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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族群以及「神思」
2017 年少年小說的幾點觀察

蔡明原 文字工作者 

為兒童創作、出版、尋覓、推薦、設計適

合的讀物與閱讀模式是近年來臺灣社會上頗具共

識的事情。這些活動的進行或推廣大多是針對幼

齡兒童，推展在其眼前的作品則是以繪本、圖文

書為主。幼齡兒童需要透過更為多元、立體的閱

讀方式去協助他們接觸、理解並進而對讀物產生

興趣，這一點無庸置疑。兒童閱讀所被期待的成

效或收穫著重在賞閱圖像、聆聽故事時專注的喜

悅，進一步則是情緒、情感、知識的摸索和認識。

但對於擁有自主閱讀能力的青少年來說，要

如何介紹專為其創作的優質、優秀的讀物給他們

知曉，似乎難度不低。青少年在日常生活的各項

細節裡有了一定程度的決定、掌控權力，應該可

以理解閱讀「青少年讀物」這個行為在他們的待

辦事項中的排序不會很高。在這個階段被新奇、

有趣、好玩的事物吸引而著迷想必理所當然，更

不用提及當下社會多如繁星的具有聲光效果刺

激、高度便利性的遊戲以及網絡頻道上讓人眼花

撩亂的在極短時間內便能使閱聽者暢笑並引發共

鳴的影片。這的確不容易，我們期待在種種考量

與選擇中、青少年可以把日常的時間撥出一部分

給閱讀，這樣習慣的建立需要的是再度彰顯讀物

的價值。

這其實是一種信念的展現；某種意義、想

望與感覺透過敘事演繹成故事，有著千錘百鍊寫

作技巧的作家調度語詞、鋪陳情節、設計意象、

掌控節奏將故事交織譜撰為文學作品。尤其是這

些少年小說往往蘊藏著許多現代青少年共通的密

語，也是解決、梳理圍困住他們的情緒、情感問

題的良方。所以，如何營造讀者與作品對話的契

機與空間，會是一項重要且迫切的工作。

對話的方式與內容
臺灣 2017 的少年小說創作（初版）大致上

可分成幾類；首先是書寫原住民族群（歷史）議

題的作品，如薩芙的《巴洛 ･瓦旦》（九歌）、

陳榕笙的《麻達快跑》（巴巴文化）和呂紹澄的

《夏天已過去》（四也）。鄭宗弦的《穿越故宮

大冒險　肉形石的召喚》（小天下）則是以時空

穿越的奇幻情節介紹中國傳統文物，陳郁如的

《詞靈》讓中國古典文學幻化出全新且引人入勝

的面貌。同樣以奇幻筆法寫就的還有陳沛慈充滿

動漫風格的《龍族英雄　狴犴 Bi`ha`n 駛向地獄

的列車》（小熊）。林滿秋的《黃洋裝的秘密》

（小天下）關注的是在少兒讀物中少見的跨性別

議題。

以校園為範疇、成長為議題的作品仍屬主

流，如劉美瑤的《憤怒的馬桶》（九歌）、陳榕



出版社選書

123

十八世紀的復甦
維多利亞時期的圖畫書

與懷舊的年代

笙的《孤狗少年》（四也）、李明珊的《飛鞋》（九

歌）。廖炳焜的《單車迷魂記》（小魯）和李光

福的《舞街少年》（九歌）兩部作品內容是以時

下受年輕人歡迎的運動項目為題材。陳肇宜的少

年推理小說一口氣推出四本作品、陣容龐大，依

序是《透號通緝犯》、《校園紅衣鬼》、《終極

解碼戰》、《消失的黃金》（以上皆由小兵出版）。

張友漁的《壞學姊》（遠流）這本小說涉及的層

面廣泛（出版文化、自然生態），其中關於霸凌、

正義問題的「辯論」讀後能引起許多省思。

「我是誰」－族群以及身分的思索
《巴洛 ･瓦旦》的敘事方式較為少見，全書

幾乎是以主角巴洛的內心自白為主；在這種接近

意識流的文字敘述中原住民族群被多重壓迫、不

斷往「深處」逼退的歷史一點一滴地浮現。「深

處」指的是巴洛為了找尋父親以及躲避獵捕而一

步步的邁入山的最裡層，而這並不輕鬆。在我們

印象所及讀過的少年小說裡應該仍未看見有哪位

角色得經驗如此艱難痛苦、自虐般的每踏出一步

彷彿就要跌落死境的成長歷程。這部作品營造出

的氛圍「密度」之高必須要稍作喘息方能繼續，

即便是故事最後終於出現了一絲希望，但那也僅

是生命延續此般基本不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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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芊宏 著

