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ldren's Literature & Cultur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
會訊

2022 年 8 月第 37 期

新界火炭黃竹洋街 1-3 號裕昌中心 5 樓 F 室
www.clca.org.hk/
www.facebook.com/clcahk
E ∣ clcahk.info@gmail.com

書展講座 2022：遇見圖畫書
圖畫書創作人高佩聰以及本會會

歷屆得獎作品的資料，在此感謝

長霍玉英。講座中，兩位講者以

各界朋友的踴躍參與與支持。

「童年研讀」系列 2《遇見圖畫書》
為中心，分享是書的成書之路，
包括策劃、構思綱領，撰寫及編
輯的心路歷程。
本 會 於 2022 年 香 港 書 展 舉 辦 了

此外，本會亦獲主辦單位的邀請，

「遇見圖畫書」講座。活動由本

在「香港書籍及印刷獎項」區，

會副會長林秋月主持，講者則為

詳細列出「香港圖畫書創作獎」

出版：「童年研讀」系列第 3 冊
《自然手記：童書見天地》

「童年研讀」系列由霍玉英策

由《自然手記：童書見天地》出

作者：簡漢乾

劃，已經出版《繪本日常》與

版而延伸的活動有二，並於 9 月

策劃：霍玉英

《遇見圖畫書》兩冊，第三冊

在銅鑼灣誠品舉行。一、展覽：

出版：香港繪本文化

《自然手記：童書見天地》亦

在八樓兒童館（16/9~7/10）展出，

將於2022 年9 月出版。

二、講座：在九樓 FORUM 舉行，
詳細如下：

《自然手記：童書見天地》全

野地松林蔭下，大自然悄然環抱，
人住在當中，也是自然的一部份。
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

書收錄6 本成長小說和12 本圖

日期：25/9（星期日）

畫書的導讀，「大自然」是其

時間：16:00-17:00

關 注 點。 作 者 把18 本 作 品 歸

講者：簡漢乾

納為三個主題：簡約、家園和

香港教育大學語文教育中心講師

自然，各主題下六部作品都沿

張煒森

着警醒、反思、珍惜及行動的

藝術評論及策展工作者

線索，指出自然與「我」的關
係，而保護自然更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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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與我的距離

