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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噠喀噠喀噠》的封面設計很有心思，一台古老縫紉機下蹲著一

個表情精伶的女孩，隨著她的視線，讀者很自然也朝右邊望去，如此

細節，想是有戲！讀者且不要急於尋根究柢，在封面再細意推敲創作

者的慧心巧思。書名「喀噠喀噠喀噠」，可謂聲聲入耳，而右方一道

藍線則牽動讀者的觸感，從聽覺與觸覺兩者入手，林小杯想要為讀者

上演一齣有聲有色的好戲！

        林小杯向以模仿兒童繪畫見稱，在《喀噠喀噠喀噠》

一書，她以簡約隨意的線條呈現童稚，並借助鮮明的色彩跳

脫出女孩的個性，既逗樂大小讀者，又贏得他們的共鳴，讓

書更為「有色」。看！書名頁上那穿戴繽紛的女孩，是創作

者為厲害的「喀噠喀噠喀噠」，厲害的阿嬤鋪墊，而人物的

態勢更展現她活潑精伶的性格。再者，在地板與縫紉機上佈

置以黑色勾線的女孩與小狗，不單與鮮明色彩互為輝映，還

讓讀者可以想像故事以外的故事。再如牆紙上的塗鴉，更鮮

活了大片規規矩矩的灰藍色，讓故事更為「有色」。

   《喀噠喀噠喀噠》明顯是一個關於縫紉機的故事，但全書不著「縫
紉機」三字，只以「喀噠喀噠喀噠」指稱，像「喀噠喀噠喀噠會做很
多東西」、「喀噠喀噠喀噠的動作好快」、「喀噠喀噠喀噠不停的喀
噠喀噠喀噠」、「阿嬤看看壞了的喀噠喀噠喀噠」⋯⋯重複出現的
「喀噠」既能突顯節奏，表現逗趣的遊戲，還能使書紙上的文字動起
來。不過，把「喀噠」推到極致的，是縫紉機要壞掉的一個跨頁，
「喀噠」出現頻繁，中間又夾雜著「喀噠喀喀喀喀噠喀噠、喀噠喀⋯
噠⋯喀噠、喀⋯噠⋯⋯喀噠⋯喀⋯噠噠噠噠⋯噠噠、喀喀、喀喀、噠
噠⋯喀⋯⋯」既是機械壞掉前的嗚咽，也折射了女孩心情的忐忑。書
末，創作者再以「喀噠喀噠喀噠、喀噠喀噠喀噠⋯⋯」作結，聲音雖
已不一樣了，但前後呼應，為「有聲」作出完美的結局。

霍玉英（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會長）

作繪者︰林小杯

出版社︰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有聲•有色•有戲    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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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噠喀噠喀噠」是阿嬤的玩具──而且是厲害的玩具，女孩當然

