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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下的「小花」
霍玉英（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會長）
作者｜黛伯拉 ‧ 艾里斯
譯者｜鄒嘉容
出版｜台灣東方

《戰火下的小花》原名 Breadwinner，意指養家餬

人，他獨排眾議，認為帕瓦娜此舉，正為要黯淡的

口的人。2006 年出版的中譯本，在封面摺頁引錄了

市場帶來美景。美景，固然因「花」而來，而帕瓦

第十五章的一段話：

娜這一朵「小花」，也正以堅韌的意志，為阿富汗
帶來美景。「小花」以喻女性，雖然刻板，但作者

用過午餐，在回市場的路上，她小心的從炮火肆虐
後的廢墟中挖出幾朵野花來。她以前就看過那些花
了。希望它們確實就是那種年年都會長出來的花。
如果她把這些花種在她平常擺攤的那塊地上，那個
窗邊女子就會知道她不會再回來了。那些花將是她
可以凝望的美景。她希望它們會是一份好禮物。

黛伯拉 ‧ 艾里斯不正為塔利班掌權下的女性發聲，
告訴世人她們的故事嗎？移植在市場上的野花，看
來雖然半死不活，但老人深信時間到了，必然長出
強健的莖，因為野花的「根」好好的。「根」所指
為何？ —— 阿富汗人喜歡美好的事物。
在父親被抓後，十一歲的帕瓦娜便挑起一家重擔，

帕瓦娜找來一顆長形石頭，手腳並用的奮力掘著堅
硬的土壤。（頁 183-184）
作如是安排，中譯書名旨意

但他留下的一句話，「照顧好其他的人，我的瑪拉
莉！」（頁 41）時刻提醒、鼓勵她要當個女英雄瑪
拉莉的繼承人。不幸的是，從監獄打探消息回來後，

明顯，「野花」，再以「小」
為形容，言簡意賅地表現一
位不屈不撓的阿富汗女孩形
象。 移 植 在 市 場 的 野 花，
有人說栽種在沒有養份的泥
土，花實在沒辦法生長；有
人說就算長出來，花也會被
踩死：也有人說市場不是長
花的地方……在嘲諷聲中，
雖已經歷種種磨煉的帕瓦
娜，她心虛了，幸有一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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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家園，等待父親的歸來。在去與留的抉擇，作
者沒有褒貶，只透過帕瓦娜為即將離去的至親與好
友送上祝福 —— 帕瓦娜送給姐姐一枝筆，寄望它
伴她上大學、當老師；與蕭希亞約定二十年後巴黎
艾菲爾鐵塔之約，雖或渺茫，但彼此「後會有期」
的承諾，不啻是作者的寄望。
在《戰火下的小花》，除了運動場上懲處小偷的一
幕外，墓園挖骨頭賺錢的情節，同是怵目驚心，想
必令不少同齡讀者所感到陌生，又難以理解。尤有
媽媽意志消沉，自我封鎖，一天一天過去，水用光，

甚者，有人或質疑兩個片段是否青少年的適讀文

食物也沒了，帕瓦娜家已陷入絕境。阿富汗在塔利

本。誠然，阿富汗是遙遠的國度，但每天血淋淋的

班掌權後，女性受到諸多限制，不能上學，也不能

實錄，都通過媒體的報導走進孩子的世界，遙遠的

上班，更甚者，不能單獨出門，而爸爸不在家的日

人與事，原來又這麼的近於咫尺。在墓園，帕瓦娜

子，家中一切用度如何解決？最後，一切得由帕瓦

曾對蕭希亞說：「我們要記住這個畫面」。因為求

娜冒險承擔，而吊詭的是，這一朵小花，必須隱沒

存，因為養家，這種無法讓人相信的事情，確確實

女性身份，以男裝踏出家門。

實地發生在她們身上。歷史雖或有野心的政治家所

從冒險獨自上街買東西，力拒剪髮到接受改扮男
裝，帕瓦娜艱難的成長過程中，薇拉太太是她的重
要「他人」。就以帕瓦娜力拒剪髮一事而言，薇拉
太太冷靜分析情勢，語語有理有節：
「這必須由妳自己決定，」薇拉太太說：「就算我
們逼妳剪頭髮，也不能逼妳出去做事。當然，這個
要求不是一件小事，所以得徵求妳同意。可是我想
妳應該做得到。妳說呢？」