張煒森

讀《自然手記：童書見天地》

上次想到、與自然相遇，是甚麼

我們慣常寫書評或導讀，一般都

作者的閱讀猶如置身大自然，細

時候？

會以書名來作主題或副題的一部

膩觀察，抽絲剝繭，從書中每個

份，好讓讀本能以「主角」方式

細節角落中，聯繫到自然的觀察。

先撇下這話頭，來談談別的經驗。

出場，成為焦點。然而，簡漢乾

簡漢乾讀《小房子》，以〈從頭

養貓久了，也不一定懂得貓的心

以訊息與主題作主導，如〈HOME

到尾，都是一個樣〉為題，跟「變

意，有說因天性，在弱肉強食的

完美的拼圖〉，文中由主角、故

幻原是永恆」大唱反調，故事講

環境裏，貓為了不讓敵人乘虛而

事，慢慢才提到書名《八號出口

述簡撲自然的小房子所處身之地，

入，就算生病，感到痛苦的時候，

的猩猩》。其實，導讀的主旨、

由鄉郊漸漸遭受城市化的影響，

牠們也不會展露出來，教人難以

讀後的思考、啟迪，得來的文學

最終能得建屋的後人相助，搬到

察覺。對「主人」來說，或許是

與美學價值與知識，是最重要的，

郊外合適的地方，有個美好的結

件煩惱事，當中不乏你對該物種

也是每位作者成書的最大成就。

局。圖畫書可擁有多元的解讀空

的認識及了解。再延伸到一些垂

間，如從功利的角度出發，小房

手可得、隨處可見的事物或學問，

《自然手記：童書見天地》另一

子是弱者，只能等人拯救，然而，

假如沒有人引領，就不一定知道

個特點，是導讀中沒有艱深的理

簡漢乾看到並抓住的觀點，側重

它的可愛之處，未必知道那些事

論，語句短促簡潔，琅琅上口，

於小房子堅持的，崇尚自然的本

物的實際情況，簡漢乾的《自然

便於閱讀，全是大眾所能理解，

質，認為「同路人也不用太多，

手記：童書見天地》，大概是透

易於分享的知識與經驗。每篇得

只要懂得欣賞、珍惜這所從頭到

過導讀童書，讓人看到自身與自

出的主題，全都是作者閱讀書籍

尾，都一樣堅固的小房子，便已

然，從而建立彼此的關係。

後，與大自然的直覺與聯繫。導

經很足夠。」現實總是帶點殘酷，

讀之間，同時夾附簡漢乾的日常

堅持本質不一定帶來強大的力量，

簡漢乾的《自然手記：童書見天

攝影，流露出作者對於自然的觀

或是具體的解難能力，更多是一

地》共收 18 篇童書導讀，包括 6

察——走過山川，遠看候鳥群在

種不屈的態度。還看簡漢乾對自

本成長小說或 12 本圖畫書。全都

泥沼中歇息覓食；走到城市高處，

然的關注，不一定只提及花花草

圍繞着自然而「言」，由重新了

看人與環境的互動聯繫，對比渺

草，更是一種態度，亦看到他對

解自身生活態度的「簡約」，到

小的人類與浩瀚的自然。藉由身

於自然的思考，可以無遠弗屆。

慢慢認識你我及動物賴以棲息之

體力行，作者的「我」、本性、

地的「家園」，學懂前兩者，然

觀點與視角也暗暗地在書中一一

18 篇童書導讀，成為簡漢乾之於

後才有能力看見「自然」。

浮現。

自然的「拼圖」，先了解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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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了解環境，最後才能理解「自

天地》後，也許跟心中的答案不

開對人類主宰世界萬物的反思，

然」，這套路也顯示了作者身體

一樣了。

過往，為求發展，人類任意改變

力行的人生觀。我所認識的簡漢

大自然的法則，忘卻自己其實也

乾，他喜歡觀鳥，並了解牠們的

「數學堂又說星數目難知道，我

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自然

特性，亦喜愛自然，這並非單純

每夜望但見空蕩。」早年的兒歌

手記：童書見天地》由童稚切入，

的興趣或休閒活動，當中不乏愛，

尚有啓發性，道出《自然手記；

從社會中最年輕的一群出發，作

如何建立對自然的愛？則要建基

童書見天地》18 本書中的美好世

者所選的每本成長小說與圖畫書，

於可察覺或可看見的對象上。我

界不再。當今兒歌息微，小孩也

如上文提到的猩猩伊凡，都是實

們需要透過些甚麼，才能拉近人

成為「小大人」，恆常的消費自

實在在以童稚的心和眼，踏實地

與自然的關係和距離？也許我們

然，我們從少已遺忘原有的天空、

勾勒出感官細節的生命故事，一

必須老老實實，一步一腳印，透

海洋與大地，我們如何愛一個從

步一腳印，認識及反思自己的生

過親近自然，讓自然真實的一面

未見過、甚至不知道它存在過的

活實踐到自然關懷，由微觀的群

得以看見與感受，將不被看見的

事物？

像變成綜論，開闊對自然的視野。

事物收進眼裏，才明白我們與自
然都活在命運的共同體裏。

「一花一世界」，是書讓成年的
近年，有關動保、保育、自然等

你和我，能重新思考與回溯童年

議題的著作愈來愈多，而涉獵的

時候尚未鈍化的感官，以及我們

上次想到、與自然相遇，是甚麼

範圍，亦由人文、科普再及哲學

跟大自然的聯繫。▲

時候？讀過《自然手記：童書見

層面。討論的主題，很多都離不

簡
漢
乾

序言

《自然手記：童書見天地》

在印象之中，保育大自然這個議

本分，工餘去參加些環保團體做

題，大概在八、九十年代流行起

做義工，或在觀鳥會學些觀鳥課

來。當年讀大學，自己也參加了

程，好好欣賞自然。環保、觀賞

兩個關於環保的學生組織，推廣

自然多年來已成為習慣或嗜好，

一些校園活動，印刷刊物宣揚環

從來沒有想過影響別人，自己也

保。畢業後沒機會有系統地實踐

覺得沒有專業知識，向別人談甚

環保理念，只在日常生活上盡做

麼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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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喜歡閱讀，接觸了一些圖畫

