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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健君

︵林語堂故居執行長︶

文 學和一般 寫作不同的 地方，就是它有取 悅心靈的音 律、感官和風格的 魅力。名

作能取悅千秋萬世的讀者，超越一時的文風而留傳下去，必定是基於一種所謂
﹃真誠﹄的特質，就像真寶石能通過一切考驗。 ―
林語堂

呼 應林 先生的 這一段話，﹁真誠﹂二字，可謂本次 參賽作品之 最佳寫照。本

屆的 題材相當廣泛且 情感真摯。小說部分，包含網路、寓言 、愛情、成 長、同志

和以人文 關懷、家庭親情為題的 各類型作品，相較以往，又更 多元及 豐富 。翻譯

獎部分，雖然今年須 翻譯的篇 幅略增，但投件依舊相當踴躍，足見本 獎在華 人翻
譯界已逐漸打響出名號。

一如往年，眾多林語堂故居的老朋友們共襄盛舉，幫助我們創造出這次文

學獎的 美好 結果。老朋友群的 組員，包括書林 書店蘇正隆董事長、臺大外文 系梁

欣榮主任、師 大翻譯所賴 慈芸所長、幼獅文 藝、喜菡文 學網與季季老師 。而除了

老朋友們的幫 忙與指導外，今年的文 學獎又加了好 幾位新朋友：創作獎的複審 ，

首次邀 請到聯合報系︽北美世界日報 ︾副刊主編吳婉茹老師 擔任複審 評審 ，決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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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也邀 請到知名 作家楊照老師 和國北教大應鳳凰老師 給予指導。除了再次 感

謝，更 希望所有的師 長們能繼續給我們支持與協助，讓林 語堂文 學獎這朵美麗的
花，可以開得長長久久。
城邦
―
‧

原創合作，藉由其建置的﹁征文舞

本次文學獎在徵件上，也做了一個重大的創新。除了既有的收件方式外，
故居首度與著名出版集團

原創致謝。

台﹂平台之 宣傳，讓許 多國內、甚 至遠在海外的 參賽者更 有機會看見這一個具有
意義的文學比賽。在此特別向城邦 ‧

在每一篇 精采作品的 背後，都有一段值得珍藏的 故事和人生經歷 。六年來，

林 語堂文 學獎已 經成 為一個各方文 學好 手以文 會友的 重要 平台。未 來，故居仍將

本 著推廣文 學的 熱忱，持續打造、經營這個得之 不易的 寶貴平台。所有喜愛文 學
的朋友們，我們勾手約定，下一次林語堂文學獎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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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張華安

首獎

天下午要出院了。我收好行李後，坐在床上，最後一次呆望窗外亮閃閃
的魚塭。

一九九一年生，台大哲學大二。高中時偏愛新詩，曾獲建中紅樓文學獎首獎兩屆，
台北文學獎佳作。目前轉向小說創作，自遭逢巨變後，在迷惘中努力生活。

今

今天下午要 出院了。我收好 行李後，坐在床上 ，最後一次 呆望窗外亮閃閃的
魚塭。

﹁真好。年輕，又出院了。像我這種有病，還有酒癮的，大概永遠出不去

吧！﹂大叔穿 著無袖靠在對 床說。我側床的 捲毛眼 鏡兄 ，則迷惘地盯 著我，直 到
我離開房間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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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來到這裡；她 送我幾張 潦草的 自畫 像還在包包裡，但她
―

外面是一處廣闊的 食堂，我曾在這裡吃上 無數次 乏味的 便當。我想起有個女
生，因 為被強暴
已經不見了。

走 著走 著，遇見每天帶操的 大哥 ，他拍拍我然後離開。還有幾個年輕的 治療

師 ，每每引我們去一間大房，看電影漫畫 、排隊唱卡 拉ＯＫ 、玩拼圖、打桌球等

接著我看到媽和叔叔了。就在我們每次 表現良好 ，就能求取 零食糖果的 櫃台

等。他們也與我擦身而過。
那裡。於是，我揮揮手。

媽和叔叔已 經結婚一年多了。他姓林 ，所以我叫﹁林 桑﹂，他倒也沒意見。
他開車，而我們要前往在彰化的新家。
﹁我覺得廣播受我的思想所影響耶。不要相信它。﹂半路上，我說。
﹁……哦，是這樣嗎？﹂媽猶豫後說。後照鏡裡看得見她皺眉。

﹁我是沒關係啦 ！﹂林 桑結束了這話題。車子在某處轉彎後，我們來到一片

樹林 裡，接著進到一個在山 坡上呈之 字狀的 社區。車停了。只見一棟四層樓的 透

天房子映 現眼 前。入 口處一間小木屋，﹁巧克力﹂跑了出來。上次 見到這隻黑白

相間的邊境犬，是住院前的事了。牠還是垂下尖尖的耳朵，乖乖讓人摸頭。
站在餐桌前，透過落地窗，我可以看到夜色漸漸披垂對面的山林。
已經是九月中，我只好又休學。這次，要等整整一個學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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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四月十八日，由於媽的 支持，我放棄台灣首府法律系的 資格，在大一

直 到後來我才搞懂：她 是喜歡 被欺負的 。至
―

在系館的階梯上，我遇見了喜歡了一年的女孩。她老是抱怨自己被男友欺

下休學了。
負，而我總和她 吃消夜、安慰她
於我順從的態度，她則從沒放在眼裡。
﹁欸，我要休學重考了。外文系。﹂
﹁哦，﹂渾身素色的她坐在階梯上，從筆電前抬起頭，﹁為什麼？﹂
﹁我想讀文學。當作家。﹂
﹁不需要讀外文系吧，自己讀也可以很﹃文藝﹄啊……﹂

我聽到那個形容詞 ，就知道她 不理 解我。這是我整 個的 生涯規劃 啊。從認識
到現在，她幾乎不曾探詢我的心事。什麼也不懂。

我於是離開，放著她 等現任男友下課。跑上 階梯後，我找到才第二次 見面的

班導，請她幫 我簽休學單。她 錯愕但不反對 。離開系館前，我經過教室，在裡面
我的同學們笑鬧著，就快上課了。

再 也不用勉強自己 打入 小團體、學習自己 沒興趣的 課了。我騎車回宿舍，爸

已 在那不耐地等待。將行李搬上 爸的 車後，我就準備從台北回桃園苦讀了。春天

的早晨陽光很淡，一陣微微的草香隨風飄進窗來。距指考還剩七十二天啊……

﹁等一下！﹂我的 學伴騎著車忽然出現，手裡有張 大字卡 。﹁這是系上 給你
的。加油噢！﹂我下了車，她抱了我一下，可以感覺到她胸部的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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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後，我的目光離不開那張大卡片。只見上面寫滿了同學們的祝福，而
我，竟彷彿凱旋離開的英雄。

在彰化新家的第二天，我就不斷打電話、發簡訊，想約朋友出來見面。

然而媽說：﹁我不放心。你必須 留在彰化。﹂於是我開始逗留網路。在臉書

︵對，就在我入院前後，產生了一種﹁人皆是神﹂的想法。那得從我閉關

上一直貼歌、到處留言，發表有關信仰的動態。

讀書時講起。當時，為了逃避爸和阿姨的 冷嘲熱諷，我一個人遊走 在圖書館、咖

啡廳、速食店之 間，讀參考書和寫題目 。兩個月多，幾乎沒和人說上 幾句話，全

部都發泄在一本 筆記本 裡。久了，我開始混淆夢境與現實，並寫下許 多混亂的 格

言 。例如，﹁唯 有破壞道德，才能得到全面的 自由，並因 此成 為神﹂、﹁創造是
唯一的規範，否則即是停滯與毀滅﹂……︶

不久，媽開始限制我上網的時間。我答應媽，私底下卻在構思一篇劇本，

述說一個瘋子如何取 回精神力的 故事，還投了稿。不用電腦的 時候，我不是在沈
睡，就是在逛社區、到處按門鈴、和陌生人說話，直到媽把我叫回。

林桑看我如此，有時會找我去樓下的桌球室打球；媽則安排我學吉他、鋼
琴，甚至為我找了英文家教的學生。到了晚上，他們還拉我到客廳唱歌。

一天天過去。我仍常常掛網。只是以往同學們的 動態，讀書與生活，我漸漸
都看不懂了。我好像回到了每天在醫院裡纏著醫生，問出院日期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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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 進來！不要理 我！﹂有天我拔起網路線 ，連 著筆電，一起躲進緊鎖的

房間裡。我聽到外面媽和林 桑在低低地對 話，嘆氣。媽已 經退休，林 桑也差不多
了；我應該在青少年間過二十歲的生活才對，卻困在這裡，讓媽難過。
癱在床上，我睡著了。醒來時，眼睛和臉頰都濕濕的。
放榜後，我沒上外文系，掉到了哲學系。

為了自尊，我故意表現是自願讀哲學的，開始在臉書上發一串文。首先聲明：

﹁我休學，為了思考。﹂騙到好多人按讚與回應。再來，我用自己的基礎知識，站

在哲學的立場，分別批評經濟學、自然科學與社會學。附註說明：﹁所有社會組與
自然組的同學，如果這些就是真理，請說服我！﹂於是招來激烈的辯論。

後來，我又將幾個好友列成一張清單，請他們也來發文；讀政治的就發表

自 己 的 政 治 哲 學 、 讀 電 機 的 就 發 表 科 技 哲 學 …… 以 此 類 推 。 同 時 ， 就 如 馬 克 斯 發

表了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我也異想天開地發表了自己的：﹁科技論﹂與﹁思想

論﹂。前者是希望科技能進步到人人身上都能攜帶一間小型工廠，包辦食衣住

行，以此解決勞資問題；後者則希望所有的國家能就地解散，並以各個思想家

為主導，重新組織各個非全球化的社群，並且，人人都能自由選擇跟隨的思想
家……

寫到這裡，卻不再 有人回應。臉書畢竟 是個社群網站，我的文 章瞬間就被洗
掉了。家裡沒人，三天裡我只睡十小時，吃一罐八寶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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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經是深夜了。我突然想去找學伴，於是走 出家門，隨手攔了一臺計程車。

到了台北久違的 學校前，司 機轉向 我，我才發現自己 沒帶錢。忽然，淚水湧了上

來，我一直哭 一直哭 。司 機沒辦法，就讓我下車了。我恍惚地站在街頭，腦子裡

有了聲音 ，叫我往前跑往前跳。我指向 天空就冒出閃電，指向 水池就產生波紋。

我 一 路 蹦 跳 吶 喊 地 到 台 北 車 站 ， 心 裡 只 想 著 學 伴 學 伴 …… 就 在 一 個 巷 子 口 處 ， 我

看見她了，卻顯得過於衰老？……我撲過去。頭卻莫名受到重擊。模糊中，背後

兩個男子將我制服，扛 我上 擔架 綁好 ，送進一輛救護車。﹁爸！﹂我看見熟悉的

面孔，帶著憂愁。﹁爸！我沒事呀 ！為什麼要 綁住我？﹂﹁別擔心，會沒事的 ，

會沒事的……﹂爸喃喃自語，像在敷衍我也在敷衍自己。不久，天光從車窗透進

來了。我被送到一間白 色的 房間，四肢遭綑綁在床沿。我不斷扭動、大喊：﹁你

們才是瘋子！放開我！放開我！﹂然而，一個帶口罩的 護士來了；她拿 著針筒，
刺入我的皮膚……
接下來的事，我就什麼也不記得了。

我抹抹臉，從床上 爬起來，仔細聆聽門外；媽和林 桑似乎睡了，只有雨落 在

安靜的 夜裡。我出房，來到客廳的 電視前，進行每次的 程序 ：先看西洋電影台，
再轉新聞台。

螢幕 與文 字無意義地流過眼 前。等到回過神時，我已 經手拿 一把雨 傘站在門
口了。巧克力跑了出來。於是我帶牠一起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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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在社區的 路上 ，四周房屋門口合放的 一排排安全帽與雨衣 ，站在那裡，注
搭車去台北？不。

視著我們。我稍稍抓緊巧克力的繩索。到了大門，我低頭快速通過警衛。

我向 右轉，沿著小河，走 進從沒走 盡的林 間小徑。黑暗逐漸濃重起來。雨 水
與土壤的味道也越來越強烈。遠處有狗悠悠長鳴。

走 著走 著，我發現前方有一間小廟，以及星星的 香火。接近後，只見廟裡擺

著兩個牌位，分別刻上 ﹁石頭公﹂與﹁榕樹婆﹂。左右看看，真的 有塊大石和棵

氣根張 開如屋頂的 老榕樹。我收好 傘，和巧克力躲進小小的 廟裡。雨 不知何時早
已變得暴烈，樹林裡還吹來了強風。我摸著巧克力，又望向牌位。

﹁石頭公啊榕樹婆，別裝睡，我知道你們還醒著。我想問你們：為什麼我會

經 歷 這 一 切 糟 糕 的 事 情 呢 ？ 我 不 該 休 學 重 考 嗎 ？ 我 不 該 …… 在 當 初 入 學 時 ， 滿 足

爸的期待填法律系嗎？我不該喜歡上……不喜歡我的人嗎？我的人生，哪一個環
！汪嗚
―

！﹂我猛然睜開睡眼 ，聽到巧克力在狂吠 。接著，我
―

節出錯了？回答我啊！……﹂
﹁汪嗚

往後跌 了一步 ，因 為看見面前竟 有十幾隻眼 光灼灼的 黑狗，咧 嘴露牙 ，正在雨 中
呈半圓向小廟包抄。

越來越近……撲上來了！巧克力躍起，擋在我面前，和牠們翻滾、撕咬……

在昏暗的 香火下，似乎只有巧克力的 皮毛會反光；這些 猛獸則黝黑得很不尋常，
彷彿直接生自暗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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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僵住了。只見巧克力撲倒了四、五隻，其他的卻湧上來，淹沒了巧克

！﹂來不及了。那些怪物拋下被咬得爛爛的巧克力，
―

力。突然，我聽到不遠處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於是黑狗群都停下動作，豎起耳朵。
是媽。
﹁媽！不要過來

朝聲音 處飛奔 而去。我聽到媽在尖叫。終於我可以動了，腦中突然閃過一個想法

這裡兩隻、
―

我將香爐裡的 香火全部拔出來，再 點燃所有剩 下的 ，然後抓著一大把火炬追
―
了過去。在雨淋盡之前……
我看見媽正揮舞著傘抵擋牠們。我拿著火炬，從背後進攻

那邊三隻、還有……，牠們似乎很怕燙傷，一一哀號著離開了。我跪在泥濘的地
上，抹開溼髮與雨水，大口大口喘息。得救了嗎？我抬頭……
﹁媽？媽 ―
！﹂

這裡是一間手術後休息的 病房。病床上 媽躺 著，肩膀 、手臂、雙腳等部位都

綁著繃帶；左腳還裹了石膏。病床左側是爸、阿姨；右側是林桑、姐、哥、我。
，媽
―

﹂我們三 姊弟喊著。爸和林 桑也分別低喃媽的名 字。阿姨
―

在全身麻醉的沈睡後，媽睜開眼了。
﹁媽

則眼神嚴肅，嘴唇緊閉。

﹁好多好多狗……沒事吧……﹂媽叫著我，然後望望四周，﹁噢，你們都來
啦？這裡是醫院嗎？﹂接著媽動動身子，感到有困難，就嘆了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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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桑開始解釋：他如何在半夜裡醒來，發現旁邊沒人；又如何在上完廁所

後，聽見門外有絕望的 大吼聲，並在開門後，發現我扛 著媽，兩人浸滿雨 水與鮮
血。然後就是送醫與聯絡。爸、阿姨、姐、哥於是從北部各地趕來。

我一邊聽著林桑的陳述，本來只記得在精神病院後半月的我，腦中卻想起

自己 被送進去的 情形。︵猛然間，我好 像跳出了進醫院前後的 那個﹁我﹂；雖隱

約 記 得 ﹁ 我 ﹂ 所 做 過 的 事 ， 卻 難 以 理 解 ﹁ 我 ﹂ 當 時 的 動 機 …… ︶ 在 那 一 針 效 用 過

後，﹁我﹂醒了過來，繼續亂跑、亂叫，嚇 得爸和阿姨手足無措。爸於是聯絡在

中部的媽；他們離婚多年了，只有這次互通電話，是在阿姨忌妒的容忍之內。

我望著眼 前的 爸，許 久不見了；當年，催促我念法律，並在我休學時，冷言

冷語。再 望向 阿姨，我想起她 說的 話：﹁你以後能不能養 活自己 啊﹂。最後，又

強烈的 愧疚與感謝。不久，爸也
―

在我成 為﹁我﹂時，將﹁我﹂丟 給媽方便來去的 中部醫院︵是因 為罪惡 感，抑或
無力感呢︶……
我突然升 起一股 空洞的 憤怒，還有對 媽
望向了我。

﹁ 好 久 不 見 …… 你 好 像 已 經 好 了 ？ ﹂ 語 氣 聽 起 來 有 點 抱 歉 。 我 心 想 ： 對 ， 就
在剛剛，又變回你那個正常的兒子了。

﹁聽算命師 說，你被女鬼纏上 了。我們有將你的 棉被，拿 去家裡附近的 河放
掉噢！﹂阿姨補了一句。我又想：哇，妳真是大功臣。

然而我什麼也沒說。只是走出病房，站在走廊上的窗前。姐和哥也跟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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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你終於好了！我當時去醫院看你時，還偷偷哭呢……﹂
﹁幹，幸好，你終於離開那個可怕的地方了……﹂
﹁……﹂

已 經是冬至了。林 桑和我站在風裡，望著前院剛填平的 土：底下是巧克力，

挖土時，我們完全沒交談。結束後，林 桑自己 先走 回家裡，留我獨自佇立 在

上面是棵榕樹苗與一顆石頭。
灰暗的天空下。
我想像這棵榕樹長成巨傘的模樣。

等到那時，我讀什麼系、回不回學校、喜歡 過誰，這些 小事都將被遺忘；而
我的親人、已經出院的媽，也將一一死去。
我如此想像著。直到淚水終於流了出來。

評審評語

應鳳凰：我覺得他不著痕跡的呈現了很多這個社會青少年成長中的這個
過程，這是一個非常好成長主題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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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氣
作者介紹

張紋瑄

貳獎

我今天早上爆了蚵，拿一些過來給你試，﹂果然，開門前就猜是她。
﹁那個…想跟你借個電話不知…﹂

彰化人，彰化女中畢，目前就讀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

「

﹁我今天早上 爆了蚵 ，拿 一些 過來給你試 ，﹂果然，開門前就猜是她 。﹁那
個…想跟你借個電話不知…﹂
﹁來來，唉唷你每次都這樣，你若再這款我就不借妳了啦！﹂
﹁唉真多謝。﹂
﹁不會啦不會啦！﹂說著用手拈起一粒蚵，就嘴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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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仔和阿猜當了很久的 鄰居。娟仔家裡有電話，阿猜家裡沒有；娟仔家裡有

老頭，阿猜家裡沒有；娟仔家裡沒有兒子，阿猜家裡有。有，但是不在家裡。

這種炒青蔥豆豉的蚵 配稀飯喝最好 ，雖然這陣不對 時，蚵 小了點。娟仔把中

午的 稀飯溫了，一勺粥一勺蚵 吃了起來。她 假裝自己 很專心在用餐，很專心在看

一粒粒蚵 ，沒有餘力辨出阿猜在和電話那頭的 人說什麼。蚵 其實長得很可怕嘛，

粉 鳥 的 …… 嘿 ！ 這 蚵 不 就 像 是 阿 猜 貼 在 話 筒 的 那 只 嗎 ？ 尤 其 是 覆 在 耳 上 燙 成 小 捲

白白的 一球耳垂，上 面貼了一隻生黑毛的 耳廓，耳垂咬 開，裡面卻黑黑綠綠的 像
的死黑髮色那部分。娟仔﹁嘻嘻嘻﹂偷笑了一下。

﹁…啊我跟你講喔，我今天去染頭髮又燙，小姐說，來他們家那麼多年我

看起來都一樣沒有比較老，就是農會對面美鳳那家啦！在燙的時候，頭先我在

愛 睏 ， 後 來 我 跟 你 講 ， 真 趣 味 吶 有 一 個 阿 婆 帶 她 孫 …… 啊 ， 欲 去 呷 飯 喔 …… 好

啦 ， 我 再 …… 。 ﹂ 話 還 沒 講 完 就 聽 到 話 筒 喀 聲 被 掛 上 ， 娟 仔 呼 嚕 嚕 的 讓 自 己 忙 著
喝粥。
﹁噢，噢，你這遍煮得真好吃。﹂
﹁啊恁家老的還沒回來喔？﹂阿猜趿著拖鞋踱進廚房。

﹁未啦，﹂娟仔說著放下碗筷，用舌清門牙縫發出嘖聲，﹁準是去里長家

賭 四色牌賭 到不知道人，啐，死死好啦 ，透天只知賭 ，不如出出去免返來省得我

這 樣 看 見 人 也 煩 看 不 見 人 也 煩 ！ ﹂ 忽 然 看 到 阿 猜 的 臉 色 ， 急 急 說 ： ﹁ 啊 …… 歹 勢
啦，我不是……伊還未要返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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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猜低眼 專心的 看著桌子，雖然只離一段臂那麼近，但他所投入的 專注卻像
﹁……你把剩下的這些倒一倒，我把碗帶回去洗。﹂

只要再加把勁，就可以把這張桌看遠。
她把最後的湯汁喝掉後，和阿猜走到玄關。

﹁歹勢啦，攏這樣叨擾。﹂阿猜邊穿鞋邊說。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彎腰的關
係，她的聲音聽起來有點累。
﹁噯，別這樣講。啊你腹肚有沒有較好？﹂

﹁沒啥事啦 ，和之 前一樣彈了蓬蓬蓬而已 。﹂說著像對 待瓜或鼓的 彈了彈自
己的肚子。
﹁那就好。順行啊。﹂
﹁多謝啦多謝，來去。﹂

看著阿猜走 回家的 背影，娟仔想：和以前年輕時一樣，阿猜走 路右肩都會比

§

較高，右腳都會跨比較大步，都還一樣，只不過駝了一點。

§

她走回屋內，把門帶上，決定先別上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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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猜很忙的。

她不曉得怎麼其他人的時間就這麼多，有時間去公園停車場向老師學跳恰

恰 、 有 時 間 每 天跟 ︽ 父 與 子 ︾的 進度 、 有 時 間 坐 在亭 腳 下 這 頭 餵 一 口 孫 子 那 頭對

著鄰居配一大串話。她 很忙的 ，每天要 比一個讀冊囝仔花更 長的 時間坐在桌前。

阿猜有一本 記事本 ，是她 用去年的 日曆 裁裝的 ，說是裁裝也只不過是把張 紙用筷

子戳個洞，穿 過紅色塑膠繩。每天的 份都劃成三 個區塊：上午 、中午 、下午 。阿

猜要記得發生在自己週遭的所有事，用少數會寫的字和拙拙的圖案筆記，這個工作

很難，因為她還得分辨什麼是值得記的，什麼是昨天、前天、大前天全都記過的同

件事，在一堆一模一樣的粗礫中想辦法篩出一兩個會反光的、可能是金的東西。

用鑰匙開了門，摸黑走 進廚房，才把燈打開。阿猜用菜瓜布刷了水槽，把裡

面煮食的殘餘撈起來放在垃圾袋，綁緊。才放多久而已就泡出甜臭的味道了。

其實阿猜的 生活不是太難過，因 為她的 兒子不是頂不孝的 那種，再 說還有老

人年金，買台新電話不成 問題。但在電話壞了之 後，她 就決 定不再 買新的 了。除

了怕麻煩、怕繳費時櫃員那隻陌 生冰冷的 手以外，最重要的原因 在於，電話鈴聲

會在不存在的 時空下不斷燥熱的響 起，分貝 大到連 血壓都不由得她 預期，當狗一

直 在同個街角等同個路人給食物，那過份的 就是狗而不是人。再 說，阿猜再清 楚

不過，即使真的 鈴響 ，那端依舊不會是被不斷預習的 聲音 。不如多花時間在篩 濾
事件，長度比遠比次數可貴，她寧願把自尊押在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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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清理 廚房後，她走 到桌前坐下，拿 出本 子。阿猜把紙翻到背後，今天的

日曆 紙是張 圖片的 部分：一隻鳥，灰色的 頭，肚子是白 色帶黑線 ，眼眶 、鳥喙根

部、爪子都是銘黃色，雖然不完整 ，但看起來翅膀 和鳥尾都很長，黑色的 。阿猜

盯 著那隻鳥，她 不知道牠叫什麼名 字，名 字和尾巴一起被裁了，但是她 認識牠，

―

―

回想起一次 看到這鳥停在樹上 ，看起來也不算大隻，但是發出叫聲就把阿猜嚇 了
一大跳，是和體型完全不相符的嘹亮聲響
﹁布布 ―
布布 ―
﹂
把紙翻面，開始寫作業。

最近的蚵比較小不知道和天氣有沒有關係 ―
這值不值得說？好像不行。

我今天走 去買菜看到你小時候最愛去的 柑仔店被拆了不知要 蓋什麼新的
這值不值得說？好像不行。

巷子裡你輝姨的小孫子今天在國小水池不知道撈什麼的時候掉下去了，還好工

友在除草，那囝仔被救起來一直哭一直哭哭到全身都在抖吶 ―
這值不值得說？

§

好像可以。

§

小小搬動之後好像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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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頭梗處理起來這麻煩，阿猜時間可真多。也是啦，反正她也不愛聊天家

裡又沒人的 ，年輕時一不小心就把煮菜當興趣 了。娟仔邊嚼邊想。但它這炒得真

好，一點都不會咬舌，嘖嘖，想她那時一個兒子餵到胖嘟嘟喔 ―
﹁跟 你說喔，你還記得輝姨吧？就是住巷子底的 那一個啦 ，她 有個孫子還沒

﹂娟仔跟 自己 說，我不是偷聽哪，客廳離飯桌近，小几又在彎向 廚房
―

上幼稚園，今天去國小池子裡玩水，你小時候也愛去啊，騙我做實驗結果都去抓
蝌蚪啦

﹂看阿猜每天
―

對要 說那個孫子，玩水玩一玩，通一聲說就這樣掉下去了啦 ，雖然池
―

那角，我有什麼辦法呢？
﹁

子不深，但是輝嫂的 孫那麼小，碰 水緊張 就一直 吃水一直 嗆到

都躲在家裡，不跟 我們聊天來往，沒想到消息那麼靈喔？啊，有可能是她要 去黃

﹂對 啊，學生囝仔放暑假，學校哪
―

帶這小弟弟去的 其他囝仔看到嚇 得定住，醒來後馬上 跑走 ，彼陣學校
―

昏市場買菜經過時聽到的。
﹁

就沒有其他人在，她 孫拼命拍水拼命拍水

裡有人啊？說來也是輝嫂她 孫命大，要 不是工友推台除草 機正嚕過那塊草 皮，聽

到池子那邊怪怪的 ，看到池子裡水花不尋常的 打得半天高，走 近一看發現已 經漸
漸沒力的囝仔，把阿弟仔抱上來，他早就 ―
﹁ ―
輝嫂她孫就這樣溺死了。﹂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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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各人的 命啦 ，可惜輝嫂她 孫那麼可愛，﹂阿猜發出吸 鼻子的 聲音 ，但
阿志啊
―

返來啦 不要 貪玩啦好 不
―

﹄，我們旁 邊
―

那聲音 一點都不濕潤。﹁輝嫂哭 得多傷心呦，坐在池子旁 一直 拉頭髮打自己 大腿
哭 喊：﹃攏係阿嬤不好啦

的 人看了好 不捨阿，你娟仔姨也陪輝姨哭 喔哭 喔。﹂是啊是啊，娟仔放下筷 子一
陣鼻酸，他們家阿志多乖呦，看到人都會阿婆阿婆一直喊，怎麼會 ―
不對，差點被拐去，阿志現在應該是被打一頓之後吃飯配卡通吧！

噢 ，好啦 ，
―

﹁後來喔？後來就…就挑日子啦 …啊這我就不清 楚啦 。還有啦 ，我最近不知
為甚 肚子痛 得要 死，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病痛 ，是不是要 去檢查
那你什麼時候會回 ―
。﹂電話掛上了。
碎碎拖拖的腳步聲傳來，阿猜走進廚房。

﹁歹勢哪，今天講得有比較久。﹂她 抱歉的 笑著，但自得的 眉眼 卻包覆 那抹
不好意思。

﹁你又來了，別這樣講啦 ，﹂娟仔送了口飯到嘴裡，裝作不經意的 問，﹁你
你知不知道輝嫂那個小孫阿志今天發生了什麼事？﹂
―

﹁噢 我有聽說啦 ，不是說跌 進國小那個池子裡？幸好 沒事，不然輝嫂怎麼受
得了唷。
﹁好啦，碗我收走咯，多謝借我電話啊，來去！﹂
那就好，所以阿志是沒事的吧？如果阿志沒事，誰會是有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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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還多著呢。

§

唉呦
―

﹂
―

的 ，只是大家都不知道。這次 他的 不經心終於被抓到證據，陳老師幫 大家把這段

嘴偷笑。在娟仔吃了阿猜的草仔粿之後，據說實情是，里長怕老婆的樣子是演

出來了啦 ！也不意外，大家嘴不講其實都知道里 長怕老婆，每個知情的 聽了都掩

女人叫聲，詳細聽了，這不是里 長夫人嗎？里 長把他幫 老婆抓龍的 聲音 同步 放送

怪，怎麼一直 有人講話小小聲不知道從哪裡傳來，接著就聽到﹁唉呦

叭可以聽到里 長放送大事件。就可能里 長不小心按到或忘記關掉，大家才覺得奇

那天才好 笑咧 ，里 長家有個擴音 器，柑仔店啦 青紅燈那啦三 四個地方都有喇

了要殺他不惜毒全庄。

那塊三 角地是他的 ，但調解後卻是一人一半，他太氣土水了，甚 至故意放藥，為

闆，帶頭的 是土水，他懷疑因 為自家祖 產和老闆家的 田有一塊分不清 ，老闆覺得

裡，整 庄好 多人中毒，趕夜去掛急診，有幾個到今天還在躺 。一群人決 定去告 老

喝了阿猜的 筍湯之 後，據說實情是，大碗公的 老闆在噴蟲藥﹁不小心﹂噴到冰櫃

賞 ，誰知道小孩子不知節 制，吃得那麼快，肚子著涼，拉了兩三 天才好 。在娟仔

隊要直直 排到路燈那。秀芬帶他兩個孩子去吃冰，算是給小的 月考成 績進步的 獎

天氣比較熱，大家都跑去大碗公那裡吃八寶冰，它那裡便宜又多，晚上排

§

里 長夫人的 慘叫錄下來，準備拿 去警察局。阿猜說，她 從秀芬那聽到，有一次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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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看到里 長夫人衣 領歪 掉，露出內衣 帶，雖然她 急忙把衣 服拉正，但秀芬很確
定自己看到里長夫人的肩膀上都是烏青。

在吃了綠豆湯、刺瓜湯、炒蘆筍之 後，娟仔有點記不得自己 只是被削皮刀剉

破皮還是有一段時間她 其實是沒有食指的 ；有點記不得豬 肉攤那個讀高中的 女兒

是為了男朋友瘦到很苗條還是瘦到住院；有點記不得阿猜她 家那張 太師 椅是被她
自己賣了不錯的價錢還是有人半夜闖空門偷了。

說真的 ，更 後來一點，娟仔也懶的 努力回想哪個消息是真的 哪個是假的 ，反

正如果不是從阿猜口中聽到，就是從別人口中聽到，那媽祖跟 王母也差不多；借

§

了跟搶了也差不多；吸一口氣跟喘不過一口氣也差不多。

§

我有事﹂就掛電話。娟仔急忙跑回家查看來電顯示。

忽然想到前天︵吧？︶下午 有個男人打電話來，劈頭說了﹁今天晚上 別打了

地方？再說她也就這支號碼好記了，不用怕和別人的搞混。

﹁噯憨呆！﹂娟仔貶了自己 一下。阿猜每天都打，哪會需要 把號碼記在別的

盤櫃，冰箱上每張被磁鐵吸上去的紙片都翻過了，就是找不到。

她 自己 跑進阿猜家找，但不管是她 房間的 床頭櫃、客廳電視櫃、甚 至廚房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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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
―

嘟
―

。怎麼就是不接！等等接通之 後第一句話要 說什麼，才不會讓
―

一定是這支，這號碼太奇怪，太多字了。
嘟

他覺得我在騙人？要 用什麼樣的 速度 說，才不會讓他不耐煩急著掛電話？不行，

娟仔急得鼻
―

還不要 接，不行，還沒準備好 ，如果會寫字就好 了，我就可以照念。快接！為什
麼還沒人應聲，等等雖然還沒把要講的內容練習夠，但阿猜都

酸，好 像話筒隨著嘟 聲越漲越大，越大越重，快要拿 不住，她 幾乎想放棄，鬆手
讓話筒掉到地上砸穿地板算了。就在這時候，卡嗒一聲，有人接電話了。

我以為她 只
―

﹁你…你是王麗釵她 兒子嗎？…你要 不要 回來了，﹂娟仔沒有預期自己 會流
淚的 ，只不過是通電話嘛，有什麼必要 緊張 到哭 呢？﹁恁母仔伊
是腹肚膨風…。﹂

評審評語

應鳳凰：把敘述越旋越緊的這樣一個寫作的方式，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
麼樣的容易，而且我覺得相對的是成功的。
季 季：這篇小說在一開始看的時候我是非常喜歡這一篇的，就他的敘
述角度、切入點，我都覺得它是很好的，我尤其覺得在小說的
那種鄉土語言對白的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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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言之年
作者介紹

時候，聽過一個非常奇怪的傳言。

工作中的文字人
沒有太過風光的經歷
只有無病呻吟的詩

小

洪桑柔

參獎

在這個世界上 ，會有三 個和自己 長得一樣的 人。這三 個之 中，一個是鏡中的

倒影，一個是照片中的 自己 ，而剩 下的 最後一個，則是和自己 百分之 百相像的 另

一個人。當遇到那個和自己 相像的 第三 個人時，便會死亡。當然，﹁第三 個人﹂

並不包括雙胞胎這種合乎常理的答案，而是徹底與自己毫無關係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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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這個傳言之中，其實有一部分是我添加的。
經常如此，在聽到一個故事後，我習慣增加點謊言進去。
例如，我舅舅的故事。

我的 舅舅年紀比我媽小了二十一歲，而我媽在二十五歲時生了我。所以，我

舅舅事實上 只大了我四歲。經常有鄰居拿 這件事開玩笑，說我舅舅其實是我媽私

下和別人偷生的 。我舅舅其實是我不能明說的哥哥 ，聽起來非常具有鄉土連 續劇
的氣氛。

小時候，我經常和舅舅搶玩具，並為了無聊的 事情互毆。最嚴重的 一次 ，我

將他的 頭推向 電視櫃的 邊角，讓他縫了五針。那是發生在我小學二年級，他六年

級的時候。後來外婆常常說，就是因為那樣一撞，把我舅舅的腦袋撞壞了。

說他壞了其實也沒那麼誇張 。他只不過喜歡上 他的 體育老師 ，男的 ，在他國
二的時候。
這件事，其實只有我知道。

大概從那時起，他開始注意起自己的 髮型與衣 著，常一大早對 著鏡子吹整 梳

燙，制服永遠親自熨燙，乾淨潔白，身上散發肥皂、痱子粉以及洗衣精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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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也在那時候，同學間開始流傳一個奇怪的傳言。

據說在半夜的 時候，會有一個肥胖的 怪阿姨，穿 一身綴滿蕾絲的 蓬裙 ，在附

近的 運動公園裡跳舞。據說她 跳的 是類似芭 蕾的 舞蹈。跳舞時，身體會像下雨般
爬滿汗水，飛旋的汗珠甚至會濺在路過的人身上。
﹁聽起來很噁心吧！﹂

我的 同學 這麼對 我說。他的名 字在多年後已 經被我遺忘。但是，他說這句
話時苦笑的表情，卻一直烙印在我腦海裡。

§

而低沉的 嗓音 。他們會私 下在任何地方接吻 ，體育器材室、游泳池、教室或籃球

他的老師深愛著他。做愛時飢渴而猛烈，興奮時會默唸他的名字，以沙啞

短小得像顆花生。

舅似乎對 於陰莖的 大小沒有過分的堅 持，因 為依據他的 說法，他體育老師的 陰莖

的 漫畫 會有男男版本的 ，劇情大同小異，只是巨大的 乳房換成 硬挺的 陰莖。我舅

黃色漫畫 通常免不了激烈的 床戲、巨大晃動的 乳房及 怪異的 道具。偶爾他帶

過短且稀少。我邊敷衍回應，邊埋頭看他帶的黃色漫畫。

那天他躺 在我的 床上 ，瞪著自己 隨身攜帶的 圓形鏡子，喃喃嫌惡 自己的 睫毛

§

A

我舅舅第一次畫睫毛是在我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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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老師 喜歡 以健壯的 手臂從後方環抱他，最敏感的 部位是後頸。他們經常一起
去看電影，在漆黑的電影院彼此手淫。

那天，他像往常一樣不停說著與老師約會的過程。他所述說的約會過程通

常與漫畫上 看到的 差不多，充滿浮泛台詞 與脫離常軌的 浪漫劇情。但那天他說著

說著便沉默下來。我專心注視著漫畫 紙頁上 印製的 扭曲人體，一邊小心的 吞嚥 口
﹁他要結婚了喔。﹂他說。

水。房間裡只聽得到電風扇抽動空氣的聲響。
﹁喔。﹂我點了一下頭。

他坐起身注視著我。之 後長長的吐 了一口氣。那真的 是非常長的 一口氣，長
到我覺得他的肺會被榨乾似的。
﹁喂，我姊有沒有睫毛膏？﹂

這種事我當然不可能會知道。於是，那天我和他溜進了我媽的 房間，在梳妝

檯前找出睫毛膏。當他顫抖著手指將睫毛膏刷上 睫毛時，我感覺到有什麼變得不

大一樣。或許 是空氣的 流動方式，或是房間內光線的 明暗，或許 是他的 沉默。總

而言之 ，有什麼東西改變了。當他轉過頭來時，眼 皮上 沾染了班雜的 睫毛膏，眼
角還有暈開的黑影。但他笑得十分開心，眼睛瞇成一道細縫。

33

﹁好不好看？﹂他問。
﹁醜爆了。﹂我說。
後來，舅舅在升高一的那個暑假失蹤了。

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麼時候消失的 。在一個寧靜的 早晨，外婆一如平常在五點

半時起床，到附近的 公園做體操。或許 是因 為前天晚上 下了場雨 ，外婆感到全身
被濕冷的水氣包裹。

之 後她 回到家中，在平底鍋中注入 沙拉油，並打了顆 雞蛋，注視著透明的 蛋
白逐漸凝結為乳白色。在那瞬間，外婆注意到有什麼事不對勁。

她 回過頭，看到窗外開始降下細弱的微雨 。而一旁 雪白 牆壁上 掛著的 時鐘，

外婆皺起眉頭。鐘不知是什麼時候壞了。缺少時鐘一點一點啃咬 空氣的清脆

指著兩點半。

聲響 ，外婆意識到整 間房子是如此安靜，安靜得讓人窒 息。那樣沉重的寂 靜幾乎

會把人的 內臟給擠碎。她 注意到，那樣的寂 靜正是讓她 不安的原因 。於是她走向
舅舅的房間，門是半掩著的。

舅舅的房間一如往常乾淨而整齊，沒有異狀，唯一的差異就是他消失了。

毫無任何徵兆。他在一個寧靜的 早晨，伴隨細弱的微雨及 死亡的 時鐘，消失
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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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筆。書架上只擺放了幾本書，每一本都端正直立，

舅舅潔白 柔軟的枕 頭，放在摺疊得四方端正的 棉被上 。書桌擺放著鐵製的 鉛
筆盒與削得極為尖銳的

沒有歪 斜。房間飄散著一股 輕柔的 洗衣 精與肥皂揉合的 氣味 。雪白的 牆面上 沒有
吊掛任何照片或海報。除了必需物品之外，他的房中別無它物。
至少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如此。

外婆不知道的是，在舅舅乾淨整齊的房間裡，其實藏有秘密。在床墊下、

在衣 櫃與牆壁之 間的 隙縫間，藏著幾張 小心剪下來的 剪報或雜誌。那或許 是咬 著

自己 手指，相貌俊美的 男子，頭髮濕黏貼於臉頰上 ，扭著帶有明顯肌理線 條的 身
軀；或許是渾身赤裸的男子高衩雙腿，以帶有皮手套的手護住胯下。

那是他的秘密。他將它們折疊整齊，之後悄悄的隱吞於黑暗縫隙之中。

有時候我會想，那秘密就像被荊棘包裹的城堡。隨著時間越久，那荊棘的尖刺

越是鋒利，到最後終於吞沒整座城堡，將城堡擠碎。但是其實原本應該是很簡單的

事的。只要一開始有誰願意去斬開荊棘就好了，在它還沒成長得那樣茂密之前。

不論如何，舅舅失蹤了。我們能做事的 都做了。登報搜尋、四處張 貼尋人啟
示、報警。各種方法都試過了，依然找不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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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

在舅舅失蹤後，我才發現除了他之外，自己根本沒有能夠好好說上話的對

於是，﹁追捕行動﹂就這麼開始了。發起人就是那個我不記得名字的同學

象。而我能做的補救方式，就是開始積極地與同學一起行動。

們過很久才了解那是開啟卡式收音機的聲音。

那就像是空氣被戳破一樣的 古怪聲響 ，緊接著是一陣模糊而沙啞的音樂 。我

時，忽然聽到非常古怪的聲音。

連路都走不穩，滿心只眷戀著床與枕頭。但那天當我們走到鄰近出口的溜冰場

那大概是在深夜三 點半的 時候。我們幾個人通常找到三 點便到達 體能上 限，

直到第六天晚上，我們終於找到了她。

逐漸濃厚的黑眼圈。

然而追捕行動並不順 利。我們找了好 幾天都沒看到跳舞阿姨，唯 一收穫只有

筒在偌大的公園裡遊晃。

滅明滅，不時還有蝙蝠在樹叢 間飛梭。我與Ａ，以及 其他兩個同學，手持著手電

骨悚然的 事情。但我還是瞞著媽在半夜溜了出來。深夜的 公園只有微 弱的 路燈明

對 當時才念小學五年級的 孩子來說，半夜去尋找詭異的 跳舞阿姨是件令人毛

。他在一天放學後找了班上幾個男生，要去尋找傳說中詭異的跳舞阿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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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就看到了。