想玩一下。於是，遊戲要開始了，林小杯在同一畫面，以女孩四個單

獨且又相連的鏡頭，預告她的「計劃」，並以促狹的眼神與妙趣的神

情態勢，讓每一位讀者都在她身上找到自己，倍添共鳴。再如女孩為

忙碌的阿嬤遞上茶的一個跨頁，小狗與她同披上阿嬤的衣料，畫面所

呈現的童趣，更切中了兒童的遊戲精神，誠然「有戲」，教大小讀者

樂得翻天！不過，更為「有戲」的是那一隻初作旁觀者，繼而參與女

孩的「遊戲」的小狗。當聽到喀噠喀喀喀喀噠、喀噠喀⋯噠⋯喀噠、

喀⋯噠⋯⋯不順暢的聲音，牠心知不妙，馬上往縫紉機的方向走去，

緊張、擔憂不比女孩為少。再看修機器的一幕，焦憂與祖孫兩人同，

不少一分；再翻到最後一頁，小狗仰頭瞇著眼睛，林小杯在牠臉上寫

上「幸福」兩字，一如女孩與阿嬤。

    有聲、有色也有戲，但欠卻情，故事不過已矣！創作者在《喀噠喀

噠喀噠》注滿了愛，並讓一道情潛入每一位讀者的內心深處。阿嬤的

玩具所以厲害，源於阿嬤對孫女兒的愛，於是能為孫女兒做出好多好

看的東西。當女孩搞砸了縫紉機，她想：「完蛋了！線爆炸了！」曾

經此道的大抵心中有數，受責備是不免的了。然而，阿嬤終究是厲害

的阿嬤，她只問「手有沒有受傷」，並囑咐「針很尖，動得又很快，

妳不可以再偷玩囉！」前者關懷，後者告誡，語言雖然簡約，但語帶

情感。縫紉機老了，終於沒法動了，厲害的阿嬤於是改用手縫，並在

星與月的陪伴下，她圓了孫女兒一樁心事。因為愛，阿嬤無所不能，

也厲害超凡！不過，《喀噠喀噠喀噠》的情遠遠不止於此，林小杯以

騎在父親肩膀上的女孩，寫親子關係，以媽媽與阿嬤耳語，寫婆媳和

諧，這都完全倚仗圖畫而不著一字，但又能一一感動讀者。最後，坐

在窗邊的阿嬤，在花香與茶香中享受了

意外的驚喜，改裝後的縫紉機與老而

彌堅的阿嬤相映成趣，再又延宕了

惜人惜物的意涵，情味隽永，久

久讓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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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廖小琴以《棉婆婆睡不著》獲第二屆「信誼圖畫書獎」
「文字創作佳作獎」，其後，朱成梁就文本繪圖，《棉婆婆睡不著》

也就在2014年正式出版。就圖畫書而言，圖文作者不同屬一人，彼此

的磨合需時，也並不容易，像文字的改寫或擴充，媒材的選用與細節

的佈置等。其間，編輯所擔當的橋樑角色，更是不可或缺。2015年，
圖畫書《棉婆婆睡不著》 再下一城，獲第四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

佳作獎，證說了是書在圖文兩者的絕妙搭配。

    以「棉婆婆睡不著」為題，誠然佈置懸念，讀者或已有想法   繫

念最愛的人吧！然而，作者在篇末始終沒有道破棉婆婆睡不著的原因，

更遑論最牽掛的是誰，她只平白地告訴讀者，棉婆婆因為睡不著所做

的幾件小事，端了菊花進屋、給門栓抹上了油、為阿黃抱來稻草暖身

霍玉英（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會長）

作 者︰廖小琴
繪 者︰朱成梁
出版社︰信誼基金出版社

樸實•靜謐   永久

子，再是拍枕頭、翻箱倒

籠，嘮叨柴火不旺，然後

走到屋外，給小柿樹穿上

衣裳。屋外，棉婆婆停住

片刻，遠處那棵黑黝黝的

大樹卻牽動了她的情緒，

於是「乾脆出去走走」。

站在大樹下，作者又寫到

棉婆婆久久「望著通往村

外的那條小路」。《棉婆

婆睡不著》文字雖然簡練，

卻處處留白；語言雖然平

實，但仿如一股暖流，在

靜謐夜裡默默流動，為棉

婆婆左盼右盼的歸人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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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末，訪親戚的棉爺爺回來了，他問：「哎呀，老太婆，你怎麼還

