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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是他的語言

蕭邦四歲開始跟著母親學琴；到了六歲，給

他幾個音調，他就能夠發揮魔法，彈奏出簡單

的變奏曲。七歲時，他首度嘗試創作，音樂變

成他抒發內心的管道。他曾在給父親的信上寫

著：「親愛的爸爸，比起文字，我更擅長用音符

表達情感 ……     」

對於兒子過人的天分，蕭邦

的父親並沒有逼迫他坐在鋼琴

前，日復一日接受訓練，反而

任他自由摸索、隨性發展。正

因為這樣適才適性的教育，讓蕭邦跟鋼琴培養

出深厚的情感，更讓他的音樂跳脫出傳統的局

限，充滿率性與浪漫色彩。

離鄉背井不忘祖國

　這位浪漫善感的音樂家，後

半生幾乎都在法國巴黎度過。

當時，他的祖國波蘭飽受戰事

摧殘，使得他二十歲離開故鄉之後，再也不曾

踏上回家的路。然而，我們仍可以從他的作品

裡，看到故鄉留下的深刻痕跡。除了直接以革

命為名、表達悲傷和憤慨的《革命練習曲》，

蕭邦也吸收波蘭的傳統舞曲，創作出大量充滿

濃烈民族風情的音樂。

　蕭邦將音符作為他的語言，

述說了音樂更豐富、更動人的

可能。儘管三十九歲就病逝異

鄉，但他留下的樂曲，不僅激

勵了波蘭人民，也讓所有未經

過音樂訓練的人聽了，都

能感受其中豐沛真摯的

情感。蕭邦被稱為「鋼

琴詩人」，可說是實至

名歸。 

華沙的瓦津基公園，又稱蕭邦公園。

每年夏天，大家都喜歡圍繞在這座蕭

邦雕像旁晒太陽、聽音樂會。

讓我們用手指歌唱

蕭邦死後雖然葬

在巴黎，但他的

心臟卻依照他的

遺願，被帶回波

蘭，保存在華沙

的聖十字教堂。

 達志影像

這位法國作家喬

治桑，是蕭邦創

作的靈感來源。

他們長達十年的

戀情，至今仍為

後人津津樂道。

以蕭邦為名

為使世人永記蕭邦的音樂

及精神，波蘭從1927年開始

舉辦蕭邦鋼琴大賽。如今這項

比賽已是重量級的國際大賽，

許多知名鋼琴家都從

這裡一戰成名。

iStock

 達志影像

蕭邦一輩子幾乎

只以鋼琴創作，

這在音樂史上十

分少見。圖為他

生前最後使用的

鋼琴。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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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淨自然的紐西蘭
我們的祖先自從來到這塊土地後，一直努力