在路燈照耀下，溜冰場反射著極度 刺眼的 雪白 光線 。而溜冰場中央，站立 著

一個頂著粉紅色假髮的 胖阿姨。她的 臉塗得極 為死白 ，手臂粗 壯，水藍色的 紗質
蓬裙下一雙壯碩的腿正來回扭動。

她 跳得很難看，像隻笨拙的 熊擠進芭 比的衣 服。音樂的節奏 與她 狂野的 扭動
毫不搭配。她不時發出奇怪的呼喝聲，晶亮的汗珠在地上閃閃發光。
與其他兩人都發出怪異的抽氣聲。他們似乎在憋笑。

然而，就在他們討論接下來該做什麼的 時候，那阿姨忽然停下來，轉頭將視
線直直的掃向我們躲藏的矮樹叢。
﹁你們在看什麼啊？﹂

阿姨的 嘴唇微微噘 起，似乎正在裝可愛。然而她 低沉粗 啞的 聲音 卻在我的 耳
邊震盪。
那阿姨是個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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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男人緩緩走 來，彎下腰看著我們。一層青色的 鬍根在他死白的 臉頰上 漫佈，

紅唇與深紫色眼 影都被汗珠沾得晶亮。睫毛膏在眼 皮上 結塊，每眨一下那結塊就
微微晃動。
﹁欸，你們覺得姊姊我好不好看？﹂
他問。
﹁醜爆了。﹂
說，同時拿起一塊石頭往穿蓬裙的男人臉上砸去。

男人原本 死白的 臉瞬間濺滿血色。他蹲下來抱著頭哀叫。然後 ，以及 其他

A

人，就衝上 去一腳一腳的 踢他的 臉、肚子還有下體。他們撕扯 男人的 假髮，暴露

A

織著。

底下的地中海禿頭。 開始大笑，尖銳的笑聲跟錄音帶撥放的悠揚音樂詭異的交

然後， 轉過頭，拿起石頭遞給我，說：

A

我的舅舅後來回家了。在他失蹤一個月之後。

欸，快點，你過來打爆這他媽死變態的腦袋，給他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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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的 消失一樣安靜而沉默，他再次 回來是在一個潮濕的 夜晚。身穿 泛黃的

學校制服與黑色長褲，腳上的 皮鞋已 磨損破爛。除此之 外他並沒有什麼差異。他
只是安靜的回來，倒在我的床上。
我問他到底去哪。他微笑看著我，說，去殉情啊。

他的 體育老師 死了。他說。死在自己的 汽車中，引廢氣自殺，沒有遺書，沒
有原因。就這樣在一個安靜的夜晚孤獨的死了。
宛如鄉土連續劇的劇情。
然後，舅舅跟我說他的夢境。在夢裡他親眼見到體育老師如何死亡：

沉靜的深夜，街上行人稀落。那男人蜷縮在自己的轎車之中，將額頭輕靠

在方向 盤上 。他在衣 袖之 間嗅 出漂白 水的 氣味 ，記起自己劃 開游泳池水時手臂深

處傳來的 緊繃、將頭浮出水面時瞧見的 紛飛水花，以及 池水深處輕柔搖盪的 光與

他閉起眼 睛，腦海浮現他將擁有的未 來：在模糊的清 晨與濃稠的 深夜，他會

影。在棗紅色的操場跑道上，他感到身後有模糊的人影。他們出現，之後離去。

一次次 在妻子的 身軀旁 睜開雙眼 。妻子的 鼻息與夜晚的 律動融合，化作陣陣遙遠

的鐘聲。鐘聲是由遠而近的。在某個他無法摸索的彼方，有古老的巨鐘在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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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睜眼的 時候，他却身陷在漆 黑之 中。黑暗濃濁地黏附在他視網膜的 每一

個角落 ，甚 至連 自己的 手指頭都看不到。他摸索 著身旁的 每一樣東西，但所有事
物都溶化於黏稠的黑暗之中。他摸到的，不過是柔軟的黑暗。

就在這時，他聽到嘈 雜的 人聲，聽到盛夏的 陽光粉碎。他站在操場中央，雙

足裸露踩踏 於及 膝的 雜草之 中，低頭注視操場土壤之 下埋藏的 古老巨大遺骸。雨

水磅礡而激烈地切割起他混濁的 意識。他感到自己 逐漸溶解，在闔眼的 瞬間悄悄
滑入一道極深的黑暗裂縫之中……

舅舅的眼淚落在我的枕頭上。是黑色的。他的睫毛塗了厚厚的睫毛膏。
欸，你覺得我好不好看？
我沒有回答。
我睡著了。
就這樣，故事說完了。
通常當我跟其他人談起舅舅，故事就是說到這裡。
但是，這個故事之中其實暗藏了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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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人們所謂的真實呢？
真實是舅舅眼睛上斑斕的黑影與濃稠的結塊。

真實是，他與老師之 間的 戀情，激烈的 性愛，沙啞的 嗓音 ，輕柔的吻 ，健壯
的手臂，敏感的後頸，以及黑暗之中的手淫，其實不曾存在。

體育老師 在我舅舅面前最為裸露的 時刻 ，只有在上 游泳課的 時候。注視著老

師 身著四角泳褲，皮膚黝黑，腋毛濃密粗 黑。那就是我舅舅所能擁有最大極 限的
幸福。

真實是，他的 體育老師 婚姻 美滿，還有兩個女兒。偶爾，我還會看到他們全
家人在公園裡頭散步。
真實是，舅舅在自己的世界裡與幻想的愛人談著不存在的戀情。

他在臉上抹粉，對著鏡中的自己露出微笑。他在體育器材室、游泳池、教

室、籃球場，以及漆 黑的 電影院之 中，親吻 自己的 影子。他將足踝深踩於操場的
土壤之中，在游泳池裡抓摸虛幻的光光影影。

舅舅失蹤一個多月後，在我們家後山的廢棄鐵皮屋裡發現已成為乾癟的屍
體。他身上唯一帶著的東西，是我母親的睫毛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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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腐朽的臉上，流著黑色的眼淚。
他回家了。但是我再也無法和他說話。
我的舅舅並沒有說謊。在他的世界裡，那是真實的。
我說了謊。但是，人們真正愛聽的其實是屬於謊言的部分。

一個完美的謊言，必須隱藏於龐大的真實背景之中。一旦有了真實做為襯

底，謊言便擁有了力量。到最後，真實將被謊言所取代，甚至比真實更為真實。

因 此，我們擁有了另一個真實。它是光與影，隱晦的 死亡，盛開的 花朵，古

老的 鐘聲。是巨大的 遺骸，是降臨在黑色海面的 點點細雨 。是至死不渝，是永恆

不老。我的 舅舅在那個真實中與他深愛的 男人隱密的 相戀，而後分離。他的 故事

但偶爾，他會出現在我的夢裡。

把丟開 遞給我的石頭，將男人從 的腳下救走。我拉著男人的手一直奔跑。男

我不記得那天最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真的 不記得了。但是在夢裡，我一

§

將成為一則神話。

§

穿著蓬裙的男人後來不再於公園出現。

§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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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臉像花朵般絢爛多彩，萬花筒似的變化，黑色的眼淚一滴一滴落在雪白的
地上。
但真實是，真實是什麼呢？
﹁噓……﹂男人握緊我的手。他有著跟舅舅一模一樣的臉。
﹁有些實話還是不要說比較好喔。﹂
啊，原來，那男人，就是舅舅的﹁第三個人﹂。

每當我夢到這個夢的時候，就會想起舅舅第一次塗睫毛膏的那一天。在昏暗的

房間裡，他抖顫著手替自己的眼淚描畫上漆黑的顏色，回過頭時露出欣喜的微笑。
那天的他其實美極了。
在那之後，我再也不曾看過更美的人。

評審評語
季

季：在意識先行的底下，他的寫作的技巧非常好，我投他主要是投
他的寫作技巧，他的基本功完全沒有問題，它的結構也鋪陳得
很好，層次也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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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房
作者介紹

一

游善鈞

佳作

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現就讀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創所二年級。瓦解詩 社
成員。

近

日，不曉得什麼緣故，牆壁上忽地浮現出一塊水漬，一開始只是隱隱約
約的，於是也沒多想，直到隔了一段時間以後，當我再次察覺時，已經
成為再也無法忽視的汙漬了。

你指著那塊汙漬對 我說：﹁這東西是從哪裡來的 ？﹂這種說法，就好 比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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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對 方家住哪裡一樣自然。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才適切，我和你一同愣視著那塊水
漬。我不知道。

最後，當你發現那塊汙漬正確實地愈長愈大時，你終於再也無法容忍，抓住我

的手臂，將我拉到那道牆壁前：﹁趕快把它處理掉，要不然影響到小孩，讓她生病

了怎麼辦？﹂指甲險些掐穿我的肌膚，你撇過頭，壓低了頸子，對她這麼說。

二
家裡又空無一人了。
這麼說或許不怎麼貼切，應該說家裡除了我之外，就沒有其他人了。
或者精確地該說是懷孕以後
―

你要 我
―

以前我也曾經有過工作，結婚之 前，我一直 在一家房屋仲介公司上 班，想來
也有六七年左右的 資歷 吧！結婚以後

留在家裡安心待產，像是終於找到了藉口能將毒瘤似的 公司 從我身上 拔除，而當

我產下她之 後，你溫柔地哄 我先待在家裡坐月子，好好 調理 身體，而當我坐完月

子，你又順 勢說孩子還小，說服我先留在家裡，照顧孩子一段時間後再 返回工作
崗位。

像是市面上 隨處可見的 點頭娃
―

但當我將孩子拉拔到了一定的 年齡，真正想回
―

一直 以來，我都是按照你告 訴我的 話去做
娃，只要 輕輕一碰 就答應答應

45

到公司的 時候，才愕然發覺，整 個大環境早已 變得和以往都不一樣，而我再 也無
法回去了。

三
我微微屈著背杵在牆壁前，像個被處罰的學生。

只要約略抬起頭，那塊汙漬便會猶如鬆開手的海綿般，遽然膨脹，塞入視
線中。

直 到將手用力捏緊，才發覺原 來手裡真的握 有一塊海綿。也許 是因 為已 經使

用了一段時間，所以摩擦著掌 心的 感覺有些粗 糙，像是黏附著一塊乾掉的 麵糊似
的，儘管一開始不大能習慣，久了卻也沒了感覺。

終於想起自己之 所以站在這裡是為了什麼，我掐緊海綿，抬起手臂，開始擦
拭牆上的水漬。

十幾分鐘過去了，我往後退了幾步 ，以便審 視整 面牆壁。這面牆壁在家中的

位置，處於陽光照射不著的 偏僻地帶，之 所以會被你發現這個不明顯的 地方浮現

了一塊汙漬是因為某日她扯著你的袖子說爸爸爸爸你看你看這裡躲著一個人。
這裡躲著一個人。

我不禁想像，如果有一天，那塊水漬真的 化為了一個真真實實的 人，和她 一
樣，莫名地出現在這個家裡，一切究竟還能變得怎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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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回過神來，發現眼 前的 汙漬根本 沒有變淡的 跡象，那麼，這段時間以來
我一直在猛力擦抹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四

在她 出生以前，我們曾一起去屏東枋寮出遊過。還記得某日午 後，我們在一

片沙灘上 並肩漫步 ，陽光崩解似的 ，大片大片地斜插在我們四周，而海面也像是

碎玻璃般 閃閃發亮，除非斷然閉起雙眼 ，否則縱使再 如何收縮瞳孔，仍舊是燦爛
得刺眼。

沒有切斷視線 ，我們一齊瞇細了眼 ，身後的 腳印，籠罩在從頭頂直 灌而下的
陽光中，只有隱隱約約的陰影邊框，是一道細細的、看不真切的輪廓。

然後，那幅景 象突然竄進眼 裡，顧不得猛烈日光，我張 大眼 睛，想看清 楚眼
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那是一群赤 裸著上 半身、只穿 著一條短褲的 男子，他們倒立 著，將頭埋在沙

子裡，凹折身軀，繃滿肌肉的 雙腳直直 指向 前方。霎時，我覺得這群無頭男子，
中貼黏住、占據了一角，偶爾回想起來，仍感覺恍恍惚惚，模模糊糊的。

肯 定是在進行著某種神秘的 宗教儀式，這幅畫 面，像是曝光過度的 照片在我腦海

事實的 真相是，那根本 無關儀式無關宗教也一點兒都不神秘。那時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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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魔似的 往前狂奔

往前，再 往前
―

直 到跑到他們的 側面時，我們才倏地停
―

下了腳步 。原 來那是蛙人部隊在這片沙灘進行特訓，若是再 往前走 一些 ，走 到他

們的 正對 面，便能清 楚看見他們用附著著堅 韌肌肉的 背頸緊貼著沙地，雙腳刺槍

般直 挺挺地戳往前方，用力凹折著頸子維持全身平衡，而倒轉的 小小頭顱以及 錯
位的眉眼正扎實地注視著我們。
這是極其清晰確實，可我卻不想記住的一部份。

垂下握 著海綿的 手，海綿唯 一吸 收的 水分只有從我手心擰出的 汗，想像著細

緻鹽分在上 頭結晶了以後，整 塊海綿變得閃閃發亮，彷彿那年刺入眼 底如碎玻璃
般絢麗的海。

用力眨了眨眼睛，對於那塊愈趨明顯的水漬，我不想承認，自己的確束手
無策。

五

﹁為什麼那塊汙漬還在？﹂你指著那塊水漬質問我。如果不是她 ，你根本 不

會發現這塊水漬的 存在。我甚 至以為，如果不是她 ，這塊水漬壓根兒不會出現在

這棟房子裡。當我正想說服自己的 想法過於偏激時，你卻又接著說：﹁為什麼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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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汙漬還在？﹂我微微 低垂了頭，忍住差一點就脫口衝出的 話
一句話也沒說。
―

我怎麼會知道
―

﹁算了，明天再 處理 吧，孩子應該餓 了，先開飯吧！﹂站在流理 台旁 ，正俐

落 切著紅蘿蔔的 我一面剁一面輕聲地有韻律地反覆 復誦你剛才說過的 話。你和她

在我身後用餐，胡亂聊著學校裡千篇 一律的 瑣事，而我，彷彿只需要提 供一道背
影便能稱職地扮演好這個角色。

﹁媽媽怎麼還不來吃飯？﹂像是忽地想起什麼，她 開口問道，那瞬間，我能

清 楚感受到她的 視線 射向 我的 背部，我切菜的節奏 頓時亂了套，而在我口中你曾
說過的話也變得荒腔走板。
﹁還有一道湯。﹂用走調的聲音，背後的你這樣回答。

六

在我們睡前還會一起閱讀或者有一句沒一句地交換生活瑣事的時候，曾經

在雜誌上 看過這麼一幅壁畫的 拓印，也許 是解析度 不夠高，也可能是印刷不夠精

緻，上 頭的 圖片模模糊糊的 。儘管如此，所幸 下面附有詳細的 敘述，裡頭說明了

或者，應該說是關於大禹和啟的 故事
―

還依稀記得故事是這樣的 ：大禹和妻子塗山 氏約定好 以鐘鼓為示，
―

壁畫 內容描繪的 是大禹和塗山 氏的 故事
更為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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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可以送飯的 時候，大禹便敲一下鼓。然而有一次 ，當大禹為了鑿山 疏道而化

身巨熊，在山 嶺間來回跳躍，其間卻不小心敲到了鼓面，當時有孕在身的 塗山 氏

趕緊前去為大禹送飯，但當她 看見大禹的 這種模樣時，卻因 而化成 了一座石雕。

見到此景，大禹對著變成石雕像的塗山氏嘶聲大喊：﹁還我子 ―
還我子 ―
﹂

覺得很有意思，但當我將這篇文 章拿 給趴在我身旁的 你閱讀後，你只是說：
﹁可憐的孩子，就這樣被犧牲了。﹂

那張圖片霎時宛若遭到劇烈曝光般，又變得更加模糊難辨了。這讓我頓時

愣住，不曉得究竟 該不該告 訴你，故事的 最後，聽到大禹的 深切呼 喚，啟破石而
出，變相地殺死了自己的母親。

七

這裡唯 一的 光源，是從門縫微微 滲入的走 廊燈光，整 個房間像是被水漬所吞
食似的，幽幽暗暗。

有時候，杵在床邊，垂眼 凝視著熟睡中的她的 側臉，無論真實比對之 後會有

百分之 多少的 相像，總會錯覺我們果然是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 。剛升上 小學四年

級的她 ，床尾擱著最近新買的卡 通書包，架上的 字典整 齊地夾著一張 書籤，書桌

整理 得乾乾淨淨，一絲不苟的 生活習慣和那時候同樣年紀的 我大不相同，而這或
許也是我們最明顯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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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黑白交界處，我望著逐漸被更深沉更濃密的灰階淹沒的她，我清楚明白，

一開始之所以想生孩子，全是為了複製一個小小的你，而非創造出另一個自己。

我逃離般 退出那塊水漬那間暗房，匆 忙跑回你早已 熟睡的 房間，試 著將自己
倒轉，用力將頭整個藏入棉被。

八

你和她一起出門後，我又得獨自一人站在那塊汙漬前面，手裡空無一物。

我真的 不知道，該用什麼東西才能將這塊水漬徹底清 除，這塊水漬就像是寄

生蟲似的寄宿在這個家，怎麼也無法消滅拔除，除非宿主消失，亦即死亡。
但是一個家庭要怎麼樣才能、才會死亡？
思索的同時，手捏得更緊了些。

之所以會選擇繼續站在這裡，無疑是為了給你一個交代，如此一來才能坦蕩

蕩地回答：﹁我已 經試 著努力過了。﹂但是我知道你不會相信，即使相信了，你

﹁找人來處理 吧，如果妳無能為力。﹂對 某些 人而言 ，這種程度的 水漬一定

也絕不會說出口。

可以輕易解決 ，或許 還會在心底暗自嘲諷地說連 這種芝 麻小事也值得大驚小怪甚

至束手無策之 類無關緊要的 風涼話，而我寧願相信那是他們仍未 發現存在於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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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那或大或小或深或淺並且無法徹底消除的水漬。

這天，和往常一樣注視著這塊汙漬時，我忽地將從前總蜷縮起的雙掌向外

擴展，張 開了虎口，將食指和拇 指用力繃緊伸直 ，各自形成 一個直 角，然後將兩

邊接合，成 為一個方框 子。接著，抬平了手臂，像是照相般 ，框 住了眼 前那塊水

漬，日益成 長的 水漬塞 滿了整張 照片，溢 出邊框 ，積窪在眼 底的 混濁方格，宛如
一個沒有盡頭沒有光亮的房間。

垂下，再抬起，垂下，再抬起。如此反覆，讓水漬一會兒是人，一會兒是

房間。如果讓她 見著了，大概會用那童稚的 聲音 拔尖地喊叫：﹁那個人躲進了房

間、那個人躲進了房間！﹂而後，我恍若能聽見你這麼應答：﹁既然已 經躲了起
來，那就別再理會了。﹂

九
想起了一件往事，是我即將從大學畢業的那一年。

下學期剛開學，從漫長假期中返回學校的 我，意外發現整 棟宿舍像是流汗似

的 ，潮濕得令人驚訝，四周牆壁佈滿了一塊一塊或淺或深的 水漬，彷彿某種前衛
的藝術表現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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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時間，總會聽到一些 謠傳，說某些 汙漬正在改變，愈來愈有人體輪廓的

錯覺。後來，甚 至有這種說法，說每塊水漬後，都存在著另一個時空的 房間，而
裡頭，都躲著一個人。

或許 是對 種種臆測有了反應，從某些 地方開始滲出水來。有時候是從天花板

上 細長扭曲的 裂縫，有時候則是從壁面上 彷彿旱田般的 乾裂疤痕 ，濕氣無孔不入
終於，學校有了行動。

地滲透，整棟老舊宿舍似乎隨時都會傾頹毀塌。

一日早晨，一班工人大剌剌地踏 進女生宿舍，抓起各類重金屬工具，演奏 起

一首首嘈 雜暴力的 震耳搖滾樂 。為了找出源頭，他們鑿穿 了那片早已脆 弱不堪的

牆壁，令人感到失落的 是，裡頭並不存在著任何房間，自然也沒有任何人能躲在
裡面，之中有的只是一條條粗重厚實的管線，宛若這棟建築物的血管。

濕氣變得更 嚴重了。在將壁面徹底補好之 前，平日陰暗的走 廊變得愈加朦朧
迷幻，令人有時不禁恍惚思索著穿越這裡之後，究竟會抵達哪裡？
那麼這個家，究竟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用來敲破這面被水漬占據的牆？
而當這面牆被徹底打穿後，裡頭又會存在著些什麼呢？

我伸出手，一面思索 一面沿著水漬的 輪廓遊走 ，指尖小心翼翼地避開，明明
是潮濕的，卻感覺自己反而像是怕被燙著似的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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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鬆全身肌肉，頭低了下來，雙手也自然地垂落 了下來，前後擺動後逐漸縮

小幅度 趨於靜止。也許 還是有極 其細微的 晃盪 ，若是將注意力全副投注在指尖上
頭，便會有種刺刺麻麻的、類似輕微觸電又或者摩娑靜電般的感覺。

低垂的 視線 ，地板 隱約浮現出一小圈一小圈的 水漬，我知道那裡頭並沒有存
在著任何房間躲著任何人。

十

並不是刻 意想記起，只是那一小顆 一小顆的 水漬，令我不禁回憶起她 剛滿月
時發生的一件事。

不曉得為什麼，那幾天她都睡得格外不安穩，半夜總會突然嚎啕大哭。理

應是由我去安撫的 ，但或許 是一整 天照顧孩子的 緣故，我怎麼也無法提 起勁來哄

她 ，只是在床上 抵抗似的 來回翻滾，對 於這樣的 我，你並沒有說些 什麼，而是兀
自爬下床，將她抱在懷裡細心地疼。
一般時候，女人應該都會對男人的這種舉動感到貼心。
應該是這樣才對。

當她 終於安靜下來後，你躺 回床上 ，將身子側向她 那一邊，以為提 供一道背
影就能扮演好這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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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熟睡後，我躡手躡腳地爬下床，就著外頭不知打哪兒來的微 光，拉開梳

妝台的 抽屜，從中翻出一瓶指甲 油。然後，我跪在你的 腳邊，將你露在棉被外的
腳指甲一一塗抹。

光線 不足的 房間裡，看不出指甲 油本 來的 顏色，只能看見你像是正被黑暗一

點一點地吞噬、淹 沒，儘管看似拙劣，卻是當時的 我唯 一能想到，讓你躲藏起來
的方式。

十一
真的束手無策了。

地板上的 水漬已 徹底乾涸 ，結成 透明的 、能夠輕易摳除的 痂，但牆壁上的 水

早該這樣說服自己
―

撫摸著微微 濕潤滑膩的 陰影，我試 圖使勁往前推，然後，或許 會發現一間
―

如果將之 視為一塊胎記，也許 我便能心甘情願地觸碰

漬即使刻意忽略，仍會持續成熟長大。
了

遠比外觀狹窄的 暗房，讓我能每日每日，在你和她 回家以前，安靜地躲在裡面，
搓洗關於我們兩人過往的所有記憶，儘管只是模模糊糊的，看不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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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評語
楊

照：我覺得從我自己變成是說從女性想像的母職的觀念上面，我覺
得這小說有滿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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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頭鯨
作者介紹

連俊超

佳作

父七十歲大壽那天，像往常一樣對我們講述了曾祖父大戰座頭鯨的故事。

一

畢業於經濟學專業，文字愛好者，讀書寫作如同植物之光合作用，力圖以小說抵達
真實。

祖

祖父七十歲大壽那天，像往常一樣對我們講述了曾祖父大戰座頭鯨的故事。

那時他們住在海邊的 一個漁 村，我的祖 父還是個孩子，我的 曾祖 父常年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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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布面罩出海捕魚。他之 所以蒙面是因 為他害怕兇猛的 海神會看見他的 模樣。遇

上 座頭鯨那天，我的 曾祖 父照常帶著他的 黑布面罩。那是他第一次 遇見座頭鯨，

他興奮得嗷嗷叫。鯨魚在漁 網中掙扎時，他已 經想像出了將鯨魚帶回漁 村時的 勝

利場景 。可他沒有預想到，他小小的漁 船竟 然拖不動巨大的 座頭鯨。座頭鯨使出

渾身解數，將他的漁 船向 深海拖去。附近海域的漁 民們都看到了我的 曾祖 父被座

頭鯨拖走的 情景 ，他們向 曾祖 父的漁 船靠近，試 圖幫 他一把。但海上 驟然刮起了

大風，海面變得怒濤洶 湧，重重迷霧從天而降，原本 平靜的 大海瞬間變得面目 猙

―

獰，像是陷入 了一個不可捉摸的噩 夢。當霧靄消散之 後，人們已 經看不到我曾祖

父的漁 船了。他們有人說那隻座頭鯨是海怪的 化身，有人說它是海神的 坐騎

好 奇的 海神想看一看這個整 天以黑布蒙面的 人到底長什麼樣子。無論怎樣，我的

曾祖父再也沒有回來，他被那隻體型龐大的座頭鯨拖進了浩瀚而神秘的太平洋。

這是祖 父講過次 數最多的 一個故事，他常常講得熱淚盈眶 ，他說：﹁你曾祖

父曾經答應我，當我十六歲的 時候就帶我上 船捕魚。可我還沒長到十六歲，他就

被鯨魚拖走 了。﹂他說我的 曾祖 父可能至今仍在廣袤的 太平洋上漂 流，他相信那

隻座頭鯨最終能夠掙脫漁 網，但我的 曾祖 父已 經在一片深藍中迷失了方向 。祖 父

希望有一天自己 能回到海邊生活，他要 每天出海捕魚，同時尋找我的 曾祖 父；他
要在海邊建一座燈塔，為曾祖父照亮回家的航道。

大壽那天，祖 父講完故事，試 圖從躺 椅裡站起身來送客，可他發現自己的 雙

腿竟 然不聽使喚了。他讓眾 人閃開，努力要 自己 站起來。他掙扎了半天，終於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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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地擺脫了躺椅，他氣喘吁吁地說：﹁我的齒輪壞掉了。﹂

祖 父患上 了骨質疏鬆症。比骨質疏鬆更 可怕的 是，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的 身體

老舊了，他覺得自己 需要 修理 了。幾天之 前，他還在向 我展示他胳膊上的 肌肉，

可突然之間他就無法站起來了。他顯然無法接受自己迅速衰老的事實，他很沮

喪。他翻出家裡的 螺絲刀、鉗子、銼子，然後他撩起褲腿，將膝蓋袒露出來。面

對 枯瘦的 膝蓋，他無從下手，他顯得既茫然又失落 。然而，他並沒有把那一套修

我的 母親對 此
―

理 工具放回去，他開始尋找家裡一切需要 修理的 東西。他給陽臺上的 幾把廢舊椅
子安上 了新的 木腿；他修好 了廚房那隻總是滴答作響的 水龍頭

極 為惱火，因 為他切斷了免費的 水源；他依靠自己的直 覺調整 了鐘錶的 秒針，此

前他一直說家裡的鐘錶慢了八秒，因為這八秒我們家的生活總是趕不上別人。

祖父仿佛著了魔，他像電工一樣在腰間別著一套修理用具，滿屋子尋找壞

掉的 物件，為此他常常忘記吃藥。當他把我床下那個廢物箱 裡的 玩具全部修好之

後，他歡 快的 時光到頭了，這個年輕時在碼頭上 當過修船工的 老頭再 也找不到什

麼東西修理 了。他像饑腸轆轆的 掠食動物一樣兩眼 放光，像機警敏銳的 老鼠一樣
翕動著鼻翼嗅來嗅去。

有一陣子，母親總是抱怨馬 桶無緣無故地壞掉。我懷疑這是祖 父搞的 鬼，因

為他每次 興高采烈地把他那套工具攤開在廁所地板上 時，都像要 做一件預料之 中
的事情。

祖 父修理 東西的 時候，我就像跟 屁蟲一樣尾隨著他，但我始終無法像專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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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一樣為祖 父這個高明的 外科醫生遞上 合適的 工具。祖 父伸過一隻手說：﹁尖
嘴鉗子！﹂
我說：﹁什麼是尖嘴鉗子？﹂
他說：﹁十四號扳子！﹂
我說：﹁哪個是十四號的？﹂
他說：﹁你到一邊玩去吧！﹂

我不去一邊玩，沒人願意跟我玩。只要我湊到一群孩子身邊，他們就說：

﹁你到一邊玩去吧！﹂他們還沒我大，但他們不願跟 我玩。我已 經十五歲了，但

醫生說我的 腦袋將永遠停留在八歲。我是個被剩 下的 人，那些 和我一樣大的 孩子
早已走遠，只剩我自己站在童年空蕩蕩的道路上。

也許 我本 不該來到這個世界，這樣就能讓母親少一些 抱怨。母親似乎對 我們

的 生活厭煩透頂，但我們像鋼筋 柵欄一樣圍困著母親使她 無法掙脫，她 只能沒完

沒了地指責父親。祖 父熱衷 於修理 事業之 後，她對 父親的 指責增加了新的 內容。

母親說這是老年癡呆的
―

她 說我的 出現是我們家族的 必然，因 為她 發現我們父親家族裡每一代都要 出現一
個怪人。
我的曾祖父蒙面捕魚並被鯨魚拖走。
我的祖 父總是故意搞壞一些 東西以便讓自己 修理

症狀。祖 父從不喜歡 到樓下的 公園裡玩，那裡的 老人們都在抖空竹、拉二胡。祖

父說他永遠也不會加入到他們中間，因為他們是一群臣服於衰老的懦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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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叔叔是個邋遢的畫 家，他總是要 我們給他講夢，他說他要 把這些 夢畫 出

來。他最喜歡 我的 夢，因 為我的 夢總是亂七八糟不著邊際，而我覺得他的畫 比我
的夢還要糟糕。

怪人基因代代相傳並且不斷進化，因此到了我這一代誕生了我這個十足的

傻瓜。對 了，還有我的 姐姐。我姐姐雖然不傻，但她 也沒按照母親的 旨意過上 循

規蹈矩的 生活。她 十九歲時和幾個女孩組建 了一支以嘶吼和尖叫博取 喝彩聲的樂

隊，並且 以巡演的名 義背著吉他離家出走 。幾年後她 叼著煙出現在家門口，背上

的 吉他換成 了一個正在哭 泣的 女嬰。她 把孩子交給母親以後就整 天坐在樓下和一
群滿嘴髒話的女人打麻將。

從此，我當上 了舅舅，我的 小外甥女尖銳的哭 聲填滿了我們的 房子。她 除了

抱著奶瓶的 時候稍微 安靜一會兒，剩 下的 時間總是在哭 ，即使抱著她 滿屋子轉悠

她 埋怨自己 當初瞎了眼 ，
―

後也會像我的 姐姐一樣桀驁不馴。母親對 所有人都失望了，她 把我們一個不漏地

她 也從不停歇，只有抱著她 出門才能讓她 感到滿意。母親斷言 ，這個孩子長大以
指責了一遍之 後，最終將所有的 錯歸結到自己 身上
嫁錯了人家。

即使整 個家族的 人悉數遭到責難，我的 父親也從來不反擊。父親是個出租車

司 機，他每天清 晨出門，到深夜才不聲不響 地回來。他回家過夜就像到旅館休息

這就是永遠長不大的好 處。有時父親回來的 時候，我仍
―

一樣，他沒有時間與我母親這個旅店老闆爭論。我知道父親每天夜裡回來時都要
到我的 房間看我一眼

62

然沒有睡著，我傻乎乎的 腦袋裡想著把曾祖 父拖走的 那隻鯨魚，我問父親：﹁什
麼是座頭鯨？﹂
父親說：﹁那是一種叫起來就像唱歌一樣的鯨魚。﹂

如此看來，我的 曾祖 父雖然被座頭鯨拖走 了，但他的 境況應該不會太壞。他

和座頭鯨在一起，他能聽到它唱歌一樣的 叫聲。有一次 ，父親從電視上 看到了座

我看到了一隻躺 在沙灘上 一動不動的 大黑魚，我說：﹁它怎麼了？它為什麼

頭鯨，他指給我看：﹁這就是座頭鯨。﹂
不動？﹂
父親說：﹁它擱淺了。﹂
我說：﹁什麼是擱淺？﹂
父親說：﹁它在大海裡游得太久了，它太累了，想上岸歇一會兒。﹂

對 於我的 各種疑問，父親從沒失去過耐心。他當然希望我能變得聰明一些 ，

這樣他就不必費力地為我解釋每一件事了。他從電視上 看到過海豚療法，他說等

自己攢足了錢就帶我去和海豚一起游泳。我不知道海豚是否能喚醒我遲鈍的大

腦，我已 經習慣了這個八歲的 腦袋。它讓我感到自己 遊離在時間之 外，歲月流逝

而我毫髮無損。我不知道那些 早早長大的 孩子為什麼不願意跟 我玩，他們應該羡
慕我才對。

每逢週六中午 ，父親會帶著一條鯉魚或者兩條黃魚回來吃午 飯，因 為祖 父要

求 每星 期都要 吃到魚。祖 父這一習慣持續了很多年，假如一個星 期沒有魚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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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直 就沒法活了。即使他每天翻箱 倒櫃地尋找壞物件修理的 時候，他也依然沒有

有一天，祖 父用一個壞掉的 手電筒滿足了自己的 修理 慾望之 後，在陽臺上 安

忘掉魚的誘惑。
靜了下來，他對我說：﹁你想和海豚一起游泳嗎？﹂
我點了點頭。

他說：﹁你不用去海豚理 療館，大海裡全是海豚，還有鯨魚，它們叫得更好
聽。﹂
我說：﹁大海在哪兒？﹂

祖 父伸出手臂，想為我指出準確的 方位。但他舉目 四顧，發現遠遠近近都是

參差不齊的 樓房，他也說不清 大海到底在哪兒。他大概在城裡生活得太久了，忘

記了從漁 村搬來時走 過的 道路。他把手放在我頭上 ，撫摸著我的 頭髮說：﹁在東
我說：﹁所有的河都流到海裡嗎？﹂

邊，順著城外的大河可以一直漂流到海上去。﹂

祖父可能覺得這對話已經無法進行下去了，他站起身說了句﹁我該吃藥

了﹂，便走 回自己的 房間去了。這一天，祖 父失去了修理 東西的 熱情。當我告 訴

他電視搜不到信號時，他像傲慢的 雄獅驅趕眼 角的 蒼蠅一樣抬手揮了一下，說：
﹁沒信號就別看了。﹂

直 到吃晚飯的 時候，祖 父仍沒有從他的 房間走 出來。我再次走 進他的 房間，

說：﹁廚房那隻水龍頭又開始漏水了。﹂他躺 在床上 沒有動，也沒有吭聲。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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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的眼 睛就像水龍頭一樣往外漏水，我說：﹁你哭 了！﹂我把這一情況報告 給

母親，母親聽了之 後，說：﹁這怪老頭不但得了老年癡呆症，現在還患上 了抑鬱
症。﹂

祖 父再 也不去修理 壞掉的 東西了。這時我們才發現，原 來所有的 物件都是在

祖 父的 維修中才得以正常運轉的 。一旦祖 父收起他的 工具，所有淘氣的 東西都開

祖 父對 這些 壞掉的 物件不管不問，一連 幾天他都默不作聲地坐在陽臺上向 遠

始壞掉了，燈泡燒了，椅子晃動了，電視遙控器失靈了，連鐘擺都變得慵懶了。

處眺望。然而，雖然祖 父日漸抑鬱，他對 魚的 鍾愛卻有增無減。每星 期吃一次 魚

已 經不能滿足他的 胃口，他三 天兩頭就要 魚吃，而且 逐漸喜歡上 了吃生魚片。他

的腿腳也越來越不靈活了，他常常對我說：﹁我的腿不行了，它們壞掉了。﹂
我說：﹁你應該吃藥，你還能走路呢！﹂

祖父說：﹁你不知道，我的腿已經生鏽了，我需要兩隻不鏽鋼的輪子。﹂

祖 父多次要求 父親給他買一輛輪椅，因 為他覺得自己 隨時都要 摔倒，而他害
怕自己一旦摔倒就再也爬不起來了。

在母親的 抱怨聲中，祖 父坐上 了嶄新的 輪椅，他擁有了兩隻不鏽鋼的 輪子，

有一天清晨，父親要出門的時候，祖父要求父親把他抱到樓下去。祖父到

他坐在輪椅上像一條大魚一樣在狹小的房子裡來回穿梭。

了樓下，開始滑動雙輪繞著公園的 小路轉圈。當我走 過去為他推輪椅的 時候，他

說：﹁別管我，我要 自己 來！﹂他一圈又一圈地滑著輪子，一圈又一圈地繞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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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轉。從那天起，祖 父每天都到公園裡繞圈子，我和姐姐每天傍晚都要 費力地把

祖 父操作輪椅的 技術越來越嫺熟，他的 雙臂變得強健有力，他又開始挽起袖

他抬上樓來。

子讓我看他的肌肉，他神秘兮兮地對我說：﹁我的肱二頭肌要派上用場了。﹂

我不知道祖 父為什麼每天都要 到公園裡做那個無聊的 繞圈遊戲，可有一天，

當我和姐姐要 把他抬上 樓時，發現公園裡沒有了他的 影子。也許祖 父終於察覺到

自己 一直 玩的 遊戲太無聊，他想體驗一下捉迷藏的樂趣 。但我和姐姐繞著公園走
了一圈，找遍了所有的樹叢，也沒能看到躲在裡面竊笑的祖父。

祖父就這樣不聲不響地駕駛著他的輪椅離開了我們。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

裡，父親得知消息后開車在城裡找了半夜也沒發現他的 蹤跡。第二天中午 ，餐桌

上 照常出現了一條鯉魚，但愛吃魚的祖 父不在，他的 座位空了。沒有人對 那條鯉
我突然想起祖父提起過大海，我對父親說：﹁爺爺去了東邊！﹂

魚動筷子，它被原封不動地端回了廚房。

我的 話顯然不足以對祖 父的 行蹤提 供充足的線索 ，父親默不作聲地看了我一
眼，便出門工作了。

缺少了祖 父的 家似乎一下子變得寂 靜了，連 我的 小外甥女都仿佛感到了事情

的 發生，她 變得十分乖巧，不哭 不鬧。姐姐也不再 去樓下打牌，她 戒掉了煙，開

始關心起自己的 女兒了。母親覺得姐姐回到了正常生活的 軌道上 ，便開始計劃 為
姐姐介紹對象，她說：﹁你才二十四歲，你還很年輕，好男人多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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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似乎把祖 父忘掉了，而他離家還沒多長時間。父親把尋找祖 父的 啟事貼

到了他的 出租車上 ，但乘客們沒有見過一個靠雙臂轉動輪椅離家出走的 老頭。祖

父仿佛一條遊進大海的 魚一樣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我相信祖 父是往東邊去了，

也許 他會順 著城外那條河往東走 ，他要 駕駛 著輪椅一直 到達 海邊，他會過上 他所

向 往的 捕魚生活，他要 去廣闊的 太平洋上 尋找我丟 失的 曾祖 父，但我不知道他怎

在我們尋找了幾天之后，祖父回來了。回到家裡的祖父顯得垂頭喪氣，就

樣才能在海邊建造一座燈塔。

像一名 越獄的 囚犯被重新送回了牢房。他是走 路回來的 ，他已 經弄丟 了自己的 輪

椅，沒有人知道他這麼多天到哪裡遊蕩了。父親特地為祖 父買回了新鮮的 魚，但
祖父已經對魚失去了興趣，他回到自己的房間，重新躺回了床上。
我走到祖父身邊，說：﹁你是去東邊了嗎？你見到大海了嗎？﹂

祖 父沒有吭聲，聽我說到大海，他的眼 睛又像壞掉的 水龍頭一樣開始流淚。

然後，他翻了個身，背對 著我發出了細微的哭 泣聲。我從背後注視著祖 父微微 顫
動的身體，他身材壯碩，脊背寬厚，就像一隻擱淺在沙灘上的座頭鯨。

評審評語
應鳳凰：我覺得作為一個小說，他很好地傳達他要傳達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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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骸
作者介紹

王業翰

入圍

群聚集得越來越多了。大部分是老人，巍巍顛顛地攜手走來，也有拄拐
杖推助行器的，甚至坐輪椅的都來了。

零

一 九八三 年生於屏東，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現任職於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本篇稚
嫩的少作，始終是心裡的一 個牽掛，感謝林語堂文學獎，讓這不完美的作品有被看見
的一天。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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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鬆散地站在老將軍家門口前那塊空地，也沒人拿 把椅子來，他們駝背，

腿也打不直 ，姿勢各異地站著，前方的 怪手雄偉地下垂，引擎尚未 發動，空氣間

之一

靜得彷彿聽得見眾人的心跳。
老將軍筆記

這村子是有生命的，甚至也是有記憶的，在某個層面上與我們生活的世界重

疊卻又隔閡，讓彼此得以在不同卻極其貼近的空間各自運行，這兩者之間是否存
在一間隙讓人得以容身？

一

多年前，王家丟 失了小孩在眷 村裡可是件大新聞，那年代遺留著雞犬 相聞的

氣息，雖然竹籬笆早拆了，改砌成堅 實的 水泥磚牆，可左鄰右眷 城鄉各異的 口音
仍舊穿牆而過，訴說著種種國家大事及個人私事。

王家的 男孩平平那年六歲，隔年就要 進小學，白白 淨淨的 嘴巴甜。眷 村裡不

乏父母出外工作丟 給老父老母的 孩子，可沒一個像平平那樣得人疼 。他失蹤的 那

天早上 ，白 天還跟 奶奶上 菜市場，買了幾條魚回家，養 在院子裡的 大鐵盆，才和
隔壁的小四出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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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 奶奶作好 菜出來就喊不到人了，本 以為是不是去隔壁看爺爺打麻將了，

結果爺爺一個人笑吟吟地走 回來，﹁平平，爺爺贏了四百塊。﹂見到老妻一愣的
神情，兩人才發現孩子不知跑哪去了。

先是左鄰右舍挨家地問，都說早上 平平不是和那小四在巷子玩嗎？怎會不見

了？去到小四家，他的 爺爺奶奶也正慌著，四個人急忙地往外找，終於在村子後
面的舊防空洞看到小四蹲坐在地上，一臉驚惶。

一見到爺爺奶奶，小四就哭 了，終於從小四抽噎模糊的 童語中拼湊出事情經

過：他們兩個人看到原本 封住防空洞的 木門開了，被撬開的 鎖頭掉在地上 ，小四

提 議下去看看，平平原本 不肯 ，但小四直 接往下走 了，也只好跟 著，沒想到越往

下越黑越是一階階走入 沒有光的 所在。小四害怕了，突然遠方火光一閃，他嚇 得

轉頭往上 跑，還碰 得平平驚叫一聲，結果他跑出洞口後坐著喘氣，平平卻沒有跟

平平的爺爺，那個退休多年的將軍，彎了腰就摸黑走進防空洞，他小心翼

上來。

翼地走 ，覺得孫子一定是給小四一撞摔下去暈了，所以才沒了聲音 ，深怕踩到孫

子，他在黑暗中摸索地往下走，老邁的腰早已痠了。好不容易下到防空洞的底

部，一路上 卻都沒碰 著平平。他有些 慌了，在黑暗中邊喊著邊緩步 摸索 ，卻沒有
半點回音。

﹁老太婆，回家拿手電筒。﹂他朝著洞口大喊，心裡開始浮現不好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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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洞在燈光的 照亮下，比想像中寬敞，王家奶奶印象中的 防空洞擁擠潮溼

