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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年來，東方一直是國內兒童小說的代言人，許多關

心閱讀的家長、老師見面了，常常會問：「東方什麼時候推出

服務青少年以上讀者的作品？」

隨著生活型態、社會結構的改變，邁入青春期的孩子，除

了經典作品之外，的確需要更多符合他們這個世代需求的課外

讀物，幫助他們面對徬徨、不安、困惑，或是迎接充滿理想的

未來。

也就是在這樣的理念驅策下，「青春悅讀Bridge」終於在
籌劃年餘後，推出與新世代見面了。之所以取名「青春悅

讀」，是我們希望青春飛揚的這一代，能樂於接近這批精選自

世界各國的文學傑作，從中擷取與成人文學不同的氣息，涵養

出獨特的人格特質與生活智慧。副標Bridge則清楚標示出我們
規劃這條書系的企圖心：

一、Bridge　是銜接兒童過渡到成年的橋梁。針對青少年
這個年齡，推出合乎他們年紀、趣味、歡樂或困窘的作品，不

矮化他們強作天真，但也不世故老成，說些似懂非懂的深刻道

理。所以在《沉默到頂》中，探討的是對異性的好奇與羞怯；

《伊爾莎離家出走》則呈現破碎家庭的心靈創傷。我們希望真

實呈現這個階段可能遭遇的各種情境，為長遠的人生作準備，

思考人生百態。

二、Bridge　是跨越國界地域的橋梁。在這個地球村的時
代，世界角落的風吹草動，都可能牽動每一個人的生活型態。

當代青少年除了關心這塊土地，更要放眼世界，透過一本本的

文學傑作，得到充足的資訊與宏觀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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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ridge　是文化交流的橋梁。這條書系不論是內容、
文化背景或作者關心的議題，都非常多元化，藉由閱讀這些作

品，青少年讀者可以接受各種不同文化的刺激與洗禮，汲取不

同的人文素養。

四、Bridge　是同儕間溝通的橋梁。每個人都只有一次成
長過程，生長經驗有限，透過這些作品，青少年讀者可與書中

主人翁一起成長，演練自己的生活技能，甚至發揮同理心，對

相同遭遇的同儕適時伸出援手。

五、Bridge　是親子、師生間溝通的橋梁。傑出的青少年
文學作品，不僅感動青少年讀者，也同樣感動成年人。透過這

些作品，家長、老師可以深入青春期孩子的心裡，了解他們的

困惑或難題，找出共同的溝通語言。

青春不等於叛逆，青春不等同膚淺，臺灣東方的「青春悅

讀Bridge」系列版品將使青春的心靈更柔軟，更有深度；讓成
人的心靈更包容、更溫暖。希望每個人的青春歲月都是一道彩

虹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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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橡樹部落》
劉鳳芯（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在西方成人眼中，兒童與自然始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或是因為兒童單純，而被認為與自然貼近；也或許是童年時期因

尚未完全社會化，而被視為比較趨近自然當中所包含的野性。但

無論對兒童及童年的假設為何，西方文人確實常透過兒童歌詠自

然、表達對自然的嚮望。近一二十年，環境意識崛起，西方文學

創作與評論界開始書寫與討論自然，而這股風潮近年也吹進了兒

童文學創作與評論圈，於是兒童與自然的關係再次成為作者筆下

探討的焦點，不過在訊息上更凸顯現今科技與都市化快速發展對

地球環境變遷之警語和影響。由法國新銳作家蒂莫泰‧德‧豐

拜勒創作，搭配今年初因《歐貝赫奇幻地誌學》在臺灣已建立知

名度的法國插畫家法蘭斯瓦‧普拉斯插圖所出版的《橡樹部落》

一二集，便是一例。

《橡樹部落》是一部結合奇幻冒險與家族傳奇，極具原創性

的長篇兒童／青少年生態書寫。書中角色是人，也非人；他們是

一群身長不過正常人類八百分之一，世居一棵橡樹上的小樹人及

另一批居住在樹下草原地帶的「光人」。根據法蘭斯瓦‧普拉斯

的刻劃，樹人的外貌與衣著似高加索族，而光人的臉部輪廓以及

他們慣以一片布匹裹身的裝束，則似我們世界的非洲人。樹人與

光人外型上的差異、加上橡樹與草原迥異的生活環境條件，可想

而知，彼此之間存在對立與嫌隙，成為啟動小說情節的重要原因

之一。而對於不同族裔的接納與認識，也同時存在於讀者閱讀此

書的過程，比方，要承認這群身高尚不到你我半根汗毛長短，卻

擁有絲毫不遜於你我的頭腦、四肢、與心思的角色――韌性與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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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賽我們世界的奧運金牌得主；談情說愛的悱惻與綿長，可比

