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兩位教
授認為本書366個故事

中，所囊括的範疇為何？作
者欲表達、傳遞給讀者的核心概念

為何？　  　
　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以下簡稱陳）：作者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強調人類在歷史洪流中的
重要性，全書以人為中心，從人性史學的觀
點，重新詮釋許多歷史事件。書中蒐集的故事
涵蓋層面廣泛，將歷史、政治、虛構、文學冶
於一爐，能窺見到名人的軟弱，見識到小人物
的偉大，亦觸及到文化、人權等議題。
　體裁上，本書更跳脫既有形式，用日曆的方
式編寫，每一則即是一個歷史回顧的機會。這
些故事共同的地方在於，儘管作者對這些歷史
事件給予相當重的註腳，甚至帶有強烈批判的
意味，但在文字書寫上，卻用最平淡的筆調表
達，充分展現出帶有反諷的幽默感。我認為作
者在本書欲表達給讀者的，除了了解更多歷史
上該日所發生的事情外，更盼讀者能以古為
鏡，透過閱讀這些帶著批判筆觸、重新描繪出
的歷史事件，能從中得到反思，讓歷史的錯誤
不會一而再地上演。 
　美洲所副教授王秀琦（以下簡稱王）：本書
在編排上雖然看似沒有特殊的條理，時而談論
女性議題，時而提到環保問題，一下又進入
戰爭與和平、暴力等問題，但都能令人感受
到，這些議題皆是作者對世界、對人類最誠摯
地關切。追求公平正義更是書中所欲傳達出的
核心價值，在作者記錄的366則故事中，多可
見在過去，追求理想的人被迫害、貧窮的人被
剝削、正義之士被當成惡魔等情節發生。
　在不按照年份的古今交錯安排下，正巧讓生
活在日漸追求兩性平權、自由民主時代的我
們，回過頭看過去時，會為這些人類犯的錯
誤，感到十分地可笑。同時藉由作者的拉美人
文色彩，透過拉美觀點重新詮釋許多歷史事
件，由此提供一個不同於西方世界所建構的史
觀，讓讀者重新思考何謂歷史事件真正意義之
所在。

記者：書中對歷史事件的詮釋，背後
皆蘊含作者拉美觀點，請兩位教授談
談拉美文學風格的特色觀點及形成這
樣的風格是否與其歷史脈絡相關？　
　陳：拉丁美洲文學不同於其他洲、其他國家
的文學風格，特別之處在於作家與社會的連結
是緊密的，拉美作家喜歡批判政治，經常扮演
為弱勢、受難者發聲的角色，本書作者加萊亞
諾亦是如此，他最聞名於世的著作《拉丁美
洲：被切開的血管》便是敘述拉美國家如何被
剝削的慘況。而另一項特色是拉美作家在此類
社會描述中，礙於過去政治環境缺乏言論自
由，往往批判力道強烈，卻又能以不那麼濃烈
的筆法，讓批判不那麼明顯，所以作品總能帶

有種魔幻的幽默感。本書366個故事中，也運
用拉美作家慣用的魔幻寫實主義，這點從標題
上就可看出端倪。
　例如：＜8月17日：危險的女人＞、＜10月
18日：女人也是人＞，談的是女權議題。作者
意在批判過去社會裡，女性地位低落的不平
等問題。如此嚴肅議題，作者能運用反諷筆法
輕描淡寫地下標題，魔幻寫實的技巧相當成
熟。又如4月30日：描述阿根廷軍政府70年代
時期濫殺無辜的慘況，但是標題卻是下＜記憶
圓舞曲＞，用歡樂的圓舞曲輕描淡寫這段黑歷
史，一方面象徵當時的悲劇如同圓舞曲般地一
直跳下去。
　拉美作家在過去替弱勢發聲、批判政府，隨
著90年代後政治氛圍的開放，近年文學作品更
多的關注投入在毒梟、黑幫等治安議題上，依
然扮演著「社會功能者」的角色。　 
　王：讀拉丁美洲文學時，不能忽略掉它背後
的政治社會氛圍。過去我在西班牙留學時，在
政治社會運動的課堂上，老師選用教材都是拉
美小說。有些研究文學的人不容易理解拉美文
學，正是因為在拉美文學作品中，往往蘊含
豐富的歷史、社會議題，而形成這樣魔幻寫
實文風的原因，也正好與拉美的政治、歷史脈
絡息息相關。如同書中＜4月24日：發表的危
險性＞所言，美國學者說：「在我的國家，你
不發表，你就等於已經死了。」瓜地馬拉人類
學家馬彌娜回應：「在我的國家，你若要發
表，你就會死。」她確實因為發表批評政府的
言論，而被刺殺。
　這事件並非個案，是大社會的縮影。在過
去，拉丁美洲不管在殖民時代或是解放初期的
獨裁者、軍政府林立，所謂的民主始終是個空
殼、共和國也僅是口號，真正在當時政治、社
會上有許多不公不義的事發生，進而在民間
產生許多游擊隊與政府對抗。此時文人能給予
的支持便是以寓言方式寫文章揭露真相及批判
政府，但批判的太明顯又怕惹禍上身，於是魔
幻寫實的文學技巧被廣為運用，用以譏諷政
府，卻又能不著痕跡。