悶熱，全然不似現在陰涼空闊。他們夫婦仔細拿 著手電筒在洞裡轉了一圈，什麼

都沒有，孫子好 像從防空洞裡蒸發了。老將軍大喊平平，聲音 在洞裡一陣陣地迴
盪著。
之二

我試著追索防空洞的生命，發現裡面孤單而不安的成分幾乎佔了全部，彷彿

老將軍筆記

聽見它的悲嘆，因戰爭而生，因承平遭棄。被建造的命運只是為了承載眾多惶恐

不安的心靈，真正擊垮它的恐怕不是炸藥，而是內裡所涵納歷經多年仍無法消化
的驚慌失措。

二

國防部公文 下來的 時候，平平的 父親早搬離眷 村了，從兒子離奇失蹤，到母

親過世，而後父親失蹤。這樣痛 苦煎熬的 情緒持續了好 幾年，與妻子的 關係也疏

雖然眷 村的 老房子是他成 長的 地方，但經此劇變，這裡早就從現實與心靈中

遠了，那是兩人都無能直視的傷痛。

被棄置，不再 憶起這日治時代留下來的 木造房舍，當貼近地板嗅 聞時，淡淡的 樟

腦油氣味 從隙縫中滲出，混合著老木頭獨有不帶腐朽的 氣息；他也不再 記得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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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升 職調單位，剛搬進這屋舍時的 興奮，在木板 地上 蹦跳的響 聲咚咚，像是房

國防部的 公文上 ，清 楚地載明了該村眷 舍老舊，不堪 居住，考量各榮民榮眷

子的心跳聲。

居住福 祉及 都市發展，本 部決 議配合政府施政，加速推行老舊眷 村改建 翻新，因

該戶用地屬重建基地，懇請貴住戶配合國家政策，於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完成搬遷。

他毫不猶豫地在同意書上 簽了名 ，王衛國，典型的眷 村第二代姓名 ，筆劃英
挺，和老將軍年輕時的字跡相彷。

簽好的 同意書封進信封裡，就放在電視上 ，尚未 寄出，他心裡盤算著何時回

之三

老家整理舊物。
老將軍筆記

如果有天翻開了這本筆記，也有緣分看到這裡，沒被前面老頭子的瘋言瘋

吾兒：

語磨盡了耐性，你就會知道我們對於那個世界的認識少得可憐。因為你我所知太

少，所以思想總找不到交集。你要順著自己的源頭，往最真實的自我裡去找，要
走得很深很深的那天，我們就會再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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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平平離奇失蹤後，發生事端的 防空洞給嚴密地封起來。當然沒人全然相信小

四的證詞，活生生的人怎可能從防空洞裡憑空消失？小四說下去時看到火光，被撬

壞的鎖頭也掉在地上，一定有人早進了防空洞，再把平平擄走了，只是不知如何

從防空洞離開的。事發後家人一直沒接到勒索電話，搞不好是給人口販子賣了。

老將軍一直沒放棄尋找孫子，他始終相信平平還在村子的某處，他發揮革

命軍人的堅 毅個性，幾乎把村子裡每寸土地都翻遍了，人也變得瘋癲，不時對 著

來勸他回家休息的 鄰居說：﹁我知道那孩子一定是迷失在地底，才找不著回家的

路。﹂那些鄰居搖頭嘆氣，看著當年他們英挺的上司如今成了失魂的老人。

王家奶奶後來病了，整 天躺 在床上 ，老將軍找孫子之 餘會回去幫 妻子張 羅三

餐。兒 子 也 搬 回 家 了 ， 總 是 眉 宇 間 飄 著 烏 雲 ， 勸 他 們 放 寬 心 過 日 子 ， 但 媳 婦 卻

沒 再 進 過 這 個家門，只偶爾有氣無力地打通電話回來問候，說是也病了，在娘家
休養 。

王奶奶每天在房裡聽見老將軍獨自一人返家，總不死心地往外問一句：﹁找
著沒？﹂老將軍大多沉默以對，過了一會才捧著飯菜進來，﹁吃飯吧！﹂

老將軍有本 筆記簿，記滿了他這段時日以來追查的線索 ，﹁這些 房子像是會
吃人的。﹂他有回閤上筆記本時，轉頭這麼對兒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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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您別再 瘋了。﹂王衛國忍不住吼了一聲。王家奶奶的 黑白 遺照在牆面

老將軍沒生氣，邊摘下老花眼鏡，邊對兒子說：﹁等你哪一天搞懂了我的

上微笑著。
話，記著別回頭看，要繼續往前走。﹂

隔天，老將軍也失蹤了，封起防空洞的 門再度 被開啟，新安上的 銅鎖完好 地

之四

被轉開，安穩地掛在上邊。
老將軍筆記

我感覺得到平平仍在這裡生活著，在一個和我們重疊卻不相交的世界裡長大

著。他並不如警方和村民們所想的被綁架或 給賣了，我猜他只是走進了村子幽深

的核心，與現實生活斷裂開來，陷在那些歷史與記憶中，找不到回家的路，但我
感覺，我們的距離已經很近了。

四

進到很久沒回的 家，空無一人，灰塵 濃重，打開窗戶讓陽光照射進來，可以

看見時光的 煙塵 彷彿在空氣中振翅 飛翔 。王衛國環視了屋子一周，簡直 記不起來

當初離開時的 樣貌。屋子裡無處可坐，他只好 隨意走走 看看，思索 還有什麼值得
帶走，哪些又該和屋子一同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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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和母親的 臥室空著，有股 淡淡的 哀傷，他幫 母親買的 那條粉紅色蠶絲被

平整 地折在床腳，顏色褪成 近於米白 色，打開母親的衣 櫃，幾件鮮豔的 旗袍垂掛

著，大多數常穿的衣 服都在母親過世時燒化給她 了。王衛國輕撫著母親的 舊衣 ，
精密的繡線竟都還堅韌硬挺，他輕關上衣櫥的門，決定帶走這幾件衣服。

老將軍的 筆記本 還平整 地放在桌上 ，王衛國輕瞥了一眼 把頭轉開，心中卻隱

隱覺著有什麼不對 。他微 皺眉頭再次 望向 老將軍的 書桌，看了好 一會，才發現筆

記本上竟 然沒有灰塵 ，兩旁的 桌面上 還留有手臂樣的 印子，就像有人曾經坐在這
翻寫筆記本。

王衛國輕輕地拿 起本 子，不確定跟 當年看到父親低頭伏案 書寫的 那本 是否相

同，他翻開本 子，書頁很自然地跳到最後被壓折書寫的 那面，老將軍的 字跡英 挺
如昔，寫著：找到平平了。
之五

我今天要啟程了，沒 給兒子知道，他還搞不懂虛幻的現世與真實的過往間距

老將軍筆記

離有多大，但總有一天他能懂的。我沒有一絲 畏懼更無一點惶恐，因為我自始至
終都知道在前面等待我的是什麼，妻與孫兒，我們今天就會相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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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王衛國在屋裡快速地轉了兩圈，大喊兩聲﹁爸﹂，得不到回應後突然冷靜
下來。

﹁這根本 不可能啊！﹂他又走 回書桌前，拿 起筆記本 翻看，最後一頁的 墨跡

與前面相同，時間帶來褪色的痕 紋，書頁泛黃。這不是父親失蹤後又默默回來寫

下的 ，恐怕是他發狂離家前留下的 字句。王衛國這樣猜想著，但無法解釋本 子上
纖塵不染的潔淨，以及桌上的痕跡。

他想去問鄰居，有沒有見過人溜進來。但在巷子轉了幾圈，都沒人在家。這

幾年來，有的 老人走 了，最後一面是香煙裊裊飄過的 遺照，那些 面容與自己成 長

時的 記憶相同，因 為並未 真正記得他們衰 老的 樣子。第二代的 中年人大多都在北
邊一點的大城市工作，只有過年時才回來圍聚。

他還記得對 門顧家總在除夕 終了的 零時正燃起大龍炮 ，放炮 前顧家兒子的 大

嗓門一扯：新年囉，要放炮啦！平平就會趕緊摀起耳朵。上回進顧家門也是好多年

前，給顧媽媽上香。她從前很疼平平，平平失蹤時，她陪著媽媽兩個人哭腫了眼。

與這裡整 片的 老舊平房不同，顧家的 房舍是新蓋的 ，兩層樓的建 築，雖然也

有十五年了。但王衛國完全想不起顧家舊屋原本的 樣貌，只記得那年，顧伯伯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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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心臟病發過世，顧家的 幾個子女事業不約而同的 出了點問題，有相命的 說是風

自己 家裡倒是不曾大幅改建 過，當初搬來時，父親仕途得意，負責眷 舍業務

水不好建議重建，於是就成了現在的樣貌。

的 官員，就把這間格局不錯又大的 房子給了父親，但母親嫌屋子太大難以整理 ，

才又隔了後面一半出去給另個不相熟的 軍官。此後他家的 信有時會送到王家來，
王家的信有時也給送到後邊去。久了倒也習慣，沒什麼不便。

王衛國站在巷子裡，看著這些 左鄰右舍熟悉的 房屋，隨便指向 一間，心裡都

好 像翻出久未 開啟的 抽屜，零零碎碎地滑落好些 事物，那些 記憶或歷 史的 片段像

是匆 忙塞 進滿脹的 櫃子，打開時就山 崩地裂地湧現。他手上拿 著父親的 筆記本 ，
突然覺得父親好像沒那麼瘋了。
之六

我日復一日地在村子翻找著平平，越發覺得有點意思，這個我們全家住了大

老將軍筆記

半輩子的地方，若理所當然地沒有細想，就如同表面看到的一樣空白陳舊，但若

仔細地觀看各種蛛絲馬跡，隨便一點都像是一個入口，可以進到另一個曾經真實

存在的空間，想來或許有些虛幻，但說不定裡面才是這個世界的真實樣貌。只是
我還找不著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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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王衛國終究沒找到父親和兒子，老將軍留下的 筆記並沒有交代如何去到他們

所在的 世界。那些 離奇而不可解的文 字，彷彿指涉著某種不被了解的 真實樣貌，

但他終究沒法像父親一樣拋下這個世界，瘋了似地執著在探求村子的玄祕。

但當他拿 著老將軍的 筆記本 ，漫遊在這熟悉但已 廢棄破落的 村子時，突然可

以理 解父親陷入的 大概是個由歷 史和記憶砌成的 樓房，讓父親和平平驚奇而又眷
戀地越走越深，最後終於不再歸返。
那個世界是會吃人的，他突然想起父親的話。

如果他也有了機會，找到通往那由回憶與歷 史建 構的 世界，該不該拋下現有

的 一切，去找尋父親與兒子呢？他難以決 定，一度 也有些 不捨。但還是想起父親

之七

要他繼續往前走，終究還是把那份眷村改建的同意書寄了出去。
老將軍筆記

那些老舊的生命或是無生命之物都是通往過去的入口，一經翦除便如斷線般

難續，完全抹去了曾經煇煌的存在，偶有那尋骨之人嗟嘆，但亦是枉然，那逝去
不存的真實，終究不如眼前虛妄的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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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怪手開進眷 村的 那天，少數散居各地的 中年人不約而同地回來了，他們在路

上 或村口相遇，彼此指著對 方，一愣才喊出那多年未 有人再提的 兒時綽號。他們

搭著肩到對 街的 老早餐店，點了熟悉的 豆漿 燒餅，邊聊邊吃，比手畫 腳地演繹一
齣存在記憶中的劇。

王衛國當然也來了，他漸漸能理 解父親怪異的 思考邏輯，姑且 不論父親是否

被平平的 失蹤給搞瘋了，那些 隱晦不明的言 語，似乎的 確指涉了一種不被珍視，
卻真實存在於某些人心底的……只能姑且稱之為記憶或歷史的東西。

怪手終於發動起來，噴出陣陣濁臭的 廢氣，王衛國和幾個久沒見的 鄰居就站

在後邊談著話，為什麼要眼 睜睜見證舊居被拆毀 傾頹的 一刻 ？他們都有說不出的
理由，在心底翻攪的思緒混亂，蒙太奇般閃過熟悉又疏離的片段。

王衛國好 像看見了顧伯伯和顧媽媽牽著手走 過，就像多年前的 一個個黃昏，

只一瞬就消失無蹤。他不確定其他友伴眼 中看見什麼，只知道當怪手上 下搗毀 屋

瓦 、掀倒籬牆時，大夥的眼眶 都紅了，內心不禁陣陣的 糾結，卻始終無人上 前阻
擋怪手繼續毀壞那些陳舊的房舍。

父親筆記本 中描繪的 世界，從此與現世斷裂開，不再 相連 了。王衛國忽然意

識到這點，那一刻 ，他覺得自己 真懂了父親。這時家屋被拆毀 了，他看見整 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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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水平地被推落 ，在院子裡散了滿地，圍牆也被撞破，父母和自己 過去居住的

那怪手不知為何突然停了下來，戴著工程帽的 駕駛 從車上 跳下，大聲地吆喝

房間就這樣赤裸裸攤在陽光下，彷彿風化般地成灰散去。
其他的監工和工人，他們聚在破敗散落的屋瓦前交頭接耳。

王衛國和其他友伴也急忙奔過去，穿越了阻擋的人牆，在一地破敗的廢墟
中，他看見潔白的兩具骨骸，一大一小寧靜地沉睡著，緊緊相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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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忌
作者介紹

許楚君 入圍

多年後，當她瞪著漫漶在新聞裡關於白海豚死亡的消息，便能想起母親
帶著她們輕步走出家門的無數個夜晚。

中文系學生，不務正業，至今才舉起 筆認真寫。寫作？何其尷尬的動詞 ，尤你的苦心
孤詣，多半換來字紙簍裡的頹然。作詩一下午，自然比不上抹廚房地板的一下午。

許
一

總是這樣，穿 越車站前這條路，好 似悶濕雨林 裡的 跋涉，每每為蒸騰的 人聲
與體溫感到暈熱，幾至厥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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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家北上以前，她不曾真正認得這個地方，離家以後猶然如此，對她來說

那些 爭張的 市招，幾乎都是一樣的 ，上 個街巷與下個街巷，都無限熟稔又無限陌

生，生得既是相類，又汰換得迅如浪潮，每隔一段時間，她 就必須 重新為這些 街

巷一一標 誌。好 容易記下了又要 抹去重構，久了自是疲 乏，也就懶於記憶，唯 一

賴 以辨識的 補習班，那幾面比普通市招更 爭張的 紅色旗幟，也在不久後在浪潮底

下慢慢地被湮 滅。她 久未 返鄉，才猛然發現此地之 於自己已 是無根無據，這個城
市簡直像無言的廣袤的海，對她幾乎不存意義。

但有沒有可能，是她 基於一種自我防衛的 心理 ，自己 將該具備意義的 回憶一
概抹殺了呢？

從父親母親離婚以至於正式的決 裂疏離，這個城市就被抽離出一大片，徒留

空白 ，但並不是留下一片廣大的 野地，卻零零碎碎，在某個巷口、某棟大樓之 前

失去訊號，無從辨識，巷口大樓，存在同時隱遁，還未 傾倒就預示了覆 滅。她 不

忍辨識那一大片是什麼，總覺得一旦揭開，空白 底下的 坑疤 硬痂都會一齊被狠狠
撕裂。

她 不忍說，不忍承認，就好 像她 從不忍拒絕聆聽母親對 過往的 追述。母親的

為此她 感到深深的 罪惡 ，但無論怎麼都
―

無法勾勒出存在於執筆者嘴裡的歷 史。父親的 暴烈她 自然是見過的 ，亦曾因 管教

敘述歷歷 如此，於她 卻是漠然與模糊

等諸般理 由毆她 訓她 ，但不知怎麼總是記不清 楚，母親口中拆毀 窗戶、踢壞櫥櫃
的父親，對照她的記憶，和那些消失的巷弄一樣，都像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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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平撫那樣的 罪惡 ，她 情願依著母親的 追述，將那些 被她 刮毀 侵蝕的 記憶

因 於這個城市的 東缺西損，與她的 拙劣的 補綴，她眼 裡的 城市圖像總是不完

一一填補起來。

整，這自然也成 為自己 迷路的 正當理 由，她 遂能浪遊得理直 氣壯，迷糊得毫無
愧色。

﹁總是回得了家的 ，大不了媽會把我從人潮裡撈起來。﹂她 每每這麼想，慣
出自己一身迷路的本領。
因而這座城市自始至終，於她都是殘殘碎碎，不能成形。

二

她 和維一起從香港準備回台灣的 時候，正巧碰上 聲容壯盛的 遊行。人潮將他

們兩人沖散，他們就在漫天的 旗幟與傳單之 中各自漂 游，口號聲可震天，嘈 雜的

人群消弭手機訊號。她 聽不見必要的 聲音 ，只看見維無聲地在遠方遙遙招手，隔

在他們之 間的 人群像是沸騰的 海水，他們重新聚頭，卻像一輩子那麼遠，對 彼此
茫然不識。

九七回歸十五周年前夕，灣仔遊樂場裡官方慶祝活動的標誌和街道上的抗議控

訴像兩道互不相容的洋流，相互平行又相互抵禦，維持著不遠不近的安全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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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有十五年了。﹂維說出這句話的 時候，聲音 裡沒有任何表情。﹁回歸
就好像是昨天的事。﹂

﹁真的 嗎？我倒覺得印象模糊。﹂走 在方左邊拿 著紫荊花小旗幟的 女子聞言
回頭望了她一眼，順勢將把傳單塞到他們兩人手上。

七一，九七，十五年，這些 數字閃動在他們眼 裡，對 維沒有意義，對她 ，也

同樣沒有。又或者應該說，對 於遊樂 場裡的 、遊行隊伍裡的 、街道上的 人來說，
這十五年的意義比起她，顯是截然不同。

道旁的 人多半與方才的 女子持一樣的 紫荊花旗幟，兼有一些 人抓著幾張 恍惚

間接下的 傳單，迫害法輪功、販賣器官、經濟人權 自由民主，關於回歸的 所有不

她 與維出於好 奇讀起傳單，一張 突兀的 傳單混雜其間，中央畫 著一對 騰躍的

滿一次迸發，散成這樣七彩斑斕的字樣與口號。
中華白海豚。

幾張剪報錯雜在下方，牠們擱淺、被電纜纏住、汙染物毒死，種種危機環

珠江口白 海
―

伺，日日在生死之 間左閃右躲，掙扎求 生。回歸反對 者巧用白 海豚這個回歸的 象
徵，幽了中共政府十足深拗的一默。
不過她對 於政治終究毫無興趣 ，只注意到其中一張 剪報寫著
豚幼仔傷痕累累，疑與母親分離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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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她只記得那段時間，她與妹妹時時流徙。

數個惺忪的清 晨，母親悄悄 將她 們帶出家門，偶爾藏匿於阿姨那一方狹窄的

獨身公寓 ，幾個女人擁擠在床邊粗 硬的 地毯上 ；偶爾不惜費資客宿商務旅店，泡

長長的 熱水澡，空調開到最冷裹起厚棉被。她 覺得這樣的 旅行簡直 快樂 得豪侈，

並不似逃難，而她 們直 如瀟灑落 拓的 遊牧 民族，在無數個悄 無人聲的 時刻 ，逃離
所有轄治，游離在黑暗而寬廣的路上。

這個城市的輪廓一一被她們凌亂的腳步模糊，如一片沙丘時時位移變貌的

荒漠。而她 自此奠定了自己對 於這座城市的陌 生，對 於一切的 相對 位置皆無從指

關於父母決 裂的 諸般 細節 ，她 什麼都不記得，只記得每每母親掛起一張 充滿

認，從來認定總有一天她會永遠的離開這裡。

恨意的 憤怒表情，挾著一種戲劇的張 力，扮演一個被怒火熊熊燃熾的米 狄亞，對

著伊阿宋怒目 而視。母親被婚姻的 束縛 圍困，遂狠狠地耗盡網裡所有的 生命，直
到岸上人幡然醒悟，網開一面為止。

過了很久以後她 才知道，戴起這張 憤怒的 面具，不過是母親爭回自由的 一點

那一年正是九七，香港方回歸，人心惶惶，而她 們獲
―

謀略，而這般將人生戲劇化的誇張基調，始終未曾自她們往後的庸常生活匿跡。
母親終於掙脫婚姻之 網

得了長久的 轄外的 自由，並在自由的 海域 遭遇了生存之 困頓，至此母親才將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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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的面具卸下來，換一張堅毅的臉。

母親的 憤怒來自於她對 婚姻 裡種種窒 礙與剝奪的 抵抗，卻非來自嫉妒。她 為

求 生吃足苦頭，而求 生是為養 大她的 女兒們，她 不嫉妒，故也不必殺死他，更 不
必殺死她們，僅僅是怒目而視，作為一種防禦的武器。

四
母親不嫉妒，就好像她不需要愛情。貪婪索求愛情的從來只有父親。

她 一次 在舊家進行翻箱 倒篋的 搜索 ，一如習常飢渴地掘挖一點地下材料，好

用來考挍她對 於闕史補綴之 信度 。在箱 子底部搜到一張 協議書，羅列條條生活規

約，立 約者是父親，慷慨地施予母親赦免於婆婆與丈夫之干 涉的 自由權 ，同時換
得一些義務，包括，每個月固定的幾天，與他做愛。
她驚訝地瞪視著這兩個字，很以為是種勒索。

參照母親驚人的 追求 者與闕無的 戀愛史，這條詭譎的 約定簡直 合理 ，自此更

認定了母親無性無欲，不食煙火，性是種義務，不過因於婚姻因於規約，勉而

擁抱、吻 ，甚 至性，種種的
―

她 一直 到自己的 戀愛終於發生了以後，才覺出這之 中的 弔詭與尋常，覺出母

為之。
親並不真的 毫無慾望，她對 父親種種冷酷的 拒絕

排拒都來自於她人生的戲劇化，一種面對凡庸的矜傲與推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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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斥凡庸，遂要 用一種飽具張 力的 姿態，朗聲念誦對白 、精準地做出身段，

母親大凡理性內斂，確切點說是壓抑，然在婚姻之中，她每每以此般非凡

賦予她的身周非同凡俗的氛圍。

的 戲劇性保住一點她 結婚以後已 所剩 無幾的 領土。她 頑強地抗拒婆婆的 指揮，頂

嘴，挑釁地不告外出，挺著肚子招搖走過婆婆的房門，在美術館博物館百貨公

司 ，逍遙優雅 吹一天的 冷氣，她 如此掙扎著離開婚姻 ，亦像是以出色的 演技對 荒
謬的人生示威。

就好 像她 出奇漫長的 叛逆期，與母親無數次 激烈的 爭吵，母親每每哭 喊得比
她更是慘烈，遂顯出她的平靜反應，是何其無情。

﹁妳是不是妳爸爸派來折磨我的！﹂母親每每這樣對著她哭喊，莫須有的

控訴，她 初時感到委屈，久之 也就自然的 麻痺，卻打心裡深深的 恐懼這種通敵之

罪 ， 叛 國 之 名 ， 某 些 時 刻 她 也 差 一 點 相 信 了 …… 是 不 是 呢 ？ 也 許 哪 天 就 在 自 己 的
身上發現什麼足供匪營辨識的暗記，什麼繁繁複複的密碼。

﹁你們家三個喔，就妳最像妳爸。眉眼像，臉型像，脾氣更像，小匪諜

噢 ！﹂她 最怕旁 人的 這種評價，可不是明明白白 指出她 匪諜的 身分？這樣的 誣告
她擔不起的，往往板起臉扭過頭去不發一語。

這就是暗記嗎？附生在身上 ，外貌性格種種特徵，狠撕猛扯 不掉的 ，令人何
其懊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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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越拒斥匪諜的面容，就生得越似敵方，一日可疑似一日。她痛恨照鏡攝

影種種能照見自己 模樣的 活動，她痛 恨與親戚說話，寧可窩居一方，表示一種抗

議。她與所有的家人 所
-- 有的人都處不來，最是她自己，這麼彆彆扭扭度過了整
個長久的青春期。

五

﹁神經病哪﹂。
―

一種情感的 失能，對 愛情本 能的 輕蔑
―

她 與維在赤鱲 角機場大吵一架 ，維直 說她 莫名 其妙，語態好 似當日她對 著母
親說的

她 總認為她 無法戀愛。一輩子無法
與畏懼。

與維交往，不過是因為沒有什麼拒絕的理由，也好作為對眾人的交代，人生的

完成。她不要一個懂她的人，寧可一根木頭、聾子或者啞巴，無法進入她全部的世

界，也就無法完整的佔有她，如此她便相對獲得了一點優越與自由，保有自私的權

利，方便她隨時神神秘秘地把自己的半張臉匿起來，也不給對方猜度的機會。

她 與維甚 少爭吵，因 為沒什麼可吵的 。維是那麼一個聰明又思慮單純的 人，

質木無文 ，單純得近乎蠢。她 覺得好 ，至少不必費他半分力氣去猜她 ，她 亦不必
再費半分力氣去抵禦。

這次與維吵起來，原是為維要她回國後同他去見父母，她當然不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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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不要 結婚，從國一父母仳離那一刻 起就下定決 心，比決 定未 來要 做個考古

學家更堅 定。﹁反正結了婚不是還要 離？﹂旁 人往往只視為少女的 驕矜，泛泛聽

之，揶揄幾句妳可聽過莫非定律，並不當真，殊不知她才是最認真的那一個。

﹁是不是因為爸媽離婚了，妳不敢結婚？﹂母親偶爾會這麼面帶憂慮地問
她，她搖搖頭說不。

不，她的 拒絕並不因 為她 父親母親婚姻的 失敗 ，這不構成 完整的理 由，真正
的理由只在她母親的這一邊。

她長大以後好容易將雙頰養胖，甩脫了匪諜的瘦削臉孔。她不要做匪諜。

走入 婚姻 就好 像是投靠敵方，從本 島悄悄 游到大陸那邊去一樣的 可恥。倘使

她建立 了家庭，對 婚姻 裡種種傾斜吞聲忍氣，順 利地過下去，是不是等同否認了
她母親當日爭取來的自由？

十五年，她小心翼翼，不接電話，不讀信，斷絕父親所有的音信，無一刻

鬆懈地對 母親宣示她的 忠貞，一旦結婚，則全盤皆輸，從此跌入 與母親對立的 一
端，萬劫不復。她已經被貶斥在邊緣夠久了，怎堪於長久放逐外地？

因此她不顧一切與維大吵，不為他要她見父母，卻為他居然，膽敢，透漏一點

要成家的意思，這於她是不可挽回的重大罪狀，只有與維分手一途，別無他法。

90

六

這一天她 打算將維留在她 租屋處的 東西都還給他，逕往台北的 公寓 ，找他不
到，打了電話親問他，才知他已退租搬回原鄉了。

她 把維的 東西打包寄回，對 照住址，驚覺，啊，有這地方的噢 ？維與她 生於

同一座城市，但他的住所於她卻全然陌生，她幾乎無法想起那附近確切的樣子。
一件貴重的東西寄不得，非得親繳予他，返鄉仍是得繞到他家。

到了才知：一棟電梯公寓 ，住商混雜，騎樓擠滿補習班的 豔黃旗幟，她 往內
走，看了看電梯旁各樓層的標誌 ―
五樓，幼兒美語。六樓，廣告公司。
十樓，留學顧問。這一行的字跡已被撕除，只餘膠痕。
留學顧問？

她 恍然想起小時候晃進父親辦公室，搭一座電梯慢慢升上 去，穿 過一道狹長

。忙時便給抓去折傳單，在信封上黏貼各家診所與醫師

的走 廊便是了。她 可趁父親暫時離開，大搖大擺盤據辦公室最深處的 書桌，玩一
整天電腦遊戲，看
的名字。
她按下十樓的鈕，穿越狹長的走廊，筆直走向走廊的底端。
辦公室當然不在了，現只是空著，貼上招租的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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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V
D

她 沒有任何緬懷或者感嘆的 意思，仍轉身逕直走向 電梯。世上 有萬般 巧合，

可也沒有什麼是真正巧合的 ，她 不相信任何偶發事件裡，有什麼不可解釋或能過
度解釋的成分。
然而她還是在電梯裡又遇見維了，這情節簡直俗氣之甚。

他理 性得無悲無喜，如此她 亦可以同樣的 維持優雅 與尊
―

維拿了東西後只說聲謝謝，別的不提，他們都得到一種理性的平靜。她想
起這是何以與維交往
嚴，不必配起米狄亞面具。
因此當電梯到達一樓的時候，她仍與維輕快地揮揮手，分道於途。
而她感覺到這缺漏的一塊終於填起的滿足。

七

她又在書桌抽屜的底部翻到那張白海豚的傳單，出於無聊便細細讀過一次。

在一篇 剪報中，她 讀到：﹁中華白 海豚具有強烈的 家族依戀性，尤 其是雌獸

對 幼仔的 愛護非常周到，幼仔被漁 網纏住時，雌獸會在網邊急躁地徘徊，甚 至不
惜冒著生命危險衝擊漁網來拯救幼仔。﹂

又另一段說：﹁中華白 海豚每年都會游回珠江三 角洲等地繁殖後代，具有不

忘故土，熱愛家園的 品質，而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理 應回歸祖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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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文 宣的 人在引介的 下方加註了近年白 海豚在珠江驚人的 死亡數量，作為香港
回歸後境況之隱喻。
她讀完整份文宣，撥了通電話回家，向母親問起父親的現況。
而今真真坐實了匪諜之罪名啊！

母親沒說什麼，只給她 一串電話號碼，要她 自己撥 過去。撥 打之 前她 揣摩無

接起是個女學生，年齡尚小，約莫是再婚後生的女兒。﹁請問妳把拔在

數應對方法，接通後聽聞嘟嘟聲響，內心想當然地忐忑。

嗎？﹂﹁他現在出差到深圳去了，請問妳哪裡找？﹂她 一時不知當如何作答，笨
口拙舌地草草掛了電話。

掛了電話以後，她 發了一下午的 愣，直 到暮色覆 沒了整 間寢室，才終於從桌

前站起身來，拿起抄了電話的便條與白海豚的文宣，一齊捏皺了扔進字紙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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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火犯
作者介紹

火延燒起來了，漫天的狼煙遮掩了半邊的雲空。

施淨文

入圍

一 個在 離開家鄉在 新竹念書的學生，雖然讀的是理工科，但卻始終抵抗不了小說的甜
蜜誘惑，因而在繁忙的考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筆書寫。

大

在通紅的 灰燼中一塊木頭炸裂開，木屑暴風般 射出，同時，一條兇猛的 火蛇
從濃煙中竄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撲向圍觀的人群。
溫家的每個人都被咬了一口。

直 到五年後，十年後，溫辛臀部那口暗紅的 傷痕 ，仍不時在隱隱作疼 ，辛辣
的痛覺就彷彿那是昨天才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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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場大火把原本的 溫家人連 著房子都一起燒成 了灰燼。原本 多話的 姐姐溫瀛

從此變得沉默寡言 ，原本 乖巧的 弟弟溫辛變得無比叛逆，而原本 放蕩的 月君 ，也
成了個安分守寡的女人。

不過，溫家人自個兒反倒沒注意到這些 變化，他們的 注意力完完全全被另一

個巨大的 變化給征服了，不只是溫家，連 所有的 親戚、朋友也是，大家都只有意

識到：原本 身體健朗的 父親溫常德在大火中被燒成 一團骨灰，隨著倒塌的 水泥而
埋葬在石塵之中。

夜晚入 睡了，月光如雨 水點點落 下，落 在兩個年輕人無眠的 頭頂上 ，落 在教

堂前的 階梯上 ，若濺起，那就再落入 他們手上的威 士忌酒 瓶，時間久了，酒 越來
越混濁，這渾水也越來越深。
是誰放的火？
春哲隨口問了一句，然後將一根菸點燃並遞給溫辛。

溫辛接過香菸，深深地吸 了一口並憋住氣。他雙眼 滾大，緊盯 牆上的 耶穌 壁

畫 ，耶穌 也憐憫地垂看著他，霎時間，他覺得自己 才該是那戴著荊棘 王冠的 ，背
著十字架的人！溫辛臀部的那口傷痕又抽痛起來。

溫辛長嘆一聲，一輪灰白的 煙圈被嘆了出來，飄到了空中與壁畫上的 天使光

環融成 了一塊兒，霎時間，那天使模糊的 臉龐浮現一股 笑意，彷彿也對 這輪熱煙

感到滿意，溫辛閉上 雙眼 ，讓月亮與時間自在地擁抱自己 。﹁你又來啦 ！﹂小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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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這樣說，溫辛點點頭，﹁規矩也不用再 講了，去吧！﹂等他再張 開眼 ，他已 乘
著煙雲橫越了時空。
溫辛回到了初次與吳月君見面的那天。

外邊的 天全黑了，他孤身站在客廳裡，以一種超越空間的 方式存在。這是他

曾經的 家，牆上的 時鐘指向 凌晨兩點，他看到小時候的 自己 和姊姊一同捲在一綑
棉被中，表情既甜美又舒服，他揣想自己正在做一個空中翱翔的夢。

然而，亂流沒有預警地降臨了。碰 一聲，溫常德一手抖著煙，一手抱著月君

纖細的 腰身，步 伐歪歪 斜斜地從屋外走 了進來。他喝醉了。客廳裡的 溫辛知道他

們並看不到他的 存在，因 此只是站在一旁 默默看著。溫常德一進屋，也不管自己

的 鄰居、甚 至自己的 孩子是不是在睡覺，他將門大聲甩上 ，學野狼仰天長嘯了一

聲，嗷 ―
，﹁老子回來了 ―
幹你娘咧！小兔崽子快 ―
給我出來！﹂
吳月君 將臉貼在溫常德，替孩子求 情道，﹁小聲點麼，小孩子才在念小學，
需要睡眠。﹂

溫常德打了一個酒嗝，轉過頭就開始教吳月君溫家他娘的規矩，﹁才這幾

點，這兩個懶蟲甚 麼事都不做，只知道睡覺，他娘的 ，這樣怎麼能成 才！等等看
我把牠們 ―
這兩小畜生的狗腿打斷！﹂
吳月君笑了，眼珠兒一轉便開始誇獎溫常德真會管教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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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五、六歲的小溫辛和小溫瀛這時當然都被吵醒了。小溫辛沒好氣地將頭埋進

枕頭裡，在他看來，這只是一場稀疏平常的噩夢，眼睛一眨，遲早都會過去，清靜

的早晨會在他醒來時再度迎接他。但這當然不是。姐姐溫瀛將外頭的對話全聽進

她 是你們的 新媽媽，快叫聲媽媽來聽！溫瀛，妳
―

了耳朵，她一手將小溫辛的棉被掀起，另一手拉起小溫辛的手就往客廳走去。
﹁從今天起啊，吳月君

溫瀛冷冷地看著眼 前這個酒 醉的 父親和陌 生的 女人，不做任何反應。然而，

是姊姊，妳先！﹂

就是這個沒有反應激怒了溫常德，他覺得溫瀛害自己在吳月君面前丟失盡了臉

面，一定要 想個方法討回來。左看右看的 ，他終於想到了。他拿 起在電視機旁 邊
的球棒，高高舉起，他這就要打斷這個逆女的狗腿！

旁 觀的 溫辛嚇 出一身冷汗，連 忙將溫常德手上的 球棒奪去，在大家見不到他

的 條件下，這已 是他能給予的 最大幫 助。溫常德看著自己的 手掌 ，搔搔頭，不明

白 為什麼自己 手上的 球棒會自動回到了電視機旁 ，不過他也不怎麼在意；而溫瀛

也不敢置信地摀著自己臉，對她來講，父親的這個回心轉意簡直說是奇蹟。

這個小插曲很快就被溫常德給遺忘了，他晃著頭一股 腦兒地栽進沙發裡，打

此時，兩個孩子不知所措地站在一邊。沙沙沙的聲音電視聲越來越大，變

開早被斷掉訊號的有線電視，吳月君也坐下來一同望著沙沙作響的電視螢幕。

成 一絲絲煙霧從四周竄出，從門縫，從廚具，從書頁裡竄出，白 色的 煙霧越來越

濃，漸漸覆 住小溫瀛緊握的 拳頭與仇恨的 雙眼 ，蓋住溫辛徬徨的 臉頰 。整 個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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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充滿了嗆鼻的白 煙，他甚 麼都看不到，連呼吸 都變得困難。他必須走 了，將球

這次 他來到了隔壁縣市的 遊樂 園，溫煦的 陽光斜斜射入 他的眼 簾。水泥地上

棒移走已使得這個時空對他產生了強烈的排斥。於是他再度橫越了時空。

黑壓壓一片，幾乎找不到一塊完地沒有被人影蓋住，摩肩擦踵 ，人潮就像沙丁魚
塞滿了整個遊樂園。

他跳到空中，開始四處搜索溫家人的存在。尖叫絕谷，天旋地轉，星際快

車，他將遊樂 園各個設施與腦海零碎的 記憶碎片做核對 ，卻發現太零碎了，他無
法憑直覺指出溫家人的存在。

於是他等待，慢慢地等待，他知道他們終究會出現，他會出現在這裡不是沒

有理 由。一朵雲 影從他頭頂悠悠飄過，他在等。天漸漸黑了，拿 著棒棒糖的 小鬼
都離開了，他還在等。

打烊時間到了，大部分的 遊樂 設施均已 關掉，四周見不著半點人影，也就在
這時候，溫家人出現了。

小溫瀛牽著媽媽的手從立體劇場的大門中走出來，爸爸在一旁溫馨地笑著，開

懷地笑著，就像一個會永遠守護在他們身邊的天使。此時此刻，溫家人是整個遊樂

園僅剩的人，連工作人員都下班回家了，這裡就是一片只屬於他們的小天地。

他們回顧著今天一整天發生的事情，從一早爸爸發生的糗事，中午的熱狗

堡，到最後只為他們撥 放的 那場立 體電影。歡 笑聲隨著月光流轉，藍紫色的星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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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空閃爍，溫家人從來沒有那麼開心過。小溫瀛用臉蹭了一下媽媽的 手臂，一

跨步 就跑了出去，她 一邊做著兔跳，一邊大聲笑著。﹁媽媽妳看我的 腳，看我的
腳！我可以跑步，我可以跳！﹂

﹁不要 這樣，小心危險！﹂嘴上 是這麼說，但媽媽還是呵呵笑了，爸爸也跟
著笑了，連天上的雲朵兒也笑了，全世界都笑了。

溫家人緩緩步 出了遊樂 園。開心的 一天，全世界都笑了，只有一個人例外，

溫辛的 臉上 只有一片慌張 ，﹁帶我走 啊，不要丟 下我！﹂他叫到聲音 都啞了，溫

家人仍沒有聽到他的 聲音 ，他不斷叫著，溫家人只有越來越遠，最後消失在他的

眼底。他渾身垮了下去，喃喃自語道：﹁不要……丟下我……﹂溫辛臀部的那口
傷痕猖狂地作痛起來。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連 忙挺直 腰桿回頭，果然！小溫瀛又牽著媽媽的 手從
立體劇場的大門中走了出來。一家三口和樂融融地談天說地。
﹁媽媽妳看我的腳，看我的腳！我可以跑步，我可以跳！﹂
﹁不要這樣，小心危險！﹂

他們一面走 一面笑著，溫辛再 也忍不住，熊撲出去就要 把溫家人擋 下！他一

身受盡了委屈，現在他再 也不要 了！他是溫家的 一份子，當然有千千萬萬個理 由
要加入他們！
﹁規矩你忘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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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辛渾身一顫，即將碰 到媽媽手指頓時停住，他抬起頭，看到小男孩正蹲在

欄杆下，雙眼 布滿憤怒的 紅焰，看上 去幾與現在的 自己 一模一樣。原 來他也一直
在那邊看著。

溫家人又走出了遊樂園，溫辛瞪視著小男孩，小男孩顫巍巍地挪手示意他

後面，他再 回頭：上 千個人排成 一排，從門口一直連 接到立 體劇場，小溫瀛，媽
媽，爸爸，小溫瀛，媽媽，爸爸，小溫瀛……

天上 暈人的星星 開始旋轉。溫辛的 腦袋嗡嗡地響 了起來，溫家人的 笑聲一次

又一次 迴盪 ，哈哈，我可以跑步 ，我可以跳，不要 這樣，小心危險，呵呵，我可

以跳，危險，不要，媽媽，可以跑……﹁已經亂了，快走。﹂小男孩這樣說。

白 煙從四周翻湧而起，一起一伏地將遊樂 設施捲入 ，整 個遊樂 園很快便陷入

一片濃霧中。溫辛的 身子垮了下去，任白 煙包覆 他的 身體，任白 煙將他拽到無限

他憋住氣等待，等白 煙散去。可這次 他沒等到，這白 煙只有越來越嗆，越來

遠的時空之外。

越濃烈，接著，牠的 顏色暗了下去，牠變成 了黑煙。他憋不住氣了，吸 了一口進
去，結果馬上咳起嗽來，這嗆鼻的黑煙幾乎讓他感到窒息。
失火了。

這場火來的非常迅速，迅速到讓人完全來不及反應。小溫瀛當先從床上醒

來，他一面咳著嗽，一面將小溫辛搖醒，﹁弟，不得了了，失火了，失火了！﹂

小溫辛從床上 跳了起來，跟 著大叫：﹁失火了！﹂一條火蛇從濃煙中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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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電般 奪過小溫辛的 臉頰 ，小溫辛被燙摀住臉尖叫，卻反而被濃煙嗆得更厲 害，
﹁白癡！快蹲下啊，這條濕毛巾拿去摀住嘴巴！﹂

小溫辛在前，小溫瀛在後，黑壓壓的 濃煙之 中，兩個小孩甚 麼都看不到，他

們只能扶著牆壁走 路，憑著對 自家的 印象開始走 。小溫辛強裝鎮定，默數著自己

的步 伐，十三步 ，走 完這個走 廊必須 花十三步 ，現在到了，應該去找爸爸媽媽，
所以要左轉。

又一條火蛇咬上 小溫辛的 手臂，小溫辛感到全身的 肌膚都在燃燒，頭腦也是

發暈不聽使喚。他開始胡思亂想，如果他們就死在這裡怎麼辦？這時小溫瀛大力

拉了拉小溫馨的衣 襟示意他們應該右轉才對 。可是爸爸跟 媽媽呢？﹁我比你晚睡

著……我聽到聲音……吳月君出去了！﹂小溫瀛一邊喊，一邊咳嗽。小溫辛遲疑

了一下，後來決定還是聽姐姐的，從小姐姐就比他機靈，這次肯定也不會錯。

一場火可以在五分鐘內吞噬一間屋子，說來很短，可現在這五分鐘對 兩個小

孩來講卻是無比的 漫長，比上 學還要 漫長千萬倍！濃煙猛烈地從窗戶奪出來，在

天空拉出七八條長長的 狼煙，整 個村鎮都醒來了，幫 忙滅火的 ，收集新聞的 ，看

人群中傳來一陣
―

熱鬧的 ，溫家前圍了一大圈不相干的 人潮，大家都屏住氣在等待，這場大火中，
溫家四口究竟能還活下多少人？
一分鐘過去了，兩分鐘過去了，三 分鐘過去了，四分鐘

鼓動，他們又驚又喜地高呼 ，那兩個不就是溫家的 小孩嘛！小溫瀛撐著小溫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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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膀 ，一瘸一拐地從後門跳出來。熱心的 民眾 見狀連 忙過去攙扶他們，兩個小孩