維護自然的原始風貌。冰河、活火山，以及壯

麗的森林和清澈的湖泊等，全都可以在這裡看

到。常有人說，紐西蘭是活生生的地理教室，

看得到各種歲月的痕跡，這一點也不誇張！

但別以為這裡只有藍天綠地！我們也有先進

的城市，首都威靈頓和第一大城奧克蘭都十分

現代化，但又保留了屬於自然的悠閒。

撰文／楊儀君　繪圖／Swawa　企編／徐意筑　版面／蔚藍鯨

紐西蘭很重視

資源的回收利

用，幾乎每個

城鎮都能找到

二手專賣店。

紐西蘭的農牧業發達。

由新鮮水果與濃郁鮮乳

做成的冰淇淋，種類繁

多，深受當地人喜愛。

哈囉，我是來自紐西蘭的喬伊。我的家鄉在

地球的南半邊，和位於北半球的你們，有許多

地方不同。例如夜晚時，你們會看到北極星高

掛天空，我們看到的則是南十字星；季節也正

好相反，你們的冬天是我們的夏天，如果想嘗

試溫暖的耶誕節，歡迎來跟我們一起慶祝！

紐西蘭盛行各式各樣的

冒險活動，從空中的熱

氣球、跳傘，到海上的

噴射艇、風帆，無一不

受歡迎。

為了保存自然環境，

紐西蘭有許多路段仍

是泥土路或碎石路。

紐西蘭地震很多，早年

的一次強震，震出了數

公頃的海埔新生地，現

在成了威靈頓市中心的

一部分。

你知道喬伊

在哪裡嗎？

 
  帶

你 遊 世 界

嗨！

P010-013帶你遊世界-紐西蘭1111.indd   10-11 2015/11/12   下午2:54



iStock

2015.12 未來兒童14 未來兒童  2015.12 15

特別報告

撰文／徐意筑　繪圖／楊宛靜　
企編／黃瑗瑗　版面／蔚藍鯨

並不是！我也曾
經苗條過！一千

六

百多年前的我，
身材清瘦、外表

莊

嚴，經常四處分
送糖果和禮物給

窮

人家的小孩。直
到一百多年前，

我

才在美國作家及
插畫家的筆下，

變

成這副圓滾滾、
笑呵呵的「發福

」

模樣。

您一直都這麼……圓嘟
嘟的嗎？

耶誕老公公的信

來自

為什麼您總
是喜歡把禮

物放在襪子
裡？不會臭

臭的嗎？

我現在住在

芬蘭的羅瓦

涅米村。這

裡位在非常

寒冷的北極

圈喔！

您住在哪裡？

傳說中最古老的耶誕老

人是來自現今土耳其一

帶的聖尼古拉主教。

親愛的小朋友：

一年一度的耶誕季節即
將來臨，

我跟你們一樣，已經期
待好久了！

不過我盼的可不是收禮
物 …… 啊，

還沒自我介紹，我是禮
物大王 ──

耶誕老公公！每年這個
時候，世界

各地都會捎來數以萬計
的信件，滿

載著小朋友的期望，讓
我覺得自己

真受歡迎！而且信中還
有許多和

耶誕節相關的有趣問題
，總是

讓我捧腹大笑。這回，
我特別

和你分享歷年來最常見
的問題

及回答，希望你今年的
耶誕

特別快樂！

耶誕老公公上

我們一年四季都有銀白
的

雪花，有時還看得到奇
幻

的北極光，每天都很有
耶

誕節的氣氛！有機會歡
迎

來拜訪我，和我合照！

當初我
看到一

戶窮人

家正在
為三個

女兒的

嫁妝發
愁，所

以偷偷

準備了
黃金要

送給他

們。沒
想到他

們家門

窗緊閉
，我只

好把黃

金從煙
囪丟進

去，剛

好火爐
旁晒了

一隻襪

子，黃
金就這

麼掉進

去。從
此之後

，用

襪子收
禮物便

成

了傳統
。建議

你

用乾淨
的襪子

，

比較衛
生！

羅瓦涅米村

達志影像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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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狗賊！別跑！看我的青龍

偃月刀！」「哼，只不過是一把大菜刀，嚇不倒

我們黃巾義勇軍！」說時遲，那時快，舞臺上突

然多了幾架投石器。「預備         ―  發射！」一時之

間，天雷勾動地火，一場浴血戰就此展開         ……         

看到這裡，各位看官是否已經被演員逗趣的

對白、誇張的肢體，逗得哈哈大笑？或是看著

逼真的布景，不禁嘖嘖稱奇？這一幕幕表演，

究竟是怎麼生出來的？做一齣好戲，需要哪些

條件？這回我們不看戲，帶你看戲怎麼做。不

囉嗦，趕緊找好位子一探究竟去！

撰文／黃瑗瑗　顧問／林于竣（紙風車劇團副團長）

繪圖／吳孟芸　企編／徐意筑　版面／夏綠蒂

特別報告

一齣     的誕生戲
從臺下到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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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叩叩！聽見我敲出來的