新銳文創 /10609/492 面 /23 公分 /82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525152/873

超過兩百張維多利亞時代圖畫書珍本圖像，多

幅畫作首次於華文世界曝光！本書以 19 世紀

中葉的童書公司──喬治．勞特力奇公司於

1870-80 年代所出版的作品，分析英國 18 世紀

的復甦或復興潮流，如何反映在 19 世紀維多

利亞時期的兒童圖畫書中，並詳述藍道夫．凱

迪克（Randolph Caldecott）、華特．克雷恩

（Walter Crane）、與凱特．格林那威（Kate 

Greenaway）等國際三大兒童文學獎紀念名人的背

景，以藝術美學、文本分析角度，探討 18 至 19

世紀的英國圖畫書。（新銳文創）

印度之旅

E. M. 佛斯特 著 ; 李斯毅 譯
聯經 /10609/415 面 /21 公分 /45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0849943/873

被譽為英國偉大作家E. M.佛斯特的經典著作《印

度之旅》，場景設立於印度的尚卓拉波城，故事

主軸環繞著英國殖民官員與當地知識分子之間暗

潮洶湧的角力與衝突，充分展現兩者深刻而矛盾

的互動。帝國高高在上的心態，以及被殖民者日

漸覺醒、高漲的自尊，在佛斯特筆下真實而細膩

地被呈現出來。（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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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已過去》這部作品述說母親負氣離

家、父親整日無所事事困窘的泰雅族家庭小男孩

林大國被迫承受超齡的責任。嗜酒又失志的父親

在他心中的形象一直很明確，「因為您是我心中

／最高大的那棵神木」。在眾人眼中表現不出色

的他卻有可以把瀕臨破碎的家園重組的「技能」，

那來自既細膩又敏銳的心思所衍展出的想像力。

最為具體的實踐便是主角創作的童詩，這些詩句

透露心聲、抒發了情緒，更重要的是它保留住了

對於「家」的渴望與圓滿的契機。

《麻達快跑》透過一位擅長跑步的原住民少

年焦力烈所經歷的拓展視野的行程探尋四百多年

前西拉雅族的歷史。從另一個角度看，擁有過人

體能的族人們成了被觀看、賞玩的對象，假使作

品題旨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恐怕會讓關注此議題

的用意失去該有的深度。而主角的一番發自內心

的話語巧妙地解開了這樣的疑慮，他說：「既然

我們來這邊是為了跑步，那麼我們的目的就已經

達成了呀！」意思是說奔跑途中歷經的一切超越

了成人世界的阿諛我詐，它就是一場純粹為了突

破自我、挑戰極限之旅。

古典現代兼融的奇幻世界
以奇幻筆法重新演繹古典文學、歷史文物

儼然成了趨勢，並且廣受讀者喜愛。《穿越故宮

大冒險 肉形石的召喚》中透過高潮迭起的情節

鋪陳把國寶級藝術品描繪的生動活現，彷彿那

本來就是屬於它的故事、而作者只是如實說出一

樣。《仙靈傳奇貳：詞靈》有著相同閱讀感受，

中國古典詩詞融入了現代學子的生活當中，它們

的意義有了耳目一新的詮釋。《龍族英雄　狴犴 

Bi`ha`n 駛向地獄的列車》敘述節奏暢快、人物

性格鮮明，在充滿對抗、緊繃的場景中不時閃現

溫暖且動人的情感元素。

每個人都想要被認同
認同是個恆久不變的議題，在各種關係、情

境中人都渴望獲得肯定。對青少年而言，和父母

親勢如水火並不意外，但衝突如何化解就是作家

們的心思所在。《飛鞋》這本書的前半部寫的是

主角柳光典因為不小心把鞋子拋到樹梢、想盡辦

法都無法取回後引發的一連串事件，如母親的不

諒解、同儕的冷漠以對，這讓他萌生離家的念頭。

但在後半部主角則是回到了有著布農族血

統父親的故鄉「休養」；沉浸在幾近原始的部落

生活環境以及奶奶的身教言行中，柳光典逐漸看

清楚了自身的問題。部落或者是說身為布農族人

的奶奶帶給主角的是一種狀態的改變和提升，讓

其得以暫時抽離原有空間、透過不同立場觸發反

思。

《孤狗少年》探討兒童對網路、3C 產品過度

依賴的現況，並試著說明人生中諸多事情必須要

倚靠有溫度、互動以及回饋的方式才可能會有貼

近需求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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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如此，經濟條件等等決定的物質生活