屋，面對急速發展的社會，如何

影響。《塑膠島》從一個最切身

書和成長小說。在機緣巧合下，

保持簡單生活的願望。《追鷹的

的問題，敲響倒數的時鐘，喚醒

得到玉英學姊的指引和推介，發

孩子》藉一個保育魚鷹的故事，

我們作最後的行動。《你看看你，

現講環保、愛自然這世界議題，

令我們發現原來動物遷徙會面對

把這裡弄得這麼亂！》展示如何

在圖畫書和成長小說中，佔有重

極大挑戰，但只要人類做一些簡

重新糾正生活態度，便能安然享

要的位置。也是因為她的鼓勵和

單的協助，減少干擾，便能成為

受自然。《消失的島嶼》以部落

推動，嘗試把自己的讀書感想，

牠們遷徙的助力。《奇妙的花園》

戰爭寫人類的貪婪，最終由自然

寫成導讀。縱然不成熟，更沒有

講述一個小園丁重構城市花園的

顯示她驚人的力量，作出反撲和

甚麼深刻洞見，但或許尚能引發

故事，只要願意踏前一步，人人

修正。《荒野機器人》讓讀者明

讀者在賞讀佳作之餘，稍稍想起

都做一點簡單的舉動，人類便能

白科技即使如何發達，始終需立

人與自然的關係，間或喚起片刻

跟大自然再連繫。《不輸給雨》

足於大地，回歸自然。《最後一

的情感連繫，也可算是盡了「風

以詩的語言，繪畫簡單就是美的

棵樹》細說大自然給予人類一個

中之燭」的一點力量。

生活態度。

最後機會的故事，然而，我們最
終能否警醒？《走進生命花園》

導讀的書籍共有十八本，包括六

「家園」，是第二個主題。家園，

在悲傷的世界中帶來一點希望，

本成長小說和十二本圖畫書。概

是每種生物賴以生存、繁衍的地

支撐着我們。鼓勵人人盡微小的

言之，「大自然」是它們的關注

方。在家裏好好生活，看似理所

力量，改變世界。

點，其間或多或少，始終圍繞着

當然，但原來絕不容易；且莫說

母題，從明從暗，表達了共同願

生活了，能有生存的立錐之地，

三個主題所選的作品，都圍繞欣

望。撰寫導讀的時候，作者隨着

已 屬 萬 幸！《 白 熊 》、《 動 物

賞自然、保育自然、尊重自然的

每部作品的內部結構，抓着一兩

園》、《一個像海的地方》和《八

態度，從不同角度向讀者娓娓說

條主線，信步漫遊其間。最終歸

號出口的猩猩》，閱讀這幾部作

出保護自然的不同方法。每個主

納出三個閱讀角度，以為主題，

品，我們不難領略動物的「家園」

題的六部作品，大抵沿着一條線：

串起全書：「簡約」、「家園」

議題，而引起這問題的，究竟又

警醒、反思、珍惜、行動。點出

和「自然」。

是誰呢？《島王》敘述一個文明

保育自然刻不容緩，現實情況岌

與自然衝突、融和、守護的故事，

岌可危，但只要連結彼此，仍能

第一個主題是「簡約」，共收六

美妙而感人。《喂！下車》擁抱

邁向樂觀的境地。

個作品。「簡約」，是一種生活

赤子之心觀看世界，身體力行，

態度，能夠讓我們在過度消費，

守護家園。

迷失於物欲洪流時，稍停下來，

閱讀，是個人的。同一作品，在
每 人 眼 中， 可 能 得 出 不 同 的 感

冷靜反思。《冰海之鯨》帶讀者

最後，我們回歸「自然」。開天

受。這部小書，是自己閱讀相近

跨越時間長河，細說愛斯基摩人

闢地之初，自然，已經存在。人

主題的圖畫書或成長小說的體

的捕鯨歷史和演變。人類在冰海

類是要征服她？善用她？還是感

會，與其說是導讀，不如看作感

予取予攜，過度捕鯨，多於所需，

激她？自有不同選擇。人類文明

想。如果非要看成「導讀」不可，

最終帶來惡果。《從山裡逃出來．

繼續發展，將來命運究竟如何？

也絕非指導別人怎樣閱讀，而只

垃圾，丟啊！》談城市人過度消

「自然」其實並不關心，她始終

是紀錄自己一個閱讀過程 — 順着

費 的 問 題， 具 體 而 深 刻。《 小

客觀存在，只是對我們而言，如

主題之海的「導」引，載浮載沉，

房子》敘述一所樸素無華的小石

何選擇，便有深遠而不能逆轉的

閱「讀」自然與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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