聲音嗎？大家都叫我「森

林的小鼓手」，因為不管覓

食、求偶或築巢，我都用嘴巴在

樹幹上敲敲打打― 我是啄木鳥。

別以為在樹幹上「討生活」很

容易，我可是練就一身的武功，

才能駕輕就熟的敲擊樹幹，絲

毫不會受傷。老實說，我更像

身懷絕技的忍者呢！現在，就

透露幾個獨門絕招讓你瞧瞧！

上樹輕功

第一招當然是要能在樹幹上來

去自如。這個功夫的關鍵就在我

的四根腳趾― 兩趾向前、兩趾向後，腳趾上

的爪子又彎又尖，能牢牢抓住樹幹，上上下下

攀爬，就算要倒掛在樹幹上，也難不倒我！

另外，我的尾部羽毛很堅硬，可抵住樹幹，

撰文／張凱希　

企編／胡純禎　

繪圖／indigoxie　

版面／王書曼

支撐身體、保持平衡，讓身體

穩穩固定在樹幹上，敲擊時才

不會晃來晃去。

護頭神功

施工前記得戴上安全帽，但

我不需要，因為我的頭部本身

就是一頂安全頭盔。我的頭骨

很厚，具有海綿狀構造，能吸

收敲擊時的衝擊力道，避免腦

震盪。我的頸部肌肉也很強壯，

可以穩定頭部、保護頸椎。

嘴喙敲擊到樹幹之前，我會閉上眼

球表面半透明的瞬膜，以免木頭碎片

刺傷眼睛，同時防止眼球脫出。我的

鼻孔附近還有叢生的鼻毛遮蓋，防止

木屑跑進鼻孔裡。

有了這些萬全的防

護，才可以放心的

叩叩叩！

儲藏食物好過冬！

啄木鳥會吃蜘蛛或昆蟲，

也吃植物的種子或果實。

有些啄木鳥還會將果實儲

放在樹洞、裂縫或者樹皮

裡，以便在冬季食用。

美國常見的橡實啄木鳥會在樹幹或木

頭電線桿上挖鑿小洞，把橡樹的果實

存放在裡頭，形成奇特的景觀。

啄木鳥的羽毛

顏色大多黑白

相間，頭頂或

腹部有紅斑。

有些種類的羽

色為綠色。啄木鳥每次敲擊的

力道，就像騎得飛

快的腳踏車撞在牆

上一樣。

這是台灣最

常見的小啄

木，體長14

至16 公分。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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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很好笑？不過，別笑太大聲喔！因

為，如果換我們閉上眼睛，只靠觸覺去猜東

西，很可能也會鬧笑話呢。例如，我們就摸

不出手上的書是哪一本？相框裡的照片是哪

一張？前面的人是長得醜還是美   …… 

平常，我們的觸覺大多是「被動的反應」：

「哎呀！好痛！」、「哈，好癢喔！」、「哇，好

燙！」、「呼，好冷！」、「 ，風吹

得我好舒服！」   …… 如果，只靠觸覺去

「主動」分辨世界，難度可能不小

喔！

試一試，閉上眼睛，請甲同學和其

他同學輪流和你握握手，你能猜得出誰是

甲同學嗎？用手摸摸自己的臉，你能因此畫出

自畫像嗎？很難，對吧？

不過，用觸覺來寫詩，就好玩多了！因為不

管猜對、猜錯都很有趣呢！

林世仁   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曾任
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副主編，目前專職創

作。作品有《流星沒有耳朵》、《小麻煩》

等四十餘冊。

撰文／林世仁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寶小林

還記得瞎子摸象的故事嗎？如果我

們把它畫出來，就會變成一幅很有趣

的寓言畫，任誰看了都會哈哈笑！！

這是一條繩子。
這是一面扇子。

這是一堵牆。

這是一根柱子。 

觸覺詩

這是一根水管。       

在想像中
遇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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