被黑煙燻的漆 黑，雙眼 無神，全身都有輕度的 灼傷，而小溫瀛的 傷勢又比小溫辛

更重一些。這場大火顯然讓他們嚇壞了，他們一出來便無力的跌坐在地上。

溫辛也焦急地跟 在一旁 ，雖然沒有人看的 到他，可他明白 ，一路上 若沒有他
無形的幫忙或許兩個小孩受的傷就不只這樣了。

沒事了，結束了，醫護人員一面幫 他們處理 傷口，一面安撫他們的 情緒。但

小溫辛才不服這套，他大力踢著腿，叫嚷 著要 去就爸爸媽媽。醫護人員好 不容易

將他壓制住，他就轉頭對 小溫瀛大哭 叫了起來：﹁姊！妳不是說爸爸媽媽會沒事
嗎？他們在哪裡……在哪裡！﹂

天空的 黑煙開始擴散，整 個村鎮的 天空都被黑煙給蓋上 了，小溫瀛搖搖頭不

說話，她 受的 傷已 經奪去了她 所有的 體力，她連哭的 力氣都沒有了，更 沒有力氣

來和弟弟爭辯 了。她 只想好好的 睡一覺，休息一下，等她再 睜開眼 ，這場噩 夢就
要結束了。她告訴自己：這不是她的錯。

人群中忽然又傳出一陣驚呼 ，小溫辛從單架上 坐起，望了望，緊接著興奮地

大 叫 起 來 ， ﹁ 爸 爸 ！ 是 爸 爸 …… 姊 姊 妳 看 ， 爸 爸 出 來 了 ！ ﹂ 算 上 早 已 出 門 去 的 媽

媽，這樣他們一家四口都活著，這是不幸 中的 大幸 了！他一生從來沒有感到這麼
開心過！

溫常德將自己 包在沾濕的 毛巾中，步 履蹣跚 地走 過來，雖然表面沒有太嚴重
的傷口，可他幾乎也被那嗆鼻的濃煙給奪去了半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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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到了兩個孩子旁邊，確定兩個孩子都有呼吸後，總算鬆了一口氣，太

好 了，活著就好 ，房子不重要 ，都活著就好 。他仔細地環視四周，單架 ，醫護人
﹂

員，藥品……他的心臟忽然一跳，他沒看到他的妻子！﹁媽媽呢？你們有沒有看
到媽媽？她在哪裡

小溫辛正要 回答，一陣劇烈的 刺痛 從他臀部傳來，他吃痛 ，哇一聲便哭 了出

是姐姐在擰他的 肉。小溫瀛趁這機會將說話權 搶了過去，她哭 吼道：﹁吳
―

月君還在裡面！﹂哭著，她又告訴了自己一遍：這不是她的錯！

來

溫常德的 臉色驟變，他轉過身就往火場再度奔 去！他平常是糊塗，是糟糕，

但已 經失去過一個妻子的 他，的的 確確沒有辦法再 承受這種痛 苦第二遍！他要 救
她出來！
大火延燒起來了，漫天的狼煙遮掩了半邊的雲空。

在通紅的 灰燼中一塊木頭炸裂開，木屑暴風般 射出，同時，一條兇猛的 火蛇
從濃煙中竄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撲向圍觀的人群。

在這瞬間竟 沒有人能，也沒有人記得要擋 住溫常德，或許 是出於本 能地認為
一個才剛從火場逃生的人絕無可能會再跳入火場。可溫常德偏偏做了。

溫辛站在旁邊發楞，就跟現在的小溫辛一樣。這次他甚麼事都沒有做，同

樣的結局他早 看 過 了 成 千 上 萬 遍 ， 起 初 他 也 試 著 要 阻 止 ， 但 終 究 發 現 這 只 是 徒

勞 ， 溫常德總能以各種方法再度 進入 火場。他沒有任何能力改變父親死亡的 這個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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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吧！﹂小男孩這樣說。溫辛點點頭。
月光下的教堂仍坐著兩個無眠的青年。
是誰放的火？

春哲又問了一次。兩人手上的威士忌酒瓶都空了，微微的醉意醺上他們的
腦門。
溫辛搖搖頭，將菸灰抖落在階梯上，﹁專家說是電線走火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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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
作者介紹

吳玟穎

一九九四年生於宜蘭。試圖用文字、想像，雕鑿一紙情感的浮刻。

下

入圍

午五點，陽光展現柔情之時，積蓄一天的熱氣正慢慢沿著自然定律往上
攀升，融入大氣當中，隨著空氣的流動加熱另一處，例如遠處的高緯度
地區，近處的公園中的人心。

幾位母親們牽著孩子，沿著步 道信步走向 公園中的 遊樂 區，晚來的 孩子們一

看到溜滑梯、鞦韆、繩梯，以及 早來的 鄰家孩子們，便急著掙脫母親的 手，像離

群的雁 兒找到同伴般 開心，歡呼 一聲便衝上 前。母親也只是輕笑，向 坐在一旁 休

憩桌的 家長們打招呼 ，十分自然地融入 其中，一面注意著自家孩子，一面大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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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巷尾的趣 聞。公園中宛然是令人神往、和樂 融融的 人間天堂，吟吟笑聲不時從
其中傳出。

二十五歲上 下的 年輕男子，身旁 擺著一個提 袋，提 袋中
―

休憩桌團體的 組成 當中有一名 相當顯眼的 存在，因 為他的 性別，因 為他的 年
齡，更因 為他的 貼心

和其他家長一樣，放著開水、毛巾等用品，淺笑應和著話題，時不時望向 遊樂 場
中注意自家孩子的動向。

眾 位母親無一不羨慕眼 前男子的 老婆，對 他們來說，這個肯幫 忙顧孩子的 男
子已經符合﹁好男人﹂的標準。

要知道，一位全職主婦除了要包辦家中大小事務，最頭痛的就是家裡披著

可愛天使外衣的 壞心小惡 魔，總是在剛打掃完的 地板上 潑上 一攤果汁，從收拾好

的 櫃子抽出十本 他連 瞧都不瞧一眼的 世界名 著精裝版到處亂丟 ，不然就是老往他

們揮汗煮飯的 廚房鑽，像隻無尾熊找到命定的尤 加利樹似地死命抱著他們大腿。

雖然是他們懷胎十月生下來的 可愛小親親，但孩子們的 行為的 確讓擔著無形壓力

的 母親感到吃力。更 可惡的 是他們的 死鬼老公們，在孩子進入 最活潑同時也最會

闖禍的 時期時，竟 然不約而同開始加班，每天都快十點才回到家，一回家就倒頭

大睡，揮揮手示意﹁我好 累，別拿 孩子的 事煩我﹂，不禁讓母親們大嘆當初嫁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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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眼前這個願意顧孩子，好讓主婦們有喘息時間的年輕男子，才是老公的首
選啊！

眾 家母親心裡想著，話題自然地轉到抱怨老公上 ，而眼 前的 男子竟 然也不回

嘴反駁，陪笑聽著鄰家主婦們的怨言，讓眾女在心中又默默替他加了幾分。

﹁先生，你老婆是哪家的 千金啊？嫁給你真是好福 氣！﹂一位短髮的 母親終

於忍不住問了，一出聲就開啟女人與生俱來的 八卦雷達 ，頓時整 桌的目 光都集中
到男子身上，豎著耳朵想知道到底那個有眼光有福氣的女人是誰。

男子笑了笑，正待要 開口回答之 時，注意力就被遊樂 場吸 引過去。他微 笑說

聲抱歉，便拿 著毛巾快步 往遊樂 場去。此時母親們才注意到遊樂 場中聚集了一個
小圈，好奇心驅使他們帶著水壺、毛巾過去湊湊熱鬧。

出乎母親們意料的
―

竟然是
―

小圈的 中心圍著兩個人，一男一女睜著眼 瞪著彼此，男的 是剛才發聲的 短髮
母親的 孩子，留著平頭的 頑皮小孩；另一個人

位有七十高齡的 老奶奶，密布滿臉的 皺紋、老人斑出賣了她的 年紀，但老奶奶瞳
孔中卻是一抹完全不像高齡者所有，散發著精力和朝氣的炯炯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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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家母親不禁呆了，現在是什麼情況？

﹁發生什麼事了？﹂男子沉聲問。眾 家母親才後知後覺發現，那個好 老公人
選正蹲在老奶奶身邊，一臉嚴肅地聽著事情的來龍去脈。

原 來是老奶奶想要 和孩子們一起玩，但在平均年齡七歲中的 孩子們眼 中，老

奶奶就像跑出童話的 邪惡 老巫婆，因 此孩子們都離她 遠遠的 ，不願靠近老奶奶。

老奶奶倒是沒感覺到孩子們的 抗拒，還排著隊準備和大家一起盪 鞦韆，在輪到老

奶奶時，那個排在老奶奶後面的 平頭男孩就跳了出來，說奶奶是大人不能和他們

盪鞦韆，搶先坐了上去；被搶了鞦韆的老奶奶很生氣，罵了平頭男孩是﹁野孩

子﹂，於是兩人便吵了起來。在男子出現之後，兩人便一言不發地怒瞪彼此。

母親們聽著男子轉述的事情經過，一邊點頭一邊疑惑著老奶奶的舉動。那短髮

媽媽細想奶奶的行為，又看了奶奶現在孩子氣的舉止，很快便猜到了可能的原因。

事實上 ，短髮媽媽在空閒時會到療養 院幫 忙照顧老人家，她 知道院內有四分

之 一的 老人家飽受阿茲 海默症之 苦，不但遺忘許 多珍貴的 回憶，也失去自理 生活

的 能力，有些 患者還可能以為自己 是個孩子，就像在老人家的 身體中填入 一個不

滿足歲的 幼兒靈魂。不可置否，有一部分的 家庭是因 為無法忍受老人的 幼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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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與之俱來的外人怪異目光，才選擇將患者送到療養院，以金錢當做盡孝道的
表示。

短髮母親對上 男子的眼 睛，用唇語問：﹁阿茲 海默症嗎？﹂而男子眼 神中閃
過一絲驚訝，點了點頭。

得到男子的 回答，短髮母親立 時要求 平頭男孩向 老奶奶道歉。男孩露出不願

意的 神情，在母親一再的 利誘要 脅下不甘願地道歉了；老奶奶還是嘟 著嘴，然而

明顯地表情已 經緩和下來，在男子的 勸誘 下低低地說了聲對 不起。這場爭吵便在
兩方家長的介入下結束了。

面對 一大半家長和孩子們奇怪的目 光，男子決 定提 早回家，一方面避免奶奶

和其他孩子再 起紛爭，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奶奶成 了珍奇異獸一般的 存在。他隨

口編了個理 由，收拾著準備離開遊樂 場，臨走 前又看了一眼 短髮母親，恰巧發現

對 方也望向 他，並微 笑用唇語說了﹁加油﹂兩字；男子微微 鞠躬表示感激，牽著
奶奶的手離開。

短髮母親看著一男一女、一年輕一佝僂的 離去背影，微微 彎腰回了禮。她 回

想起療養 院中老人家偶爾出現的寂 寞神情，以及已 經遺忘一切，那個曾經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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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不時指著窗外的飛鳥驚呼的面容。

短髮母親幽幽嘆了口氣，對 著背影再度微 一施禮，才朝休憩桌走 去繼續她 主
婦的生活。

另一方面，原本 準備回家的 男子和老奶奶又轉回公園，原因 是老奶奶遇見一

隻黑毛幼犬 ，興奮地追著要 和牠玩耍，於是一男一女一狗在追逐中來到公園中心
的廣大草坪。

此時已 近黃昏時刻 ，藏青色的 天空綴著晚霞，雲 朵讓霞光渲 染上 一層美麗，

隨著金烏 西沉，橘光彩雲 染上 待嫁女子的羞 紅。幾個較晚離開的 家庭踏上 歸途，

一隻神氣的 黃金獵犬跟 在後頭，金色尾巴不住搖晃著；小黑狗像看到一條金色的

火腿在晃動一般 ，拔腿衝向 黃金獵犬 ，而注意力全放在小黑犬 身上的 奶奶也跟 了

過去，但兩隻腳怎麼追的上 四條腿？不一會幼犬 就消失在視線 當中，老奶奶一臉
失望地走回來，同男子一起坐在草地上，忍不住哇哇哭了起來。

男子注視著哭 泣的 老奶奶，一股複 雜的 情緒湧上 心頭，記憶起飼養已 久的 黑

狗死去時，他也是嚎啕大哭 。看了一眼 手錶，離上 班的 時間還早，再 多陪陪奶奶
吧。他心念一動，和著晚風輕輕開口：﹁從前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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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男子說故事時一貫的 開頭，老奶奶也明白 ，閉上 嘴止住哭 聲，帶著滿臉
的淚水和涕痕，抽噎著等待男子接下來的故事。

男子將面紙遞給老奶奶，確定奶奶的眼淚鼻涕都已經擦掉，才接下開頭說
故事。
從前從前，有一個小男孩，每天晚上，就是他的故事時間。
―

爸爸躺 在稻埕上 ，向 身邊的 小男孩述說夜空中迷人的 傳說，奔 月的 嫦娥、相

愛的牛郎織女、友好的雙子、公正的天秤……，小男孩專注聽著爸爸的故事，一

邊隨著情節的 高呼 低嘆，眼 前的星 空也生動起來，熠熠閃爍著故事的 進展。奶奶
點起的蚊香燃出一縷白煙，飄邈煙霧暗示著無邊星空的神祕。

爸爸曾說過：﹁媽媽是飛升成 為星 空的 一份子，她 會在天空中守護你。﹂因

此小男孩格外期待夜晚的 來臨，他深信總有一天，他能在茫茫星 海中找到屬於媽
媽的那顆星。

下雨的 晚上 ，爺爺會坐在屋簷下的 竹椅上 ，告 訴小男孩日本的 神話故事，八

岐大蛇、須 佐之 男、天照大神等人物就會和著雨 聲，在一片漆 黑的 舞台及 不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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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 細雨 中展開激烈的 戰鬥。奶奶就坐在另一張 竹椅上 ，泡上 一壺清 茶，將茶香
添滿三盞茶杯，於是動人的故事中便飄來一縷清韻。

颱風天時，奶奶便會點起蠟燭，低低陳述虎姑婆、老鼠娶親、廖添丁的 民間

故事。小男孩曾蜷縮在花布棉被中，害怕吃人手指的 虎姑婆拜訪；小男孩曾盯 著

牆角某個洞口，仔細聽裡頭是否傳來興奮雀躍的鑼 鼓喧天；小男孩曾戴著斗笠，

不可一世地宣布他也要 當個義賊。而奶奶只是寵溺的 笑了笑，在衣 服破洞上 縫上
補丁。

小男孩的 媽媽是天上的星星 ，在天空靜靜守護著小男孩；小男孩的 奶奶是地
上的星星，在身旁默默陪伴著小男孩。

小男孩小小的心靈已經決定，不論發生什麼事情，他都要保護他心愛的星
星。 ―

夜近了，只剩山 頭邊緣還殘 存一環光亮，街燈陸陸續續亮了，籃球場仍然傳

來球落 地又彈起的 聲音 。男子停下故事，有些 悵然地笑了，奶奶現在怎麼能聽懂

這故事呢？但老奶奶沒有開口抱怨故事難聽，反而睜著眼 睛催促男子說故事；男
子苦笑著繼續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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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苒，小男孩已經長成少年，他揹起行囊到外地求學。
―

少年來到一座城市，那是一座比少年想像中更 加華 美而明亮的 城市。動輒 幾

十樓的 大廈林立 ，玻璃 帷幕覆 蓋大樓的 四面，無際的 天空便被剪下一方貼在大樓

上 ；汽車在馬 路上 行進，機車在縫隙中疾馳，由上 空往下看去，擁擠的 車道中只

有邊緣才保有柏油路的 顏色；行人身著最流行的 服飾穿 梭街頭，抹粉的 俏臉談笑
風生，跟急促的腳步成了鮮明反比。
少年不禁愣了，這就是他未來生活的地方。

沒有泥土味 、沒有稻穗芳，所有嗅 覺的 刺激都被視覺的 絢麗取 代。少年以為

自己 會不習慣，但他顯然低估了人類的 適應能力。不到一個月，少年已成 為這繁

華 城市中的 一分子，他的衣 櫃多了許 多名 牌衣 服，沒有商標的鞋 子已 經丟上 垃圾

車。再 也沒有人說少年是鄉下來的 土包子，他恍然成 了土生土長的 都市人，已 經

習慣被燈光擁抱的 感覺。在這裡，少年的 夜晚不再 有故事作陪。他融入 夜店中搖

擺的氣氛，他學飲酒，他習抽菸，他取得﹁完美掛斷家人關心﹂的學歷證明。

少年看著手機屏幕上顯示的號碼，心中翻起一陣煩燥和厭惡，他瞄了眼日

期，發覺自己已 經三 個月沒和家裡聯絡，少年翻了個白眼 ，不甘願地按下了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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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電話那頭，鄰家的大嬸略帶哭腔，沙啞地轉告爺爺的死訊。
爺爺過世了，因為一場交通意外。

少年呆了，那個會在自己 做錯事時，追著他滿村庄跑，抓到後用藤條狠抽他
屁股的強壯爺爺，離開了。

大嬸要 少年趕快回來，但少年冷冷回了句沒辦法，不顧大嬸 怒罵的 不肖孫，
立刻掛了電話。

背靠著水泥牆，一股 冰冷從脖子往下通過脊髓蔓延 ，再穿 過大大小小神經血

管擴散到四肢。難過嗎？少年問自己 ，回憶起每次 被處罰時，彷彿烙在骨頭上 那

種毒辣辣的 感覺，他晃了晃頭，扯 出一個難看的 笑容，安慰自己 不用再 怕廳堂上
供著的那根藤條，艱難地舉起手抹去眼角一滴淚。

第二天，少年的 爸爸拿 著家傳藤條，怒氣沖沖地將少年打醒。忍下手臂傳來

的 似曾相似的 毒辣感，少年一把奪下爸爸揮舞的 藤條。他已 經二十二歲了，他已
經是個大人了，他已經不再需要有人管教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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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 爸爸乾脆 放下藤條，右手握 拳狠狠揍了兒子一拳，挾帶著拳風，以及

無盡悲傷、失望的 一拳。爸爸瞪著充滿血絲的眼 ，一字一句告 訴少年爺爺發生車

禍的原因 ：爺爺買了少年最愛吃的 廟口花枝羹，搭上 火車要 來探望他好 久不見的

孫子，爺爺知道這花枝羹要 熱吃才美味 ，加緊腳步 往孫兒的 宿舍趕，搶在號誌燈

轉紅時過馬 路，結果被一輛違規的 車撞了。一旁的目 擊者說，那老人家倒地了，

手上 還緊緊抓著撞擊時弄 破的 塑膠袋，裡面的 羹流出來，把老人家的 手燙得都紅
了……

爸爸語氣激動說著，紅了的眼眶 倔強著不掉一滴淚。少年記得了，還記起意

外那天好 幾通來自公共電話的 來電，還有覺得煩人的 自己 按下了關機鍵。少年無

語地將藤條雙手遞上 ，咬 著下唇忍耐，任憑父親在自己 背上 烙下一條條不肖的 證
明，一股腥甜味竄上舌尖。

少年又回到了宿舍。喪禮期間，爸爸沒掉一滴淚，他也沒有，但他們都有一

雙佈滿血絲的眼 。背上的 傷痕 還在隱隱作痛 ，少年拎了兩罐啤酒 爬上 頂樓。吹著
冷風，少年才感受到成長的痛。

會在冬天時脫下外套給自己 ，一邊叨唸著﹁男孩子不能這麼怕冷﹂，那個溫

柔的 爺爺，離開了；總是在我挨打時向 爺爺求 情、替我擦藥的 慈祥奶奶，和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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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衣 、噙著眼 淚接受弔唁的 消瘦身影重合，還躺 在醫院裡吊點滴；爸爸那一向 高
大的背影，背著火化時的火光，看來竟是那麼不堪一擊。

少年帶著酒 意抬頭，赫然發現那片曾經璀璨的星 空，只剩 下寥寥 數點寂 寞的

星 子，他的 內心正式被空虛攻城掠地。少年終於覺悟，他曾經以為每晚流連的 是
母親落地的愛，然而原來那只是，企圖偽裝星空的廉價光芒。

少年想起小時的 承諾，悲慟的 心靈再次堅 定，這次 ，他要好好 守護還屬於他
的星星。 ―

望著滿天星 斗，男子暗叫一聲不好 ，得趕快把奶奶送回家再 去上 班。少年站

起並向老奶奶伸出手，攤開的掌心釋放一個問號：這伸出手的反射動作是？

老奶奶的眼 神附上 一層朦朧的 疑惑，然後像得到解答般 又變得炯炯有神，笑
盈盈覆上男子伸出的手掌，問道：﹁勇助，你今天晚餐想吃什麼？﹂

男子頓時明白 了，這是爺爺的 習慣。他想起難得浪漫的 爺爺在奶奶耳邊低喃
的情景：﹁把幸福放在掌心，只要我們牽著手，幸福就跑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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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 著掌 心的幸福 ，老奶奶打從心底笑了，她 記起了十八歲時，她 和勇助勾著
手指，承諾要共度一生。

結束請假的 電話，握 緊奶奶的 手，男子笑答：﹁我不餓 ，惠子，我們散步 回
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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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四十
作者介紹

游勝輝

入圍

目前就讀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一 年級。謝謝林語堂文學獎，它是第一 個讓我更接
近文學獎的標的；謝謝輕痰讀書會，因為身在其中，我才可能來到這裡。

道

人喚李靖曰：你且跪下，我祕授你這一座金塔；如哪吒不服你，可將此
塔祭起燒他。哪吒在旁，只是暗暗叫苦。道人曰：哪吒你父子從此和
睦……

古典小說選讀課。天氣暑熱，室內冷氣再 強，竟 也壓不住陣陣浮熱。大一學

生遲澀的口條，不時重複且不準確的用詞，連同窗外的蟬聲，斷續滲進他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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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同為大一，同是古典小說課，一襲藏青色唐裝的 老北京，捋著花

白 長鬚，也講哪吒故事。﹁這個哪吒吶，要 簡單說，就是個死小孩兒。他作惡 多

即使真去讀原 著，
―

端，最後吶，他還是被父親的 寶塔鎮住了！﹂與其說是上 課，更 像說書。他總信
口就直 說至下課鐘響 。雄邁聲腔至今仍能準確在腦海回放
總發現老人胡謅情節、主觀塗改人物形象。

他漸漸懶得抬頭，回到桌上的 報告文本 ，學生的 報告 聲漸漸不敵銳 利蟬鳴 ，

混糊難辨。封神演義，第十四回，哪吒現蓮花身。蓮花綻現新身，亦新生。每次

讀到這回，美麗而囂狂的 想像便源源湧出。每年都指定︽封神演義 ︾哪吒故事為

太
―

團體報告 主題，事到臨頭，總覺自討磨折，教學大綱卻數年來未 曾更 動，甚 至總
安排給最後一組，甕底好酒般。
﹁接下來，讓我們來討論︽封神演義︾這三回哪吒故事的關鍵人物

乙真人。在這篇 故事中，太乙真人是知曉全局的 人物，如果沒有他，故事應該沒

命
―

辦法發展下去。﹂不知不覺間，已 換上 一名 大四生主持問題討論：﹁他選擇了縱
容哪吒到處為惡 ，甚 至賜予他火尖鎗、風火雙輪等法寶，他的理 由很簡單

數如此，不可違逆。然而，命數到底代表了什麼呢？又，這命數真是不可抵抗的
嗎？我們覺得這很值得大家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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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學生講來江河滔滔，肯 定對 報告 內容爛熟於心，然而，那不是他想要的 問
題，當然，也不會有他想要的答案。

每周三 下午 ，志翰總約他到體育館打羽球。這次 ，燠悶的 下午 ，預告 即將暴

雨的 空氣，他還是去了。體育館一半歸籃球課，一半架 起四道羽球網。籃球那半

邊，學生們隨意運球、投籃，等待老師 ，散發輕微 燥熱。羽球這半邊，三 四名 學
生對打著，不很認真。

志翰先注意到他，熱烈揮手示意。四十歲的 男人，還能穿 無袖球衣 、緊身短

褲，若非勇敢，便是真有本 錢。志翰手臂與小腿的線 條像丘陵，微微 起伏而已 ，

卻很乾脆 分明。雖然自己 也運動不輟，兩年前，仔細手洗過後，緊身衣 褲便一直
收在櫥櫃深處。

兩人之 間，羽球滑升 滑落 ，很少落 地，不看球拍，真像球自己 在輕盈來回滑

翔 。他長志翰數年，打羽球較久，熟悉如何省力的 跨步 、揮拍，動作不必驚人，

有效即可。志翰則球球彷彿都有殺球氣勢，甚 至總不放網前球，嫌太輕弱，且 每
，若
Sam

陪自己至今……
Sam

次揮拍，總挾風雷之聲，更熱愛旋腰反拍。這樣徹底活動，志翰很快就滿身熱
汗，雙眼卻更炯炯發光，那眼神多像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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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記殺球射來。拚命衝一步 應該能救，他放棄了。挑起球的 剎那，看球微微
在網面上搖晃，他想，或許與年紀無關。
﹁在想什麼？感覺你有心事。﹂志翰矮身穿過網，手搭在他肩上。
﹁沒什麼。﹂他想了一會，﹁我爸今晚要住我家。﹂
﹁哦？﹂志翰眨了眨眼：﹁你爸爸不是都輪流住你大哥、二哥家？﹂

﹁他現在住我二哥 那，說是想想跟 我住，因 為輪流住他們那住膩了。我問過
大哥，他也同意了。﹂
﹁你爸不是不喜歡你，怎麼突然想起你了？﹂
﹁也許時間久了，不那麼在意了吧？﹂

實則兩人心照不宣：大哥 、二哥 夫妻都有工作，都有小孩要 照顧，只有他至
今仍單身獨居，只有他從沒負起照顧父親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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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父親中風緊急送醫。狀況穩定下來後，從大哥 來電得知，離事發已

經一周。那時父親仍住在醫院觀察，沒人要 他去探視，他也沒主動問起住哪間醫

院。知道父親出院後，兄 弟又斷了音 訊，直 到最近才被召喚。大哥 、二哥 這次 沒

說到父親情況，語氣有些 虛軟，大概有所隱瞞。上次 問起，兩人都說還算健朗，

可以獨自去公園散步 ，偶爾還能與昔日同袍泡茶下棋。上次 是兩個月前了？如今
存在被想起了，父親身體狀況到底變多差？

離開體育館不久，暴雨 重重落 下，空氣鬱結濕土氣味 。志翰忘了帶傘，兩人

共撐一把到教師 宿舍。門口屋簷下，收起傘時，見彼此身體各自濕了左右半片，

形狀精準對 稱，透氣球衣 遇上 濕淋的 悶窒 ，尺寸不再 合宜 ，他們都不禁笑了。笑

完，兩人對 看數秒，志翰才開口：﹁要 不要 來我房間，等雨 停了再走 ？﹂兩人認
識以來，他送志翰只到這裡，換志翰送他，也總在公寓鐵門前停步。
雨勢減小了些，門口前雨水淙淙流入水溝蓋。

﹁我得回去整理 家裡。﹂他打開雨 傘。﹁好 久沒人來，太亂了。我二哥 七點
半就會帶我爸來，要早點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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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著青綠病衣，病床上正沉睡，身上處處插管，管內注滿了葡萄酒色液體，

看來像被幾匹紫緞纏縛著。他想走近床邊，想看清楚父親面貌有沒有改變，想說點

什麼，對一位理當不會回應的病患。就在此時，父親突然圓睜雙眼瞪他，分明還戴

著呼吸器，那河北口音竟是山河壯闊一絲未減。﹁別靠過來！我啥都看見了！﹂他

停下腳步，垂首聽他訓話，明明一字一音極明白，卻怎麼也拼不出一點語意。
﹁畜生！你生前擾害父母……﹂唯一聽懂，也是最後的一句。

驚醒。眼前是幾無縐紋的床褥，與一方齊整的棉被。他收拾家裡好一段時

間，困乏得剛剛偎著床腳打盹一陣。原 置床頭櫃上 ，準備收走的 布娃、公仔還放
在腳邊。床單是素樸的淺藍，剛換不久，仍看不習慣。

車禍重傷住院時。那時才解嚴不久，
Sam

不只鼓勵出櫃而已，根本要一
Sam

就想連異性戀霸權都打倒，
Sam

他從未 探視過父親，因 而沒見過加護病房的 真面目 。唯 一有機會去，是二十
年前，

大學校園內廣發傳單，舉辦聽者稀少的講座，

鼓作氣踹 爛櫃門，甚 至曾經以身作則，肉身解嚴，裸體在街上 宣說主張 。與警察

玩捉迷藏成 為常態，學校屢次 勸告 不聽，他還代接了不少恐嚇 電話。他不想加入

勸說行列，否則會惹來一堆質問追殺，﹁為什麼你總不面對 自己 呢﹂、﹁你應該
跟你爸媽明確表態，他們不接受是他們的問題﹂，諸如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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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前往抗議運動的路上，

邊穿外套，問最後一
Sam

被反同志激進份子的車正面狠撞，聽說飛
Sam

出數公尺遠，很快送醫，也很快便宣告不治。出門前，

次 ：﹁還是不去嗎？﹂還故作孤單：﹁那我只好 一個人去了，好 可憐喔！﹂差一

班公車，他沒來得及 趕上 最後一面，從手機隔空聽聞，他傻愣站牌邊，沒注意到

前往醫院的公車一口氣來了三班，去了三班。插管絕不會像這場夢顯示的吧？

離開後，一段不短期間，他也常夢見病床上滿植塑膠管的重創軀體，管內液
Sam
體很合乎想像，是透明的。

啥都看見了？父親看見了什麼而要我別靠近？﹁村口的李伯說，他看見兩

個男孩兒在巷裡偷偷摸摸，可羞人啦！呵！我本來還不懂，還想是哪家要丟人

了 …… ﹂ 起 先 摸 不 著 頭 腦 的 跪 下 ， 之 後 ， 惶 懼 與 家 法 臨 身 的 力 道 一 樣 ， 愈 擊 愈

深。十多年前的 事，儘管細節 早已 模糊，他明確知道父親只是聽說，雖經他磕頭
默認，總是隔一層。要是真親眼目睹，中風可能早已襲上父親的腦門。

之 後，因 惱恨哪吒被民眾 奉為靈應，李
―

收拾客廳雜物，把略微 受潮的上 課講義攤開吹電風扇，才發現夢中父親的 話
又出自︽封神演義 ︾，李靖指罵之言

靖一鞭打碎哪吒金身，燒毀其凝聚香火的廟宇，使之再度無依。

﹁我可沒什麼神兵利器……﹂手機鈴聲響起，他喃喃自語，按下接通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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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 秉持成 功企業家性格，不講廢話，寒 暄幾句一年未 見的 情況也無，一開

口便開始交代父親身體狀況：身體極 虛弱、行動緩慢無力、幾乎不說話、需替他

料理 大小瑣事。﹁上 廁所還行，很慢而已 ，但洗澡要 代勞。﹂二哥 一路說來，彷

彿在介紹產品性能，冷靜從容，談話最後部分聲調才略有起伏：﹁你現在是一個

人住嗎？如果要 照顧爸，一個人可能比較方便。﹂他眼 光閃動，覺得﹁一個人﹂
意有所指。

父親望著二哥遠去的車尾燈，眼神卻茫然無物。上次見到，似乎是三四年前的

新年，那時神采雖早已開始褪色，一如其慣穿的灰白衣褲，從努力繃直的身姿，還

看得出浸漬頗深的軍人風範，如今任誰都知道父親是需要細心看顧的老人，也都

不會認為他曾有什麼戰爭故事可誇耀。這形象太常見，典型得近乎刻板 ，然而就
在身邊顫巍巍搭他手臂的沉默父親，仍帶動他身體不自然的微微晃動。

他看過許多作品描述父子衝突，和解關鍵都是父親變得老邁不堪，兒子不

捨而放軟堅 持，場景 還常是在夕 陽籠罩的 病房。反常的 ，︽封神演義 ︾如此使李

靖與哪吒重圓父子關係：仙人授予李靖一寶塔，只要哪吒不聽話，便祭出寶塔

燒他，哪吒敵不過才認輸，才認了曾要 相殺的 父親。沒見過有人認為這是合理 解
套，但也許，如此荒謬的收服並非全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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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在電視還沒賣掉，可以讓父親與自己 各自安身。打開電視，將遙控器放至

父親手邊後，他去書房讀書，文 句卻絞扭成 一塊，難道是眼 鏡該換了？身邊幾個

年紀相仿的 同事，一個個無奈配上 老花眼 鏡，但能不戴就不戴，人至不惑之 年，

靈魂之 窗卻不免霧翳不明。索 性去浴室放洗澡水，水流開小以打發時間。買下套

房以來，所有設施從未 用過的 ，大概就是這大可容載雙人的 浴缸，稍微 刷洗，便

晶亮如同全新。水緩緩注入 ，他回想起小時總愛在澡盆嬉戲，久久不肯 出來。澡

盆底下原 是一對 鴛鴦戲水圖，再 平凡不過，但他印象中鴛鴦總缺了一隻，不知少
的是鴛還是鴦。父親曾催他快快洗好嗎？曾從門縫偷看過嗎？

原 以為氣氛會有些 凝結，然而浴缸水一滿，他叫喚父親，父親搭上 手臂慢慢

走 來 ， 無 聲 任 他 褪 去 衣 褲 ， 打 上 洗 髮 精 、 肥 皂 泡 …… 一 鏡 到 底 且 不 說 ， 本 該 是 漫

漫長鏡頭，卻彷彿剪掉一大段，待他回過神，父親乾枯裸身已 緩緩坐進浴缸，彷
彿老僧入定，不，根本像是坐化。

大哥 、二哥 照顧父親時也是如此嗎？一齣毫無情節張 力的 默劇？兄 長在企業

界都有不低地位，又正常的 娶妻生子，在他們那含飴弄 孫，好 一幅三 代同堂天倫

同樂的畫 面，父親怎會要 住這裡？一個沒有妻子操持家務的 小套房，與一個幾乎
不願承認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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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意識流動跳出。無意間，雙手就要 搭上 父親雙肩，他連 忙縮手。想起以前

父親下班歸家，總會叫三 個兒子輪流幫 他按摩。他從小就瘦弱，氣力太小，完全

快感啊，他竟 覺這詞 最合適。剛剛無意識的 動作，是想重溫童
―

無法撼 動父親堅 實的 肩肌，便負責踩背，像走 平衡木，如今想來，竟 是父子相處
中的唯 一快感

年嗎？他知道，父親可能，也只能沉哼 一聲表達 不悅，就像一枝皺縮的 木幹，彷
彿動作稍大，便會簌簌掉落朽屑。

父親微微 但肯 定的 頷首後，他連 忙放掉洗澡水，攙起父親，拿 剛拆封的 毛巾
擦拭水滴。如今他才知道，擦乾一滿是摺皺的身體非得要極其仔細。

父親只有在他思緒中才會被摧毀 ，擊碎成 千上 萬次 ，但都不在現實實現。如

今，神像雖已 遭歲月火劫，只是面目 焦黑，仍被安放在神桌上 ，只要 位置不變，
仍是須敬畏膜拜的神明。

直到父親入睡一小時，他才準備就寢。走進房間，看到父親正呈大字形趴

睡，薄被張 滿背部全蓋住。如老人常有的 毛病，鼾 聲節奏極 慢，音 量可比少壯時

的吼罵。即使是雨後夜晚，畢竟仍盛夏，他一直覺得有些悶熱，已偷偷脫去上

衣 ，汗滴仍不停滲出身體，怕父親受寒 ，還是沒開冷氣。爸，為什麼你都不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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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為什麼你可以睡得這麼安穩？他悄悄走 至床邊，想竊竊說這些 疑問，最終，

仍安好，仍英姿風發，肩披的仍是最後出門前的卡其
Sam

還是默默走出房間，倒臥在沙發上。
他又作夢了。夢到

色夾克，迎面第一句話就是他老掛嘴邊，像是抄來的 ：﹁加入 我們，一起掀翻這
個世界吧！﹂

試圖說服他，好一會仍沒效，得到的始終是：
Sam

搭上 他肩的 手，骨節 是如此堅 實，他明知是夢，可肩上 親密受綑的 感受半點
不假。
接著夢飛速快轉，似乎是

﹁我已經來不及了。已經老了。﹂
﹁你沒老，只要你有心，武器就在手邊而已。﹂

﹁有什麼可拿呢？乾坤圈？混天綾？還是火尖鎗？﹂他突然囁嚅起來：
﹁……而且我爸在家。﹂
只好無奈的笑：﹁那我只好一個人去了。﹂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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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 ！你會死的 ！﹂他衝上 前，想緊緊擁住不放開，眼 前卻是父親嚴重傾
頹的背脊。

父親緩緩回頭，眼 神竟 回復從前的 精亮，有些 像志翰，不一樣的 是，他感到

其中旺著深沉的 青紫，幽幽的 燒，溫度 卻遠勝紅焰，瞬間便點燃他，火舌 襲捲纏
綁全身。﹁放過我！我認你是父親好嗎？我一直都認你是父親……﹂

沙發悶漬著他飽含熱氣的 汗臭 ，瀰漫整 座客廳，與父親的鼾呼 在空中一同交
會，難捨難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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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路口
作者介紹
台北人，畢業於交通大學，幻想症患者。
熱愛發呆和閱讀，相信文字的力量。
願望是台灣獨立與世界和平。

阿

陳穎書

入圍

咪和妮妮約好下午三點在每次倒垃圾旁的小公園會合。石牌附近是靜謐
的住宅區，清晨時有身著白衣黑褲的老人蹲著馬步，緩緩比劃打著太極
拳；傍晚時是背著書包的學生陸續返家，再更晚一些便會出現提著公事包的
上班族身影和提著垃圾、踩著拖鞋的人潮。因此三點是很安全的時間，小公
園將無聲無息、安安靜靜。這些全是妮妮告訴她的，妮妮似乎知道很多，她
不知道妮妮從哪兒得到這麼多資訊。這兩年來，她認識的印尼人只有妮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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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尼語裡指的是蒼白的花。她生得黝黑，
Harwan Wawan

仲介、奄奄一息的阿公、男女主人、佩佩和佩佩的親戚們，全是台灣人。妮
妮也告訴她，別相信這些台灣人。
阿咪的本名是

Harwan

、短褲、拖鞋，是阿咪一貫的
T-shirt

有著粗 壯的 四肢，雙手因 為操勞總是脫著皮，自然捲常用拔頭髮的 橡皮筋 隨意綁
著，臉上掉下幾縷黑絲，看起來很沒精神。

打扮，反正作家事和照顧病人本來就不需要穿紅紅綠綠的洋裝。總之，

既不蒼白 ，也不是花。第一天來到位於台北市北區的 這戶小家庭裡，女主
Wawan

人便給她取 了個台灣名 字：﹁妳的名 字是什麼汪汪？這是什麼奇怪的 印尼名 字？

才知道，﹁菲傭﹂指的是菲律賓人，而
Harwan Wawan

我看以後就叫妳阿咪好 了，跟 我們上 一個菲傭一樣的名 字，好 叫又好 記。﹂過了
好幾個月，中文略有進步的
她其實是從印尼來的。

再 撐一年她 就能合法返回印尼了，阿咪不是沒有掙扎過。這兩年為了那三 個

孩子，什麼氣沒忍下來，什麼苦不能吃。可是這次 女主人實在欺人太甚 ，剛好 妮

妮又鼓勵了她 ，阿咪把心一橫，真的決 定要走 。作﹁黑工﹂雖然沒有健保，但是

聽說一個月至少多四千元台幣，能夠選擇雇主，還能放假。已 經不記得上次 完整

她 留下那只為了來台灣而買的 咖啡色硬皮箱 和幾件厚重的衣 物，要 帶走的 行

擁有自己的時間是什麼時候了，正在收拾的阿咪默默想著。

李並不多，妮妮說，小心為上 ，別太過張 揚。幾套簡單的 換洗衣 物、盥洗用具、

乳液、幾張照片、和佩佩自個兒編的幸運手環，也就把黑色的手提袋塞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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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完畢，環顧四周，這房間和初來之 時並無二異，一副桌椅、一個上 頭印

有彩色風景 圖案的 廉價塑膠布衣 櫃、一張 狹窄的 單人床、與單人床旁 垂垂死矣的
老人，桌子上擺放著滿滿的藥品、食品、紗布、膠帶和抽痰器。

她盯 著眼 前這個雙眼 半睜、雙唇微張 ，發出輕輕鼾 聲的 老人家發了一會呆，

七百多個日子以來每天不間斷地灌食、抽痰 、洗澡、按摩、翻身、清理 大小便，

更 難熬的 是半夜還得忍受時不時出現的痛 苦呻吟，更 換老人陰莖上 裝有尿液的 塑

膠袋。兩年來阿咪因 為這個半活不死的 阿公，沒有睡過一天的好 覺。她 伸手握 了

握老人因缺乏活動而僵硬夾緊的雙拳，抬眼瞧看這位她耗著青春陪伴的無聲老

人。雖然阿公的 肌膚已 如捏皺的 保鮮膜般 缺乏彈性，沒幾日就出現深淺不一的 紫

色瘀青，臉龐卻仍透著紅潤的 光澤，她 把他照顧得挺好 。她走 後，這家人很快又
能找到新外勞了吧，她是不需要為阿公擔心的。

幾天前佩佩表姊一家人自新竹來探望阿公。房間裡，阿咪靜靜將淡土黃的 乳

糜物倒進針筒型的 灌食器中，讓那黏稠得難以稱之 為液體的 東西慢慢流進老人的

鼻胃管裡，她 得適時壓放管子調整 流速，讓﹁食物﹂不慌不忙地送進胃裡面。阿

咪靜靜地倒著土黃液體，靜靜地看著表姊一家人輪流緊抓住老人滿佈皺紋的脆 弱

雙臂，深情地注視那連 醒或睡都分不清的 阿公，注視著記憶全無的 空洞的 阿公。

佩佩的姑姑在輕輕叫喚﹁爸，我來看你了，你好嗎？﹂的時候，留下兩行清淚。

﹁阿咪，謝謝，辛苦妳了。﹂她 記得佩佩的 姑姑那句道謝，也記得那句道謝
後她才感到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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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對 姑姑露出一抹疲 憊的 笑，很客套地搖了搖頭，﹁不會啦 ，應該的 。﹂阿
咪說。

