卻對女
主角姜暮煙印象深刻。初遇時，兩人原本互生好感，
只因柳時鎮「無條件執行命令」的軍人身份與醫生姜
暮煙救人性命的職業操守相去甚遠，姜暮煙不得不選
擇離開，臨別時說了這樣一句：「這樣的一場相遇，
並不是我所期望的。」因為足夠的自知及自信，她才
能在面對緣分將盡的時候，沒有過多的淚水及掙扎，
選擇向前或後退，均灑脫自在，盡由己心。正如桑德
伯格在書中所說，承認不完美的現實，再學習接納與
自洽，學習掌握生活的節奏，是需要窮盡畢生心力去
了悟的課題。

書評破除固限的兩種方法
──讀《挺身而進》有感

《挺身而進》
作者：雪柔．桑德伯格
譯者：洪慧芳
出版：天下雜誌

文：李夢

林柏廷原是美工科畢
業，從小總聽大人們

說畫畫會餓肚子的他，畢業
後並沒想過可以真正以畫畫
為職業。當完兵，他成為了
教科書的美術編輯，兜兜轉
轉下變成了與畫家聯絡的那
個人。「這才知道，原來有
一群做畫家這個工作的人，他們有收
入，而且生活還不錯。每次請他們畫圖
時才聯繫到人，等到要交圖時就找不到
人了，都說出去玩了。他們的生活似乎
也很優渥，十幾年前就騎幾十萬的腳踏
車。我就想說，這就是我嚮往的工作
呀，畫畫，是一件開心的事情！」他於
是開始為教科書畫插畫，等到兒子要出
生時，更興起了出書的念頭。「就有一
種虛榮心吧，」他笑說，「想說是不是
兒子的第一本書就是看我的書？或者他
長大了以後可能會問我：『老爸，你有
沒有出過書呀？我知道你是畫畫的，可
是你的作品呢？』」

從零開始畫繪本
抱這樣的念頭，林柏廷從零開始接
觸繪本。雖說今日台灣的繪本發展蓬
勃，多本本土作品都斬獲國際大獎，但
在2000年左右，創作者們對於「繪
本」這種結合文字與圖畫來講故事的載
體仍在摸索中。「我的前輩大部分畫插
圖的比較多，（2001年）那並不是繪
本最好的時候，比較突出的可能就是幾
米吧。現在才越來越多人認識這種形
式，以前只知道故事書。插畫和繪本也
真的是兩回事，插畫是單幅的，繪本則
要有連貫性，前後呼應。圖不能搶文，
文又不能完全涵蓋圖的內容，不然就沒
有意思了。」
林柏廷於是跑到誠品，瘋狂地把架上
所有的繪本都看了一遍，強迫自己去認
識到底什麼是繪本，什麼顏色和風格是
自己喜歡的，什麼樣的故事內容可以模
仿。那個時候，他最喜歡著名繪本作家
David Shannon 的《No, David！》，
小毛孩David頑皮搗蛋讓人抓狂，但他
仍然是媽媽最愛的寶貝。「那個風格給
我很大的震驚，它的顏色、誇張的造
型，我都很喜歡。一開始，我就以它為
我的目標，再不斷摸索學習。」
那時的林柏廷一邊上班，一邊畫作品

參加比賽，光信誼幼兒文學獎他參加了
八次，每次都入圍，其中四次更獲得了
佳作獎。慢慢的，也吸引了出版社上門
談合作。
早期時，他出版過《小豬找雨》。喜
歡玩泥巴的小豬因為天空不下雨而十分
沮喪，便決定出發把雨找回來。旅程
中，他遇到烏鴉、海龜、蜜蜂和蒲公
英，卻一直沒有找到真正的雨……書中
的形象充滿童趣，顏色鮮艷生動，小豬
的旅程讓孩子們感受大自然，也關注環
境的變化。最特別的是，這本書用的材
質是「石頭紙」，用石頭磨成粉加入樹
脂製成，不僅顯色好，還不反光。從內
容到材質，都呼應了環保的議題。
但林柏廷最為人熟知的，還是他的

「猴小孩」系列。這一系列的三本繪
本，《我愛猴小孩》、《地瓜發芽
了》、《我自己可以》，都用蠟筆和壓
克力顏料進行創作。「首先是因為我很
怕水份，因為控制得不好。」他笑
說，「另外在畫教科書的時候，如果有
特殊的技法，一張圖的收入就多1,000
塊。我當然說我會！但其實從國小後就
沒有碰過蠟筆了，只有硬頭皮磨練自
己。」這也逐漸變成他的獨特風格。
「蠟筆的顏色很漂亮，相對鮮艷，我喜
歡那種塗抹堆疊的質感。再回推過來，
那也是小孩子最常用的工具，可以讓小
孩子覺得：我也做得到！紙張我用的是
牛皮紙，在書局就可以買到，也是小孩
子垂手可得的東西。不是要多昂貴的紙
才可以畫畫，隨時拿到的紙和筆都可以
創作，這樣的選擇也許可以鼓勵想畫畫
的小朋友。」