沒睡？」話語雖短，但卻盛載了超越半世紀的情深，棉婆婆如何答應？

「我睡不著，心裡老想著事情。」隽永情感必待蘊藉含蓄的語言，方

能永久，並教人沉醉，廖小琴「老想著事情」一語似是輕淡，卻讓人

浮想聯翩。就在棉爺爺呼嚕呼嚕喝著熱茶的時候，棉婆婆爬上床，很

快便睡著了 睡不著與睡著，只繫一人。從「文字創作佳作獎」到

《棉婆婆睡不著》最後定稿，想是創作團隊千錘百鍊，推敲極致的成

果。

      如果說《棉婆婆睡不著》樸實無華的文本，營造了恬靜寧謐的氛圍，

讓情感慢慢穿透蔓生，那麼，朱成梁的圖畫也同樣細緻感人，當中幾

個細節的鋪排，更是功不可沒。首先，一直沒有上門栓的大門，是畫

者最精到的設計。門不上栓，許是夜不閉戶的明證，但為歸人設想，

更是情理之內，表現了平凡生活中的大愛。你看！阿黃不費周章，便

迎來夜歸的主人。其次，燈留在樹杈上，更是動人的構想。想想看，

黃澄澄的燈火，不正指點歸途？心領神會的棉爺爺拿下燈，直往家裡

走去。雖然，上述的圖景沒有在書中出現，但通過想像，一幕又一幕

的畫面很容易浮現在讀者的腦海裡。

      第三，朱成梁巧妙地對比棉婆婆與阿黃往回走的方向，前者回首再

往村外的小路望去，後者則向著家門直走。細節的安排不單強調了棉

婆婆的期盼與等待，更是創作者的巧思。最後，精彩的細節還在那一

隻老茶杯，可記得棉婆婆為門栓抹上油後，在開開關關之際，熟睡的

貓咪驚醒了，並從窗沿跳了下來，這時候的棉婆婆慌張地叫了起來：

「哎呀，可別打破了老茶杯」，然後把茶杯放到桌上。棉婆婆回到屋

子裡，貓咪打盹，爐火旺盛，水也燒得噗嚕嚕作響，桌上老茶杯旁站

著一隻保暖杯。翻頁往下，是暖烘烘的團圓景象 棉婆婆回身笑看歸

人，一手提壼，一手握著老茶杯沏茶，朱成梁在她的臉上寫下「平安

就好」四字。

    《棉婆婆睡不著》精妙的設計還見於書名頁，淡淡的村落素描，也

許一時沒有法引起讀者的注意，但讀畢全書，在回味棉婆婆樹下遠眺、

一步一回首的畫面中，讀者也許了然明白，在黑白素描中那唯一光暈

的意義所在。再由書封面那睡不著的棉婆婆，到書封底一排老屋，屬

於棉婆婆和棉爺爺家的燈都滅了。安靜的文本，恬淡的圖畫，予讀者

最難能可貴的樸實與靜謐，而這一對老夫婦的相知、相依與相悅，正

是我們的期盼 永久⋯⋯永久⋯⋯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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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開蝴蝶頁，一個個飽經風霜的街道名牌已開始說故事。「小荷

花巷」、「尚書里」、「甘雨巷」等美麗的名字，為讀者帶來多麼豐

富的畫面！當想像延伸至下一個跨頁，我們甚至可以跟鴿子一樣，在

空中俯瞰每一座房子的屋頂。「屋頂」在故事中是個重要角色，因為

每一代的孩子，都會把乳齒拋上屋頂，讓老房子保佑孩子快高長大。

習俗一代傳一代，房子也一代傳一代。時光荏苒，生命循環，屋頂就

是讓「過去」與「現在」聚合的地方。

　　這天，故事主人翁妞妞的門牙剛掉了，讀者於是跟隨她穿梭老街老

巷，找她的爺爺去。充滿活力的小身軀，跟恬靜的環境相映成趣

「此刻巷子好像一隻懶洋洋的小貓，還在呼呼地睡覺」，妞妞呢？跨

過膝蓋般高的門檻，緊緊握著拳頭，快步走過。就這樣，故事節奏跟

著妞妞的步伐逐漸加快，而讀者亦逐一探索這個社區的面貌。

黃芓程（繪本閱讀推廣人）

作繪者︰劉洵

出版社︰中國福利會出版社

消失中的風景

    《牙齒，牙齒，扔屋頂》的封面是一間老房子 斑駁的泥牆、洗

得軟軟的毛巾、瓦縫間竄出來的綠芽、簷上歇息的鴿子⋯⋯呀，有一

隻飛起來了！彷彿有風、有聲、有味道。這種尋常的風景，活在每個

人心裡。可惜的是，在急速發展的城市中，這種景象似乎已難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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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帶著妞妞回家，背景中的高樓漸