的差異不會被當作評價他人的唯一方式。《憤怒

的撒野馬桶》中的黃念文家境清寒，同學們議論

紛紛他到底是不是破壞公物的元兇。小說以此為

本，用同學們和老師的對話、辯論巧妙的讓不同

角度的觀點、思路碰撞。每個人都期待自己的論

點都能說服他人，許多概念像是「平等」、「英

雄」或是「基於公平正義的抗議」到底合不合理

都逐步得到了釐清確認。

《舞街少年》描寫熱愛街舞的少年在完成夢

想的路途上最大的阻礙就是來自最親密的家人，

想要讓父母親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不會是全然沒

有意義、之間的折衝和對立將會是親情崩裂的主

因。帶有靈異氣氛的小說《單車迷魂記》敘述兩

位被拒於學校所舉辦的單車壯遊車隊之外的葉飛

和凌岱鈺，各自費盡心思要隨著隊伍一路南奔。

葉飛是為了證明自己的騎車技術遠高於所有

人，而患有病疾的凌岱鈺除了要揭告自己沒有大

家以為的那麼脆弱外、還有更沉重的理由。旅途

中兩人互為前進的動力，青澀、若有似無的情意

萌發的情節頗能悸動人心。 

《黃洋裝的秘密》這部作品中亟欲獲得認

同的卻是成人，而需要反轉心態的青少年們從一

開始的訕笑、排拒到接納所付出的代價不小。要

鬆動根深蒂固的性別想像並不容易，更何況小說

中的主角璨璨要接受的是性別認同是女性的「爸

爸」。促使主角敞開心胸認同改變後的「爸爸」

睡美男

李昂 著

有鹿文化 /10610/288 面 /21 公分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510851/857

李昂以她犀利、敏銳又華麗的文筆，在對女人有

根深柢固的成見的荒原上，撒下衝破禁忌與偽善

的花籽。本書顛覆了身體、性別、情欲、空間與

年齡的一貫書寫，敏細闡述後更年期女人對自身

芳華消逝的悲涼，即使逐漸老去，內心仍保有對

情愛、親密的渴望；然因身體凋落而終失去的性

魅力，也透露出女人心底的自卑與巨大孤獨。紅

顏如沙漏急速流失，青春的喪鐘蠢蠢欲響，本書

喚醒後更年期女性的身體自覺，為人類欲求的回

春點燃了熊熊烈焰。（有鹿文化）

供桌上的自畫像

林滿秋 著
典藏藝術家庭 /10601/213 面 /22 公分 /30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343268/940

本書為作家林滿秋，透過藝術家陳澄波留下的素

描本、照片、簡報、畫作等紀錄以及訪聊，構築

出陳澄波的人、模樣與生活，節奏明快，故事裡

有畫家與他背後的支柱—張捷女士、家庭、友朋

間的往來情景，全彩圖文小說，讀來歷歷在前，深

刻難忘。（典藏藝術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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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是在嘗到好友（跨性別者）逝去的苦楚後，