﹁拜託，她 哪有多辛苦！我們平常上 班時，她 才自由呢，誰知道有沒有偷看

電視、偷開冰箱 。我每次 都覺得家裡很髒，看樣子肯 定是常常偷懶！﹂佩佩的 媽

那時，阿咪空出的 左手忽的 觸到了電動床的 金屬把手，金屬的 冰涼瞬間從手

媽答著腔。

把傳遍全身。看樣子這女人認定一手包辦所有大小家事、照護老幼不是辛苦，認
定成天待在家中看顧著一個連說話都忘記的老人是自由。

是時候離開了。無法判斷自己 有沒有捨不得，阿咪只知道現在最想做的 ，是

。灰濛濛的台北市令她喘不過氣，她想念廣闊天空下騎著腳踏車
Kalibaru

買張 機票 ，立刻 飛奔 回孩子的 身邊，回到晴空萬里的 爪哇，回到充滿椰子樹和菠
蘿蜜的

的那個自在的自己。
但是她也知道，錢還沒賺夠，她不能回家。
離開，卻不能回家。
﹁我回來了！﹂碰的一聲，佩佩大力關上了門。
咦…？

﹁佩佩，妳今天怎麼這麼早？﹂她 心虛地闔上 門，下了樓梯，﹁現在才中午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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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段考，所以中午就放學了呀！﹂佩佩成大字型一屁股陷進黑色的小

黃牛 皮沙發裡，連 書包都還沒脫，﹁考試好 累，肚子超級餓的 ，有什麼可以吃的
嗎？﹂

﹁有呀 ，我馬上 去煮，吃麵好 嗎？﹂啊！她 真不小心，居然和妮妮約了個佩
佩會在家的時間，有夠糊塗。現在可怎麼辦好？

﹁好 啊！對 了，阿姨，我媽不在，我們一起吃就好 了。﹂佩佩逕自起身，把
書包放回房間，脫下襪子，走回客廳看電視。

廚房裡，鍋內熱水漸漸滾燙，阿咪的臉頰也漸漸滾燙，不知是蒸氣噴上了

臉或是內心不安的 顯現，她 覺得千斤壓在肩上 ，身體又熱又重，﹁我該告 訴佩佩

嗎？她會說出去嗎？或是我該重新和妮妮約日子呢？剩下不到三小時，妮妮那

兒要 重新規劃 也是有困難的 吧？還是我該放棄，繼續待在這裡呢？﹂一思及 此，

手中攪拌麵條的筷子停了下來，她大力地搖了搖頭，﹁噢不！我絕不要再待在
這！﹂
﹁阿姨，煮好了沒呀？我要餓扁了啦！﹂佩佩在客廳大喊。

﹁好 了好 了，來吃吧！﹂，阿咪拖著腳步 從廚房走向 餐桌，怕弄 翻兩碗滿溢

，早知道應該準備那道才是。
Gado-Gado

的 湯麵，﹁我煮得很簡單，是青菜蛋花湯麵。﹂這是她 和佩佩的 最後一餐，湯麵
似乎太過寒酸，她想起佩佩好喜歡她的

﹁吼，只有青菜跟蛋喔！﹂佩佩嘟著嘴，不情願地上了餐桌。

﹁妳突然回來，我來不及 煮。﹂阿咪抱歉地看了佩佩一眼 ，這或許 是她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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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 看到這丫頭，白 皙的 皮膚、靈巧的 大眼 睛，真是個漂 亮的 孩子，這兩年她 長
大好多，已經稍稍露出即將成為少女的韻味了。
﹁佩佩，我想跟妳說一件事好嗎？﹂

﹁有什麼事都可以說呀 ！如果是我媽的 事，我知道我媽對 妳很兇，希望妳別

介意，前幾天她 誤會妳雖沒道歉，但我想她 心裡也不好 受的 。﹂難得聽到佩佩如

此成 熟的 一番話，阿咪嚇 了一跳。有那麼一秒鐘，她 遲疑了，或許再 多陪伴這女
孩一些日子也挺好的。

可是不行，再不放假我會變神經病，妳媽不是壞人，是個瘋女人，我每天
、
Berharap

和
Fajar

要養，阿咪在心中喃喃自語。
Fitroh

都睡不飽，抱著妳蜷縮的 阿公去洗澡間真重得要 命，而且 我想賺更 多錢，我也是
人，也有親愛的

她按壓著鼓聲響個不停的心跳，鼓勵自己。

佩佩咕嚕咕嚕將剩 下的 湯一口氣喝完，抬起方才被整 個碗遮 掩住的 小臉蛋，
﹁所以，阿姨妳要對我說什麼呀？﹂

唔，還是算了，冒的 風險太大，要 是一不小心還會害了妮妮，﹁沒有啦 ！只
是想說妳長大好多，跟剛認識妳的時候不一樣了呢！﹂阿咪燦然。

﹁那當然啊，我快要升 國一了呢！﹂佩佩有點得意地昂起下巴，散發出屬於
成長的驕傲喜悅，﹁阿姨妳也是啊，妳的國語進步好多喔！﹂

﹁謝謝。﹂是啊，她的 中文 真的 進步 不少。想起剛入 台灣時女主人第一次的

尖酸刻 薄，令她 完全摸不著頭緒：﹁阿咪，倒個垃圾又倒去外太空了嗎？﹂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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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她 掛著一臉茫然：﹁﹃外太空﹄是什麼？是一個地方嗎？﹂這一問還讓原本已

經不滿的 女主人跳起腳來：﹁你們這些 菲傭怎麼每個都笨得跟豬 頭一樣？連 ﹃外

太空﹄都聽不懂？﹂她 聽不懂﹁豬 頭﹂，但聽得懂﹁笨﹂，那時心裡想：﹁妳來

時間問了妮妮，才知道外太空指
Tea Time

印尼兩個星 期最好 就能聽得懂我們所講的 每一句話！﹂，不過她 沒有回嘴，因 為
女主人根本不需要去印尼。
後來有天她趁著倒垃圾後的兩分鐘

的 是地球以外的 地方，而這句話的 隱藏涵 意是：﹁倒個垃圾怎麼可以花這麼久的

呼
―

―

時間﹂。所幸 ，女主人次次 罵人都是幾句重覆再 重覆的 字眼 ，她 很快就全部聽懂
了。她不笨，她只是沒錢讀書。

阿咪托著腮，看著面前這個驕縱卻可愛的 小女孩，暗自忖度 ，﹁真難想像是
那個瘋婆子生出來的呀！﹂

﹁我吃飽了，要 去唸書囉！﹂佩佩用手背抹了抹嘴，很快溜下椅子，留下桌
上一雙碗筷，奔跑著回去房間。

嚕
―

﹁也許 我還是可以趁佩佩唸書的 時候離開。﹂阿咪兀自以印尼語對 自己 說。
她站起身來清理善後，忐忑上了樓，回到了房間。
牆上的鐘指著一點三十分，還有一個半小時。
黑色的手提袋靜靜等在那兒，阿公的鼾聲比往常均勻了些，呼
嚕。她掀起棉被，熟練地為阿公替換了又裝滿尿液的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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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三十三分，只過了三分鐘。

阿公下一次的 進食時間是兩點半，加熱食物需要 十分鐘，灌食需要 十分鐘，
間。她非常需要在兩點五十五分準時出門，她不知道妮妮會等她多久。

清洗灌食器需要五分鐘，算起來時間差不多剛好，但她得為自己預留更多的時
一點四十五分，或許她今天該早一點灌食？

長針緩緩上 移，時間露出了冷笑的 嘴，離出門的 時間還有一小時又十分鐘，

她 很想現在就走 ，不過在外面晃蕩一個多小時實在太危險，應該和妮妮約兩點鐘

的 ，餓 阿公一餐不會出人命。佩佩現在正專心，可等下若又想看電視怎麼辦？大
門就在客廳旁。

對 佩佩，其實是有點不捨的 。阿咪忽的 憶起剛來到這兒時，佩佩怯生生躲在

媽媽身後的 模樣，那時佩佩大概不及她的 肩膀 ，現在都已 經到她的 耳朵般 高了。

自從她 替佩佩頂下打破爸爸心愛花瓶的 罪過後，佩佩便一改同媽媽一般的 輕蔑態

故事。那時她 也只是一時衝動，在﹁匡 啷﹂一聲後，佩佩驚惶失措、男女主人從

度 ，與她 親暱了起來。三 不五時阿姨長阿姨短的 ，吵著她 用彆腳的 中文 講印尼的

臥室衝出門的 一霎那，低頭說了聲對 不起。還好 男主人沒有要她 賠，那可是她好

幾個星 期的 薪水。至今，滿地七彩的 碎片，小女孩摀著嘴、睜著眼的 恐懼，和著
女人猙獰扠著腰，大叫﹁怎麼可以算了﹂的畫面依然如此清晰。
她就這麼不告而別，佩佩會不會有一點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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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奮力地朝自己 搖搖頭，不能再 心軟了，她 有她的 人生要走 ，佩佩有自己的

人生得過。佩佩是台灣人，有一對疼 愛她的 父母，根本 不差我這個外勞，我無法
為了她，繼續忍受辱罵和勞累。

怎麼會…？兩點五十三分了？是怎麼飛過這最後一小時的？阿咪用力擠擠

眼，確認自己並沒有看錯時間。天哪，她覺得頭有點兒暈，一面以手背貼著額

頭，一面搖搖晃晃自床上 站起。剛實在、實在不應該自以為是追悼那乏味且 沒人

在乎的 回憶裡，看樣子準沒時間為阿公灌食了。不過，阿公乾癟的 胸部平穩地一
浮一沉，看起來也不很餓的樣子。

現在不是為阿公傷神的 時候，她的 人生即將因 為選擇面臨重大的 轉變，離預

定出發的 時間只剩 兩分鐘。未 來安定下來前，還得先度 過一段緊張 忐忑的 時刻 ，
她只希望一切順利，沒有一丁點出錯的可能。
而阿公、佩佩、和他們的家人，實在不是她能力所及要擔憂的對象。
阿公，對不起。
阿咪拎起手提包，望了望電動床上的老人最後一眼。

§

§

然後她躡手躡腳下了樓，悄悄打開熟悉的大門，再也沒有回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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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知道這些 菲傭沒一個好 東西，每個都忘恩負義！﹂佩佩的 媽媽歇斯底
里地大吼，﹁明明已經沒讓她出門了，她哪兒來的朋友帶她走的？﹂

佩佩看著因 憤怒而面色扭曲的 媽媽，心中浮現太多疑惑和情緒。我們不是相

處好好的 嗎？怎麼突然說走 就走 ，還不打算再 見呢？她 難道不會捨不得我嗎？而
且她走了，誰來照顧阿公？

佩佩的不解漸漸融進媽媽的怒罵裡，也在胸中燃起無名火。居然就這樣丟

下我們，我這麼相信她 ，真是太可惡 了。媽也許 是對的 ，這些 外勞根本 就不懂感
恩，千萬不能對他們太好。

上 了樓，開了燈，阿公在房內發出轟轟的 刺耳的呼吸 聲，想強調他還存在似
的，我以前怎麼從沒覺得阿公吵呢，佩佩想。

Pei Pei,

走 到桌前，驀的 佩佩在成 堆的 藥品旁 看到了一個深藍色的 髮箍，上 頭掛有碩
大的深藍色蝴蝶結，很是可愛。
髮箍邊擺著一張白色的小字條，上頭是阿咪歪斜笨拙的英文：﹁
﹂
Sorry. Harwan Wawan

佩佩不知阿咪怎麼會有機會買髮箍，但也許這並不重要。她拿起閃耀著藍光的

髮箍往頭上一戴，怔怔看著在數年以前仍然高大、牽著她小手的阿公，發起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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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
作者介紹

得了一個獎，一個企劃案徵文的獎。

陳彥廷

入圍

一 九八五年生，南投人，師大 地理系畢，曾 獲師大紅樓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現任教於國立華僑實驗高中地理科。

我

這是某家銀行舉 辦的 ，他們新推出一個保險理財 組合方案 ，大張 旗鼓的舉 辦
廣告企劃案比賽，獎金很不錯。

我參加了，寫了一個以家庭溫情與包容為訴求的 企劃案 ，得了第三名 ，獎金
兩萬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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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來已 經排好 值班，但主辦單位說得獎者一定要 親自上 臺北領獎，否則依據
賽前簽訂的協議書，獎金將不予發放。
﹁怎麼辦？﹂我問。
﹁努力把班喬開吧！﹂他說。

於是我用盡在公司 所有人脈，終於排開下午 時段的 班，中午 十二點整 ，匆 忙
的從位在桃園的公司出發，拉著他一路往臺北衝刺。

上 車前，我們經過一家屈臣 氏，他突然說：﹁進去買罐髮型噴霧吧！你這個

樣子根本 不能看，等一下一定會有需要 拍照的 場面，你昨 天洗完頭就睡覺了，現
在頭髮亂七八糟。上班沒人管你，但這樣子去頒獎典禮可不行！﹂
好吧。
沙宣造型慕斯，一 ○
八元。

紅綠燈旁的 站牌邊，正好 停了一輛北上的 國光號客運，我們過了馬 路直 接上

但接下來沒那麼幸 運了，高速公路大塞 車，載著我們的 國光號走走 停停的 ，

車，幾乎沒有浪費到時間。

頒獎典禮舉 行的 下午 一點漸漸逼近，我越來越著急，從一開始心中盤算的 ﹁來得

及 、 來 得 及 …… ﹂ ， 到 後 來 每 次 一 個 停 頓 ， 我 就 不 禁 大 罵 ： ﹁ 沒 用 的 司 機 ！ 剛 剛
明明可以插到快車道，為什麼不插？爛貨！只會踩煞車！﹂
他默不作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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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心裡明白，這不是司機的錯，就算前面有發生車禍或者正在道路施

工，也不是發生車禍的 人或施工的 人的 錯，我應該連 早上的 班一起排開的 ，但我
不願意放棄那些鐘點費，我想買一些我知道自己不應該買的東西。
他知道我心裡明白，所以他默不作聲。
靜止，車子靜止，時間靜止。

我開始感到尿意，而且 越來越急，這使得我原本 漸漸冷靜的 情緒又隨著膀 胱

不斷膨脹，我開始咒罵許 多事情，一邊不斷的 質問：﹁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不

幸的 事情都發生在我身上 ？我好 不容易得了一個獎，而且 只是第三名 ，第一名 、
第二名後面的第三名，為什麼不能就讓我順利的領完獎回家？﹂
他說我問這些也沒有用。
﹁的確沒有用，一點幫助也沒有，﹂我說，﹁但我就是生氣。﹂
﹁我知道。﹂
﹁我知道你知道。﹂我對他笑了笑，心裡一陣溫暖。

好 不容易客運下了交流道，啟聰學校、圓山 捷運站、三 德大飯店、民權 西路
站，我們下車，往捷運站狂奔。
手機響了，是主辦單位的人：﹁陳先生，你在哪裡？﹂
我在奔前往捷運站的路上，但我告訴他我已經在捷運裡，快到了。
﹁那好吧！﹂
我們上完廁所、研究了捷運路線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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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卡上面寫，頒獎典禮辦在信義誠品三樓，坐捷運去的話在市府站下

車，﹂他對我說，﹁那我們得先搭蘆洲線轉板南線，看來還有好一段路。﹂
上車。

我拿 出剛買的 造型慕斯，擠了一大坨在手上 ，味 道很刺鼻，但只能忍著，畢

竟 等一下要 出席的 場合很重要 。我將慕斯在掌 中暈開，看著捷運車廂 裡黑色背景
﹁好醜。﹂他說。

車窗所反射出的我的樣子，試圖弄出一個像樣的旁分。
﹁沒辦法，很久沒有用這些東西了。﹂我回答。
電話響了 ―
﹁陳先生，你到底在哪裡？﹂
﹁我在捷運裡。﹂

﹁怎麼那麼久？典禮已經快要開始了！不過你如果在捷運上，緊張也沒有
用，好吧，希望你能儘快過來。﹂
掛斷。
轉車，坐車，再上一次髮型慕斯。
電話又響了。﹁不要接，﹂他說，﹁接了也沒用。﹂
終於到站，我們狂奔，一路問到會場。

我們氣喘吁吁的 在會場邊彎著腰，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頒獎典禮早已 開始，
主辦單位的負責人正在致詞。我完成報到手續，環伺四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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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臺後方的 大看板 、膚色亮面絲質桌巾、會場四周滿滿鮮花，木質地板上 來

來回回叩叩叩的 聲音 、坐無虛席的的 觀眾 與記者、碩 大的 攝影機與相機鏡頭裝在
腳架上。
他興奮的說：﹁我們回來了！﹂
我回來了。

上 臺領獎之 前，他提 醒我到廁所去整理 一下儀容，我再次 梳了頭髮、並且 把
眼鏡拿下來，﹁這樣眼睛比較有精神，拍起照來好看。﹂他說。
領獎、握手、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
我笑得很好，得要領的下巴微抬，讓自己看起來氣質非凡。

頒獎典禮之 後是茶會，桌上 堆滿了精緻可口的 小點心。當我貪心的 吞食著每

一樣精巧如藝術品的 食物時，他輕拍我的 肩，要 我注意身為企劃案 作家的舉 止，

並且指了指講臺前方，那裡站了許多參賽者 ―
他們圍著評審，那些大公司高階主管與許多電視臺中的名嘴們，問著：

﹁我的企劃案哪裡需要改進？﹂、﹁如果想進入貴公司需要加強哪一方面的能
力？﹂、﹁我認識你們部門的誰誰誰……。﹂、﹁……？﹂。
每個人與每個人正瘋狂的握手與交換名片。

﹁那你也去跟 那些 老闆講話呀 ！這些 你最會了，而且 你都知道，甚 至不用我
教你！﹂他說。
我都知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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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博萊酒其實是被炒作起來的次級品，喝起來苦澀無味，口感甚至不

及 價錢只要三 分之 二的 平價紅酒 ；也知道奧 迪車子方向 盤在低檔時會變得過重而

不順 手；黑魚子醬其實比黃金魚子醬來得溫潤順 口；張 愛玲的英文 小說其實寫得

很差，純粹是為了崇洋媚外心理的 創作；朱銘許 多流通在拍賣市場的 作品較格被

訂得過高，依他的 作品產量和年紀，一尊 高三 十公分的 木雕不應該賣到十萬新臺

六年的 合作，她的 觸鍵雖然完美如
○○

幣；鋼琴 女王阿格麗希和義大利廣播交響樂 團合作的 普羅高菲夫三 號琴 協奏 曲，
遠遠不如初出茅 廬的 王羽佳與阿巴多在二

昔，但她 只靠著印象而不看譜 練習，使得每個樂 句幾乎都有漏音 ，她甚 至彈錯了
第二樂章裡一整段琶音！

這些 我都知道，雖然我沒有喝過紅酒 、沒有坐過進口車、沒上 過西餐廳、沒

讀完過一本 小說、沒看過朱銘、也不會彈鋼琴 ，但我都說得出來，都懂得技巧性

―

的稱讚與批評、都可以聊得很高興！
那都是我在大學的時候學的

在那之 前，我還是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 我，而這樣的 我，必須 在每天在晚上

七點左右，跟 著奶奶拿 著黑色大塑膠袋，搶在公所的 垃圾車到達之 前，到巷口挨

我當時覺得跟 別人要 瓶罐或報紙回收沒什麼，當然，我們常常會遇到認識的

家挨戶做資源回收。

人，但大家都知道我們家的 狀況，老師 也常稱讚我，說我很好 ，用功、孝順 、又
有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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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考上 第一志願的 學校，來了臺北，大約從這時候開始，他出現在我身
始，你要變得不一樣。﹂

旁 。﹁你終於走 到這一步 了，﹂他對 我說，﹁終於進到這樣好的 學校，從現在開
一點一點的，他教會我這些。

奶奶在我大四那年過世，在那之 前，我已 經有一整 年沒回家。當接到鄰居急

急忙忙打來的 電話時，我正穿 著全套西裝，站在水晶吊燈下，依著他教的 方式淺
淺的笑著，一邊將手中輕握的高腳杯湊到我鼻子下 ―
紅酒半滿，一旋、兩旋、第三旋。

退伍後，我在桃園找到一份物流管理的 工作，每天從清 晨到深夜，我盯 著來
來去去的貨物，在表單上打勾、打勾、打勾、打勾、打勾。
﹁這也算是企業管理，﹂我解釋，﹁跟我大學念的沒有差太遠。﹂
他冷冷看著，一句話都不說。

我在公司 附近租了一個五坪 大的 套房，月租五千六。套房的 隔音 很差，我常

常會聽到隔壁套房住著的 一家三 口的對 話，大多時候平凡得很溫馨，有些 笨得不

像話。有天晚上 ，男主人喝酒吐 了一地，半夜了，小孩子被吵醒大哭 ，男主人馬
上酒都醒來，一邊抱著小孩搖來搖去，一邊輕輕的哼著兒歌。
﹁不要睡了，﹂他說，﹁趕快把這些寫起來，為了那個比賽！﹂

﹁孩子，﹂我在企劃案 中附上的 廣告 腳本 是這麼結尾的 ，﹁不論在哪裡，家
的臂彎總等著你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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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去跟評審講話啊！﹂他催促著。
﹁嗯。﹂我說。可是我沒有走過去。
散會之前，除了站上臺那幾分鐘，我一直躲在人群最後方。
﹁你怎麼了？﹂他問。
﹁沒什麼。﹂我說。

我們逛了逛信義誠品，︽餐廳禮儀 ︾、︽成 功的 不二法門 ︾、︽簡單學國際

標 準舞 ︾、︽領導者 ︾，非文 學類暢銷書排行榜上的 冠亞季殿軍，我翻都沒翻。
他叫我等他，我理都不理。
︽癌症不是病︾，﹁哼哼，那什麼才是病呢？﹂我問。
﹁肥胖吧！﹂他說。他看了看四周的人們，又看了看我。
﹁每天工作到那麼晚，回家都累得半死，﹂我說，﹁有什麼辦法？﹂
已經兩年沒上健身房了。
沉默。

我們再 往其他樓層走 ，很多新奇的 單價高得驚人的 東西，他看得非常高興，
但無止盡的倦怠感不斷向我襲來。
﹁我們走吧！﹂我開口了。
﹁可是……。﹂他說。
﹁我累了。﹂
他體貼的漠然的點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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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往捷運站前進，出發前說好的阪急百貨和新光三越，一家都沒有去逛。
我們站上手扶梯往下，拿出悠遊卡，正要跨進捷運站時 ―

﹁我要 離開你了！﹂他似乎思考許 久，終於講出這句話，﹁你知道我要 離開
你了。﹂
﹁嗯。﹂即使早預料到會有這麼一天，我仍然覺得不捨。
﹁那……﹂他說，﹁就這樣了。﹂
然後他頭也不回的走掉。我看著他的背影，心裡突然一陣惆悵。
﹁可是我還沒準備好要失去！﹂我叫住他，鼓起勇氣說。

﹁我知道，﹂他定定的 站住，回過頭來，﹁可是已 經來不及 了。你自己 心裡
明白，其實你早就已經失去了。﹂
他還是離開了。我呆呆的望著他走掉，有點不知所措。

那天晚上 ，我一個人領了大大一塊珍珠板 做的 拍照用假支票 ，還有實際上 寫

著扣了稅之 後的 一萬八千元的 匯票 回到租屋處，澡都沒洗，沾到床就倒頭大睡。
隔天清晨，我回到公司上班，為前一天下午的請假賣力補齊工作進度。

從此以後他再 也沒有出現在我身邊，但每當我扭開電視、翻開報紙，總會看
到他站在某個青年領袖精英旁，嘀嘀咕咕的提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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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款
作者介紹

謝智威

入圍

個城市到處是偶發的事件，偶發的便利商店、咖啡館、自動櫃員機。

就讀於東華大學創作與英美文學研究所。「世界是只能共處而無法逼視的」，小說只
是我看世界的一種透鏡。

整

。她總對著你笑，紅色的唇貼得你好近。總是會告訴你，別
mic

背板 發著綠色的 光，女人梳著整 齊的 包頭，根根分明的 髮絲露出白 皙健康的
耳朵單邊掛著耳

擔心，只要 您有任何需要 ，拿 起她 身旁的 話筒，線 路自動接通後，她 ︵或任何一

個她 ︶，會溫柔地說：某某信託您好 ，我是編號某某號的 專員，敝姓某，很高興
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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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再 是你，你有了一個尊 貴的 稱號您。您可以向她 訴說您所有的 困難，您

要 買筆電、要 買名 牌包、要跟 朋友吃一頓米 其林三星 料理 、要 買一隻狗︵或人︶

與您作伴、要繳房租還車貸，甚至只是上網團購買了一盒二十四個布丁都能分

二十四期付款。一如她 總是告 訴您，我們是一家人嘛，您便永遠會記得她 選口紅
的顏色，像聖誕樹上的一顆紅色玻璃球。

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 事情，她 知道您羞 於啟齒 ，於是給了您一張卡 片，從小

﹂之 前有沒有足

小的 窗口把卡 片遞給，呃 ，灰色機殼 裡的她 。螢幕 會跳出幾個選項 ，她 笑著說，
請選擇服務項目 ，您可以選擇存款、提 款、餘額查 詢，確認﹁
元只是證明了一項數學趨近於卻不等於的定理。
999.99

夠的 四位數讓您取 用，她 總是笑著告 訴您她 身上 只有千元鈔票 ，彷彿你擁有將近
一千的

就像這個女人剩 下的 兩個選項 ，她 在微 笑小姐面前猶豫不決 ，預借現金，以

及 ，愛心捐款。她 經常想，如果別人插入卡 片時會出現愛心捐款給她的帳 戶︵她

側目 瞥了身後那位先生一眼 ︶，她 真希望他插入卡 片時，他會點愛心捐款，輸入
密碼，捐個一兩萬，抬頭是救救月光族／蝸居族／鰥寡孤獨專戶。

她以上皆是，她經常憤恨不平地覺得她真是她媽的太可憐了，這世界上缺

錢的 人多的 是，不是嗎，有時候簡直 想不出來這世界到底有誰不缺錢，連 過世的

人都可以燒一張 信用卡 來用用，而愛心捐款居然半毛沒有她的 份。月光族不可憐

嗎，蝸居族不可憐嗎，單身的 人不可憐嗎。她 總是會在經過﹁順 手捐發票 救救老

殘窮﹂的透明箱時用高跟鞋踢了箱子一腳，然後贖罪似的丟一張爛掉的發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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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去，接著買一張樂 透，結果並不意外的 是當晚把那張樂 透票券 撕爛。有時候她 會

想是她 捐的 發票 是不是過期了，還是捐得不夠多，或者買一張樂 透實在太少，應

該買十張 ，或者是因 為她 現下沒有男朋友可以幫她 買樂 透。剛分手半個月，她好

難過，她 不想講話，在聚餐的 場合，她 其實什麼也不想點但是她 什麼都想吃。朋

友有時會說哎唷快帶個男人幫 你付帳 嘛，她 也想，但她 會回嘴說我是個獨立 自主

的 新時代女性，然後用刀叉把餐盤叮叮咚咚敲得好 大聲，花椰菜切飛了掉進濃湯

碗裡，也沒有一對 情侶注意到她 。她 們全都沉溺在自己 盤裡和身旁 食物裡，或只

是應和她塞 個幾句下個男人會更好 、你自己 太挑了、你點的 是蔬 菜濃湯嗎、請輸
入密碼……
﹁小姐，﹂男人抬了抬下巴，眼神示意她，﹁密碼。﹂
﹁我按了什麼，借款嗎？﹂
﹁我不知道，但你得快點，我趕時間。﹂

男人手中有一包紙袋包成 長方型的 東西，壓得異常密實，她 將目 光移開，回

頭毫不猶疑的輸入西元出生年月日 19880731
，微笑小姐笑著跟她說密碼錯誤囉！

…… 更 正 。 如 果 不 是 西 曆 生 日 會 是 農 曆 生 日 嗎 ， 戊 庚 年 六 月 十 八 ，
1988

，戊庚 年？她 抬頭一看微 笑小姐居然長得很像現在就在她 租屋處等著收租金
0618

的 房東，在她 光淨的 額頭和眼 尾用奇異筆畫 幾條皺紋就更 像了。那會是上 一任男

總愛掀別人裙 子當
―

友的 生日嗎？她 努力遺忘十來天的 數字這回又想起來好 令人不堪 ，或者是第一個
正式交往的 男友生日，又或者是國中單戀三 年的 那個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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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日。她討厭自己是如此容易把自己的一切全心
―

全意的投入，卻總是為了別人改變自己任何事物︵三圍、體重、住址、電信公

然也掀過她裙子的男生

司、吃飯的速度、仙人掌的名字，還有密碼︶，那個善變又專注的自己，唉！
密碼錯誤囉！請您重新輸入。

，也許這組生日才像是個真正的秘密。
19871228

微 笑小姐怎麼能夠從頭到尾都是同樣的 表情和語氣呢？男人想，如果是他，

他會把卡 片摺成 兩半丟 在那個忘記密碼的 笨蛋臉上 ，並且 質問她 這不是你的卡 片

對 吧，一定是哪裡偷的卡 片來踹 密碼。這些 人他見多了，如果這一步 失敗 了，下

一步 就會找他報到押身分證並畫 押簽借據了。﹁吼！﹂他壓低了聲音 盡量不讓任

何人聽見他的 不耐除了她 ，那個轉過頭來乾笑賠不是的她 。他張 望落 地玻璃 帷幕
﹁小姐我真的趕時間。﹂趕時間把這筆不屬於他的錢存回去。

外，處處都是被建物擋著的縫隙。
﹁林建傑！﹂
他吃了一驚，交插在胸前的雙手抱得更緊了，紙袋被勒出聲音。

﹁你是林建 傑，噢 天啊，是你！﹂女人連連 發出一種不可置信的 驚呼 ，不可

置信的 是女人居然如此激動而且 喜悅，毫無保留地又是拍手又是壓太陽穴直 喊著
天啊天啊，怎麼會遇到你。
﹁我是倪佳仁啊，民權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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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銀機刷條碼的 聲音 突然停止了，店長探過頭來，櫃檯前的 顧客在小包裡掏

找著零錢，遞給店長時便也把視線 轉到這裡來了。女人朝店員一笑，男人也是，

彷彿一種不能為外人所知的 秘密交易，監視錄影器都轉到這裡監看了，如果下一

秒，如果的 話，警鈴在櫃檯底下。叮咚，自動門拉開放熱氣和人進來，一股 冰涼
的硬幣壓在店員掌心上，收您四十九元，這是您的發票，謝謝光臨。
這邊可以幫您結帳。

啪，紙袋掉在地上 ，撐開了口，他急忙把一疊藍色的 東西塞 了回去，抱在胸

前，又單手脅在腰側。看著眼 前的 女人寬鬆的 背心和短褲，曬黑的 腳趾夾著飾帶

上的 水鑽發著廉價晦暗的 光，我是倪佳仁記得嗎倪，佳，仁。彷彿沒有性別的 小

猴子一般 在他眼 前躁動著身體，原 地跳躍著，一旁的 冰櫃低鳴 著鋼絲絨般的 聲音
輕搔著耳膜。
﹁你以前坐我隔壁啊你忘記了？﹂

﹁ 喔 ， 對 …… ﹂ 他 伸 出 另 一 隻 插 在 口 袋 汗 濕 的 手 ， 女 人 捧 了 起 來 開 心 的 笑

了，他也開心的 笑了。冷氣很強的 一角爆出熱絡的 大笑聲，他們很有默契 地向 著

再度 探頭過來的 男店長笑了一笑，像是一對 蜜月夫妻一走 出登機門就踩在淨白的

沙灘上對 著異鄉的 人們親切的微 笑，此一幕 被放在信用貸 款的 大型廣告上再再 適
合不過了。

﹁你現在在哪裡工作了？﹂她 開心地抓著他的 手，半截十字刺青從西裝的 袖
口劍柄般拔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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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男人說。甩了兩三下才甩開她熱烈的手，從西裝內口袋掏出一張

名 片給她 。不知名的 一家公司 ，富 勝金控股 份有限公司 襄理林 健傑。眼 前的 男人

說，我們主要 是做投資和管理的 ，也兼做借貸 ，我們也很常跟她 合作︵男人指指

她 身後的微 笑小姐︶，不過你知道的 最近做投資的 窮人多，借貸的 窮人也越來越

多了，幾乎是以一種倍率速度 在成 長。你們窮人這樣，你們窮人那樣，你們窮人

﹁投資也是一種借貸啦，差別是我們跟你借，我們可以隨便還，﹂男人自

唉窮人。

信地微 笑著﹁可是你們跟 我們借，那是另一回事。﹂男人撥 了撥 頭髮，理 了理 西
裝，刺青在他袖口手背上進進出出。

咖啡機沖奶泡的 巨大聲響響 起，像是耳鼻喉科醫生拿 著細鋼管在鼻腔裡抽走
鼻涕，腦袋彷彿也會被吸走似的。

嘩 地女人眼 淚流了出來，發出一種低頻的 聲音 和冰箱 引擎音 叉般 共鳴 著，中

間偶爾穿 插幾次 拔高的 抽噎聲。用餐區的 客人三三 兩兩的走 了，自動自發地用餐

巾紙把桌子抹乾淨，丟 了垃圾還做了分類，遠遠經過那對 男女時都避開了眼 神、

拿 出手機把玩、咳嗽、吸 鼻水，可是走 得很慢很慢，把背景音 放空留下嗡嗡的 共

嗶。一共是三 十九元收您四十找您一元和您的 發票 謝謝光臨。店長想，警鈴

鳴聲。
在底下，巡邏警察十分鐘前剛走，真是不巧，可惡。
﹁幫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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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欸你別這樣啊！這是怎麼回事，我當然可以幫你，先冷靜一下。﹂
﹁那邊的顧客，﹂店長跑了過來﹁需要任何協助嗎？﹂

﹁沒事，﹂女人突然撲向 他的 懷裡，掩著臉就是嗚 咽的 聲音 ，輕輕磨著他的
上半身，﹁我們太久沒見面了，她比較激動一點。﹂
﹁我們真的好久沒見了，嗚嗚……﹂女人又把臉埋進去。

店長自討沒趣 地走 進倉庫 ，拿 了飲料箱 子出來補貨。男人拍拍女人的 背，女

人起來時已 經沒有淚水，乾抽個兩聲，鬆開了環抱的 身體，女人理理 髮流擦擦眼

淚，臉上 是男人襯衫壓出來的衣 服印子兩條從額頭直劃 到眉心，他覺得好 像可愛
的巧虎，一種小時候很愛看的黃色卡通老虎。
﹁我最近，生活很困難。﹂
﹁我想我看得出來。﹂
﹁想不到你已經當了經理啦，跟你小時候說過的一樣。﹂
﹁我小時候有這麼說過嗎？﹂

﹁有啊，你坐我隔壁天天都說要 當銀行經理 。﹂女人對 著他說，他小時候其

他的 課都漫不經心的 ，一到了數學課精神都來了，經常舉 手上 台把老師的 問題解

答完。老師 說林 健傑你長大一定是個數學家，不然就是銀行董事長。他跟 老師 說

他不要 當董事長他要 當經理 ，因 為電視上的 男主角都是經理 ，董事長是做什麼的

他不太清楚，好像就是戴著眼鏡拿著煙斗坐在辦公椅上轉身過來的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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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有。﹂但他並不記得，他記得倪佳仁，但不是眼前女人的樣子。倪

佳仁小時候就是個早熟的 女孩，不愛講話，音樂 課會被音樂 老師 叫上 台彈鋼琴 伴

奏 。他都是趁那時候偷看她的 ，秀氣的 臉龐和脖子，他會告 訴自己 不要再 往下看

了，往下看就是犯罪了，比打群架 還罪惡的 事情。他經常掀女生的裙 子，沒什麼

就是好 玩，可是他從不掀倪佳仁的裙 子，他覺得她好 遙遠，那個下了課就會被一

﹁ 說 來 有 點 不 好 意 思 ， 我 …… ﹂ 她 很 猶 豫 ， 關 於 那 個 秘 密 ， 已 經 是 十 多 年

輛好長好閃爍的黑車子載走的倪佳仁，載到一個遠遠的背後是山的大房子裡。

後的 今天，她 不知道為什麼想要 脫口而出卻又有罣礙，她 其實可以毫不在乎地表
白，像在說別人的事情一樣。

﹁我瞭解。﹂男人一套標 準作業流程似的 從紙袋拿 出一疊鈔票 、一張 借據、
一個印台打開。
﹁不，不是那樣的。﹂
﹁不是這樣嗎？﹂
﹁啊也是這樣沒錯但是……﹂
﹁太少嗎？﹂
﹁不是啦。﹂
﹁太多？﹂

﹁我喜歡 你，曾經，﹂啊，她 說出口了，她 自己 都驚訝，﹁不過是十多年前

的 事情了，我只是剛好 想起來跟 你說，﹂她好 懊惱，恨不得把這些 話通通配著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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燙的 關東煮湯喝下去，其他人一定都聽到了，零散的 顧客在看她 ，生鮮架 前的 男

﹁我不瞭解了，﹂幹，他在心裡暗罵了一聲，覺得一個字好 像不太夠，於是

店長也回頭看她，他們的動作停格了一下才又繼續默默的進行。

罵了一串，又一串。他想起腦海裡想像中的 倪佳仁的 家、後面那座山 頭，彷彿就

是他每次 去踹 門、砸爛人家家裡東西之 後，把債款收來，交回給他的 董事長大哥

所藏身郊區豪宅以及 後頭那座綠色的山 。他將印台闔上 ，﹁這事情你怎麼能放在
一起講呢。﹂
﹁我不想說謊。﹂

﹁我寧可你說謊，﹂他把印台和借據收了進去，拿 起鈔票 時猶豫了一下﹁這
錢不是我的，我不能用我個人的名義借你。﹂
﹁如果你自己有錢……﹂
﹁那就更不行了。﹂

﹁我不瞭解這有什麼不能相提並論的。﹂她真的不瞭解，她只是需要一些

錢，忘記了一組密碼，然後，誠實地說了一個秘密。﹁那你把印台和借據拿出
來。﹂

﹁不行！﹂他想像得到她 租屋的 房門被他踹 破的 樣子，不，就算不是他踹 破

的 ，也會是其他同事踹 破的 ，並且 把她 家裡能摔破的 全部摔得稀巴爛，拿 著刀畫

破她的衣服和床罩，然後微笑著說，你知道這刀下次畫破的就不是衣服了……
﹁拜託，我沒得選擇。﹂她伸手要搶那個紙袋，被他阻擋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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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沒得選擇會害我也沒得選擇！﹂
﹁交易取消。﹂微笑小姐自動把卡片吐了出來。

紅藍交替的 光和警車的 聲音 把他們分開，男人甩開女人，女人跌 坐在地，男

人抱著紙袋快步走 了出去。警察慵 懶地下了車，用無線 電交談，手插著腰在外頭
看著。
﹁你沒事吧！﹂男店長走了過來，溫柔地說。

﹁本來就沒什麼事情。﹂她大喘了一口氣，拿起卡片，折成兩半，抬頭一

看，林 健傑，店長的名 牌寫著這三 個字。﹁你也是林 健傑？我是倪佳仁啊，民權
國中的，記得嗎？﹂

﹁記得，你坐我旁 邊。﹂店長向 外頭揮揮手，沒事了，一場誤會。一個員警
拿起巡邏箱裡的紙塗塗寫寫，又開車走了。
﹁你以前說要當經理的，現在當了店長。﹂
﹁我記得。﹂
﹁我最近……﹂

﹁我瞭解。﹂他只是微 笑著，像聖誕樹上的 一顆 紅色玻璃 球。走 回櫃檯繼續

她 起身，看見大樓與大樓間的 縫隙，她 想找條防火巷，在那裡窩一陣子，讓

幫顧客刷條碼，喊了一聲，您好歡迎光臨。

她哭 一下，整理 一下頭髮，也許 會遇到下一個林 健傑，或是遇見另一個﹁愛心捐
發票救救老殘窮﹂的透明桶子，她決定不捐也不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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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 過櫃台，店長叫住了她 ，倪佳仁，送給她 一杯熱咖啡，大杯咖啡第二杯
整個城市都是你的提款機和咖啡館。

五折喔下次可以來買。他向她微笑了一下，謝謝您的光臨。
她也笑了一下，她只需要手中的那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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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發
作者介紹

劉行欣 入圍

現就讀美國加州藝術學院，主修 電影。熱愛文字、藝術創作，曾 以劉雯欣 筆名發表長
篇小說《惝情書》。

她

搖下車窗，想再仔細看看。外面太陽很大，所有東西都像在浮動的水泥
地上烤。後面車子發出不耐的喇叭聲。她伸出頭向路邊那個女人喊：
﹁沙發賣多少？﹂那女人手裡搖著扇子，拉長脖子喊回來：﹁九百九。﹂

她搖下車窗，想再仔細看看。外面太陽很大，所有東西都像在浮動的水泥

地上 烤。後面車子發出不耐的 喇叭聲。她 伸出頭向 路邊那個女人喊：﹁沙發賣多
少？﹂那女人手裡搖著扇子，拉長脖子喊回來：﹁九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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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百多！這種樣式市面上 至少要 五千。說不定沒看清 楚，那沙發要 不是有什

麼瑕疵決 不可能賣這價錢。她 遲疑一秒，瞥見旁 邊一塊紙板上 寫著：﹁半新二手
家具﹂原來是二手貨。她停好車，因顧忌臉上的雀斑，頂著一把洋傘走。

女人正在和另一位中意茶几的 男士算錢，見了她 回來，直 說：﹁坐坐看，坐
一下身子骨都鬆了。﹂

沙發是略大於單人大小，淡柳黃底，大片手工織花，沒有汙漬，沒有刮痕 ，

四腳穩當，手摸上 去晒烘烘的 ，更 覺舒軟，淡黃布料在烈日下被逼成 璀金，簡直

不想買都不行。她 挺滿意，卻仍緊著眉頭，說：﹁這用多久了啊？﹂女人笑著走

過來，回道：﹁不管多久，會保養比較重要，你去哪裡買也買不到像這樣的，

說真的，我要賣兩千塊都有這個價，對不對？﹂她虛虛地微微一笑：﹁也是也
是。﹂手指頭在那金銅弧線椅背上溜了溜。

女人說的 也是實情，當初刻 意把價錢定得這麼低，無非就是為了趁早脫手，

為了精神上的 解脫。她 母親顧太太很有潔癖，單坐自己 這張 沙發，每天睡前要 用

梳理 狗毛刷子在坐面上 過一過，每隔三 天要 用濕抹布沾茶樹酒 精消除細菌，每隔

一個月則要整 個地從上 到下翻過來徹底修整 ，最後在四隻木腳上上 蠟。要 是她 僅

顧太太體型嬌小，時常喜歡穿 著藍黑光澤色調的 罩衣 ，走 來走 去好 像一隻蜂

僅要求自己還好，問題是她非要身旁的人也是如此。

鳥快速拍打翅膀 。別看她 骨架 子不大，體力倒是能耐，當初內戰戰火蔓延 ，她 一

個人不知道怎麼徒步 翻山 越嶺避槍避炮的 ，只憑著手裡握 著兩隻繡有名 字的 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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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囊 ，有辦法一路從南京追著顧先生部隊追到了台灣，從此傳為一段佳話。顧先