漸由矇矓變成清晰。高樓由筆直的線條和

密密麻麻的格子組成，同時，創作者將一

棵大樹由前景一直畫到框外，展現頑強的

生命力和鬥志。建立與破壞、成長與凋

零，同時發生。

      在巷子裡發生的事何其多！有爸爸替孩子理髮、有孩子圍在一起

玩、有太太在晾衣服⋯⋯各家各戶打開大門，分享著共同的生活空

間。畫面以暗啞的水彩為底色，加上鋼筆勾畫細節。接連數頁的遠

景以偏高的廣角度呈現，讓讀者彷彿變成牆上的閉路電視，默默觀

察著一切。突然，融和的氣氛被畫面上出現的「拆」字打斷。此時

出現的文字是：「那個賣汽球的大哥哥總是半蹲半站的，這樣他就

不會像雲朵一樣飄走 他自己告訴我的」，魔幻又帶點天真的童

言，跟悄然而至的現實成了強烈對比。
       爺爺帶著妞妞回家，背景中的高樓漸漸由矇矓變成清晰。高樓由

筆直的線條和密密麻麻的格子組成，同時，創作者將一棵大樹由前景一直

畫到框外，展現頑強的生命力和鬥志。建立與破壞、成長與凋零，同時

發生。

        在故事尾段處，一天將盡，橫跨兩頁的吊臂

驚心動魄地伸展著。它代表一種巨大的外來力量，

更流露故事內外的人對未來的無力感。正在長大

的妞妞，跟步入晚年的爺爺，將以各自的生命軌

跡前進。有什麼可以傳承下去呢？乳齒掉了會長

新的牙齒出來，社區拆毀了卻難以復再。惟有人

與人之間的感情，像屋頂上的瓦片，一塊連一

塊，守護著簷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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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是劉清彥人生「新」的一頁。那一年，因病被困病榻，了無
生氣的他仿如一座光禿禿的岩石山。不過，因有小喜鵲的來到，他終

於走出幽谷，人生也變得不一樣了。劉清彥把這一段深刻的人生經歷

寫成《小喜鵲和岩石山》，不單要跟讀者分享小喜鵲為他帶來的恩賜

與恩典，同時「希望每一個人都變成小喜鵲，關懷身邊那些身心受傷

和悲苦的人，為他們帶來新生的希望。」

何彥輝（資深語文教師）

作 者︰劉清彥
繪 者︰蔡兆倫
出版社︰社團法人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我們都是小喜鵲    在人生陷入低潮時，心很容易變