記者：兩位教授對於書中366個故
事，最印象深刻的片段為何？
　陳：以男性角度描寫女性並不容易，但拉美
男性作家在這方面的表現相當出色，本書作者
加萊亞諾便是其中之一。作者曾在演講中提
到，女性不該僅是作為男性的「椅背」，扮演
著幕後默默的無聲角色，如此言論體現出對於
女權的伸張。
　我在本書中最喜歡的篇章＜9月17日：墨
西哥的女性解放者＞，也正是和女性議題有
關。此章節講述的是墨西哥獨立戰爭議題，一
般大眾提及墨西哥獨立戰爭，總能聯想到被尊
稱為墨西哥獨立之父的米格爾‧伊達爾戈神
父、薩帕塔及比利亞等少數幾位男性革命領
袖。但作者卻是列出了一整頁參與獨立戰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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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動態
◎高雄市教育局簽署「自造者（創客）教
育」策略聯盟
　本校美洲所所友范巽綠，現任高雄市教育
局局長，於去年12月25日與國立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簽署「自造者（創客）教育」策略聯
盟合作備忘錄，包括高雄市各高中職、國中
小校長共同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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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英檢秘笈
一、實用語

1. 逃避現實 hide one's head in the sand

  （或take an ostrich posture ；ostrich  鴕鳥

　posture 姿勢）

2. 海底撈月 cry for the moon

3. 先下手為強 gain the upper hand by striking

     first （gain the upper hand 佔上風 ；strike

     打）

4. 旁觀者清 looker-on see more than player

  （looker-on 旁觀者）

5. 打死我也不幹 over my dead body !

6.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the wind that blows

    out the candle also kindles the flame. 　　

郭岱宗（英文系退休副教授）

　（主詞：吹熄蠟燭的風；動詞：點燃；受詞：火

　 苗；kindle 點燃；flame 火焰）

7. 恩將仇報 bite the hand that fed you 

    （餵食：feed fed fed）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並朗讀三次

1. 打死我，我也不幹 　____ my ____ body!

2.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   The wind that ____   ____

    the candle also ____ the  ____ .

3. 你為何恩將仇報 Why  ____  you ____  the hand 

　that  ____  you.

4. 不要逃避現實 Don't ____  your  ____  in the  ____ .

5. 你在妄想吧 I think you are ____ for the ____!

6. 你最好先下手為強  You'd better____ the ____

     hand try ____ first!

三、答案

1. Over ; dead

2. blows out ； kindle； flame

3. did ；bite；fed

4. hid； head；sand

5. crying ； moon

6. gain；upper ；stri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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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巽綠表示，為順應世界的趨勢變化，高
雄市透過創意教學、翻轉學習、設計思考等
課程，積極培養在地自造者與實踐創意創新教
育，目前推動各級學校創客教育，強調做中學
的過程，並讓每個學生的能力都能被看見。
（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書名：歲月的孩子 : 366個故事
作者：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譯者：葉朱臻臻譯
出版社：南方家園文化 

索書號：711／8484.2-1
攝影：張令宜

　 本書作者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著有研究
拉丁美洲的經典作品《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
管》，嫻熟拉美歷史、社會議題。在本書中，
作者除了受馬雅傳說啟發，蒐集366則歷史，
不按年份順序、時代分類，以獨特有如穿越時
空的日曆方式來訴說這些故事，更將自己的專
業融入其中，讓這些故事更具啟發性。
  為讓讀者對書中寓言式內容的寓意，有更深
入淺出的理解，本刊特邀外語學院院長陳小
雀、美洲所副教授王秀琦，針對本書對談。兩
人不僅以研究拉丁美洲的專業背景解析書中寓
意，更介紹作者的拉丁美洲文學風格特色，與
其形成背景，讓讀者對鮮少接觸到的拉丁美洲
文學，有更多的認識。