羅密歐與茱麗葉；而談起邪惡與暴力，樹人的手段和當年納粹屠

殺六百萬猶太人的絕決與凶殘不遑多讓――需要費點時間。托爾

金曾言：讀者若要順利進入書中所建構的奇幻世界，必須先擱置

懷疑。托爾金的提醒，在讀者初展讀，準備跟隨本書記錄者樹人

波爾‧科楠費時六年始完成的大樹傳奇時，是格外有利的忠告。

《橡樹部落》最明顯的書寫特色，莫過於書中不斷出現的插

敘、倒敘，與時間錯置，目的可能是作者為了交代故事背景，也

可能為著反映角色當下的意識流動。不過，我認為此一寫作手法

還同時生動立體的建構出我們對一棵老橡樹盤根錯節、樹皮紋理

密布、枝幹分岔龐生的印象；而書中所寫世居樹上的數個家族，

如奧爾梅西、阿塞爾多赫、布呂，乃至托比的外婆阿羅哈夫人

等，每個家族的繁衍以及家族之間的糾葛與聯姻，也活像大樹叢

密龐雜的根系，互通聲息、彼此牽動。此書除了在書寫時間安排

上不同他作，對於自然的描寫，無論冬天的雪景或秋天草原雨後

的一片汪洋，以及托比與光人乘舢舨航行於水面的滿足……都筆

觸淡雅，意境十足，是我們在一口氣跟隨托比歷經無窮的追逐、

無數的千鈞一髮情節之間，令人備感舒緩和愜意的段落。

《橡樹部落》雖是一部角色浩繁，又帶有寓言況味的鉅幅

兒童／青少年小說，但在愛情的描寫，含蓄中卻有一種似乎是法

國人談情說愛才獨有的成熟與自然；而對於事情的解釋，也展現

出我在許多法國童書或法式電影對話經常可見、極有耐心的邏輯

推論；另外，對於自由的堅持與追求，也是法國人相當重視的價

值理念。這些不同於英美與日系奇幻故事的訊息，正是《橡樹部

落》系列獨樹一格的原因。

談到此書所凸顯的生態訊息，我們或許可以用美國當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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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書寫評論者普拉特（Kamala Platt）所提出的「環境正義」
（environmental justice）來看待德‧豐拜勒所欲傳達的主題。所
謂「環境正義」的生態書寫，指的是文本同時主張環境的福祉與

社會的正義，並揭發因環境而引發人種差別政策或對於土地的貶

抑。在《橡樹部落》中，樹梢區與樹根區反映懸殊的階級對比，

橡樹上的樹人與草原上的光人也存在世代歧見，以喬‧密西和萊

奧‧布呂為首的財主與強權對被奴役者更極盡傾壓的威權，它所

呈現的社會不公議題，與大樹資源所遭受的恣意消耗與破壞緊密

連結；而托比家人與艾立莎母女雖位居階級邊陲、形單影隻，卻

力抗強權到底，堅決維護大樹的生態權益……在在都呼應「環境

正義」的內容；沉浸在繁複情節中的讀者，或也可從中得到些許

對現實社會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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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追  捕

托比身高一點五公厘，就他的年齡來說，並不算太高。他躲在

樹縫裡不敢動，幾根腳趾頭還露在外面。黑夜像水桶般嚴密的叩緊著

他。抬頭仰望蒼穹，幾顆星星在閃爍，透過橙紅的樹葉間，星星顯得

格外分明，相形之下，夜色也更暗了。

「月亮不在時，星星就會跳舞。」他想著，並且不斷告訴自

己：「如果天堂也有天空，它應該不會這麼深、這麼遠，也不會這麼

動盪不安，對！不會這麼動盪不安……」

托比沒有蜷縮身子，他悲傷的把頭貼近苔蘚，讓淚水滑過耳

際，流進頭髮裡。他就靠著冰涼的感覺來鎮定內心的不安。

藏身樹縫中的托比，一條腿嚴重受傷，肩膀傷痕累累，頭髮上

沾滿血跡，手指被荊棘刺傷，如同火燒般疼痛。除此之外，身體的其

他部位早已因疲憊和疼痛而麻木了。

幾個小時前，他以為自己已經死了，他不明白為什麼現在還在

這裡。以前到處管閒事時，人家總是對著他說：「托比，怎麼又是

你！」可是今天，他問了自己好多次：「我還活著嗎？我真的還在這

裡嗎？」

是的，他的確活著，痛苦的活著；深層又無止盡的痛。

鮮花節那天，有人在人群中綁架了他的父母，從此，他的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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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灰暗成現在這個樣子。他常常自言自語：「只要閉上眼，我也就