得「光禿禿」，像沒有長出一根小草的

岩石山一樣，只有灰灰的、堅硬和冰冷的

表面。難以靠近的本身已經拒絕他人的到訪，

孤單的、愁苦的、絕望的岩石山幾沒半點生命的

氣息。然而，幾百年來一個朋友都沒有的他，對於小

喜鵲願意停留在他身上，他感到很不可思議。鮮與人交談

的他，心裡到底有多少話在轉？有多少話想要說出口？ 他

只吐出一聲低沉的嘆息，因為他實在不知該怎樣和這一位新朋友

開口說話。在岩石山與小喜鵲初遇的一個跨頁畫面上，岩石山的嘆

息「唉⋯⋯」從擬人的岩石山的嘴巴吐出，並單獨編排在這一跨頁的

右方，作如是安排，無疑突顯了岩石山的孤獨與無奈。再者，畫者蔡

兆倫把小喜鵲佈置在光源前面，正隱喻小喜鵲以熱情化成光芒，點亮

灰沉沉的岩石山。再者，回首仰視的小喜鵲再一次展示主動意向，為

一段永誌的友誼揭開帷幕。

      在不如意的時候，有朋友在自己身旁誠是美事，但多親密的朋友也

有離別的時刻。小喜鵲跟岩石山告別時，他留下「我會再來看

你」這句話，岩石山呢？他說：「我會等你！」畫面所見，岩石山不

再是冷冰灰沉，他身上佈滿了太陽溫柔的橘色光芒，而畫者蔡兆倫更

巧妙地在岩石山上隱藏了很多小喜鵲的身影，暗示了小喜鵲的一言一

語深深刻印在岩石山的心裏。此外，畫家把星空圖中的天鵝座倒過

來，變成了小喜鵲，想是讓讀者更真切地感受岩石山與小喜鵲彼此的

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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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礙於物性，岩石山只能本能地、被動地苦苦等待小喜鵲 由

夏到冬，然後是春天的再臨 無奈、失落、孤單的岩石山隨著一

場傾盆大雨的落下，他完完全全地崩潰了，他哭了，並對朋友間承

諾失卻信心。表面看來，小喜鵲是施予者，他既是岩石山第一個朋友

，並樂於與他分享自己所知道的美事。不過，在這段友誼中，岩石

山並非只是扮演受惠者的角色，在小喜鵲筋疲力竭，翅膀也拍不動

的時候，岩石山誠是他的庇蔭。原來，岩石山也是在這一段永誌的

中友誼，他同時是一隻充滿恩典的「小喜鵲」。

       情緒宣洩過後，岩石山的內心變得濕軟，並為小喜鵲帶來的小

種子提供了生長的基本條件。小種子慢慢長成小樹苗，岩石山不再

感到孤單了。同時，隨著小喜鵲和其他朋友帶來的種子，岩石山不

再是光禿禿了，身上長出了不同類型的植物。喜鵲從來都是帶來喜

訊的象徵，他在岩石山心裡播下的，是一顆顆帶著喜悅的種子。愛

在岩石山的心裡植根，為沒有生命氣息的他帶來生機，並徹徹底底

改變了岩石山。從此，堅硬、冰冷的外表的岩石山變得綠意盎然，

讓枯槁的人生又活過來，他不再被動地等待朋友的到訪，而是主動

以愛給予很多新朋友安身之所。

  《小喜鵲和岩石山》的封面和封底是一個大跨頁，封面上是一隻朝

寸草不生的岩石山飛去的小喜鵲，封底則是一株破土而出的綠苗。

在這裡，畫者蔡兆倫以黃色和橘紅色為主色調，用暖色系表達兩人

友誼的溫度。人生為我們帶來很多考驗，但同樣為我們帶來小喜鵲。

當生命中迎來小喜鵲的時候，或許我們也成為他人的小喜鵲，恩典

喜悅彼此相送。生命中不乏「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對
讀《暖讀‧暖心‧暖時光：劉清彥三十年陪伴孩子的閱讀紀事》

（道聲），讀者更能體會劉清彥在《小喜鵲和岩石山》裡，其所表

現真實而純樸的文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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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杖狗》的書衣是黃褐色的牛皮紙，紙上破洞口帶有厚度，是紙箱吧！這