　直到2008年，曼德拉才從美國當局的恐怖
分子名單裡移除；大思想家馬克思的葬禮只有
11個人出席，其中還包括掘墓人；在英國維
多利亞時代的圖書館裡，男人與女人的著作擺
在一起是不合禮儀的，除非他們是夫妻。
　這些事件單獨看，僅是歷史洪流中的軼聞小
片段，但彙整後，提醒人類過去所犯的錯誤，
與平等、自由、人權等價值的重要。作者以1
年12個月分章節、每日一則的體裁，記錄366
則有關於拉丁美洲及世界各地的藝術、人權、
傳說、正野史等故事，字裡行間懷藏作者對這
些事件的批判，卻以寓言式的詼諧筆觸表達，
讓讀者閱讀這些事件時，會心一笑之餘更有所
省思。

本書簡介
文字／蔡晉宇、周雨萱整理
攝影／何瑋健

女性，並在文中的開頭寫著「百年慶典結束
了，數量驚人的垃圾也清掃完畢。」似乎是在
嘲諷人們在節慶中只記得米格爾‧伊達爾戈等
少數人，在歡樂的慶典結束後，僅徒留大量垃
圾，卻遺忘這些偉大女性在獨立戰爭中不凡的
貢獻。
　本篇章承襲作者用最輕鬆語調，下最重注解
的文風，且提醒我們，在看待歷史事件時，不
能以管窺天單看表面，其背後眾多的無名英
雄，更是成就歷史的要角。
　王：對於書中許多現代社會議題，感到印象
深刻。如＜6月5日：大自然並非啞口無言＞中
談到環境議題，「災難被稱之為自然災害，好
像大自然是劊子手而非受害者。」作者並嘲諷
地進一步表示，「大自然和人類一樣擁有權
力，這聽起來有些奇怪。相對的，美國的一些
大公司居然有人權，大家卻覺得輕鬆平常。如
果大自然是銀行，它早就獲救了。」
　又如＜6月3日：阿塔瓦爾帕的復仇＞中，敘
述南美小村莊發現金礦，村民卻不願意讓跨國
企業進駐開採的故事，因為村民深知出現金子
的地方就會被詛咒：山丘會被炸開，河川會被
礦業公司的廢棄物汙染等。類似的故事天天
在第三世界國家上演，西方世界強權為求開
發，往往以鄰為壑，以居民的生活福祉、當地
自然生態作為代價。作者希望藉此描述，除了
盼世人能更關懷大自然，更對世界公平正義的
議題下註腳，讓讀者有所省思。

記者：兩位教授對於書中內容，有無
改變自己原有觀點的部分？
　陳：4月23日是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西班
牙知名作家塞萬提斯兩人殞落的日子，還有其
他文學巨擘亦在這天出生或辭世，而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也將這天訂為世界閱讀日，向大眾推
廣閱讀，宣揚著作版權的重要性。但本書作者
在該日卻以＜名譽純粹是戲弄人的＞為題，列
出不少以訛傳訛的文學名言，意使讀者省思更
正確的讀書態度，而不是抱持著似是而非的觀
點隨意引用名言。
　在書中，＜11月18日：蘇洛的四次生命＞是
介紹好萊塢打造出的超級英雄蒙面俠蘇洛，但
作者卻將3個不同時空地點的蘇洛「前世」們
串連起來，其特殊觀點令我佩服。
　在＜10月8日：三個人＞中，這天是拉丁美
洲民族英雄的蒙難日，作者也敘述3名生長在
20世紀的民族英雄均在同歲遭受背叛，作者運
用這一歷史巧合，用魔幻文字寫出人們逐漸
淡忘的英雄。＜6月15日：一個說故事的女人
＞，講述一位在阿根廷獨裁時期供出自己朋友
名字的女人，我們也許會用背叛者的角度去看
待，但她卻是無奈地有如死去般活著，警惕讀
者很多事情切勿只看表象便隨意批判。　 