死了。」然而他的眼睛一直睜著，深處還有兩汪蓄滿淚的湖。

就在這時，他聽到他們的聲響，恐懼再次席捲而來，從頭到腳

無一處不緊繃。他們一行有四個人，三個大人一個小孩，那小孩舉著

的火把照亮了四周。

「他一定在這附近，我知道他走不了多遠。」

「我們必須抓住他，讓他跟他父母一樣，為此付出代價。」

黑夜中，第三個人的眼睛閃爍著黃光，他吐了口唾沫說：「等

著，很快就會看到他的下場。」

這一定是個噩夢，驚醒那一刻，他原本應該跑到爸媽的房間哭

鬧……然後就會有人穿著睡衣把他帶到明亮的廚房，用溫水給他調

蜂蜜，外加一些小糕點，哄著他說：「沒事了，我的小托比，沒事

了。」他喜歡這樣美好的一切。

然而，今天他躲在樹縫中不停的顫抖，拚命縮緊腳趾頭，好藏

得更深些。托比，十三歲，正被人追捕著，那些人不是別人，而是他

的族人。

此時他聽到的，是比這個黑夜更教人害怕、更讓人心寒的聲

音。那個熟悉的聲音，很像他以前的好兄弟萊奧‧布呂。

托比四歲半的時候，萊奧進入他的世界，托比記得那天萊奧從

家裡偷了些糕點給他，從此他們形影不離，一起分享幸福和快樂。有

那麼一段時間，人家還叫他們「托萊奧」，把他們兩個人當成一個人

看。那時，萊奧的父母都過世了，他寄住姑媽家，他的爸爸艾爾‧布

呂是一位聞名的冒險家，留給他唯一的財產就是那個用輕薄木片做成

的回力鏢。家庭的不幸讓萊奧從小就懂事、堅強，他的心裡同時匯集

著善與惡兩股強大的力量。當然，托比喜歡他善的一面，也就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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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和勇敢。

托比一家收拾好行囊準備遷居巴斯─布翰希（注：樹底層區）時，

他倆就是不願分開，硬是在花苞裡躲了兩天三夜才出來。托比記得很

清楚：當時爸爸哭了，爸爸一向是有淚不輕彈的。

今夜，托比獨自蜷縮在黑洞裡，他多麼希望那個揮動著火把的

人，那個站在他前面不到幾公尺的人，不是萊奧，不是他兒時最親密

的玩伴。然而，聽到他大聲叫喊，他的心碎了。

「我會抓到你的。托比，我會抓到你的！」

深夜中，這聲音一直在樹枝間回盪。

就在這時，托比想起一件印象很深刻的事。

他很小的時候馴養了一隻蚜蟲，取名叫利瑪，他還不會走路時

就常爬到利瑪背上玩。有一天利瑪突然反口咬他，還像要甩掉破布那

樣晃動他，要不是他的爸媽把牠扯開，真不知會有什麼結果。利瑪瘋

了，牠的眼神難以從托比心上抹掉：像是大雨後的渾濁泥淖。媽媽告

訴他：「今天瘋的是利瑪，說不定哪天大家都瘋了。」

 

「托比，我們會抓到你的！」

再次聽到這樣粗暴的叫喊聲時，托比猜想萊奧此時的眼神跟記

憶中利瑪的眼神大概相去不遠。對！就像一灘雨後的濁水。

 

這支小隊伍一步步逼近，他們手持棍棒，用棍尖敲擊樹皮，找

出其中的窟窿和裂縫。毫無疑問，他們的獵物目標就是托比。這讓他

想起每年春季，大人和孩子一起驅逐白蟻的情景，他們不放過任何一

個角落，直到把這些害蟲趕到偏遠的樹枝去。

「我會把他從洞裡揪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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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近在咫尺，托比似乎能感受到這個人呼出的熱氣。他不敢