她體認到「爸爸」的隱瞞或欺騙的行為源自於深

刻的愛、明瞭了血脈相連的情感無法被取代。

推理的樂趣
陳肇宜的「少年推理小說」系列作品和張

友漁的《壞學姊》都是採用了推理類型的寫作方

式，但兩者的題旨稍有不同。前者著重在細緻、

循序漸進的解疑步驟，作品中逗趣的對話和主角

們緊追不捨、勢在必得的精神相當引人入勝。在

《壞學姊》的開頭首先成功的為主角塑造了負面

形象，而懸案與推理的情節出現在小說的中後半

部。

因此，找出真兇的進程也同步解釋了學姊為

何使「壞」的原因。主角是在某種非科學性（理

性）的啟發與指引中展開計畫，所有涉入其中的

人物有著相同特徵－喜愛閱讀，它如同隱喻般反

覆的閃爍在讀者眼前。把「文學作家」、「出版」

當作題材是這部小說與眾不同的原因，它有意識

的要展現寫作的本質以及作家的內心世界，那可

能是我們在捧讀小說時從未想過的問題。作品的

出現是那麼的理所當然、但評價一本書的詞彙總

是單一，畢竟少有人會主動關心它是在多少神思

的雕塑琢磨下方能誕生。

進一步看，《壞學姊》這部小說特異之處

在於細膩且直白闡述了所謂的「作家」在創作時

的心理狀態；經由事件的牽引與情節的突圍，這

些如同囈語般喃喃道出的自白不僅不會突兀，反

倒成了角色們接觸、連結、互動的主要原因。在

故事中，眾人齊心解決了一宗懸疑已久的出版謎

案，了卻了一樁塵封經年的往事。在這樣緊湊的

敘事節奏中，「書」的價值被不斷厚實，「出版」

的意義也逐漸明朗，如同書中說的：「寫作一開

始就養成的習慣，寫東西時總有一個想像的讀者。

難不成我自己寫來看爽的嗎？」這大概是少年小

說裡罕見的嘗試，把出版生態、包括了寫作者的

意念和企圖一層一層的剝離、攤現在讀者眼前。

結語－走在讀者的最前方
在現代的少年小說中傳統社會嚴父慈母的形

象早已不復見。家庭成員的衝突往往發生在母與

子這樣的關係框架中，如《單車迷魂記》、《飛

鞋》、《壞學姊》等，父親介入教養活動的機會

不多。出面收拾「兒子們」惹出來的麻煩總是母

親這個角色，心力都放在工作上的父親有相對正

當的理由閃過這項任務。這是否代表當親子關係

從衝突走向和解的結果時，母性特質較易於說服

讀者、種種的轉圜餘地與轉變心態通常會是合理

的？

此外，作家們注意到了時下孩童過度使用

3C 產品的現象，並試著析辨到底要抱持著何種姿

態去面對這些日新月異的科技產物。在作品中讀

者應該可以了解人與人們、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是

具有溫度以及有著情感回饋的，而透過「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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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取的知識、資訊終究得應用在現實的生活當

中。只是那種「應用」能力的匱乏似乎成了普遍

狀況，所以在青少年身上較為迫切的問題可能是

重新設定這兩者的排序和比重。

另一個有趣的觀察是在作品中穿插靈異事件

作為故事情節的開展、延續或是收束，這樣的處

理方式似乎頗受作家們青睞。探究其原因也許是

藉由它的出現可以合理化主角們超出意料的威能

／異常表現，讓故事可以順利的在具啟發性、教

育性等正向意義上作為結束。

從議題的設定（跨性別、青春期）、類型作

品（奇幻、推理）的發揮和多元題材（原住民、

運動）的關注等面向來綜觀 2017 年的臺灣少年

小說，無疑有著水準之上的表現。「青少年」是

個尷尬的時期，他們喜於主張、展現自我卻不經

意流露出恍恍的神情。那或許是在即將邁入下一

個階段（不再是過渡）前的不安，那樣的無所適

從仍得被用心照料。這是少年小說存在的目的之

一，不過它當然不是藥到病除的處方，讀完一部

作品就可以安然健全。它比較像是激起漣漪的小

石，最重要的是得先拾起然後拋向心湖，接著讓

靜靜的波紋蕩漾撫平感覺的皺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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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是一道

我穿越了的牆
瑪莉娜 ･阿布拉莫維奇自傳

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 著；蘇文君 譯

網路與書 /10601/395 面 /23 公分 /40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6841828/909

阿布拉莫維奇以身體作為媒介，進行各種觸目驚

心的表演，挑戰了社會認知。她超越身體與精神

的極限，拋出生命議題邀請觀看者共同參與、思

索。選擇自殘的表演方式，不代表她無所畏懼，

恰恰相反，但是「去做我感到害怕的事、去做我

不懂的事、去沒有人到達過的領域。」阿布拉莫

維奇道出了一段將自己推向恐懼、痛苦、筋疲力

盡的極限，所成就的無人能敵的藝術事業；以及

追求情感與靈性轉化、絕不妥協的危險旅程。（網

路與書）

牆壁上的

藝術之謎
傳世壁畫背後所隱藏的故事

李予心 著
樂果文化 /10601/397 面 /23 公分 /36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338455/948

本書收錄 100 則你不可不知的壁畫故事，並將壁

畫分為中西兩個部份，讓讀者用不同的角度欣賞

壁畫之美。一個傳承超越百年歷史的壁畫，是有

著什麼樣的創作背景、技巧手法？透過 100 則壁

畫的故事，帶你深入瞭解壁畫背後的故事。透過

一張張精美的圖片和一個個趣味十足的故事，你

將走進一個嶄新的藝術世界。去體味那些凝固在

牆壁和屋頂上的永恆之美，瞭解用色彩記錄的歷

史和傳奇，感悟石窟寺廟裡的佛道世界。（樂果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