　王：作家有著悲天憫人的胸懷，以自己的文
學聯想及特有寫作手法揉合歷史故事，除了警
惕讀者歷史事件是會重演，更指出事情是可以
改變的，這些種種帶給我更多希望，看見第三
世界國家人民逐漸有自主的選擇。
   此外，體現出原住民與女性的地位日趨受到
重視，逐漸取得法律地位並改善生活狀態。在
過去的拉丁美洲國家，跨國企業與政府共同用
暴力和欺騙讓人民接受剝削，使窮人們很難對
抗其施壓。但近年，拉丁美洲人民漸漸掌握選
票與發聲管道，讓我們看見其仍有能力阻止歷
史再度重演。同時此現象可看見全世界的權力
配置已不同，地球是生命共同體，環境的迫害
已是全球性的影響。

記者：請兩位教授與我們分享您生日
對照書中的故事為何，及對此故事有
何感受？
　陳：因為自身協助本書撰寫導讀文及推廣宣
傳，起初與出版社發現每個讀者讀本書時，會
翻到對應自己生日的故事，非常有趣。我的
生日對應到＜1月2日：從戰火到焚書＞，背景
是西班牙曾經被阿拉伯人統治長達8百年的歷
史，直到1492年，天主教雙王最後收復由阿拉
伯人所統治的格蘭納達哈里發國，將穆斯林及
猶太人趕離西班牙境內，並將其思想及信仰

的書籍燒毀，完成西班牙統
一。
　作者要強調的是，伊斯蘭教可容忍並
與其他宗教文化共生共存，但天主教卻並非
如此。同年，哥倫布也前往東方，最後卻發現
美洲大陸，殖民者也同樣將原住民手抄本燒
毀。作者形容道：「用另外一把火，從戰火到
焚書。」代表毀滅一個民族最快的方法就是將
思想書籍燒毀，也可借鏡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歷
史。 
　王：無家可歸的人很多，我的生日5月17日
這天的故事＜人類的住所＞，開頭說明即使已
步入21世紀，但全球還是存在十億人無家可歸
的情況。作者以一位叫聖西蒙的敘利亞人將自
己綁在柱子上住了37年，以反諷全球貧富不均
問題，因資源分配極端集中在世界少數人身
上，但真正需要基本生活資源的人卻沒有得到
該有的部分。
　在臺灣，我們也常提道：「未來年輕人因為
薪資太低而買不起房子」，但世界其他地區更
加嚴重。在拉丁美洲國家的都市邊緣，可看到
許多用簡易紙板和紙箱搭建的貧民窟，之前我
有一位住在秘魯利馬貧民窟的朋友便是從紙箱
屋頂的「Made in Taiwan」字樣認識臺灣的。

對談人回應書中話語

   王秀琦認為：本書每一篇都很值得看。細細咀嚼其中，會對全世界更有多元文化的思考。
建議閱讀時，依循其中的歷史事件所隱晦出的指引路徑，再追
蹤其真實層面。
作者以輕鬆詼諧的口吻運用許多篇故事進行諷刺，闡述這個世
界以白人為中心思想。如：＜10月13日：長翅膀的機械人
＞，透露白人接觸第三世界國家時，都是強迫當地人民接受
其思想及價值觀。＜8月29日：有色人種＞，更點出「到底
誰是有色人種？」讓讀者反思。以上故事，我認為白人中心
思想應要被破除，因為白人不會主動破除思想，但我們都可能
是受害者的角色，更應該深入思考歷史的真實及客觀性。

   陳小雀認為：現在非常講究具備世界觀的能力，若要擁
有對全世界廣闊的觀點，本書是很好的選擇。內容擴及各
國籍不同文化的範疇，更教導以寬大心胸關懷各種議題， 可
帶領讀者建立廣闊的歷史觀。勉勵讀者除了關懷自身歷史
背景之外，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更要涉獵。面對這些
歷史，切記學會站在另外一個角度看，因為看似最平凡的
小人物，都有其偉大之處。
　更棒的是作者看待歷史的客觀性，雖然身為拉丁美洲作家，
其地區主要信奉天主教，但提及天主教迫害其他宗教的情況，他亦不偏坦地指出來。此外，
在書中＜3月18日：裝著神靈的身軀＞，作者寫下「ñaupa」這個來自格丘亞語（quechua） 
的符碼，其同時代表過去與未來，代表原住民永恆時間觀。更藉此提醒讀者須記住現在的一
切皆是由過去的歷史一步步累積的。

陳小雀VS. 王秀琦
解構魔幻拉美

美洲所副教授外語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