（頁 77）

歪曲與改寫，但歷史是不會被遺忘的，一如作者黛
伯拉 ‧ 艾里斯，因為曾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難民營
的工作，於是融注所見所聞於《戰火下的小花》，
讓世人記住阿富汗的人、阿富汗的歷史。
《戰火下的小花》不避政治與宗教對女性的逼
迫，既開拓年輕讀者的國際視野，還能讓他們思
考造成今日阿富汗背後的種種因素，這樣的文本閱
讀，遠比畫地為牢，把孩子囚於溫室中長大來得更
有意義。▲

剪髮易裝是逼於情勢，也別無他法，但「必須由你
自己決定」一語，讓帕瓦娜釋然放下。
出於對父親的承諾，也建基於自由意
志的選擇，帕瓦娜揮別長髮，以男裝
姿態走出家門，並成為家中的經濟支
柱。
從前，去與留是爸爸媽媽常有的爭論，
身為作家的媽媽悔不當初，否則不會
困於一室；爸爸則選擇堅守家園，期
望有一天能以知識重建阿富汗。年輕
的女性會有怎樣的取態和選擇？姐姐
努莉亞遠嫁馬薩，為的是繼續學業，
然後順理成章找工作，從而肯定自我
的價值所在；同學蕭希亞對家庭已無
指望，她積極存錢，一心一意去尋她
的新世界 —— 法國；帕瓦娜則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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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里 ‧ 奧勒夫／著
李紫蓉／譯
台灣東方出版

金柏莉 ‧ 布魯貝克 ‧ 伯萊德利／著
趙映雪／譯
遠見天下出版

三樓公寓裡有一扇窗，窗外的德軍和英軍正爆發著

蘇利克做過很多錯事：偷雞、偷菜、偷外套，但他

戰爭，窗內狹小公寓裡雅達的人生也陷入一場又一

不知道身為猶太人算不算是一種罪。他只知道身為

場的戰役。媽媽不准雅達出門，還毆打她，把她關

猶太人，他必須不停的逃跑，並答應爸爸一定要活

進又黑又濕的櫃子，只因為她有一隻不健全的腿。

下去。為了生存，他能很快的適應環境，譬如偷竊、
在森林生活、幹農活，即便意外的失去了一隻手臂，

雅達決定逃離，她忍著痛學走路，乘著機會離家，
遇上外表刻薄內心仁慈的施小姐。最後，雅達克服
內翻足的不便，學會騎馬和各種才能，甚至幫助別
人。外在的傷口或許總有治療的方法，但內心的傷