樣的書衣設計不單顯心思，還交代了狗的身世 流浪狗。封底書衣上一個個

隨意擺放的名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護照上滿蓋的出入境印章。沒錯！《拐杖狗》

是關於一隻狗銜著主人拐杖，走遍大地去尋他的故事。在一條寂靜的街道，一輛

載滿貨物的貨車匆忙向前駛進，大大小小的貨物在車斗上搖搖欲墜。啪！車尾

的紙箱掙脫了繩子，滾了下來，落在地上⋯⋯這是圖畫書《拐杖狗》的序幕。

   《拐杖狗》是一本沒有文字的圖畫書，讀者只能透過閱讀圖像細節，推敲故

事情節。因此，追蹤創作者如何以圖像說故事，仔細閱讀獨特的連圖，也許能

體味李如青如何鉅細靡遺地描繪正在流逝的時間，以及狗走遍大地的事跡。就

以紙箱從貨車上滾下來的一幕為例，創作者運用了六幅連圖展現，視點先從車

頭望過去，看到的是整架貨車，然後是紙箱的特寫，接著視點慢慢拉開，轉移

到車身、車尾。李如青運用不同視點展示了貨車的高速行駛，再加上背景橫向

的動線，為畫面帶來動態，營造了猶如電影般的張力，拉緊讀者的神經。

       再者，李如青把這六幅連圖安排在跨頁的上方，約佔整個版面的三分之一，

餘下三分之二的底色以白為主。有別於描繪正在高速行駛的貨車，下方寧靜的

街角以水彩繪畫，而細膩的景物則配上灰暗的調子，畫面於是散溢了寂寥的氛

圍。還記得那個從貨車上掉下來的紙箱嗎？流落如斯境地，真份外淒涼。不過，

寂寞的還有在版面左下方那拄著拐杖，步履蹣跚的老人，他與貨車行駛的方向

剛好相反，由一條弧線牽引到紙箱被棄置的地方⋯⋯翻開下一頁，傷感倏忽而

空，因為老人與狗相遇了！作者再次透過連圖，表現了老人與狗的相逢、相依

及相知。小狗身上溫暖的橘子色，再加上老人和藹的臉容，與前所營造的寂寥

形成強烈的對比，作者的佈局可謂細密。

       除了動態描繪，作者還能以圖表現時間的變遷。以老人與狗相處的光陰而

言，李如青以不同的顏色顯示四季的轉換，就連作為背景的樹木，都成為說故

事的材料 樹葉隨風擺動，彷彿有風在不同季節裡吹拂，強化人物身處不同

時空的功能。當老人遇到意外，李如青更以蒙太奇手法，即拼貼剪輯的方式，

把狗不斷向路人求助的片段，濃縮在一個跨頁的下方。這樣的設計除了營造緊

湊的氣氛外，還透過構圖減省版面，以有限的空間表達故事。     

高佩聰

時間的流逝 - 連圖的作用

作繪者︰李如青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繪本文化」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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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書另一特色是善用框線分割畫面。同是老人遇到意外

這一幕，李如青把一幅完整的公園背景圖，用框線分割為四格畫框，

並在每一格裡繪畫了狗四處哀鳴求助的境況。反之，老人只躺臥在

其中一格，既突顯他的靜止狀態，又對比了狗的不安情緒。再者，

四個畫框好像時間定格一樣，在同一版面表現了時間的「流逝」。

李如青在書中重複使用相類手法，於每一頁畫出大大小小的畫框裡，

時而連續九格小圖，時而幾格小圖橫排並列，時而兩格小圖配以一

幅大圖⋯⋯每幅圖的顏色都隨著景物和時間變遷而有所變化。就算

是同一個場景，也用上不同的上色處理，像狗經過廟宇時，廟宇外

以全彩繪畫，廟宇內則以單色表現，既豐富視覺效果之餘，又略帶

回憶過去的意味，今昔對比更為明顯。

       為了表達一個時間跨度比較長的故事，李如青在畫中加入不少細

節，其中最明顯的是淡淡的小地圖。原來，從老人與狗相遇相依後，地

圖已經出現，讀者也許認為腳印是為了標示地理位置，但把它理解為

流浪狗的成長經歷，亦未嘗不可。讀者也許會遺忘流浪狗走過的地

標，但不會輕易掉落牠那令人感動的經歷。從故事一開始，讀者也許

隨著狗的足跡，把其間所見所聞化為印章，深深印在心裡 成為人

生歷旅中一個感人深脾的出入境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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