那時候顧太太一心只專注在顧先生每個月拿 回家來的 薪水數目 。顧先生知道

生佩服她這種意志，卻也怕她這種意志。

她 精算，從來都是領多少交多少一毛不差。她 四處剋扣節 儉，還經常嫌先生沒本

事賺得少，其實全為了那點私 房錢。她 每個月從中抽出一點藏在爐灶後面有個小

洞，用一個鐵盒蓋擋 著。後來有了孩子，她 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 ，人說不

打不成 器，她 一天到晚拿 著籐條滿屋子跑，孩子們一見她 就怕。在外面撒野摘人

果樹得打，放學了不回家幫 忙做家事得打，功課沒做完就上 床得打，頂嘴說謊鬧

彆扭等通通要 打，就是有一樣：和別人家孩子打架 贏了不打。輸了才該打，﹁怎
麼那麼丟臉啊，敢出去打架就不要打輸啊！﹂這是面子問題。

過幾年顧太太聽說養雞賣蛋收入不錯，也去買了幾隻公雞母雞老母雞，在

自己 家後院開始做起生意來。每天清 晨不到全家人就讓那些 雞叫聲吵醒。她 一個

人掌 管幾十隻雞，絲毫不差。她 以竹子木條做籬笆，把雞編號分類，圈內挖出一

道細細長長的 小溝，用來倒碎米 雜糧飼料。她 每天要 巡視好 幾遍，一有蛋落 地就

撿起來，三 天兩天提 去市場賣，剩 下不太完美的 就留下來家裡吃。顧太太的 小兒

子正值發育期，連 著幾天上 學前悄悄 繞去後院偷蛋，藏在書包裡，等哪一節 下課

餓 了就在殼上 敲一個小洞，吸呼吸呼 當點心吃。有天放學回來，顧太太難得煮了

一大鍋雞湯，臨端到桌上 時嘴裡尖聲道：﹁喝！這隻老母雞整 天白 吃白 喝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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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天了，光吃不下，只會糟蹋我和那些米 ！不如宰了吃了！﹂小兒子臉一下漲
紅，對著湯水裡那隻歪凸著的雞頭直哆嗦。

顧太太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在成年之後以幾乎倉皇的方式紛紛離家。顧先生

暗中也躲她 ，她 一時衝動說要 離婚，顧先生留也不留，甚 至連 半輩子心血買的 老

宅子都不要 了。顧太太挖出爐灶後面那點私 房錢，把自己 嫁給了第二任顧先生。

﹁不知道怎麼和姓顧的 這麼有緣，﹂她 時常自嘲說，﹁倒也好 ，否則女人改了嫁

又得再改一次姓，不知道要變成王太太還是陳太太，聽著自己都覺得陌生。﹂

第二任顧先生是路邊畫畫的 ，本 來顧太太要 他畫 一張 像，是打算寄去給她 那

不知珍惜的 第一任丈夫當再 婚賀禮的 ，畫 家顧先生覺得她眼 中那份堅 毅簡直 美得

出奇，一分錢不肯 收下，還堅 持為她 表框 ，親自送到家去。結婚後，畫 家顧先生

整 天想著怎麼攫 住她的 一顰一笑，但越是渴望越是辛苦，經過各種努力，四處攢

錢，有天他花光所有積蓄買了一張 相當華 貴的 沙發回來，對她 說：﹁我覺得這世

上 只有這沙發能襯托鳥翎般的 妳的 綽姿。﹂說完，她 縮起腿坐上 去，把頭輕輕靠

在那裡，他乍見她 臉上 散發一陣熠熠的 光，他興沖沖拿 起畫 筆，從此卻病倒了。

她 永遠無法知道自己 令他驚嘆那一瞬，究竟 是什麼樣子。更 令她 難過的 ，是他一

她 忽然想起自己 還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可以投靠，身子已 經略略有些 傴僂，

毛錢都沒有留下來。

意志還是很剛烈的 。她 千方百計找到兒子，兩個兒子各有了家事，答應每月給點

錢，但卻不願接她 一塊住。小女兒單身，塞 了幾次 錢，也說沒能力照顧她 。顧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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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幾次 抓著他們沿街撒賴 ，叫道：﹁這是什麼世界呀 ，我辛辛苦苦把他們養 到這

麼大，沒想到一個個這麼不肖！﹂又到他們工作的 地方對 著全公司的 人哭 ，最後
乾脆直接告到法院去，告他們棄養自己母親。

瓊瑩每當回憶起來，腦海中就是那個畫面：顧太太到了她家門口，滿頭蓬

鬆，伸出細得像骨頭似的 指頭對 瓊瑩當時的 男朋友指畫 ：﹁哎哎，小心一點！沙

發多少錢你知道不知道！放那兒，再 過去一點，對 了，就這樣。﹂顧太太對 男人

是徹底死了心了，她 經常縮著腿側臥在那張 沙發上 ，對 瓊瑩說：﹁男人沒有一個

有用的，全都沒良心，看看妳那老子，還有妳兩個哥哥！妳自己可得要放聰明

點，啊？﹂偶爾發發牢騷倒不打緊，最令人無法忍受的 是她 淨挑著瓊瑩男友在場

的 時候抱怨。瓊瑩男友在養 蝦場工作，顧太太不喜歡 那身味 ，一見他來就趕緊站

起來去開窗，他一走 ，就忍不住東擦西擦、噴芳香劑。有天假日，瓊瑩正在客廳

看電視，顧太太忽然拿 出一張 定時清 潔表，一面說：﹁這家實在太髒了，妳看，
我皮膚都起疹子了，癢到睡也睡不安穩！﹂

瓊瑩讓這豔陽晒得實在有點發暈，紅磚道像是要從腳底燒起來，見這女人

一直 徘徊不走 ，自己 也不好 躲開到樹蔭底下去。她 指著她的 傘，笑笑道：﹁妳這

傘真好 看。﹂荷蓁想，她 倒不是真心稱讚，不過想熱絡熱絡罷了，卻回道：﹁是

嘛，不過像台灣這種天氣，再好的 傘也不耐用。這把還是下雨 天臨時買的 ，晴雨

兩用，倒也不壞。﹂一面說著，荷蓁一面走 ，在其它那些 家具之 間無心地瀏覽。

家具實在沒幾樣，也沒個固定的 款式，想是自己 家裡汰換的 ，或幾個親朋好 友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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湊數，多少貼補而已 ，不像一份實在的 生意；她 又看見那裡有張 大方木桌，上 面

堆滿了各式各樣零瑣用品，花瓶、食譜 、調羹、澆花壺一類，另一張 比較矮的 桌
上則有書、唱片、公事包、老式攝影機。

那老式攝影機很大，很笨重，卡 帶式的 ，有一層不像是髒卻是經年累月手紋

壓出的 舊塵 ，放在一個半掩的 黑塑膠箱 子裡。荷蓁一時興趣拿 起來把玩，﹁這攝

影機多少？﹂瓊瑩看得出她 沒有要 買的 意思，敷衍地說：﹁六百。﹂真便宜 ，荷
蓁想，也不知道能用不能用，當下將機器放了回去。

一想起來她 又不自
―

其實荷蓁也不見得就要買那張沙發。她自己一個人住那房子這麼多年，該
有什麼有什麼，哪還會缺一個坐的 地方？只是她 那姪女！

覺皺著眉頭。才五歲大，怎麼發育得像八歲？前額一溜毛直 扎眼 ，臉蛋和身子圓

成 一團，每天到了下午 就吵著要 吃冰淇淋。﹁一個小孩子，怎麼能讓她養成 這種

習慣？﹂荷蓁看不過去，幾次向 妹妹表示意見。不只這樣，荷蓁想到上 一次她 吃

冰淇淋的 時候，弄 得滿身滿嘴不說，還滴得到處黏膩膩的 ，手也不洗，到處沾，

她還得像狗一樣這裡摸摸那裡聞聞，真是夠了。家裡那套沙發沒有幾十萬也有

幾萬，怎麼經得起這樣折騰。她決 不容許 這種事情。有些 行為小一點的 時候不約

束，等到了長大更要 離譜 了。夫妻倆又這樣貪玩，結婚五六年，蜜月已 經不知再

度 了多少回，歐洲中國日本泰 國，出差兼旅遊，一去最少兩個月，好 像她 這裡是

開托兒所的 ，還真當她 生活過得太閒了。雖說親姊妹之 間互相幫 忙也沒什麼，但
就是太理所當然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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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上次他們把孩子帶回去，隔兩天，荷華和先生提著紀念品和水果到家裡

來謝謝她 ，直 說：﹁還是自己 親人帶好 ，交給別人怎麼放心嘛，對 不對 。﹂夫妻

倆一邊拿 出許 多照片來與她 看，一會說到大阪的 廟宇、吃食如何，一會說到東京

的 電車、星 宿如何，茶濃了又淡了幾回，非常興致盎然。就在臨走 時，荷華 忽然

說：﹁哎那孩子！這兩天到了晚上 十一點都還不睏，白 天去學校，老師 也說她上

課沒有精神。小孩子哪，睡眠長，最好 十點前就趕上 床去睡了。﹂荷蓁聽了只是
淡淡一笑，心裡卻很是不快，做好人到頭來還被嫌不夠好。

荷蓁又走 回沙發那裡，覺得要 買沙發又不試 坐似乎太奇怪了，便稍稍坐了下

來。瓊瑩心想，這女人要 真願意買，九百五也罷，算了了一樁心事，只怕她 還要
討價還價。
﹁怎麼樣，物超所值吧？﹂瓊瑩挑挑眉，一副信心滿滿的樣子。

﹁是真不錯，﹂荷蓁說：﹁就是怕這大小，家裡不知道還放不放得下。我們
家其實已經有一套沙發了。﹂
﹁好東西看到了是緣分，只怕打著燈籠還沒處找呢！﹂
荷蓁笑道：﹁妳真會做生意。妳在這裡擺多久攤子了？﹂

瓊瑩最不喜歡這種的客人，又花時間又要陪聊，還真把妳當親鄰居親街坊

了？她揮揮手：﹁其實也沒多久，二手攤子沒什麼利潤，偶爾還得吃上幾張罰

單，真划不來。﹂說完自顧到一旁 去喝水，她 怕她再 聊下去還得問問這張 沙發是
從哪來的？總不能說是自己母親生前的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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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蓁整 個人陷在棉花裡有些 懶意來了，洋傘在肩上微微 斜著，一塊有裂痕的

炎磚上 一對 丁香色涼鞋 交疊起來，看著眼 前熙熙攘攘的 車陣，和一大片一大片灰
撲撲的沙塵，忽然覺得自己身在一個奇異的境地。

荷蓁也沒想到自己現在快三十五了還是孤單單一個人。她比荷華大兩歲，

從小就是家裡最出眾的 ，人長得標 致，書又念得好 ，追求 者一個比一個優秀，就

是不知怎的 每段感情都走 不長。不像荷華 ，初戀一談就談到成 婚生子，好 像人家

說情路坎坷什麼的 都只是強說愁。荷華 結婚不久就懷孕了，這孩子生來更 是財星

似的 ，先生事業忽然青雲直上 ，一年不到，小倆口還可以在關渡 半買半貸 一間兩

房的 房子。孩子滿歲，夫妻倆在飯店懇請多少親朋好 友前來祝賀。荷蓁那時候剛

從德國念完碩 士回來，第一眼 見到那孩子，腦海裡就不自覺浮起小時候荷華的 模

樣，五短身材細眼 睛，黃蠟蠟的 膚色，兩隻小腿一天到晚讓蚊子叮得，像兩根紅
豆冰。

這次 他們又說要 把孩子送來，她 也沒理 由推托。和言 先生的 事，總也還不到

告 訴人的 時候。她 現在比以前更要 謹慎，尤 其在處理 這種事情上 ，總不好落 到別

人口中成 了一個薄情女。然而這樣一來，她 四處拖著一個孩子，他大概也覺得掃

興，到家裡來又不太妥當，萬一那孩子一雙眼 珠子不停在他們身上 溜，或胡說什
麼傳到荷華耳裡，那多不堪。

還是乾脆 就推掉吧？荷蓁忽然念頭一轉，這沙發也省了，九百多塊，雖不是
很多，終究是一筆多出來的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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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瑩見她坐這麼久想是絕對買了，暗喜著走去，笑道：﹁是不是？保證

妳絕不後悔的。﹂見她沒開口，逼促又說：﹁都快收攤了，不然優惠算給妳，
九百五、九百五好吧。﹂

荷蓁轉而又想，反正家裡也不是放不下，況且 就算順 利避過了這次 ，也難保
那孩子以後不來。這張沙發專留給她去折騰得了。

﹁哎，妳剛說多少？﹂荷蓁露出一絲狡笑。瓊瑩也不是沒看出來，不改面色
道：﹁九百五，低得不能再低了喲！﹂兩個人相視笑了。

瓊瑩看她 那身打扮，套裝高跟鞋 ，開的 是中高價房車，一看就是高學歷 高階

層的 職業女性，但只要 是女人就改不了這種菜市場習性，也不知道是打從心底貪
愛那點便宜，還是純粹想討價。這種人看多了呵。

她又對她一笑：﹁這布料很容易保養的。平時用抹布就可以了，沾點清潔

劑，特別的 髒汙再 用專門泡沫劑，噴在表面，像保養 地毯那樣，再 用吸塵 器吸 乾
淨。﹂

荷蓁敷衍地點點頭，她根本不在乎。這張沙發的角色本來就是可悲的。
﹁八百，八百吧！﹂荷蓁說，彷彿有一點冷峻地。

瓊瑩顯出不耐的笑，略略損道：﹁小姐，殺價哪能像妳這樣殺的，也不看

看是什麼貨色！﹂頓一頓，瞥了荷蓁一眼 ，才又說：﹁不然吧，八百八，各退一
步。﹂省得每天還得搬來搬去，聞見那股氣味，老女人沉沉的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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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買了買了，我都讓妳打著心了！﹂荷蓁笑得細細的 。掏錢時見女人面頰

赤 燻汗蒸，忍不住多加一句：﹁看妳賺的 也是辛苦錢，這太陽可真毒喔！﹂瓊瑩
只當作沒聽見。

她們一起將沙發扛上荷蓁的車，用麻繩前前後後捆好，以免掉在半路上。

荷蓁剛在沙發夾縫裡似乎摸到了什麼，現在張 手一看，發現是一對 用細紅繩

子綁結的 菱形香囊 ，邊角縫口早都已 經舊舊爛爛了，右下角隱約各繡著一個字，

但她 也沒再 仔細看，坐上 車，伸手便往窗外一丟 。後照鏡裡那女人面無表情地站
在樹蔭底下，手裡一把籐織團扇搧著搧著，彷彿一具蠟黃人形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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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to Life
In what follows I am presenting the Chinese point of view,
because I cannot help myself. I am interested only in presenting a view
of life and of things as the best and wisest Chinese minds have seen it
and expressed it in their folk wisdom and their literature. It is an idle
philosophy born of an idle life, evolved in a different age, I am quite
aware. But I cannot help feeling that this view of life is essentially true,
and since we are alike under the skin, what touches the human heart in
one country touches all. I shall have to present a view of life as Chinese
poets and scholars evaluated it with their common sense, their realism
and their sense of poetry. I shall attempt to reveal some of the beauty of
the pagan world, a sense of the pathos and beauty and terror and comedy
of life, viewed by a people who have a strong feeling of the limitations
of our existence, and yet somehow retain a sense of the dignity of human
life.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is one who dreams with one eye open,
who views life with love and sweet irony, who mixes his cynicism with
a kindly tolerance, and who alternately wakes up from life's dream and
then nods again, feeling more alive when he is dreaming than when he is
awake, thereby investing his waking life with a dream-world quality. He
sees with one eye closed and with one eye opened the futility of much
that goes on around him and of his own endeavors, but barely retains
enough sense of reality to determine to go through with it. He is seldom
disillusioned because he has no illusions, and seldom disappointed
because he never had extravagant hopes. In this way his spirit is
emancip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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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fter survey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I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highest ideal of Chinese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a man with a sense of detachment (takuan) toward life
based on a sense of wise disenchantment.From this detachment comes
the high-mindedness (kuanghuai), a high-mindedness which enables
one to go through hie with tolerant irony and escape the temptations
of fame and wealth and achievement, and eventually makes him take
what comes. And from this detachment arise also his sense of freedom,
his love of vagabondage and his pride and nonchalance. It is only with
this sense of freedom and nonchalance that one eventually arrives at the
keen and intense joy of living.
It is useless for me to say whether my philosophy is valid or not
for the Westerner. To understand Western life, one would have to look
at it as a Westerner born, with his own temperament, his bodily attitudes
and his own set of nerves. I have no doubt that American nerves can
stand a good many things that Chinese nerves cannot stand, and vice
versa. It is good that it should be so that we should all be born different.
And yet it is all a question of relativity. I am quite sure that amidst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American life,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wistfulness,
of the divine desire to lie on a plot of grass under tall beautiful trees of
an idle afternoon and just do nothing. The necessity for such common
cries as "Wake up and live" is to me a good sign that a wise portion of
American humanity prefer to dream the hours away. The American is
after all not as bad as all that. It is only a question whether he will have
more or less of that sort of thing, and how he will arrange to make it
possible. Perhaps the American is merely ashamed of the word “loafing”
in a world where everybody is doing something, but somehow, as 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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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 know he is also an animal, he likes sometimes to have his muscles
relaxed, to stretch on the sand, or to lie still with one leg comfortably
curled up and one arm placed below his head as his pillow. If so, he
cannot he very different from Yen Huei, who had exactly that virtue and
whom Confucius desperately admired among all his disciples. The only
thing I desire to see is that he be honest about it, and that he proclaim
to the world that he likes it when he likes it, that it is not when he is
working in the office but when he is lying idly on the sand that his soul
utters, “Life is beautiful”.
We are, therefore, about to see a philosophy and art of living as the
mind of the Chinese people as a whole has understood it. I am inclined
to think that, in a good or bad sense, there is nothing like it in the world.
For here we come to an entirely new way of looking at life by an entirely
different type of mind. It is a truism to say that the culture of any nation
is the product of its mind.Consequently, where there is a national mind
so racially different and historically isolated from the Western cultural
world, we have the right to expect new answers to the problems of
life, or what is better, new methods of approach, or, still better, a new
posing of the problems themselves. We know some of the virtues and
deficiencies of that mind, at least as revealed to us in the historical
past. It has a glorious art and a contemptible science, a magnificent
common sense and an infantile logic, a fine womanish chatter about life
and no scholastic philosophy. It is generally known that the Chinese
mind is an intensely practical, hard-headed one, and it is also known
to some lovers of Chinese art that it is a profoundly sensitive mind; by
a still smaller proportion of people, it is accepted as also a profoundly
poetic and philosophical mind. At least the Chinese are noted for taking
things philosophically, which is saying more than the statement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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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have a great philosophy or have a few great philosophers. For
a nation to have a few philosophers is not so unusual, but for a nation
to take things philosophically is terrific. It is evident anyway that the
Chinese as a nation are more philosophic than efficient, and that if it
were otherwise, no nation could have survived the high blood pressure
of an efficient life for four thousand years. Four thousand years of
efficient living would ruin any nation. An important consequence is that,
while in the West, the insane are so many that they are put in an asylum,
in China the insane are so unusual that we worship them, as anybody
who has a knowled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ll testify.And that, after
all, is what I am driving at. Yes, the Chinese have a light, an almost gay,
philosophy, and the best proof of their philosophic temper is to be found
in this wise and merry philosophy of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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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sedo-Scientific Formula
Let us begin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hinese mental makeup which produced this philosophy of living: great realism, inadequate
idealism, a high sense of humor, and a high poetic sensitivity to life and
nature.
Mankind seems to be divided into idealists and realists, and
idealism and realism are the two great forces molding human progress.
The clay of humanity is made soft and pliable by the water of idealism,
but the stun that holds it together is after all the clay itself, or we
might all evaporate into Ariels. The forces of idealism and realism
tug at each other in all human activities, personal, social and national,
and real progress is made possible by the proper mixture of these two
ingredients, so that the clay is kept in the ideal pliable, plastic condition,
half moist and half dry, not hardened and unmanageable, nor dissolving
into mud. The soundest nations, like the English, have realism and
idealism mixed in proper proportions, like the clay which neither
hardens and so gets past the stage for the artist’s molding, nor is so
wishy-washy that it cannot retain its form. Some countries are thrown
into perpetual revolutions because into their clay has been injected some
liquid of foreign ideals which is not yet properly assimilated, and the
clay is therefore not able to keep its shape.
A vague, uncritical idealism always lends itself to ridicule and too
much of it might be a danger to mankind, leading it round in a futile
wild-goose chase for imaginary ideals. If there were too many of these
visionary idealists in any society or people, revolutions would be the
order of the day. Human society would be like an idealistic couple
forever getting tired of one place and changing their residence regul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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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every three months,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no one place is ideal
and the place where one is not seems always better because one is not
there. Very fortunately, man is also gifted with a sense of humor, whose
function, as I conceive it, is to exercise criticism of man’s dreams, and
bring them in touch with the world of reality. It is important that man
dreams, but it is perhaps equally important that he can laugh at his own
dreams. That is a great gift, and the Chinese have plenty of it.
The sense of humor, which I shall discuss at more length in a
later chapter, seems to be ver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nse of reality,
or realism. If the joker is often cruel in disillusioning the idealist, he
nevertheless performs a very important function right there by not
letting the idealist bump his head against the stone wall of reality and
receive a ruder shock. He also gently eases the tension of the hot-headed
enthusiast and makes him live longer. By preparing him for disillusion,
there is probably less pain in the final impact, for a humorist is always
like a man charged with the duty of breaking a sad news gently to a
dying patient. Sometimes the gentle warning from a humorist saves
the dying patient’s life. If idealism and disillusion must necessarily go
together in this world, we must say that life is cruel, rather than the joker
who reminds us of life’s cruelty.
I have often thought of formulas by which the mechanism of
human progress and historical change can be expressed. They seem to
be as follows:
Reality － Dreams ＝ Animal Being
Reality ＋ Dreams ＝ A Heart-Ache (usually called Idealism)
Reality ＋ Humor ＝ Realism ( also called Conservatism)
Dreams － Humor ＝ Fanaticism
Dreams ＋ Humor ＝ Fantasy
Reality ＋ Dreams ＋ Humor ＝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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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en, wisdom, or the highest type of thinking, consists in toning
down our dreams or idealism with a good sense of humor, supported by
reality itself.
As pure ventures in pseudo-scientific formulations, we may
proceed to analyze national characters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I say
“pseudo-scientific” because I distrust all dead and mechanical formulas
for expressing anything connected with human affairs or human
personalities. Putting human affairs in exact formulas shows in itself
a lack of the sense of humor and therefore a lack of wisdom. I do not
mean that these things are not being done: they are.
That is why we get so much pseudo-science to day. When a
psychologist can measure a man’s I.Q. or P.Q.,1 it is a pretty poor world,
and specialists have risen to usurp humanized scholarship. But if we
recognize that these formulas are no more than handy, graphic ways of
expressing certain opinions, and so long as we don’t drag in the sacred
name of science to help advertise our goods, no harm is done. The
following are my formulas for the characters of certain nations, entirely
personal and completely in capable of proof or verification. Anyone
is free to dispute them and change them or add his own if he does not
claim that he can prove his private opinions by a mass of statistical
facts and figures. Let “R” stand for a sense of reality (or realism), “D”
for dreams (or idealism), “H” for a sense of humor, and-adding one
important ingredient-“S” for sensitivity2. And further let “4” stand for
“abnormally high”, “3” stand for “high”, “2” for “fair”, and “1” for
“low”, and we have the following pseudo-chemical formulas for the
following national characters. Human beings and communities behave
then differently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compositions, as sulphates
and sulphides or carbon monoxide and carbon dioxide behave differ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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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one another. For me, the interesting thing always is to watch
how human communities or nations behave differently under identical
conditions. As we cannot in vent words like “humoride” and “humorate”
after the fashion of chemistry, we may put it thus: “3 grains of Realism,
2 grains of Dreams, 2 grains of Humor and 1 grain of Sensitivity make
an Englishman.” 3
R3D2H2S1 ＝ The English
R2D2H3S2 ＝ The French
R3D3H2S2 ＝ The Americans
R3D4H1S2 ＝ The Germans

1.I am not objecting to the limited utility of intelligence tests, but to their claims to
mathematical accuracy or constant dependability as measures of human personality.
2.In the sense of the French word sensibilité.
3.Some might with good reason suggest the including of an “L” standing for logic or
the rational faculty,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shaping human progress. This “L”
will then often function or weigh against sensitivity, a direct perception of things.
Such a formula might be attempted. For me personally, the role of the rational
faculty in human affairs is rather low.

I do not know the Italians, the Spanish, the Hindus and others well
enough even to essay a formula on the subject, realizing that the above
are shaky enough as they are, and in any case are enough to bring down
a storm of criticism upon my head. Probably these formulas are more
provocative than authoritative. I promise to modify them gradually
for my own use as new facts are brought to my knowledge, or new
impressions are formed. That is all they are worth today-a record of the
progress of my knowledge and the gaps of my ignorance.
Some observations may be necessary. It is easy to see that I
regard the Chinese as most closely allied to the French in their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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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umor and sensitivity, as is quite evident from the way the French
write their books and eat their food, while the more volatile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comes from their greater idealism, which takes the form
of love of abstract ideas (recall the manifestoes of their literary, artistic
and political movements).”R4” for Chinese realism makes the Chinese
the most realistic people; “D1” accounts for something of a drag in the
changes in their pattern or ideal of life. The high figures for Chinese
humor and sensitivity, as well as for their realism, are perhaps due to my
too close association and the vividness of my impressions. For Chinese
sensitivity, little justification is needed; the whole story of Chinese
prose, poetry and painting proclaims it…. The Japanese and Germans
are very much alike in their comparative lack of humor (such is the
general impression of people), yet it is really impossible to give a “zero”
for any one characteristic in any one nation2 not even for idealism
in the Chinese people. It is all a question of degree; such statements
as a complete lack of this or that quality are not based on an intimate
knowledge of the peoples. For this reason, I give the Japanese and the
Germans “H1” instead of “H0” and I intuitively feel that I am right. But
I do believe that Japanese and the Germans suffer politically at present,
and have suffered in the past, for lacking a better sense of humor. How
a Prussian Geheimrat loves to be called a Geheimrat, and how he loves
his buttons and metal pins. A certain belief in “logical necessity” (often
“holy” or “sacred”), a tendency to fly too straight at a goal instead of
circling around it, often carries one too far. It is not so much what you
believe in that matters, as the way in which you believe it and proceed to
translate that belief into action. By “D3” for the Japanese I am referring
to their fanatic loyalty to their emperor and to the state, made possible
by a low mixture of humor. For idealism must stand for different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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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ifferent countries. As the so-called sense of humor really comprises
a very wide variety of things….There is an interesting tug between
idealism and realism in America, both given high figures, and that
produces the energy characteristic of the Americans. What American
idealism is, I had better leave it to the Americans to find out; but they
are always enthusiastic about something or other. A great deal of this
idealism is noble, in the sense that the Americans are easily appealed
to by noble ideals or noble words; but some of it is mere gullibility.
The American sense of humor again means a different thing from the
Continental sense of humor, but really I think that, such as it is (the love
of fun and an innate, broad common sense), it is the greatest asset of
the American nation. In the coming years of critical change, they will
have great need of that broad common sense referred to by James Bryce,
which I hope will tide them over these critical times. I give American
sensitivity a low figure because of my impression that they can stand
so many things. There is no use quarreling about this, because we will
be quarreling about words…. The English seem to be on the whole the
soundest race: contrast their “R3D2” with the French “R2D3”. I am all
for “R3D2”. It bespeaks stability. The ideal formula for me would seem
to be R3D2H3S2, for too much idealism or too much sensitivity is not a
good thing, either. And if I give “S1” for English sensitivity, and if that
is too low, who is to blame for it except the English themselves? How
can I tell whether the English ever feel anything-joy, happiness, anger,
satisfaction -when they are determined to look so glum on all occasions?
We might apply the same formula to writers and poets. To take a
few well-known types:
Shakespeare4 ＝ R4D4H3S4
Heine
＝ R3D3H4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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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ey
＝ R1D4H1S4
Poe
＝ R3D4H1S4
Li Po
＝ R3D4H1S4
Tu Fu
＝ R3D3H2S4
Su Tungp’o ＝ R3D2H4S3
These are no more than a few impromptu suggestions. But it is
clear that all poets have a high sensitivity, or they wouldn’t be poets at
all. Poe, I feel, is a very sound genius, in spite of his weird, imaginative
gift. Doesn’t he love “ratiocination”?
So my formula for the Chinese national mind is:
R4D1H3S3
There we start with an “S3” standing for high sensitivity, which
guarantees a proper artistic approach to life and answers for the Chinese
affirmation that this earthly life is beautiful and the consequent intense
love of this life. But it signifies more than that; actually it stands for
the artistic approach even to philosophy. It accounts for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philosopher’s view of life is essentially the poet’s view of
life is essentially the poet’s view of life, and that, in China, philosophy
is married to poetry rather than to science as it is in the West. It will
become amply clear from what follows that this high sensitivity to the
pleasures and pains and flux and change of the colors of life is the very
basis that makes a light philosophy possible. Man’s sense of the tragedy
of life comes from his sensitive perception of the tragedy of a departing
spring, and a delicate tenderness toward life comes from a tenderness
toward the withered blossoms that bloomed yesterday. First the sadness
and sense of defeat, then the awakening and the laughter of the old
rogue-philoso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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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 have hesitated a long time between giving Shakespeare “S4” and “S3”. Finally his
“Sonnets” decided it. No school teacher has experienced greater fear and trembling
in grading a pupil than I in trying to grade Shakespeare.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R 4” standing for intense realism,
which means an attitude of accepting life as it is and of regarding a
bird in the hand as better than two in the bush. This realism, therefore,
both reinforces and supplements the artist’s affirmation that this life is
transiently beautiful, and it all but saves the artist and poet from escaping
from life altogether. The Dreamer says “Life is but a dream” and the
realist replies, “Quite correct. And let us live this dream as beautifully as
we can.” But the realism of one awakened is the poet’s realism and not
that of the business man, and the laughter of the old rogue is no longer
the laughter of the young go-getter singing his way to success with
his head up and his chin out, but that of an old man running his finger
through his flowing heard, and speaking in a soothingly low voice. Such
a dreamer loves peace, for no one can fight hard for a dream. He will be
more intent to live reasonably and well with his fellow dreamers. Thus
is the high tension of life lowered.
But the chief function of this sense of realism is the elimination
of all non-essentials in the philosophy of life, holding life down by
the neck, as it were, for fear that the wings of imagination may carry
it away to an imaginary and possibly beautiful, but unreal, world. And
after all, the wisdom of life consists in the elimination of non-essentials,
in reducing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to just a few-the enjoyment
of the ho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woman and child), of
living, of Nature and of culture-and in showing all the other irrelevant
scientific disciplines and futile chases after knowledge to the do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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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of life for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then become amazingly
few and simple. It means also an impatience with metaphysics and with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that does not lead to any practical bearing
on life itself. And it also means that every human activity, whether the
acquiring of knowledge or the acquiring of things, has to be submitted
immediately to the test of life itself and of its subserviency to the end
of living. Again, and here is a significant result, the end of living is not
some metaphysical entity-but just living itself.
Gifted with this realism, and with a profound distrust of logic and
of the intellect itself, philosophy for the Chinese becomes a matter of
direct and intimate feeling of life itself, and refuses to be encased in
any system. For there is a robust sense of reality, a sheer animal sense,
a spirit of reasonableness which crushes reason itself and makes the
rise of any hard and fast philosophic system impossible. There are 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all
magnificent systems in themselves, and yet robust common sense dilutes
them all and reduces them all into the common problem of the pursuit of
a happy human life. The mature Chinese is always a person who refuses
to think too hard or to believe in any single idea or faith or school of
philosophy whole-heartedly. When a friend of Confucius told to him that
he always thought three times before he acted, Confucius wittily replied,
“To think twice is quite enough.” A follower of a school of philosophy is
but a student of philosophy, but a man is a student, or perhaps a master,
of life.
The final product of this culture and philosophy is this: in China,
as compared with the West, man lives a life closer to nature and closer
to childhood, a life in which the instincts and the emotions are given
free play and emphasized against the life of the intellect, with a st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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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of devotion to the flesh and arrogance of the spirit, of
profound wisdom and foolish gaiety, of high sophistication and childish
naïveté. I would say, therefore, that this philosophy is characterized
by: first, a gift for seeing life whole in art; secondly, a conscious return
to simplicity in philosophy; and thirdly, an ideal of reasonableness in
living. The end product is, strange to say, a worship of the poet, the
peasant and the vaga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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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amp As Ideal
To me, spiritually a child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man’s dignity
consists in the following facts which distinguish man from animals.
First, that he has a playful curiosity and a natural genius for exploring
knowledge; second, that he has dreams and a lofty idealism (often
vague, or confused, or cocky, it is true, but nevertheless worthwhile);
third, and still more important, that he is able to correct his dreams
by a sense of humor, and thus restrain his idealism by a more robust
and healthy realism; and finally, that he does not react to surroundings
mechanically and uniformly as animals do, but possesses the ability and
the freedom to determine his own reactions and to change surroundings
at his will. This last is the same as saying that human personality is
the last thing to be reduced to mechanical laws; somehow the human
mind is forever elusive, uncatchable and unpredictable, and manages
to wriggle out of mechanistic laws or a materialistic dialectic that crazy
psychologists and unmarried economists are trying to impose upon him.
Man, therefore, is a curious, dreamy, humorous and wayward creature.
In short, my faith in human dignity consists in the belief that
man is the greatest scamp on earth. Human dignity must be associated
with the idea of a scamp and not with that of an obedient, disciplined
and regimented soldier. The scamp is probably the most glorious type
of human being, as the soldier is the lowest type, according to this
conception. It seems in my last book,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
the net impression of readers was that I was trying to glorify the “old
rogue.” It is my hope that the net impression of the present one will be
that I am doing my best to glorify the scamp or vagabond. I hope I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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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ed. For things are not so simple as they sometimes seem. In this
present age of threats to democracy and individual liberty, probably only
the scamp and the spirit of the scamp alone will save us from becoming
lost as serially numbered units in the masses of disciplined, obedient,
regimented and uniformed coolies. The scamp will be the last and most
formidable enemy of dictatorships. He will be the champion of human
dignity and individual freedom, and will be the last to be conquered. All
modern civilization depends entirely upon him.
Probably the Creator knew well that, when He created man upon
this earth, He was producing a scamp, a brilliant scamp, it is true, but
a scamp nonetheless. The scamp-like qualities of man are, after all,
his most hopeful qualities. This scamp that the Creator has produced
is undoubtedly a brilliant chap. He is still a very unruly and awkward
adolescent, thinking himself greater and wiser than he really is, still full
of mischief and naughtiness and love of a free-for-all. Nevertheless,
there is so much good in him that the Creator might still be willing to
pin on him His hopes, as a father sometimes pins his hopes on a brilliant
but somewhat erratic son of twenty. Would He be willing some day to
retire and turn over the management of this universe to this erratic son
of His? I wonder....
Speaking as a Chinese, I do not think that any civilization can
be called complete until it has progressed from sophistication to
unsophistication, and made a conscious return to simplicity of thinking
and living, and I call no man wise until he has made the progress from
the wisdom of knowledge to the wisdom of foolishness, and become
a laughing philosopher, feeling first life's tragedy and then li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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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dy. For we must weep before we can laugh. Out of sadness comes
the awakening and out of the awakening comes the laughter of the
philosopher, with kindliness and tolerance to boot.
The world, I believe, is far too serious, and being far too serious, it
has need of a wise and merry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y of the Chinese
art of living can certainly be called the "gay science," if anything can be
called by that phrase used by Nietzsche. After all, only a gay philosophy
is profound philosophy; the serious philosophies of the West haven't
even begun to understand what life is. To me personally, the only
function of philosophy is to teach us to take life more lightly and gayly
than the average business man does, for no business man who does no
retire at fifty, if he can, is in my eyes a philosopher. This is not merely a
casual thought, but is a fundamental point of view with me. The world
can be made a more peaceful and more reasonable place to live in only
when men have imbued themselves in the light gayety of this spirit. The
modern man takes life far too seriously, and because he is too serious,
the world is full of troubles. We ought, therefore, to take time to examine
the origin of that attitude which will make possible a whole-hearted
enjoyment of this life and a more reasonable, more peaceful and less hothearted temperament.
I am perhaps entitled to call this the philosophy of the Chinese
people rather than of any one school. It is a philosophy that is greater
than Confucius and greater than Laotse, for it transcends these and other
ancient philosophers; it draws from these fountain springs of thought
and harmonizes them into a whole, and from the abstract outlines of
their wisdom, it has created an art of living in the flesh, visible, palp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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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nderstandable by the common man. Surveying Chinese literature,
art and philosophy as a whole, it has become quite clear to me that
the philosophy of a wise disenchantment and a hearty enjoyment of
life is their common message and teaching-the most constant, most
characteristic and most persistent refrain of Chinese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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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Bound
The situation then is this: man wants to live, but he still must
live upon this earth. All questions of living in heaven must be brushed
aside. Let not the spirit take wings and sore to the abode of the gods and
forget the earth. Are we not mortals, condemned to die? The span of life
vouchsafed us, threescore and ten, is short enough, if the spirit gets too
haughty and wants to live forever,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long
enough, if the spirit is a little humble. One can learn such a lot and enjoy
such a lot in seventy years, and three generations is a long, long time to
see human follies and acquire human wisdom. Anyone who is wise and
has lived long enough to witness the changes of fashion and morals and
politics throug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ree generations should be perfectly
satisfied to rise from his seat and go away saying, “It was a good show,”
when the curtain falls.
For we are of the earth, earth-born and earth-bound. There is
nothing to be unhappy about the fact that we are, as it were, delivered
upon this beautiful earth as its transient guests. Even if it were a
dark dungeon, we still would have to make the best of it; it would be
ungrateful of us not to do so when we have, instead of a dungeon, such
a beautiful earth to live on for a good part of a century. Sometimes
we get too ambitious and disdain the humble and yet generous earth.
Yet a sentiment for this Mother Earth, a feeling of true affection and
attachment, one must have for this temporary abode of our body and
spirit, if we are to have a sense of spiritual harmony.
We have to have, therefore, a kind of animal skepticism as well as
animal faith, taking this earthly life largely as it is. And we have to retain
the wholeness of nature that we see in Thoreau who felt himself 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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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sod and partook largely of its dull patience, in winter expecting
the sun of spring, who in his cheapest moments was apt to think that it
was not his business to be “seeking the spirit,” but as much the spirit’s
business to seek him, and whose happiness, as he described it, was a
good deal like that of the woodchucks. The earth, after all is real, as the
heaven is unreal; how fortunate is man that he is born between the real
earth and the unreal heaven!
Any good practical philosophy must start out with the recognition
of our having a body. It is high time that some among us made the
straight admission that we are animals, an admission which is inevitable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sic truth of the Darwinian theory and
the great progress of biology, especially bio-chemistry. It was very
unfortunate that our teacher and philosophers belonged to the so-called
intellectual class, with a characteristic professional pride of intellect.
The men of the spirit were as proud of the spirit as the shoemaker is
proud of leather.
Sometimes even the spirit was not sufficiently remote and abstract
and they had to use the words, “essence” or “soul” or “idea,” writing
them with capital letter to frighten us.The human body was distilled
in this scholastic machine into a spirit, and the spirit was further
concentrated into a kind of essence, forgetting that even alcoholic drinks
must have a “body”-mixed with plain water-if they are to be palatable
at all. And we poor laymen were supposed to drink that concentrated
quintessence of spirit. This over-emphasis on the spirit was fatal. It made
us war with our natural instincts, and my chief criticism is that it made a
whole and rounded view of human nature impossible. It proceeded also
from an inadequate knowledge of biology and psychology and of the
place of the senses, emotions and, above all, instincts in our life. Man is