家裡有個猴小孩
「猴小孩」的靈感來自林柏廷與兒子
相處的日常生活。「台語裡說『猴囝
仔』，意思是你很頑皮。我就直接畫成
猴子的形象。」《我愛猴小孩》中，早
上賴床的小猴子趴在床上翹起尾巴，穿
起鞋子磨磨蹭蹭，臨出門時又突然要大

便！最後變成爸爸要瘋狂騎車才
能趕上不遲到。到了學校猴小孩
更頑皮，東摸西摸，吃飯挑食，
睡午覺時在床上打功夫，氣得老
師都快長出魔鬼角。回到家卻又忙看
電視，做作業時吃零食見周公，到了
洗澡時上躥下跳結果踩到肥皂摔倒哭成
一團……怎麼樣？對每天和家裡的熊孩
子們「搏鬥」的家長來說，是不是超有
共鳴？
整個故事孩子都以猴子形象出現，直

到受傷哭倒，才又變成圓圓腦袋的可愛
寶寶。林柏廷笑說這是他的經驗總
結，「小孩只有生病或受傷時才會變成
那個真的小孩。」而書中，爸爸的擁抱
才是最終撫慰猴小孩的溫柔利器。讓讀
者驚喜的是，轉過臉來，原來爸爸也是
一隻調皮的猴子！「我們的身體已經長
大，有時大人做和小孩一樣的事情，我
們會說因為我們長大了，可以控制，但
其實呢？小孩子玩手機你覺得不行，但
你自己就在拚命玩。有很多那樣的狀況
不是嗎？我用這樣的方式來戲謔自
己——你在罵小孩『猴小孩』的時候，
自己是否因為已經長大，就合理化了許
多你調皮的行為？」
林柏廷說，在書中他不想刻意放進教
條式的內容，「我自己都仍很調皮，根
本不想被這些框框框住。」作品不是為
了告訴小孩不能調皮，反而是想通過好
玩的方式來提醒大人，「調皮是很自然
的，我們小時候不見得比自己的孩子乖
多少，可是我們長大後卻會這樣來要求

孩子。我不想要作這樣的限制。」
畫「猴小孩」時，林柏廷的兒子已經
慢慢長大，有時會抱怨老爸，「把我的
秘密都告訴別人！」繪本太受歡迎，也
會在學校引起有趣插曲。一次林柏廷去
兒子學校與老師們分享「猴小孩」的故
事。不知道他就是「猴爸爸」的某位老
師，指書中發呆的猴小孩說：「這不
就是……（林的兒子）嘛！」「我到底
應該高興還是難過？」林柏廷苦笑說，
「高興是我畫得真的很傳神，不高興是
他在學校居然也是這樣子恍神的狀態在
上課！」
重新拿起畫筆，林柏廷給兒子畫出了

最珍貴的禮物，也給大小讀者們帶來許
多歡樂。問他是否已經過上了開始時想
像的優渥生活？他笑說：「創作繪
本，其實大家都過得很辛苦！但是都堅
持一個信念，就是愛畫畫，希望有自己
的作品。我比較幸運是有家庭有小孩，
但勉強可以靠創作生活下去。」
加油咯，猴爸爸！

「猴爸爸」林柏廷
畫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台灣繪本作家林柏廷帶太太兒子住在靜謐優美的宜蘭，早前因「台灣2015原創繪本展」造訪

香港的他曾以兒子為原型，創作了一系列「猴小孩」繪本，擄獲無數小讀者的心之餘，也戳中家

長們的笑點與淚點。對他來說，創作繪本，原是給孩子最好的禮物，卻也讓他更加看清父親的角

色，「是要一個活潑健康的猴小孩？還是聽話規矩的『真小孩』？我們在孩子心中又是什麼樣的

父母呢？」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林柏廷用壓克力顏料、蠟筆及電腦
繪圖創作兒童插畫和繪本，曾獲得多
屆信誼幼兒文學獎佳作獎、入圍第
30屆金鼎獎最佳圖畫書獎、誠品童
書排行榜第一名、中小學優良圖書推
薦。《我自己可以》獲得第四屆豐子
愷兒童圖畫書獎入選。

■■林柏廷與林柏廷與
《《小豬找雨小豬找雨》》
攝影攝影：：尉瑋尉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