他也能很快的調適，像一般人一樣做事。見過許多
險惡的臉孔，熬過不少艱苦的日子，這些絲毫沒有
削弱蘇利克的求生意志。他一直跑一直跑，終於跑
過了戰爭，過上新生活。

害卻是最難以痊癒。即使身邊人一再鼓勵、給予，
雅達還是越來越害怕、自卑。然而，雅達沒有放棄，

在戰爭如此混亂的日子中，總能彰顯人性、顯示醜

在施小姐的愛與包容下，最終跨越內心對被愛的恐

惡。戰爭中沒有勝利者，尤其孩子更為無辜。但往

懼，敢於面對過去的瘡疤，邁向新生。雅達讓我們

往在這些孩子身上體現的故事，並不是悲慘、哀傷

明白，唯有自己走出屋外，才能面向陽光。▲

的，而是展示出不畏磨煉的勇氣與堅持。▲

預告
珍妮 ‧ 瓦倫堤／著
李紫蓉／譯
幼獅出版

2018 香港書展
讓圖畫書通往兒童的世界

座落於喬治安娜街 33 號的公寓，收容了一群無家

本會於 2018 年香港書展再次舉行講座，由第三屆

可歸的人，包括離家出走的山姆和缺乏母親照顧的

「香港圖畫書創作獎」三位得獎者鄧佩儀、陳碧儀、

小波。因為寂寞與好奇，小波慢慢走近山姆，並與

龔雯蔚與本會委員高文灝及張煒森對談，跟有興趣

他成為朋友。山姆會跟小波訴說曾經美好的家鄉生

圖畫書創作的朋友分享圖畫書中的兒童世界。報名

活，但他離開了，因為他想避開所有人。小波不相

可留意本會臉書或香港書展活動日誌：

信山姆，並在忍受不了媽媽的忽視而離家出走，到

https://goo.gl/hn6JSW

達山姆的家鄉時，終於明白山姆想逃避的是甚麼。

除香港書展兒童館外，會場亦會再次展出第三屆

要面對不堪的過去、承認自己的不完美，往往需要

「香港圖畫書創作獎」得獎作品，有興趣朋友可到

堅強的意志。當遇上問題、做錯事情，我們都很容

場參觀。詳情可瀏覽本會臉書及網頁。

易泛起逃避的念頭。山姆的經歷讓我們明白，逃避
沒有用，做錯了就是做錯了，人不能活在過去。我
們必須面對自己，才能獲得救贖、成長與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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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小說學與教研討會（二）

小小書迷故事坊

本會獲香港特區政府語文基金
資助「通過成長小說促進語文
學習與個人成長：高小至初中
教學的過渡與銜接」研究計劃，
目的在透過在中小學進行的教
學試驗，提升教師在成長小說
教學方面的認識和技巧，推動
優質成長小說的學習和教學，
並歸納研究所得構建教學模式。

香港公共圖書館與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於第十二屆
香港文學節期間，在六間公共圖書館合辦六場「小小
書迷故事坊」，歡迎大小朋友參加，詳情請瀏覽：
https://goo.gl/2L8Umb

是項計劃於 2018 年 6 月 23 日舉辦「成長小說學與教
研討會 ( 二 )」，邀請學者發表學術演講，以拓寬研
究團隊和本港教師視野，促進教育界不同持份者的交
流，同時亦有研究團隊報告成果並中小學教師分享成
長小說的學與教。參加者獲發聽講證書及研究成果兩
本，包括《成長小說教學設計》及《成長小說教學實
踐與作品導讀》，歡迎中小學中文科教師、圖書館主
任參加，報名：https://goo.gl/forms/y89fncrJwJY3idhp2

時間

作品／地點

故事老師

《阿濃說故事 100》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王慧儀

《流星的女兒：香港童話選》
沙田公共圖畫館推廣活動室

謝嘉莉

《你會咚咚咚嗎？》
九龍公共圖畫書館推廣活動室

張韻珊

《何紫兒童小說精選集 2》
大會堂公共圖晝館推廣活動室

梁雅君

《等待》
荃灣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謝嘉莉

《恐龍蛋的夢》
屯門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梁雅君

回顧
第三屆「香港圖畫書創作獎」頒獎典禮及活動
第三屆「香港圖畫書創作獎」頒獎典禮已於 2018 年
4 月 7 日在銅鑼灣誠品店順利舉行，在此恭喜得獎者。
此外，作品展亦於 2018 年 4 月 7 日至 30 日在銅鑼灣
誠品店舉行，期間舉辦了多場活動。包括兩場得獎作
品分享會、專題演講，以及三場得獎作品故事坊。是
屆活動來者眾多，感謝各位的踴躍參與。

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屬非牟利團體，衷心期望得到有心於兒童文學的朋友支持。如有捐助，請以劃線支票，背
書支持者姓名或機構名稱，寄新界火炭黃竹洋街 1-3 號裕昌中心 5 樓 F 室，支票抬頭為「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
歡迎瀏覽協會網頁（clca.org.hk），了解我們的工作，或致電郵（info@clca.org.hk）與我們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