195

made of flesh and spirit both, and it should be philosophy’s business to
see that the mind and body live harmoniously together, that there be a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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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 and Flesh
The most obvious fact which philosophers refuse to see is that
we have got a body. Tired of seeing our mortal imperfections and our
savage instincts and impulses, sometimes our preachers wish that we
were made like angels, and yet we are at a total loss to imagine what the
angels’ life would be like. We either give the angels a body and a shape
like our own-except for a pair of wings-or we don’t. 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e general conception of an angel is still that of a human body with a
pair of wings. I sometimes think that it is an advantage even for angels
to have a body with the five senses. If I were to be an angel, I should like
to have a school-girl complexion, but how am I going to have a schoolgirl complexion without a skin? I still should like to drink a glass of
tomato juice or iced orange juice, but how am I going to appreciate iced
orange juice without having thirst? And how am I going to enjoy food,
when I am incapable of hunger? How would an angel paint without
pigment, sing without the hearing of sounds, smell the fine morning
air without a nose? How would he enjoy the immense satisfaction of
scratching an itch, if his skin doesn’t itch? And what a terrible loss in the
capacity for happiness that would be! Either we have to have bodies and
have all our bodily wants satisfied, or else we are pure spirits and have
no satisfactions at all. All satisfactions imply want.
I sometimes think what a terrible punishment it would be for a
ghost or an angel to have no body, to look at a stream of cool water
and have no feet to plunge into it and get a delightful cooling sensation
from it, to see a dish of Peking or Long Island duck and have no tongue
to taste it, to see crumpets and gave no teeth to chew them, to see the
beloved faces of our dear ones and have no emotions to feel t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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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Terribly sad it would be if we should one day return to this earth
as ghosts and move silently into our children’s bedroom, to see a child
lying there in bed and have no hands to fondle him and no arms to clasp
him, no chest for his warmth to penetrate to, no round hollow between
cheek and shoulder for him to nestle against and no ears to hear his
voice.
A defense of the angels-without-bodies theory will be found to
be most vague and unsatisfying. Such a defender might say, “Ah, yes,
but in the world of spirit, we don’t need such satisfactions.” “But what
instead have you got?” Complete silence; or perhaps, “Void-PeaceCalm.” “What then do you gain by it?” “Absence of work and pain and
sorrow.” I admit such a heaven has a tremendous attraction to galley
slaves. Such a negative ideal and conception of happiness is dangerously
near to Buddhism and is ultimately to be traced to Asia (Asia Minor, in
this case) rather than Europe.
Such speculations are necessarily idle, but I may at least point out
that the conception of a “senseless spirit” is quite unwarranted, since we
are coming more and more to feel that the universe itself is a sentient
being. Perhaps motion rather than standing still will be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spirit, and one of the pleasures of a bodiless angel will be to
revolve like a proton around a nucleus at the speed of twenty or thirty
thousand revolutions a second. There may be a keen delight in that, more
fascinating than a ride on a Coney Island scenic railway. It will certainly
be kind of sensation. Or perhaps the bodiless angel will dart like light
or cosmic rays in ethereal waves around curved space at the rate of
183,000 miles per second. There must still be spiritual pigments for the
angels to paint and enjoy some form of creation, ethereal vibrations for
the angels to feel as tone and sound and color, and ethereal breez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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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sh against the angels’ cheeks. Otherwise spirit itself would stagnate
like water in a cesspool, or feel like men on a hot, suffocating summer
afternoon without a whiff of fresh air. There must still be motion and
emotion (in whatever form) if there is to be life; certainly not complete
rest and insens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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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Life a Poem
I think that, from a biological standpoint, human life almost reads
like a poem. It has its own rhythm and beat, its internal cycles of growth
and decay. It begins with innocent childhood, followed by awkward
adolescence trying awkwardly to adapt itself to mature society, with its
young passions and follies, its ideals and ambitions; then it reaches a
manhood of intense activities, profiting from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more about society and human nature; at middle age, there is a slight
easing of tension, a mellowing of character like the ripening of fruit
or the mellowing of good wine, and the gradual acquiring of a more
tolerant, more cynical and at the same time a kindlier view of life; then
In the sunset of our life, the endocrine glands decrease their activity, and
if we have a true philosophy of old age and have ordered our life pattern
according to it, it is for us the age of peace and security and leisure and
contentment; finally, life flickers out and one goes into eternal sleep,
never to wake up again. One should be able to sense the beauty of this
rhythm of life, to appreciate, as we do in grand symphonies, its main
theme, its strains of conflict and the final resolution. The movements of
these cycles are very much the same in a normal life, but the music must
be provided by the individual himself. In some souls, the discordant note
becomes harsher and harsher and finally overwhelms or submerges the
main melody. Sometimes the discordant note gains so much power that
the music can no longer go on, and the individual shoots himself with a
pistol or jump into a river. But that is because his original leitmotif has
been hopelessly over-showed through the lack of a good self-education.
Otherwise the normal human life runs to its normal end in kind of
dignified movement and procession. There are sometimes in man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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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too many staccatos or impetuosos, and because the tempo is wrong,
the music is not pleasing to the ear; we might have more of the grand
rhythm and majestic tempo o the Ganges, flowing slowly and eternally
into the sea.
No one can say that life with childhood, manhood and old age is
not a beautiful arrangement; the day has its morning, noon and sunset,
and the year has its seasons, and it is good that it is so. There is no good
or bad in life, except what is good according to its own season. And
if we take this biological view of life and try to live according to the
seasons, no one but a conceited fool or an impossible idealist can deny
that human life can be lived like a poem. Shakespeare has expressed this
idea more graphically in his passage about the seven stages of life, and a
good many Chinese writers have said about the same thing. It is curious
that Shakespeare was never very religious, or very much concerned with
religion. I think this was his greatness; he took human life largely as it
was, and intruded himself as little upon the general scheme of things
as he did upon the characters of his plays. Shakespeare was like Nature
itself, and that i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we can pay to a writer or
thinker. He merely lived, observed life and went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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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Image of the Monkey
So then, instead of holding on to the Biblical view that we are made
in the image of God, we come to realize that we are made in the image
of the monkey, and that we are as far removed from the perfect God, as
let us say, the ants are removed from ourselves. We are very clever, we
are quite sure of that; we are often a little cocky about our cleverness,
because we have a mind. But the biologist comes in to tell us that the
mind after all is a very late development, as far as articulate thinking is
concerned, and that among the things which go into the make-up of our
moral fiber, we have besides the mind a set of animal or savage instinct,
which are much more powerful and are in fact the explanation why we
misbehave individually and in our group life. We are the better able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at human mind of which we are so proud. We
see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besides being a comparatively clever mind,
it is also an adadequate mind. The evolution of the human skull shows
us that it is nothing but an enlargement of one of the spinal vertebrate
and that therefore its function, like that of spinal cord, is essentially that
of sensing danger, meeting the external environement and preserving
life-not thinking. Thinking is generally very poorly done. Lord Balfour
ought to go down to posterity on the strength of his one saying that “the
human brain is as much as organ for seeking food as the pig’s snout.” I
do not call this real cynicism, I call it merely a generous understanding
of ourselves.
We begin to understand genetically our human imperfections.
Imperfect? Lord, yes, but the Lord never made us otherwise. But that
is not the point. The whole point is, our remote ancestors swa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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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wled and swung from one branch to another in the primeval forest
in Tarzan fashion, or hung suspended from a tree like a spider monkey
by an arm or a tail. At each stage, considered by itself, it was rather
marvelously perfect, to my way of thinking. But now we are called upon
to do an infinitely more difficult job of readjustment.
When man creates a civilization of his own, he embarks upon
a course of developement that biologically might terrify the Creator
Himself. So far as adaptation to nature is concerned, all nature’s
creatures are marvelously perfect, for those that are not perfectly
adapted she kills off. But now we are no longer called upon to adapt
ourselves to nature; we are called upon to adapt ourselves to ourselves,
to this thing called civilization. All instincts were good, were healthy in
nature; in society, however, we call all instincts savage. Every mouse
steals-and he is not the less moral or more immoral for stealing-every
dog barks, every cat doesn’t come home at night and tears everything it
can lay its paws upon, every lion kills, every horse runs away from the
sight of danger, every tortoise sleeps the best hours of the day away, and
every insect, reptile, bird and beast reproduce its kind in public. Now in
terms of civilizaiton, every mourse is a thief, every dog makes too much
noise, every cat is an unfaithful husband, when he is not a savage little
vandal, every lion or tiger is a murderer, every horse is coward, every
tortoise a lazy louse, and finally, every insect, repitle, bird and beast is
obscene when he performs his natural vital functions. What a wholesale
tranformantion of values!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we sit back and
wonder how the Lord made us so imperfect.
1.Is this the reason why, when we are on a swing and about to swing forward after
swinging backward, we get a tingle at the end of our spinal cord, where a tail
formerly was? The reflex is still there and we are tying to catch on to something by
a tail which has already disapp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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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學問
作者介紹

陳圓心

優選

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英國里茲大學口 筆譯研究所。現就讀於輔仁大學跨文
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喜愛閱讀、創作、旅遊與賺錢。

我

心中有股無法遏止的衝動驅使我寫下這本書，介紹中國人的人生觀。歷
代賢人智者所流傳下來的傳統智慧和文學作品，保存了中國人對人生和
萬事萬物的看法，而我希望能做到的，僅僅是呈現其中的人生觀。那是一套
源於閒散生活的閒散哲學。我注意到這樣的人生哲學正隨著時代改變，不過
我還是認為此種人生觀在本質上才是最真實的。既然皮囊之下的人心天下皆
同，想必在中國奏效的人生哲學也能放諸四海皆準。我希望能呈現中國詩人
和學者看待人生的方式，看他們如何以人之常情、務實的態度，以及詩性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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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人生。我也將試著揭開中國美好的一面，看看在深刻感悟人是有限存在的
同時，中國人是如何看待人生中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又是如何在這樣的
感悟中，仍能有尊嚴地看待人生。

中國哲 學家可以說是睜著一隻眼 睛在做夢，親暱地嘲諷著他們熱愛的 人生，

憤世嫉俗中夾雜溫存的 忍耐。他們時不時從夢裡醒來，又再 墮入 夢鄉，做夢時比

學家雙眼 半瞇半張 ，看著身邊大多數人事和自身努力終歸徒勞，不過他們與現實

清 醒時感到更 加精神氣爽，清 醒時的 人生也因 此多了份如夢似幻的 特質。中國哲

太過疏離，無法自始至終專注於現實。他們很少幻滅，因 為他們不曾幻想；他們

很少失望，因為他們從不懷抱太大希望。正因如此，他們的精神獲得了釋放。

研究中國文 學和中國哲 學時，我發現中國文 化中最理 想崇高的 境界便是﹁達

觀﹂。這種疏離的 人生觀是建 構在明心了悟上 。達 觀衍生出﹁寬懷﹂，寬宏的 懷

抱教人以嘲諷但寬容的 態度 看待人生，擺脫功名 利祿的誘 惑，並且 最終得以順 逆

自在。達 觀還能使人自由，使人不羈，使人傲骨，使人淡然。而唯 有如此自由自
在、淡然自如，方能品味生活極致的美好。

我無法斷言 這套人生哲 學是否適用於西方，因 為必須 生為西方人，擁有西方

人的 性情、西方人的 肉體和精神，才可能真正了解西式生活。我相信美國人在精

神上 能耐得住許 多中國人所不能忍的 ，反之 亦然。人本 來生而形形色色，這是件

美好的 事。不過人與人之 間存在的 差異，其實只是比較後的 結果。我敢說美國人

在汲汲營營的 同時，心中還是有股 強烈的 渴望，夢想能躺 在綠茵上 ，有鬱鬱蔥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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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大樹遮 蔭，就這麼度 過一個閒散的午 後，什麼也不做。美國人經常高呼 ：﹁醒

︶﹂，這在我看來，反倒證明了還是有一部分聰明的
wake up and live

美國人是寧可活在夢中的 。所以美國人到底沒想像中糟，就看他們願意給自己 多

醒過活吧︵

少閒散時光，又是怎麼抽出空來的 。或許 美國人認為﹁無所事事﹂可恥，僅僅是

因 為他們身處人人有事可做的 社會。不過既然同樣是動物，想必他們有時仍舊渴

望能放鬆全身肌肉，在沙灘上 伸展四肢，又或者一腳支起，一手墊在腦後，靜靜

躺 著。既然如此，美國人和孔子最激賞的 弟子顏回就沒有太大差別，顏回有的 正

是這樣的 閑情逸致。美國人由衷 感嘆﹁人生真美好 ！﹂的 時候，並不是在辦公室

辦公的 時候，而是閒散地躺 在沙灘上的 時候。我只希望美國人在這件事上 能誠實
點，喜歡就要大聲說喜歡。

我們將從中國人的 角度 出發，看看他們在整 體上 所理 解的 生活哲 學及 生活藝

術。姑且 不論好 壞，這套生活哲 學在我看來確實獨步 天下，我們將看到一個獨特

民族的 獨特人生觀。一個國家的文 化源於人民的 思想，這是無庸置疑的 。中國人

和西方人是完全不同的 種族，中國文 化在歷 史上 又與西方文 化長期隔絕，因 此我

們可以合理 推斷，中國人的 思想能為各式人生習題提 供新的 解答，或者更 進一步

提 供實踐的 方式，甚 至是看待問題的 全新角度 。透過觀察歷 史，我們對 中式思想

的 過人與不足之 處已 略知一二：中國在藝術方面的成 就燦爛輝煌 ，在科學方面的

成 就不足掛齒 ；中國人熟悉繁複的 人之 常情，卻不具備縝密的 邏輯思考；中國人

的 人生觀體現在女性化的 喋喋不休中，而不是在學究式的 思辯 中。一般 認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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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常務實、實際，喜愛中國藝術的 人則會發現，中國人其實也有著極 為易感的

心靈。更 少人知道的 則是中國人深刻的 詩性及哲 思。最起碼我們可以說中國人是

用哲 學的 角度 來看待事物，這可比說中國擁有偉大的哲 學思想或偉大的哲 學家來

得有意思多了。畢竟 一個國家出幾位哲 學家也很尋常，但是要 說一整 個國家的 人

民都以哲 學的 角度 來看待事物，那可就絕妙至極 了。總而言之 ，要 說中國人有效

率，不如說中國人具備哲 思來得適切。若非如此，中國也不可能存在長達 四千年

之 久。高效率帶來的 高壓力能在四千年內摧毀 任何國家，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在追

任何讀過中國文 學的 人都可
―

求 效率的 同時，還能苟延 如此之 久。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發瘋的 人在西方多到需
要 蓋精神病院，在中國卻因 稀罕 少見而受到尊 敬

以證明這點。總而言之 ，這就是我想說的 ：沒錯，中國人的哲 學是淡然甚且歡 愉
的，其充滿智慧和樂趣的生活方式，見證了他們哲思滿腹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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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與肉
作者介紹

陳柏宇

優選

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現就讀於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喜歡
美食、電影、旅遊、攝影。

凡

人都有身體，這再明顯不過了，但哲學家就是不願面對事實。我們有道
德缺陷，也有野性的本能與衝動，佈道的人看到厭煩了，有時便希望我
們生下來就是天使，卻全然不知天使過什樣的生活。我們要麼給天使肉身，
還有我們的形體 ―
只是多了一對羽翼 ―
不然就什麼也沒給。說來有趣，
一般人對天使的概念仍是人體加上一對翅膀。我有時覺得天使有身體和五官
是有好處的。假如我是天使，我希望有女學生的膚色，但沒有皮膚，哪來女
學生的膚色呢？我應該還會喜歡喝杯番茄汁或冰柳橙汁，但如果不會渴，要

210

怎麼嚐到冰柳橙汁的滋味？如果不會餓，該如何享受食物？天使沒有顏料，
要怎麼作畫？聽不見聲音，該如何歌唱？沒有鼻子，怎麼聞得到早晨的清新
空氣？如果皮膚不會癢，要如何享受抓癢的極大滿足？沒有快樂的能力，是
多麼大的損失啊！我們要麼有身體，並滿足身體的一切欲望，不然我們就只
是靈魂，毫無滿足的感受，而各種滿足都和欲望脫不了關係。

我有時覺得，鬼魂或天使沒有肉體，是多麼殘 酷的 懲罰。眼 見沁涼的 溪水，

卻沒有腳可以下去涼快一下；看到北京或長島的鴨肉，卻沒有舌頭可以品嚐一

番；看見烤餅，卻沒有牙齒 可以咀嚼；見了所愛的 人的 面龐，卻沒有情感可以吐

露。如果有一天，我們的 鬼魂返回陽世，悄悄 進入 孩子的 臥房，看到孩子躺 在床

上 ，卻沒有手可以輕撫他，沒有臂膀 可以擁抱他，也沒有胸口可以感受孩子的 溫

暖，臉頰 和肩膀 間沒有凹處可讓孩子依偎，也沒有耳朵可以聽見孩子的 聲音 ，這
會是多麼悲哀啊！

如果有人要 為﹁天使無體論﹂護航，他的 論點一定是極 其含糊，令人無法信
平和
―

寧靜﹂這種答案 。再 問：
―

服。他也許 會說：﹁啊，沒錯，但靈界不用這些 滿足。﹂﹁不然靈界有什麼？﹂
這個問題只會換來一片靜默，或者﹁空虛

﹁這對你有什麼好呢？﹂答曰：﹁沒有勞動、痛苦、悲傷。﹂我承認對船奴而

言 ，這種天堂極 具吸 引力。但對 快樂 抱持的理 想與觀念是消極的 ，近似於佛教而
有害無益，其源頭可溯及亞洲︵這裡指小亞細亞︶，而不是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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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種猜想不免無謂，但我至少指出﹁無感官靈魂﹂的概念是站不大住

腳的 ，這是因 為我們逐漸體會到宇宙本 身就是一種感知。也許 靈魂的 特質是動態

而非靜態的 ，也許 沒有肉體的 天使有質子，以每秒兩萬或三 萬轉環繞原 子核 而感

到快活。︵見譯註︶其中或許 有種極 大樂趣 ，比搭乘柯尼島火車看風景 還令人神

英里的速率繞著曲線形的太空奔馳。一定有種靈界的顏
183,000

迷，而且 一定會帶來無比的 快感。又或許 沒有肉體的 天使有如光線 或以太波中的
宇宙光，以每秒

料，可讓天使作畫 或享受某種創作形式；一定有以太的 震動，天使才能感受到音

調、聲響 、顏色；一定還有以太微 風吹撫天使的 臉頰 ，不然靈魂會像汙水池裡的

死水，或炎熱又滯悶的夏 日午 后，沒有半點新鮮空氣流通。要 有生命力，就非要
有動能與情感不可︵什麼形式都好︶，而絕不能是完全的靜止與麻木。

譯註：繞著原子核轉的是電子而非質子，作者可能筆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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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詩
作者介紹

劉璟萱

優選

目前就讀於台大外文系，很喜歡貓咪。因朋友一 句邀約而參加林語堂翻譯獎，非常 感
謝評審們的肯定！

我

認為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人生幾乎就像是一首詩。他有自己的韻律和
節拍，以及內在循環的成長與衰敗。人生始於純真無邪的童年，接著是
尷尬的青少年時期，懷著年輕的熱情與傻勁，理想和野心，笨拙地試圖讓自
己適應成熟的社會；然後是活動劇烈的成年時期，從經驗中獲益以及學習更
多關於社會和人性的知識；中年時期，緊張感有了些微的舒緩，性格變圓熟
了，就像水果成熟或是好酒變得芳醇一樣，並且對於人生逐漸有一個較為寬
容，較為憤世嫉俗，但同時也較為仁慈的態度；到了薄暮之年，內分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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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而若我們有真正的老年哲學觀念，並且依循著它安排人生的話，對我
們來說這就是個平和、安穩、悠閒以及滿足的時期；最後，生命的火花燃燒
殆盡，人進入了長眠，永遠不再醒來。一個人必須能夠感受生命的韻律之
美，並且欣賞它，就像聽雄偉的交響樂一樣，欣賞它的主旋律、激昂的樂音
以及最終的尾聲。這些樂曲的循環和一般人生中的循環大同小異，只是其中
的音樂必須由自己去演奏。在某些靈魂中，不和諧的音調變得越來越刺耳，
最後淹沒並遮蔽了主旋律。有時候，不和諧的音調變得太過強大響亮，使得
樂曲無法再繼續演奏下去，演奏者便舉槍自戕或投河自盡了。但那是由於他
缺乏良好的自我教育，使得原本的﹁主旋律﹂絕望地蒙上了一層陰影。若非
如此，一般人生會帶著莊嚴的姿態行進向既定的終點。有時候，在我們之中
許多人的心裡有太多的﹁斷奏﹂和﹁強音﹂，而因為節奏是錯的，音樂因此
變得不悅耳；我們應當要像恆河一般擁有高貴的韻律和雄偉的節奏，緩慢而
永恆地向海中流去。

沒有人可以說一個有童年、成年以及老年的人生不是一樁美好的安排；一

日之 中有早晨、正午 以及 日落 ，一年之 中有四季之 分，而正是如此才美好 。人生

中沒有所謂好 與壞，只是每個季節 中都有各自的好 而已 。而若我們用生物學的 角

度 來看待人生，並且試 著依循季節 生活的 話，除了自負的 傻瓜或是無可救藥的理

想主義者之 外，沒有人能否認人生可以活得像詩一樣。莎士比亞在他那篇 關於人

生的 七個階段的文 章中更 為生動地描述過這個概念，而許 多中國作家也曾經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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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相同的 見解。奇怪的 是，莎士比亞從來都不是很篤 信宗教，也不太關心宗教。

我認為這正是他的 偉大之 處；他以自然的 態度 看待人生，盡量不去干 擾事物的 結

構，就像他不干 涉他劇作中的 角色一樣。莎士比亞就像是大自然本 身，而這是我

們能夠給予一個作家或者思想家最大的 讚揚。他僅僅只是活著，觀察人生，然後
便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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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詩
作者介紹

彭湘閔

優選

元 智應外畢。有人說，翻譯是對作者最親密的閱讀；這夏日、那過程，靜悄親近了不
受框架約束的才華文人。

在

我看來，以生物學的角度而言，人生和詩歌相差無幾，自有其韻律節
奏、生死衰敗的內在循環。人生始於天真無邪的童年，經過青澀的青春
期，窘拙、努力適應成熟的社會，秉持熱情和傻勁，心懷理想與抱負；而
後，來到活躍的成年階段，以經驗為師，接觸更多人情世故。到了中年，緊
繃稍稍紓緩，性格趨於圓融，有如果實之熟成、美酒之醇郁，心胸更為寬
大，對人性更為透徹，處世更為親和。在遲暮之年，內分泌降低活動，若我
們對老年的認知真實不虛，並依此打造生活，這是個詳和安穩、閒適知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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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末了，生命之燭的火光熄滅，人就此長眠，安息不醒。人們應當覺察
人生的節律之美，並如聆賞大交響曲一樣，欣賞人生主要的旋律、激昂的糾
結、舒緩的尾聲。這些週期更迭，在我們的一生大同小異，只是音樂必須由
個人本身去拉奏。對些許心靈，變調的音符日益刺耳，終掩蓋了主旋律。有
時，變調的音符迫使人生樂曲譜下休止符，人們選擇開槍自盡或跳河輕生，
這是因為缺乏自我教育，生命初衷不由得蒙上了一層陰影。典型的人生，是
以莊嚴之姿逐步走向落幕。有時，由於荒腔走板，樂音不再悅耳，我們許多
人的生命樂章因而出現過多的斷奏或強音。我們應像恆河，以恢弘雄偉的旋
律節奏，不疾不徐、潺潺不息朝大海流去。

人生分成童年、壯年、老年何嘗不是美好的安排，正如一天分成早晨、中

午、日落，一年分成春、夏、秋、冬，如此排序自有其妙。人生沒有絕對的好

壞，順應當下時節就是好的，倘若我們依此生物學觀點看待人生，順應時節生

活，那麼除非是心高氣傲的 愚人或無可救藥的理 想主義者，沒人能否認人生可以

活得宛如詩歌。莎士比亞在他描述人生七階段的 那段文 章，更 明確地闡述了這理

念，多數中國作家亦對 此有所著墨。說來奇怪，莎翁向 來沒有虔誠信仰，亦不太

關注宗教，而我認為這正是造就他偉大之 處，他以人生如是的本 質去看待人生，

正如同他對 戲劇作品的 腳色鮮少干 預，對 人生的 安排也不多加干 涉。莎翁儼如大

自然本 身，這是我們能給予作家或思想家的 最高讚揚。對 於人生，他純粹活著，
觀察，然後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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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態度
作者介紹

賈

東

入選

上 海外國語大學在 讀碩士生，熱愛翻譯，喜歡在 兩種語言間尋求巧妙轉換 的感覺，在
多項翻譯競賽中獲獎。

在

下文中，我將闡述中國人的觀點，因為我情不自已。我只想闡述最優秀
最睿智的中國人在其民間智慧和文學作品中表達的人生觀和事物觀。
這是產生於閒適生活的閒適哲學，並在不同年代逐漸演變 ―
這一點我很清
楚。但我不由自主地覺得，這種人生觀大體上是正確的；由於人們的心性相
同，觸動一國之民的東西也能觸動整個人類。我將闡述中國的詩人和學者通過
其常識、現實主義和詩歌意識體現出來的人生觀。對於西方而言，中國是個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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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世界。中國人強烈地感受到人類的局限性，但仍然保留著人類生命的尊嚴意
識。接下來，我將努力揭示在中國人眼中人生的悲愴、美好、恐怖和喜樂。

中國哲 學家睜著一隻眼 睛做夢，用愛戀和溫和的 嘲諷來看待人生，將憤世嫉

俗與大度 包容結合起來，時而從人生之 夢中醒來時而又進入 夢境，認為自己 做夢

時比清 醒時更富 活力，因 而，他清 醒狀態的 生活也具有了夢境的 特點。他一隻眼

睜開一隻眼 閉合，明白 周圍所發生的 事情以及 自身的 努力都是徒勞無功的 ，但仍

然保持著充分的 現實意識，毅然走 完人生的 路途。他很少幻滅，因 為他根本 沒有

幻想；他很少失望，因為他從未有過奢望。他的靈魂便以這種方式獲得拯救。

在研究了中國文學和哲學之後，我得出結論：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一直是

人在覺悟之 後以達 觀的 態度對 待人生。這種達 觀讓人具有寬懷的 心態，以寬
―

容的 嘲諷心態度 過一生，避開功名 利祿的誘 惑，最終獲得命中註定的 東西。這種

達觀還讓人懷有自由意識、熱愛流浪、具有傲骨、淡然處世。只有具備這種自由
意識和淡然態度，人最終才能深切而熱烈地享受生活的樂趣。

我不必說我的哲學是否適用於西方人。我們要瞭解西方人的生活，就要從

西方人自己的 視角、性情、親身體會和思維方式來看待他們的 生活。毋庸置疑的

是，中國人無法忍受的許 多東西，美國人就能忍受；反之 亦然。我們人人生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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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成 了一個大千世界，但這也是一個相對的 概念。我敢肯 定，繁忙奔 波的 美

︶ 這 類 普 遍 性的 呼
“Wake up and live”

國人也熱切渴望躺 在秀頎樹木下的草 地上 ，悠閒自在地度 過一個下午 ，什麼事也
不 用 做 。 現 在 有 必要 發 出 ﹁ 醒 來 生 活 吧 ﹂ ︵

籲；對 我來說，這是一個好 跡象，因 為它表明：那部分明智的 美國人寧願把時間

花在夢境中。美國人畢竟 沒有糟到這種地步 。問題僅在於，美國人享受這種閒適

生活的 時間是更 多還是更 少，以及 他如何安排才能享受這種閒適生活。也許 ，在

每個人都忙個不停的這種生活環境下，美國人只是恥於﹁虛度光陰﹂罷了。但

是，正如我知道美國人也是動物一樣，我確信美國人有時也想放鬆放鬆肌肉，在

沙灘上 伸展伸展懶腰，靜靜地躺 著，一條腿舒適地蜷曲著，一隻胳膊墊在頭下作

為枕 頭。如果是這樣，美國人與顏回也沒有多大不同。顏回完全具備這種優點，

也是孔子最為欣賞的 弟子。我只是希望，美國人能夠坦誠面對 這種渴望，並向 世

界宣布，他的的 確確喜歡 這種生活，不是他在辦公室工作時而是他悠然自得地躺
在沙灘上時，他會發自內心地感慨：﹁人生真美好啊！﹂

因 此，我們現在要 說明一下中國人這一整 體所理 解的 生活哲 學和藝術。我傾

向 於認為，無論是從好的 方面來說，還是從壞的 方面來說，世界上 都沒有跟 它相

近的 東西。因 此，我們以一種完全不同的 思維用完全新穎的 方法來看待人生。一

個不言 自明的 真理 是：任何民族的文 化都是其思想的 產物。因 此，在中國的 民族

思想在種屬上 與西方文 化不同、在歷 史上 又跟 西方文 化隔絕這種情況下，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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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期望人生問題獲得新的 解答，或更 進一步 ，有權 期望新的 方式和態度 ，或再 進

一步 ，有權 期望問題本 身具有新的呈 現方式。我們知道那種思想的 一些 優點和缺

陷，至少知道過去的歷 史向 我們展現的 那些 優點和缺陷。中國的 藝術光輝燦爛，

科學微 不足道，常識廣博，邏輯幼稚，關於人生則是女性般的 細微 感受和嘮叨閒

談，卻沒有富 於學術氣息的哲 學理 念。多數人都知道，中國人的 思維非常實際而

冷靜；一些 中國藝術愛好 者還知道，中國人的 思維極 其靈敏；為數更 少的 一部分

人認為，中國人的 思維極 具詩意和哲理 。至少，中國人是以從哲 學角度 看待生活

而著稱的 ，這句話比﹁中國人擁有偉大的哲 學或幾個偉大的哲 學家﹂更 有分量。

對 一個民族來說，有幾個哲 學家沒有什麼稀奇，但對 於一個民族來說，從哲 學角

度 處理 事情則難能可貴。無論如何，顯而易見的 是，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更富

哲理 ，而缺乏效率；否則，任何民族都無法在四千年高效生活的 高壓氛圍中倖 存

下來。四千年高效生活會毀 了任何一個民族。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結果是，西

凡是瞭解中國文學的人，都會證實這句話。我所要說明的正
―

方的 瘋人太多了，只好 把他們關在精神病院中，而中國的 瘋人則比較少見，所以
我們崇拜他們

是這一點。是的 ，中國的哲 學比較輕盈，甚 至有些歡 快；中國人智 慧而快樂 地生
活，這便是中國人哲學性情的最佳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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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假想式
作者介紹

薛雅黛

入選

自由譯者，輔大資管系畢，現就讀 University at Buffalo
，目前暫居美國體驗生活。
喜愛傳達原創者的意念，樂於用自己的文字呈現。

我

們先從中國人的心理特質說起。一般說來，他們往往因為太過務實而不
喜歡將一切幻想得太美好，有著過人的幽默，對生活和自然世界有著驚
人的敏銳度。

我們習慣用﹁重實際？還是重理想？﹂的問題將人一分為二，所以，談到

人類性格發展，切不能忽略這兩股 意識形態所帶來的 影響 。理 想主義之 於人類就

好 比水之 於黏土，因 為有水的 輔助，黏土的 質地因 此變得柔軟，易於捏塑，但是

黏土的 組成成 分卻是每一個黏土成 品之 所以能成 形的 關鍵因素 ，而不至於像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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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被蒸發於無形。小至個人，大至國家，理 想主義和務實主義彼此間勢力消長的

例子比比皆是，然而當這兩股 意識形態能相互調和並交互運作時，往往進一步 改

進了人類的 生活。再拿 先前的 黏土為例，在理 想與務實下均衡發展的 人類將有如

一塊可塑性極 高的 黏土，不會因 為太過僵硬而難以搓揉，也不會因 為太過柔軟而

混散成 爛泥堆。英 國變成 了最好的 例子，一個理 想國家應兼具理 想與務實兩種特

質，好 比在這兩種元素 完美調配下成的 黏土質地必將軟硬適中，在藝術家創造下

成 為一個個藝術傑作。同時，有些 國家則是盲目 地效法其他國家的成 功例子，引

進了不符合國情的文 化而所苦，自此陷入 長期的 混亂，可想而知，這樣的 情況有
如水與泥比例失衡下所調合而成的黏土自然難以成形。

極 端的理 想主義通常缺乏冷靜分析的 判斷力，易淪為癡人說夢，對 人類只是

有害無益 。如果社會充滿了極 端理 想主義者，在不絕於耳的 改革聲浪中，國家將

陷入 無限期的 混亂，就好 像一對 夫妻，對 於居住環境有著不切實際的 憧憬，不停

抱怨著現有的 環境，又將別的 地方幻想得太美好 ，於是每三 個月就搬一次 家，註

定永遠居無定所。所幸 幽默感的 存在，我們得以阻止諸如此類的 悲劇一再 重演。

在我看來，具有幽默感的 人必會犀利地嘲諷好 高騖遠的 幻想，教人看清 現實與夢

想的 差距 。人生有夢固然美好 ，但是懂得自我嘲諷也是相當重要的 ，而中國人正
是這樣富有幽默天分的民族。

我將在接下來的 章節 中針對 幽默感作較詳細的 討論，但在這裡我想先簡短地

解釋一下這個詞 彙的 概念，幽默感其實和務實主義的 概念是相當類似的 。表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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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愛說笑的 人似乎以澆人冷水為樂 ，但他們捉狹般的 玩笑話其實扮演了重要

實生活中跌 得遍體鱗傷；冷眼旁 觀的 態度 能稍稍抑制理 想主義者澎湃的 熱情，得

的 角色。因 為傷人的 玩笑往往能一語驚醒夢中人，不讓高唱夢想之 歌的 朋友在現

以享有健康長壽的 人生；他們分享人生有得有失的 道理 ，只為了減輕人們在幻想

破滅時所受到的 衝擊。這些 滑稽的 朋友肩負重責大任，有如告 訴垂死的 病人他們

的 死訊般 ，是一項 需要 大智 大慧才得以完成的艱 鉅任務，幸 運的 話，這樣小小的

叮嚀 很可能挽救了一個頻死病人的 性命。如果理 想主義和務實主義之 間存在的 是

相生相剋的 關係，我們必須 了解生命本 質是殘 酷的 ，相形之 下，那些 令人傷懷的
嘲諷也就無傷大雅了。

我常在思考如何用算數公式表示法表達 出人類發展和歷 史變遷，以下是我的
結論：
現實 夢想 動物本能
＝ ＝ ＝ ＝ ＝

夢想 幽默 狂熱主義

現實＋幽默 務實主義︵又稱保守主義︶

現實＋夢想 唯心主義︵又稱理想主義︶

－

＝

現實＋夢想＋幽默 智慧

夢想＋幽默 幻想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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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此表，智 慧乃是現實、夢想以及 幽默三 元素 結合下的 產物，我們需要 看

清 生活的 ﹁現實﹂層面，偶爾讓﹁夢想﹂為一成 不變的 人生增添色彩，而幽默則
將幫助我們在﹁現實﹂跟﹁夢想﹂間游刃有餘。

如法炮製，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國家性格。我選擇﹁偽科學﹂來進行這一

串試 驗，因 為我認為科學裡生硬死板的 論證方式無法充分表現出人類性格和人類

活動，另一方面，若勉強用科學來解釋這一切概念，似乎又顯得欠缺考量且索 然

無趣 。這說明了現今偽科學的 氾濫其來有自。在過去那樣物資與知識都貧乏的 年

代 ， 心理 學 家 能 夠 衡 量 人 類智 商 和 情商的 多 寡 即 被 視 為 一 件 了 不 起的 事 情 ， 於 是

D

是﹁幽默感﹂，而﹁感受能力﹂則用

表示

S

R

2

之；關於每項特質的表現強度， 為最強，依次為 和 ， 表示最弱，然後我

﹁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

請避免使用大量的統計圖表等科學方法加入討論。圖表中，字母 和 分別代表

觀察感受總結而成，一切僅供參考，歡迎讀者加以修改，但為避免模糊焦點，

科學的 作法卻是無礙的 。此外，我必須 事先聲明，以下數據資料乃根據我個人的

們能將偽科學視為一門表達理 念的 工具，而不假科學之名 而行獲取私 利之 實，偽

以專家為代表的 知識權威因 此抬頭，可貴的 人性資產被擱棄忽略。然而，如果我

1

2

1

化碳和二氧化碳，儘管他們有著相同的 化學基本 元素 ，但卻是截然不同的 化學物

的 差異，國與國之 間表現出來的 性格自然有所不同，就像硫酸鹽和硫化物或一氧

將使用化學元素 表示法來顯示出一個國家的 性格表徵。隨著字母和數字的 組合上

3

質。所以，對 我來說，這個試 驗最有趣的 地方就在於探索 這些 細微的 差異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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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4

何這些 國家有著相同的 性格特質，卻培養 出不同的 國情。雖然我的 觀察主要 是透

過化學的 概念完成的 ，但是在解釋這些 類化學表示式時，我們卻無法像化學家一

樣根據化學物質的 特質或構成 分子而另創造新詞 ，我們頂多能這樣解釋：英 國人

有三分的務實主義色彩，二分的理想主義，兩分的幽默感以及一分的感受能力。
英國人

3

他們醉心於虛無縹緲的 抽象之 美︵可參考法國在文 學、藝術、和政治上 改革運動

所展現的 風格即可得知，此外，他們故事中的 主角多是無可救藥的理 想主義者，

和﹁感知能力﹂項目上的 評比是相同的 ，這點從法國品嘗美食與從事文 學著作時

這裡有幾點須要格外注意的。首先，在此列表中法國與中國在﹁幽默感﹂

以備不時之需，也能自我審查在學術上是否日益精進。

為避免這些 數據顯得譁眾取 寵而缺乏專業素養 ，我在此承諾將持續修正我的 論點

成 為眾 矢之的 、遭人非議，基於這樣的 考量所以未 將這些 國家列於表中。此外，

因 為對 義大利、西班牙 ，以及 印度的 認識不深，若勉強作出不正確的 判斷將

中國人

日本人

俄國人

德國人

美國人

法國人

R4 R2 R2 R3 R3 R2 R3
D1 D3 D4 D4 D3 D3 D2
H3 H1 H1 H1 H2 H4 H2
S3 S1 S1 S2 S2 S3 S1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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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獻︶。第二，

解釋了中國人務實的 性格，但

卻說明他們缺乏理 想，容易

化的色彩。所以，一切都只是程度上的差別， 而站在客觀的立場，我們應該避

此就說他們完全沒有幽默感，同樣地道理 ，中國人的 務實性格中多少也有些理 想

所皆知。…一般 人的 印象裡，日本 和德國則是較缺乏幽默感的 族群，但也不能因

務實的 民族，中國人敏銳的 感知能力使得他們擁有輝煌的 藝術及文 學成 就也是眾

安於現狀。根據我的 印象和與中國人往來的 經驗，中國人是幽默的 、感性的 、且

D1

，而不是

。我認為自己 作出了相當公正的 判

免武斷的 說出﹁某人完全不具備某種特質﹂。有鑒於此，日本 人與德國人在﹁幽
默感﹂此一項目上 所得的 評比是

H0

有趣的 衝突衍生出美國精神裡獨特的 矛盾 情結。在這我就不對 所謂美式的理 想主

面來解釋的 。…圖表顯示，美國人同時擁有相當理 想化卻又非常務實的 特質，這

景 ，﹁理 想主義﹂一詞的 定義必然各有不同，就好 像所謂的 幽默感是無法由單方

民族意識，留給大眾嚴肅死板的印象。隨著每個國家不同的風俗民情或歷史背

為日本 在國家意識的 層面上 有著某種程度的理 想化性格，但也是因 為這樣狂熱的

化作實際行動。因 為考慮到日本 人對 帝國主義總是展現著萬眾 一心的 熱忱，我認

總是直 接了當，不懂得圓融處世的 道理 ；與其坐著高談理 想，他們更 願意將信念

醉地看著身上的 鈕扣和徽章；終其一生將﹁邏輯必然性﹂的原 則奉為圭臬 ，做事

苦不堪言 。假想普魯士時代的 高官權 貴會多麼喜愛﹁國策顧問﹂的 頭銜，自我陶

斷，然而我也相信這兩個民族肯 定因 自己 ﹁不苟言 笑﹂的 天性而深受其害，內心

R1

義多做解釋了，但整 體來說，美國人天性上 是易受煽動的 。如果是因 為遠大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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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

標 或發人省思的 格言 而深受感動，這樣的理 想主義是值得推崇的 ，但問題是這樣

布萊斯曾經說過，在充滿變數的未 來裡，美國人將需要 學著豁達
‧

美國人喜愛談笑風生和不受拘束的 天性來看，美國人的 幽默感無疑是他們最寶貴

的 滿腔熱情總是容易淪為盲目的 崇拜。此外，美式幽默是迥異於歐式幽默的 ，就
資產。詹姆士

樂 觀才能安然無恙地度 過難關，我相信美式幽默將成 為美國人能否克服挑戰的 致

勝關鍵。除此之 外，自我個人的 觀點，美國人在感知能力方面是較不敏銳的 ，因

為我發現美國人普遍練就了忍人所不能忍的本 領。我的 說法或許 有些 爭議性，但

，我個人以為英 國

我仍認為所有的 爭議全都歸於措辭上的 方式不同。…整 體觀之 ，英 國在各項 特質
的 發展上 可以說是較為均衡健全的 民族。比起法國的

R3
D2

，理 想化跟 感知能力的 數值都不宜 過高。或許 有人認為我低估了英 國人在感

的 組合是較為理 想的 ，更 能為國家帶來穩定的 發展。至於我心中的 完美組合則是

R2
D3

萊
李 白

＝ ＝ ＝ ＝ ＝
R1 R3 R1 R3 R4
D3 D4 D1 D3 D4
H2 H1 H1 H4 H3
S4 S4 S4 S3 S4

4

艾倫 ‧
坡

雪

海 涅

莎士比亞

相同的試驗可以套用在不同的實驗對象，這回我們拿幾位有名作家為例：

模樣，我如何能夠知道在他們不苟言笑的外表下其實也有著喜怒哀樂的情緒呢？

知能力的 表現，但英 國人是否先該捫 心自問，當他們對 外總是流露出鬱鬱寡歡的

H3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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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甫

蘇東坡

坡所表現的 特質堪 稱典範 ，他一方面以其詭譎怪誕的
‧

這些 僅僅是初步的 評估，但是讀者可以發現所有的 詩人都有著顯著強烈的 感
知能力，其中，又以艾 倫

奇想聞名 ，另一方面在創作時卻又相當注重邏輯思考的 程序 總結下來，我在評估

說明了中國人有著極 敏感的 神經，所以他

中國人個方面的表現後給了以下的組合：
我們先從感知能力的 部分講起，

另一方面，由

可以得知中國人是相當實際的 。處世態度上 ，他們傾向 隨遇

懷傷神，但最終他們總能喚醒內心那屬於哲學家的本能，破涕為笑。

生命的 苦悲，花謝花開啟發他們領悟生命脆落的本 質。他們很難不為紅塵 俗事感

受，所以成 就了豁達的 中國哲 學。因 此，在春天尚未 遠離之 時，他們就開始感嘆

中國人卻說哲 學與藝術本 一家。正因 這些對 人生的 酸甜苦辣和起起落落的 深刻 感

域 。在中國，哲 學家們個個都是藝術家，當西方國家常將哲 學與科學相提 並論，

如此熱愛生活。但事實不緊緊只是如此，中國人的唯 美主義甚 至延 伸到哲 學的 領

們對 生活周遭的 萬事萬物總是充滿好 奇心及 想像力，這更 可進一步 解釋他們為何

S3

善感的 中國人來說是痛 苦短暫的 ，但他們的 務實天性卻使他們不至於想輕率地了

而安，同時奉行﹁一鳥在手勝過兩鳥在林 ﹂的 人生哲 學。所以，儘管人生對 多愁

R4

結殘 生來結束苦痛 。夢想至上的 人常說﹁人生如夢﹂，可是務實的 人卻會如此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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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3 R3
D2 D3
H4 H2
S3 S4