動，連眼睛都不敢眨。火光照亮著黑夜，棍棒的敲擊聲愈來愈近。

就在這時，棍尖戳在他的臉上，陷下一個手指般大小的印，他

一驚，瘦弱的身子頓時僵掉，差點沒昏死過去。然而他還是動也不

動，睜著眼直盯天空─儘管他的天空被這幾個人的黑影分割得支離

破碎，儘管他知道這一次他逃不了了，一切都要結束了。

突然，火光消失了，四周再次陷入黑暗。只聽見一聲怒吼：

「嘿！萊奧！你的火把怎麼熄了？」

「對不起，火把掉下去了……」

「沒用的傢伙！」

唯一的火把沒了，他們只能在黑夜中搜尋。

「我們不能因為沒有火把就放棄任務，我們得把他揪出來。」

「對。」另一個人附和著。他的手開始在樹皮上摸索。這隻手

離得如此近，托比都能感受到他攪動的氣流。這個人肯定是喝醉了，

渾身散發酒氣，動作粗暴而且似乎不太能控制：「我要親手逮住他，

把他撕碎，然後再設法讓別人相信我們沒有找到他。」

又一個人笑著對另一個人說：「這個傢伙本性難改，去年春天

他一個人殺死四十隻白蟻。」

沒錯，在他們眼裡，托比連一隻白蟻都不如，那些棍棒和火把

就是最好的證明。

他睜大眼睛仰望星空，保持頭腦清醒，以證實自己的存在。然

而，當兩個黑影同時罩過來時，他知道誰都救不了他了。在最緊急的

那一刻，一根棍子朝他敲下來，他本能的閃躲，身子緊縮到一旁，棍

子落在堅硬的樹皮上。

接著另一個人的手又伸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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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的淚水再也忍不住了。一隻粗壯的手在他身上慢慢移動，

快游移到臉上時卻突然停住了。

奇怪的是，托比知道自己生命快到盡頭，反倒不覺得恐懼，心

情特別平靜，即使那恐怖的聲音響徹黑夜，他也只是在嘴角泛起一絲

蒼白的笑。那人大聲嚷道：「抓到了，我抓到他了。」

四周一片死寂。

幾個搜尋者全湊了過來，把這個可憐的、傷痕累累的小孩團團

圍住。萊奧緊閉著嘴，估計他是不是敢面對眼前這位兒時的好友。

托比完全不把生死放在心上，就算在他身上摸索的那隻手，用

力扯下什麼東西，得意的亮給其他人看時，他都沒打哆嗦。

沉默，沉默，比白雪皚皚的冬季還漫長的沉默。



托比原以為那個人扯下了他

的衣角，沒想到對方打破沉默，失

望的說：「是樹皮，這只是一塊樹

皮。」

沒錯！那人手上拿的確實只是一

塊樹皮。

「夥伴們，不好意思，我跟你們開

了個玩笑。顯然他不在這裡，可能已經跑到巴斯─布翰希去了，我們

明天到那兒看看。」

他們難掩失望的不時挖苦一下那個自以為抓到托比的傢伙。一

小隊人馬像雲一樣，連同他們說話的聲音逐漸遠去，最後消失在濃濃

的夜幕中。

四周又恢復一片死寂。

 

不知過了多久，托比終於回過神來。呼吸聲還在，靠著樹皮的

身子也還在，他還活著，他還有意識。

剛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思緒一點一滴的湧上心頭。

他仔細的回憶整個過程。真奇怪，那獵人明明把手放在他身

上，怎麼會說他只是碰到木頭？那獵人明明扯下他的衣角，怎麼卻變

成一塊樹皮？怎麼其他人也認定那只是一塊樹皮？托比強烈的感覺

到：這棵大樹用它的樹皮大衣掩護了他、救了他。

念頭一轉，托比頓時僵住了。

這會不會是個陷阱？

那個人會不會根本就知道他接觸的是一個小孩的身體，只是他

不說出來？他想騙過其他人嗎？說不定現在他就躲在黑暗中的某個角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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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等著托比出現。托比相信自己的直覺，那個獵人曾經說過要親手抓

住他，像對待白蟻那樣把他捏碎。此刻，他肯定躲在某個地方監視他

的一舉一動，說不定只要他探出身子，棍棒就會不留情的敲過來。一

想到這裡，托比不由得渾身顫抖，恐懼再次傳遍他的每一條神經，連

喉嚨都緊了。

托比一動不動的待著，對任何細微的動靜都提高警覺。

什麼也沒有！

慢慢的，頭頂上的天空又回來了，這片星空一直陪伴著他，一

直在用無數雙眼睛關注著他。

此時，他也感覺出身後樹木的一絲溫暖。時值夏末，樹枝樹幹

都儲存一定的熱量。托比所在的位置是樹幹高層部位，這裡可以接受

充足的陽光，四處散發出特殊的香味，就像剛出爐的麵包一樣。以前

他媽媽在樹葉麵包上灑花粉後，就有這種香味。

這溫馨的香氣讓他安心，讓他完全沉醉其中。

終於，托比支持不住了，眼皮開始搭下來，腦子裡的一切開始

變得模糊，痛苦、害怕，萊奧的瘋狂都逐漸遠去。他忘記自己是那些

獵人的獵物，忘記自己是眾矢之的，忘記成千上萬的人視他如仇人。

他的意識愈來愈模糊，睡意幾乎籠罩全身。他忘了顫抖，忘了孤獨和

不公平，還有那些他一直沒弄明白的為什麼。

他沉沉的睡著，幸好在這樣一個夜晚，他還有一小塊棲身之

地。困倦中他做了一個夢。只有一個夢。

夢中出現了一張臉孔，是艾立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