R4
D1
H3
S3

答：﹁正因 為人生如夢，且 讓我們盡情高唱生命之 歌吧！﹂他們務實，卻不如商

人那般 重財 重利，凡事錙銖必較；更 不像那些 自信滿滿的 青年在意氣風發之 時縱

情狂笑，卻更 像一位長者在歷 盡滄 桑後，撫鬚沉思所發出的 會心一笑。這樣的 人

愛好 和平，不會為了不切實際的 夢想而拼得你死我活，他們踏 實地生活，感謝人
生有知己一二，生命再如何變幻難測也無法擊垮他們。

然而，務實主義的 主要目的 乃在於將生活回歸至一種極 簡的 狀態，遠離世俗

無謂的干 擾。心切要 小心看緊，因 為只要 一不留意，人的 想像力可能又引起不必

要的 慾念，使我們再度 追求 虛無縹緲的 瑣事。畢竟 ，生活的 意義在於懂得﹁去蕪

存菁﹂、﹁化繁為簡﹂的 藝術，人類應該過著樸 實的 田園生活，享受家庭之樂 ，

還有學著了解複 雜的 科學原理 和艱 深的 學問對 生活無益 。因 為這樣，中國哲 學家

沒有類似一般 人有的 煩惱，生活只是一道再 簡單不過的 課題。對 他們而言 ，空泛

的 形而上 學和天馬 行空的 知識學習讓人忍無可忍，所有的 人類活動都是生活考驗

的 一部分，而生活才是全人類應該關心的 議題。結論是，生活的 意義不應該僅是
空談，而是真正去體驗生活本身。

在務實主義和反邏輯思維雙重影響下，中國哲學反對受制於時下的思想體

制，成了一門貼近生活的學問。孕育在中國思維裡的是﹁活在當下﹂的生活原

則，是原 始的 動物天性，是一股 實事求 是的堅 持，這足以使得其他迂腐陳舊的哲

學體系相形見絀。中國的 信仰主要 來自儒教、道教和佛教，他們各自有各自的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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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主張。然而，一但提及適用於全人類的價值觀，他們不約而同地都以﹁追求

圓滿人生﹂為他們的 訴求 。而一個思想成 熟的 中國人更 不會拘泥於某一特定的 思

維、信仰、或學術理 論。至聖先師 孔子曾有過這樣的 經驗，有一天他的 友人告 訴

他，他做事情必定反覆 思量三次 才會採取 行動，孔子詼諧地回答他說：﹁思考兩

回就足夠了。﹂身為某一個哲 學學派的 學生充其量只能證明他正在研究哲 學，但
是一個能學習如何生活的人卻能是掌握生活的人。

最後一點，在中國哲 學文 化的 薰陶下，中國人比西方人更樂 於接近大自然，

放，而這樣恬靜的 田園生活更 強調著中庸之 美和身心合一，幫 助人們培養 大智 若

更 加嚮往單純的 生活，彷彿在這樣的 氛圍下，所有的 情感都能毫不掩飾地流露釋

愚的 真智 慧，訓練他們穩重世故又不失天真浪漫的 情懷，︵這些 都大大不同於高

知識分子所追求的 生活︶。總結來說，中國哲 學有三項 特點：生活上 講求唯 美主

義、力行化繁為簡的哲 學、追求 實事求 是的 精神，然後我們看到了一種如詩人般
浪漫，如耕作者般的簡樸，如流浪者般自由的中式生活。

表示之。
sensibilité

我並非指謫智力測驗所能測試範圍有限，我所不認同的是專家 宣稱他們能用數學運算和
意指﹁感知能力﹂；在法文裡，則使用
sensibility

相關概念就可精準地計算出來人類性格。
在英文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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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有些人可能認為 應該表示邏輯理解能力，他們提出的解釋是，在整個人類演進過程
L

我一直在莎士比亞在感知能力的表現上再三斟酌，但在參考了他的十四行詩後，心中終

在人類活動的範疇裡，邏輯推理能力所能應用的程度其實有限。

中，邏輯理解能力足以與感知能力相互抗衡。這樣的說法雖然不無道理，但是我以為，

3.
焦慮恐怕是學校老師也無法想像的。

於有了定論。在評比莎士比亞時，我一直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深怕誤導社會大眾，那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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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浪子為理想
作者介紹

趙

欣 入選

曾 任職中文教師、記者，現為自由譯者。譯作有《遊走在 中國與西方之間》、《罪人
懺悔錄》、《糾纏》、《左宗棠傳》。

對

於傳承了中西方精神的我來說，人的尊嚴體現於以下事實 ―
正是這些
事實使人有別於動物。首先，對於求知，他有著遊戲般的好奇和天賦的
才能；其二，他懷有夢想，懷有崇高的理想主義︵確實，這種理想主義通常
是模糊的、紛亂的、自負的，但自有其價值所在︶；其三，更重要的是，他
懂得用幽默感去修正他的夢想，用更為強健的現實主義約束他的理想主義。
最後，他不像動物一樣，對環境的變化總是千篇一律地作出機械反應，而是
擁有定奪自身反應、以自身意志改變環境的能力和自由。這最後一條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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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人的個性最不可能簡化為機械論；而人的心思總歸是變幻莫測、捉摸不
定和估量不透的，能夠設法掙脫機械論，掙脫瘋狂的心理學家和獨身的經濟
學者試圖要強加在人身上的唯物辯證法。因此，人是滿懷好奇、想入非非、
風趣幽默而反復無常的造化物。

簡而言之，我對人之尊嚴所存有的信念，在於我篤信人是這世上最大的浪

子。人之尊 嚴必須 與浪子的理 念相關，而與唯 命是從、嚴守紀律、完全組織化的

士兵劃清 界限。按照這個設想，浪子大概是人類中最榮耀的 一類，而士兵 是最為

低等的 。我的上 一本 書︽吾 國與吾 民 ︾留給讀者的 最終印象，似乎是我在試 圖為

或者叫遊民。我希望我能做到。因 為事情有時候並不像它們看
―

﹁老傢伙﹂歌功頌德。我所希望的 是，這一本 書給讀者的 最終印象是我在竭盡所
能地歌頌浪子

上 去那麼簡單。在這個民主和個人自由受到重重威 脅的 時代，大概唯 獨只有浪子

能拯 救我們，讓我們不至於逐漸喪失自我，在一幫 嚴於律己 、唯 命是從、整 齊劃

一、完全組織化的 苦力中，淪為一個個依次 編號的 單位。浪子是獨裁制度 最為可

―

怕的 終極對 手。他將是守護人類尊 嚴與個人自由的 衛士，是最不可能被征服的 。
整個現代文明完全依存於他。

大概造物者心中了然，他在地球之上 創造人類時，他是在孕育一個浪子

不錯，這是個聰明卓 絕的 浪子，但不管怎麼說還是個浪子。人那近似浪子般的 特

質，到底是他最具前途的 品質。造物者所創造的 這個浪子，無疑是個絕頂聰明的

傢伙。但他仍是個很不守規矩又愛鬧彆扭的 小青年，不自量力地把自己 看得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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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和英 明，依舊老是調皮搗蛋，熱愛無拘無束。不過，他的 內在品質有那麼多

那心情就如同
―

一個二十歲少年的 父親。會不會有朝一日，造物主願意退隱，把這個宇宙 移交給

的 發光點，因 而造物主可能還是願意在他身上 寄予自己的 期望
他這個乖僻的兒子去管理？我思忖著……

作為一個中國人來說，我認為除非一個文明能去繁就簡，自覺回歸到思考

的 簡單、生活的 簡樸之 中，否則它不能被稱為完善；除非一個人能從滿腹學問發

展為大智 若愚，變成 一個開懷大笑的哲 人，先體味 人生的 悲慘，再 品嘗人生的 甜

頭，否則他不能稱為明智之 人。因 為我們必須 先學會流淚，然後才有歡 笑。人從

悲傷之中人覺醒，從覺醒之中發出哲人的笑聲，並且多了一份慈愛與寬容。

我相信，這世界嚴肅 得很，正由於它過於嚴肅 ，就需要 一種明智 而快樂的哲

學調劑。尼采筆下所謂的 ﹁歡 愉的 科學﹂若是能用來稱呼 某種事物，中國人的 生

活藝術哲 學肯 定是當之 無愧的 。畢竟 ，只有歡 愉的哲 學才是深刻的哲 學；西方的

嚴肅哲 學甚 至還未 開始瞭解何謂生活。對 於我個人來說，哲 學的唯 一作用，是教
如果他這時有能力洗手不幹的 話
―

是個哲 人。這不只是一
―

導我們對 待生活要 比一般的 生意人輕鬆愉快，在我眼 裏，沒有一個五十歲還不金
盆洗手的 生意人

個隨隨便便的 想法，而是我固守的 一個基本 觀點。只有人們本 身就受到這種精神

輕鬆愉快的 薰陶，才能把這個世界建成 一個更 為和平與合理的 生存之 地。現代人

把生活過得太嚴肅 了，正因 為太嚴肅 ，才讓這個世界充滿了問題。因 此，我們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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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緩一緩，好好審 視一下那種快樂 態度的 起源，正是那樣的 態度 ，才有可能讓人
盡情享受此生，使人的性情可以多一些適度平和，少一些衝動魯莽。

也許我理應把這種哲學稱為中國人的哲學，而不是把它歸入其他的哲學流

派。這種哲學比孔子和老子的學說還要偉大，超越了這兩者以及其他的古代哲

人；它汲取 了這些 噴湧而出的 思想之泉 ，並把它們天衣 無縫地融合成 一個整 體，

從它們富 於智 慧的 抽象概要 中，創造了一種生活的 藝術，這種藝術有血有肉，看

得見摸得著，普通人也能明白。把中國的文學、藝術與哲學作為一個整體來觀

照，我便看得分明：這種明智 地抽離迷惑、縱情地享受生活的哲 學，是它們共同

傳達的 訊息，是它們共有的 教義，是中國思想最為恒久、最具特色和最廣為傳唱
的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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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凡塵俗世間
作者介紹

莫家聰

入選

莫家聰 ，廣東人，喜文學，妄想成為純粹的詩 人。曾 獲青 年文學獎新詩 季軍、翻譯文
學優異獎，梁實秋文學獎譯詩評審獎。

人

皆欲生，但必須活在這凡塵俗世上，這是無可避免的處境。關於活在天
堂的一切疑問都必須拋諸腦後，別讓心靈插翅高飛，流連在眾神的寓
所，忘返塵世。我等皆凡人，生死已判，豈有例外？若人心過分自大、妄想
長生不死，即使獲賜了古稀之壽，也總嫌短暫，相反，若心存謙卑，這期限
已足夠長久。七十載人生，可學可享者如此之多；歷經三個世代，時間之長
足可看盡人間愚昧，盡得人間智慧。任何有智慧的人，活足這三代浮沉，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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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了其中的潮流、倫理以及社會變遷，在曲終人散落幕時，他將心滿意足的
起立說道：﹁真是一場好戲﹂，然後便心滿意足的離開。

我們都屬於這個凡塵 俗世，生在凡塵 俗世上 ，活在凡塵 俗世間。我們投生在

這美妙的塵 世上 ，可謂是過客，此乃事實，大可不必為之 難過。就算是黑暗的 地

牢，我們也只能坦然接受；更 何況我們不是在地牢裡，而是在如此美好的 世界上

生活大半世紀，假如還不願欣然領受，實在有負恩德。有時候，我們野心太大，

對 這片樸 實但又寬宏的 土地失去尊 重。然而我們若想得到心靈上的 和諧，就應該
對大地懷有感情，由衷的傾慕、眷戀我們肉體和靈魂的寄居之所。

因此，我們必須持有一種動物般的信念，盡量順其自然的生活在這片土地

上 ，也可以說是如動物般的 一無信念。我們還必須 保全天性，完完整整 ，正如梭

羅那樣：他自覺是草 地的 近親，富 有草 地那沉悶的 耐性，在寒 冬裡期盼春日；在

了無價值的 光景 裡，他不認為自己 該尋問﹁在上 面﹂的 聖靈，反而覺得聖靈會來

尋找自己 ；他還說自己的 快樂跟 那些 土撥 鼠的 快樂 如出一轍 。天堂畢竟 虛幻，而

凡塵真切：能活在飄渺微妙的天堂和歷歷實在的塵世之間，人類是何其幸運啊！

承認我們擁有一副血肉之軀，乃一切優秀的實踐哲學之起點。自從達爾文

的 進化論確立 為基本 真理 ，以及 生物學、尤 其是生物化學取 得巨大進展，時至今

日，我們中的 某些 人早該坦率承認我們是動物了，這已 是無可規避的 事實。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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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 教師 和哲 學家都屬於所謂的 知識階層，對 自己 專長的智 能引以為傲。鑽研

精神的 人自傲其精神，猶如鞋 匠誇耀皮革。有時候，他們甚 至嫌自己 研究的 精神

還不夠孤高、不夠抽象，非要 引用諸如﹁本 質﹂、﹁神髓﹂、﹁理 念﹂等詞 彙，

大書特書煞 有介事的嚇 唬我們。有血有肉的 人，在製造學術的 機器裡提 煉成 一縷

精神，而這精神又進一步 濃縮成 了某種本 質，卻忽略了美酒的 精華 也必須 與清 水

相溶，形成 ﹁酒 體﹂才會香醇可口。然而我們這些 可憐的 外行人，只有喝下那杯

也是我要 著重指責的 一點：這導致我們無法全方位的 觀照人
―

精神濃縮物的 份兒了。如此過分強調精神，十分致命。這迫使我們與自己的 天性
交戰；還有一點

性。這種誤解源於認知缺陷：對 生物學、心理 學均未 充分了解，也不明白 在我們

的 生命裡，知覺、情感、尤 其是本 能分別佔何等地位。人是由靈與肉所造就，而

研究哲學，就是要領悟心靈與肉體和諧共生之道，參透兩者協調釋解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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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的形象
作者介紹

陳柏宇

入選

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現就讀於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喜歡
美食、電影、旅遊、攝影。

所

以，我們不再堅持聖經觀點，相信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漸漸了解人
是以猴子的模樣打造的，與完美的上帝天差地遠，就像螞蟻和我們相去
懸殊一般。我們人非常聰明，自己也清楚這一點，而不免有些自負，這是因
為我們擁有心智。但生物學家告訴我們，從能用語言思考的角度看，心智的
發展其實非常晚，而且我們的動物本能和心智一樣，也會影響一個人的道德
操守，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正是為什麼我們在個人生活和團體生活中會
不守規矩。我們更能了解，心智的本質究竟為何，讓人是如此自豪。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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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相對聰明的心智其實也有不足之處。人類頭顱的演化只是一節脊椎骨變
大的過程，而且功能和脊椎一樣，基本上就是察覺危險、面對外在環境、保
護生命，而不是思考。一般而言，思考的過程非常粗糙，亞瑟 ‧
貝爾福伯爵
有句至理名言，足以讓他名垂後世，他說：﹁人腦和豬鼻子沒兩樣，不過是
尋找食物的器官罷了。﹂這算不上什麼輕蔑的態度，只是我們人太高估自己
了。我們開始了解人類先天的缺陷。缺陷？沒錯，上天就是要我們有殘缺。
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我們的遠祖以泰山的方式，在原始叢林游泳、爬行，
還會在樹間擺盪穿梭，或像蜘蛛猴以手臂或尾巴 １吊在樹上。在我看來，演化
的各階段都美妙至極，而今我們卻要有所調整，這更困難。
人類創造出自己的文 明，就踏上 了演變的 進程，從生物學的 角度 看，這可能

會嚇 壞造物主。以適應自然的 角度 看，自然界的 生物都完美而非凡，這是因 為不

適者淘汰的 緣故。今天，我們不再 適應自然，儘管適應自己 ，適應所謂的文 明。

在自然裡，本 能是有益 無害的 ，但在社會中，我們卻說本 能是野蠻的 象徵。老鼠

都偷東西，但沒有所謂道德的問題。狗都會狂吠，貓都夜不歸宿，還會伸爪亂

抓。獅子會獵殺其他動物，馬 見到危險一定會逃跑，烏龜 都會蹉跎一日之 計，蟲

這是不是我們玩盪鞦韆，由後往前用力一盪，過去長尾巴的尾椎會隱隱發癢的原因呢？身體還是
有反射作用，但想要抓住東西的時候，尾巴卻早已不見了。

蛇鳥獸皆在光天化日下繁衍後代。以文 明的 角度 看，老鼠是小偷，狗太吵鬧，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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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野蠻的 小破壞狂，就是不忠的 情人。獅子、老虎都是兇手，馬 都太膽小，烏
嗎？所以我們會停下來，思索為何上天讓我們不完美。

龜 都是懶骨頭，而蟲蛇鳥獸自然交配，無不傷風敗 俗。這不就顛覆 我們的 價值觀

246

247

猴子般的形象
作者介紹

陳曉穎

入選

陳曉穎，北京林業大學外語學院教師，曾 獲第八屆卡杯翻譯競賽一等 獎，韓 素音翻譯
競賽、《英語世界》翻譯競賽優秀獎等。

如

此一來，我們便不再篤信︽聖經︾裡的說法，不再以為上帝造人依照的
是他自己的形象；我們開始了解人類的形象其實來源於猴子，而我們與
完美的上帝之間則有着天淵之別，就如同螞蟻與人類無法同日而語一樣。人
類非常聰明，對此我們頗為自信；很多時候我們還會因為自己的聰明表現得
有些自大，畢竟我們是有頭腦的人類嘛！但每每這個時候，生物學家就會前
來提醒我們：若以﹁清晰的表述﹂作為界定人類心智形成的標尺，那我們的
心智的確是到了人類發展的後期才開始出現。他們還說，在構成人類基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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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各種要素中，除了心智，還有一系列原始、獸性的本能，而這些本能的
影響力要比心智強大得多。事實上，正是因為這些本能的存在，我們才會私
下抑或是在公開場合做出一些有失水準的行為。我們一直都因為人類擁有心
智而感到十分自豪，而對於心智的本質，我們現在也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
首先，我們明白人類的大腦雖然算得上聰明，但並非十全十美。通過考據人
類頭蓋骨的進化過程，我們得知它不過是頂端那塊脊椎骨擴大後的產物，因
此其功能也與脊髓無異，主要是去感知危險、體悟外界以及保護生命，而並
非 用 於 思 考 。 總 觀 整 個 人 類 ， 我 們 的 思 維 能 力 實 在 讓 人 無 法 恭 維 。 鮑爾弗閣
下曾說過﹁人類大腦的功能和豬的鼻子沒有什麼區別，不過都是用於覓食的器
官罷了。﹂就憑這句話，這位大人就已經足以載入史冊。在我看來，他的這一
論調並非什麼尖酸刻薄的言辭，反倒是對人類做出的寬容解讀。

同時，我們也開始對 人類與生俱來的 諸多缺憾有了新的 認識。人類有缺憾？

上 帝啊，沒錯，不過上 帝確實沒把我們打造成 什麼完美物種。但這並不是問題所

在，問題的關鍵是，我們遠古的祖先的確曾像人猿泰山一樣，在原始森林中泅

渡 、攀爬、從一根枝條盪 到另一根枝條，如若不然，就是像蜘 蛛猿 一樣，借助上

臂或尾巴將自己倒掛在樹上 １。依我看，若是分開考慮，人類進化的各個階段都
１

是否正因如此，每次我們坐上秋千，往前方悠蕩時，總會感到尾椎有一種麻刺的感覺？那不正是
原來尾巴的位置嗎？雖然現在尾巴已不存在，但那個部位的條件反射卻不曾消失，搞得我們總想
借用那已不复存在的尾巴抓住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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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 稱完美，但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 任務是去重新適應，這可是一項 比以往任何

人類創造自身文 明的 同時，也開啟了一段新的 發展旅程，這樣的 進化過程甚

任務都艱巨得多的使命。

至讓造物主自己 都感到猝不及 防。說到對 自然界的 適應，世間萬物都做得無可挑

剔，因 為一旦有所閃失，便會遭到自然界的 淘汰。可是眼 下，我們要 做的 不再 是

適應大自然，而是適應人類自身，適應所謂的 人類文 明。過去，所有的本 能都被

視為有利於自然界發展的 積極因素 ；但是在社會環境下，這些本 能卻變成 了我們

眼 中的 野蠻行為。要 知道，所有老鼠都偷盜，但卻不會因 為偷盜而被認為不夠仁

義或過於邪惡 ，所有狗兒都犬吠 ，所有貓咪都敗 壞東西或夜不歸宿，所有獅子都

獵殺，所有馬 匹都臨陣脫逃，所有烏龜 都貪睡、浪費大好 光陰，所有昆蟲、爬行

動物、飛禽、走 獸都當眾 繁衍後代。如今，若以人類文 明的標 準來衡量，那所有

老鼠都成 了竊賊，所有狗兒都成 了擾民分子，所有貓咪若非野蠻的 小破壞狂，也

成 了不忠的 夫婿，所有獅子、老虎都成 了謀殺犯，所有馬 匹都成 了懦夫，所有烏

龜 都成 了懶骨頭，最後，還有所有昆蟲、爬行動物、飛禽、走 獸在完成 繁衍物種

的 使命時，都成 了傷風敗 俗的敗 類。價值觀竟 然發生了如此翻天覆 地的 轉變！不

過也正是因 為這樣，我們才會靜下心來，思考當初上 帝造人時是如何賦予了我們
這麼多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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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詩
作者介紹

陳柏宇

入選

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現就讀於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喜歡
美食、電影、旅遊、攝影。

以

生物學的觀點看，人生讀起來簡直像首詩，有獨特的韻律與節奏，也有
內在的興衰更迭。首先是天真的童年，緊接著尷尬的青春期，此時有年
輕的熱血與傻勁、理想與抱負，莽莽撞撞地試著融入成人社會。壯年之後諸
事繁忙，從中獲取各種經驗，而更懂得世道人心。步入中年，緊繃的生活稍
稍舒緩，性格也日臻圓融，好比成熟的果實、醇厚的美酒，人生觀慢慢變得
寬容且世故，不過也更厚道了。垂暮之年，內分泌功能不如以往，若能抱持
老年應有的人生態度，並依此安排起居，那晚年自是平和安定、閒適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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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生命的燭火一滅，人就永遠長眠不醒了。這種生命韻律之美，應該要
懂得體會，就像聽盛大的交響樂，要能欣賞生命的主旋律、衝突的張力，以
及終曲。一般人的生命裡，這些輪替的樂章大致相同，但個人的曲目還是得
自己演奏才行。有些人的生命中，出現了不和諧的音符，還愈來愈刺耳，最
終蓋過了主旋律。這種音符有時太強烈，音樂無法演奏下去，一個人便開槍
尋短或投河自盡了。原因是缺乏良好的自我教育，以致生命原本的主旋律無
奈被掩蓋。不然一般人走向生命的盡頭，是以莊嚴的形式推移、前進的。有時
候，很多人面臨太多斷奏和急奏，拍子出了錯，曲子自然不悅耳。我們的生命
樂曲應該要像恆河，有隆重的韻律和渾厚的節奏，緩流入海而永不止息。

一生中有童年、壯年、老年，沒有人能說這不是美妙的 安排。一天有早晨、

中午、日落，而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順其自然豈不美好。生命中沒有什麼好

壞，適合生命的 季節 謂之好 。若以生物學的 角度 看人生，設法循著生命的 季節 過

日子，那麼除了自大的 傻子和空有理 想的 人，誰也無法否認人生能活得像首詩。

莎翁曾在人生七階段的文章裡生動地表達這種看法，許多中國文人對此也有著

墨。說也奇怪，莎翁一向 不太虔誠，也不太關心宗教，但我想這就是他的 偉大之

處。他盡可能如實地看待人生，幾乎不干 擾萬物運行的 態勢，正如他不介入 自己

劇中人物一樣。說莎翁好 比大自然，是對 一位作家或思想家的 至高讚譽。他只是
走過世間，看盡人生百態，然後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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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詩篇
作者介紹

賴麗薇

入選

賴麗薇，歷史學學士。曾 任博物館編輯，合著有《烽煙往 事》等 。現為自由譯者，主
要從事商務與法律翻譯；熱愛文學，合譯有加繆散文集《荒謬的自由》等。

從

生物學角度而言，我認為人生近乎一首詩。它自有其韻律與節奏、其內
在的興衰週期。它始於天真的童年，繼而在生澀的青春期，憑著年輕的
激情與傻氣、理想與雄心，笨拙地試著去適應成人社會；之後進入旺盛活躍
的成年期，閱世漸深，從而漸通人情世故；中年時，焦慮稍釋，性情漸自通
達圓熟，如同果實日漸成熟、美酒日益醇厚，人生態度也越發寬容、玩世而
友善；然後在人生的黃昏，內分泌腺活力減弱，如果我們深諳為老之道、且
循道順生，那麼這將是一段祥和安逸、悠閒滿足的歲月；最後，生命之火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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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而熄，從此長眠不醒。人應該能感知這生命律動之美，能欣賞 ―
恰如我
們欣賞大型交響樂那樣 ―
其主題、其衝突的旋律和曲終解決的和聲。這些
周而復始的樂章在正常的人生中是大同小異的，然而音樂須由人各自演奏。
在有些人的心靈中，不和諧的音符變得越來越刺耳，最終壓倒或淹沒主旋
律。有時，不和諧音符的力量之強，竟使音樂無法繼續演奏，人於是開槍自
盡或縱身投河，但那是因為缺乏良好的自我教育，令其原先的主旋律無望地
蒙上了陰影；而正常的人生則在莊嚴的樂章和行列中走向正常的終點。有時
我們中的許多人在人生中出現太多的斷奏或峻急之音，而且因為節拍錯了，
於是音樂便不悅耳；我們應該擁有更多恒河般的恢弘旋律和莊嚴節拍，潺湲
入海、永不停息。

沒人能說童年、成年和老年所構成的人生不是一種美麗的安排；一日分早

晨、中午 和黃昏，一年有四季，如此就好 。人生當中並無好 壞之 分，只講究在所

處的 季節 裡什麼是好的 。如果我們接受這個生物學觀點、試 著順 應季節 去生活，

那麼除了自負的 傻瓜和不可救藥的理 想主義者之 外，沒人能否認人生可以如詩。

莎士比亞在其關於人生七個階段的 一段文 字中對 此曾有更 為生動的 表述，許 多中

國作家也表達 過同樣的 意思。奇怪的 是，莎士比亞從不篤 信宗教，也不特別關心

宗教。我認為這是其偉大之 處；他呈 現的 是人生大致的本 來面目 ，正如處理 其戲

劇中的 人物那樣，他極 少按自己的 意志對 總體格局施加影響 。莎士比亞如同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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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本 身

這是我們能給予作家或思想家的 最大讚美。他只是在生活、在觀察人
―

生，然後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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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文學創作獎決審會議紀錄
時
間： 年 月 日上午十點半
地
點：林語堂故居閱讀研討室
評審老師：季季、楊照、應鳳凰〈按姓氏首字筆畫排列〉
記
錄：陳怡鈞
楊

10

14

照：
第一個是我們一定有一種做為評審的偏見，有些東西是我們作為一個
評審裝不來的，例如說一個評審他一定讀過太多太多的小說，這件
事情你們要放在心上，我們不可能像一個從來沒讀過小說的人去讀小
說，因而被評審讀到的時候，一定會有一個困難的地方，就是評審會
在你的小說裡面會讀到很多別人的小說，我希望大家知道一般來說評
審會有這種偏見；第二個是評審的另外一種偏見，因為這是文學獎這
個比賽，所以我們也不會是像一個一般的讀者那樣讀，我們會讀的特
別的仔細，我們會讀得特別的挑剔，這也是請大家能夠諒解，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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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評審不得不用這種讀法來讀，這是我自己知道，或者是我認為比較重
要，在評審工作上面可以跟大家提醒的，那我們就三個人很快的談一
下對這次作品整體的印象跟怎麼樣看這些作品以及怎麼評作品。我們
從季季先來。

季：
這是我第二次來評林語堂文學獎，我自己跟楊照是常常評各種文學
獎，我這次看這些稿子，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我在其他的文學獎看很多
稿子，文字基本功都很差…很多啦…很多基本功都很差，我所謂基本
功很差，是我常常要評文學獎的時候，常常要講這個標準。所謂基本
功是…因為我看了很多稿子是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錯別字很多，
敘述邏輯錯誤。因為小說很重要的是敘述邏輯，如果一篇小說敘述
邏輯不能成立，你就跟在報紙上看到的新聞、你聽到的傳說，什麼亂
七八糟都一樣，就不是小說了。因為不管怎樣小說是一個文學作品，
說得比較嚴格一點是藝術的作品，所以他構成的條件是很多的，你的
結構、你的引言、你的對白，這些基本功要很完備。我在很多文學獎
看到的就是基本功很差，然後文字很粗糙，非常多。這次我看林語堂
文學獎的這幾篇呢，我不知道參加的其他作品是怎樣，但是至少到我
們這邊決審的十五篇作品的文字，大部分基本功都不錯，那我想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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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參加林語堂文學獎的時候，會首先想到林語堂這三個字所代表的
文學意象。那第二個就是這些作品在呈現的題材上也很多元，有網路
的、有成長小說、有同志的同志小說、也有家庭親情的，涵蓋面蠻廣
的，所以我就簡單的說一下我的印象。

應鳳凰：
我也是覺得這十五篇，第一個在文字的藝術性上真的是還不錯，技巧
上很好，同樣的也就是文字對於小說能夠掌握的那些藝術技巧都還不
錯；第二個我也覺得就是這次的這十五篇的這個題材的涵蓋面真的是
很廣，真的是各式各樣。例如：我們有寫外勞的印傭，我們有看到有
眷村的，除了這些還有父子關係、母女關係，然後老年的問題，或者
是說成長的小說。在這方面就是說這次整個主題來說是非常的平均。
如果要談一下我們的標準在哪裡，我想還是這兩個，一個就是說你的
架構、你的文字是不是好，你作為藝術性是不是夠；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的手法怎麼樣，你要表達的主題是不是能夠掌握，你要表達的東西
是不是能夠感人，那這兩個如果你能掌握住，那大概就是我們會有這
個標準這樣。好，就到這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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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照：
好，我簡單的講一下，我剛剛跟大家提醒過我們作為文學獎的評審在
讀作品的時候一定有偏見，那從這個偏見大概就是引出我的基本的標
準，那第一個標準是：因為我們是被要求來當作評審，所以我們不能
快速的就把作品看過去，所以好的作品必需要禁得起讀第二次，至少
要能夠禁得起讀第二次，然後禁得起我們把所有的錯字都挑出來，把
剛剛季季所說的標點符號用錯的地方都挑出來，然後把所有人稱敘述
混淆的地方都挑出來，以及把那個很明顯的常識錯誤全部挑出來之
後，我們還覺得這個作品可以成立，這是我的第一個標準；第二個標
準也正是因為我沒辦法假裝我沒讀過，或我只讀你們的小說，所以第
二個標準是，有很多看起來非常成熟，然後技巧或者在寫作的意趣上
面很好的作品，但如果他很明顯的讓我覺得老是讓我想到別人的作品
的時候，這個作品就沒有辦法給他很高的成績很高的分數，我會比較
在意的是我會很快的在作品裡面看出兩種不同的寫作者：一種寫作者
是他知道怎麼寫作但他不太知道為什麼他要寫作；那另外一種是他知
道自己為什麼要寫，也就是在他小說裏面他有強烈的要表達的東西，
但或許他不是那麼知道他應該怎麼寫，如果當然有這種作品是他很知
道自己要寫什麼又很會寫，那我們就不用討論，直接把首獎給他就好
了，但通常會是在這兩者之間的選擇，那我很誠實的說，一般來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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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會選擇他知道為什麼寫作即使他在如何寫作上面有一些缺憾，我會比
較願意包容，這大概是我的一點標準那依照主辦單位的辦法的話，我
們今天一共要選出，雖然主辦單位也給我們權力說可以從缺，不過這
完全是個人啦，我通常都傾向於把錢該頒出去就全部把他頒出去，不
要幫主辦單位省錢，我們是要選前三名三個加上佳作兩個所以一共是
五位，那因為剛剛兩位評審也都提到，這次的作品非常的多元，那所
以我考慮第一輪先投三篇，把我們的前三名投出來，因為我猜大概集
中度不會太高，那我們的原則是只要你有一位評審支持你在前三名，
我們就一定做比較詳細的討論，那如果沒有得到票我們還是會另外做
個討論，這樣子的話我們把討論的篇數稍微集中一點，那要麻煩簽個
名讓他們知道是誰投的。

照：
季季老師的三票是： 號︿座頭鯨﹀一票、 號︿荒言之年﹀一票、
號︿出院的日子﹀一票；應鳳凰老師的三票是： 號︿骨骸﹀一
票、 號︿座頭鯨﹀一票、 號︿出院的日子﹀一票；楊照的老師三篇
是： 號︿脹氣﹀一票、 號︿花的路口﹀一票、 號︿暗房﹀一票。
所以現在有兩篇︿座頭鯨﹀和︿出院的日子﹀是兩票，其他有五篇是
一票。
15

15

4

7

3

7

14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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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照：
我先快速的先徵求一下兩位的意見，關於目前沒有得到票數的，有沒
有哪一篇兩位是要特別發表意見的沒有？就是說看看有沒有漏網之
魚，當然現在沒有得到票數的篇數等一下我們都會有時間讓大家提
問，如果想知道大家對這篇作品的意見的話。

應鳳凰：
我覺得 號跟 號正好對比，都是講一個老奶奶的狀況的一個故事這
樣，但是對比之下我覺得 號比 號還感人，所以這兩個如果讓我
選，我會選 號，這兩個我當時是考慮當一篇佳作，這兩個比起來我
是覺得 號不錯。
13

楊

13

照：
季季有沒有要補充哪一篇沒得票數的，我們先表達意見就好了。

12

季

12

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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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

楊

照：
沒有，好，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按照這七篇的順序，我們先討論一票
的，然後我們再討論兩票的，第一篇是 號的︿脹氣﹀。︿脹氣﹀是
只有我投的票，我發現這次我投票很厲害，全部都避開另外兩位投的
票。︿脹氣﹀其實是我很喜歡的一篇作品，我有點意外他完全沒有得
票，因為這是寫兩個老太太的故事跟關係，這裡面有一個在寫作上面
相對難度稍為高一點。第一個是說他有兩個不同的觀點，一個是阿娟
一個是阿猜這兩個人物的角色；第二件事情是他用這兩個人的角色一
直輪番的把這整件事情像螺旋一般的把他旋進來，所以我覺得兩個人
可以輪番說話但是又可以保持這個 narrative
，然後把敘述越旋越緊的
這樣一個寫作的方式，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樣的容易，而且我覺得
相對的是成功的；第二件事情是他裡面處理到的，我們可以把他稱之
為虛構中的虛構，他是一個小說，可是這個小說裡面很感人的一件事
情是來接電話的是阿猜，當然我們到後來看起來是在跟他兒子說話，
就是事實上這裡面除了敘述者在寫小說之外這個阿猜也在寫小說，可
是那是一種哀涼的小說，因為他要找話跟他兒子說，所以她每一天、
每一天都在想在生活裡面碰到了什麼事是可以讓我兒子感到有興趣
的，那這個是我們慢慢一點一點我們才知道，所以這個小說裡面另外
有 一 個 懸 疑 ， 當 然 到 最 後 他 是 一 個 … 不 能 說 是 shock
我們前面她已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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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有伏筆，這個阿猜顯然設立是有狀況是有問題的，但最後是要由阿娟
來幫她去聯絡他兒子這件事情，就該有的每一個部分全部都落到了小
說的結尾上，所以我自己個人是覺得這真的其實是一篇很好的小說，
可不可以請兩位評審幫忙再考慮一下，因為相對在這一批 篇小說裡
面，我覺得她的處理難度是最高的，但是他處理的非常自然，因為
他沒有掉入那種一開始就讓我們知道說你們要懂得耍把戲，你要讓我
們知道說，這裡面寫小說的人還要在那裡寫一個編故事的人，那麼那
個編故事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因為那個讓我們感覺到老人的一種哀
涼，她唯有用這種方式才能找到這種機會去維繫他跟她自己兒子之間
的溝通，而且即使這樣都還很困難，然後他還跟我們說，講到這裡對
方就掛斷了，那當她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都是用阿娟的角度來看的，
然後再一步一步的把阿猜的這種家庭狀況跟她的心情都把他表露出
來。我覺得是我自己認為這算是這 篇裡面最精采的一篇，那兩位…
季季要不要說一下。
15

季：
這篇小說在一開始看的時候我是非常喜歡這一篇的，就他的敘述角
度、切入點，我都覺得它是很好的，我尤其覺得在小說的那種鄉土語
言對白的這個部分，這篇小說可能是這十五篇裡面對白處理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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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楊

的，因為現在人很多想說只有敘述沒有對話，那這篇就是有對話而且
就是那些對話都非常貼近人物的當下，當下他的身分他的時間，切入
點都很好。剛才楊照講的這些優點我都同意，那我最後為什麼沒有選
他的原因就是，我不知道這個作者，她可能因為字數限制是五千字，
所以她可能因為字數的關係，你看他全篇是四千一百八十三字，所以
她是不是為了湊字數，她有一個地方在結構上來講…就是第三頁，本
來他如果說這個故事都一直用阿猜跟阿娟兩個的這個老太太的互動一
直這樣下來那就很完整，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她在第五頁突然插進一大
段，說事故還多著咧！然後又講了一些說什麼很多人去吃八寶冰啦，拉
肚子啦什麼什麼……我不知道這些在他的小說裡面，它的有機的連結線
在哪裡？

照：
這個我要幫他說一句話，因為我讀的我覺得蠻清楚的，因為他這個事
實上是這個阿猜去編出來的故事，所以為什麼他說：﹁事故還多著
咧！﹂因為她前面就是一直講，就是前面講的是阿娟說明明發現說就
是沒這件事情，那個誰的孫子掉到水溝裡然後淹死，他是掉到水裡去
但是沒淹死嘛！這個是阿猜去編出來的，所以她後面接的這段就是，
阿猜編了這麼多的故事，她只是周邊舉例說，例如說編那個里長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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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里長母的當中的故事，這都是她編給她兒子聽的故事，那她︵阿
猜︶是因為到她家︵阿娟︶借電話她才知道這件事情，所以她把它寫
在這裡，我讀起來是覺得很清楚的，而且我覺得是很有力的，就是讓
我們知道說，這個孤獨的老人她用這種方式，一方面在編織他自己的
生活，一方面在試圖在吸引他的兒子，那如果說要講說在那個敘述上
面，我也不是說他都是完美的，那我知道像季季最在意的，我反而以
為你會挑剔的就是我要挑剔的是她在第三頁的時候是有在犯規的，就
是第三頁的時候跑出來評論，那個是我比較不喜歡的，就是在第三頁
的第三段，就是說：﹁阿猜再清楚不過，即使真的鈴響那端依舊不會
是被不斷預期的聲音。﹂突然間跑出來解釋這個其實才是真正干擾我
的 ，就是那個事故很多這個我覺得相對 是精采的 ，讓我們知道 說 阿 猜
到底在編哪些故事，對不起我打斷你因為我的讀法是這樣子的。

季：
好，好，那我接受楊照的這個解讀，如果是這樣，那這個不知道作者
有沒有在現場？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作者在現場那有幾個小小的地方，
我來說一下，就是有一些他的文字的敘述，譬如說一開始我覺得有點
流氣，﹁阿娟家裡有老頭，阿猜家裡沒有；阿娟家裡沒有兒子，阿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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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有。有，但是不在家裡﹂，我是覺得這種敘述是比較流氣一點
啦，你可以敘述那個事實但不要用這樣流氣的文字，那另外一個是第
三頁講到說這個阿猜家裡電話壞了，所以她才要到阿娟家裡打電話，
但是她說：﹁買台新電話不成問題。但在電話壞了之後他就決定不再
買新的了。除了怕麻煩、怕繳費時櫃員那隻陌冰冷的手以外最重要的
是什麼…什麼…﹂，這裡有一個敘述邏輯錯誤的問題，因為如果只是
電話機壞了，那就是電話機的問題，你雖然電話機壞了你沒有使用，
但是你還是要繳那個電話的基本費，所以她這裡說：﹁怕繳費時櫃員
那隻陌冰冷的手﹂，這些我覺得他的敘述是多餘的。
照：
我怕我們在這篇花太多時間，那我們聽一下應鳳凰的。

應鳳凰：
我也覺得說這一篇在敘述上是很厲害，這是寫老人的主題，跟老人的
這種孤單沒人照顧。我覺得這個敘述很厲害，我之所以沒有選它，其
實是覺得它沒有那麼吸引人，就是說他整個有一點點太瑣碎了，所以
我當初覺得…嗯！是很厲害但是沒有被我選到，不反對啦！就是如果
你們覺得…那我就是不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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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好，那我們接著往下面一篇，下面一篇是︿花的路口﹀，又是我投
的，所以我快速的說一下︿花的路口﹀，我當然知道他碰到一個最大
的問題是，她寫的是印尼傭，但我們大概都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印尼傭
寫的，但我們本來就應該要保留讓小說作者就是小說它的本質就不是
寫你自己的生活，我知道這會讓我們有些人閱讀的時候會有些障礙，
那我也考慮了一下，後來我還是把他選進來在我的前三篇，主要是它
是一個非常非常中規中矩的，老老實實的一個小說，一個寫實的小
說，寫的是她在社會上面一個很簡單的而且普遍的一個故事，那這樣
的小說他怎麼樣能夠寫得好，唯一的一種方式是它能夠讓我們不覺得
厭煩，就是說明明一開頭你已經知道這故事大概要怎麼走，那我願意
肯定她是因為現在這種低調但是很明確的把小說該處理到的東西都處
理到的小說其實並沒有那麼多了。

應鳳凰：
好，我說一下好了，我覺得我也很支持這一篇。第一個我覺得他題目
取得非常好，叫︿花的路口﹀，那這個印傭的名字音其實不是這樣，
可是她在印尼裡面指的是蒼白的花，所以我覺得它取題目是很有巧思
的，那第二個就是說他透過一個印傭要脫逃的前夕，就是它只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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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它本身的這小說集中的高潮其實非常吸引，就是說你看了會很緊
張到底她能不能逃走，透過這個逃走跟這個主角在回憶她當年怎麼和
這個家庭互動的時候，覺得整個呈現了台灣的這種外勞的跟主人之間
的關係跟中間的問題。所以她藉著一個有一點緊湊的現場的故事，然
後呈現了一個很大的背景，那正好也很扣緊我們台灣社會的一些狀
況，而且他文字蠻好的，只是我當時是覺得說這樣的題材是一個很熱
門的題材，那我覺得他應該是入選或佳作，應該有名次的。

季：
目前寫外勞的題材在各種文學獎裡面都會出現，如應鳳凰所說這真是
一個很熱門的題材，關於那個逃亡的外勞故事也非常多，一般是寫很
多是說她們逃亡以後在外面面對的社會的各種狀況，這篇寫的是逃亡
之前的那個心裡的掙扎，我自己是覺得這篇的故事比較平鋪直敘，文
字是有點呆板而瑣碎，還有他裡邊有一些印尼文那個對讀者來講是一
個很大的考驗，因為我們不知道那個印尼文指的是什麼東西，然後他
講這個印傭他有三個小孩﹁這兩年為了那三個孩子，什麼氣沒忍下
來，什麼苦不能吃﹂可是後面又寫說：﹁她耗著青春陪伴著無聲老
人﹂，如果說一個女人已經有三個孩子，那就已經沒有青春了，這個
是我小小的挑剔了一下，那其他有一些文字譬如說：﹁她非常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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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點五十分準時出門﹂，這是現在很多人寫作都是會有這種的問題，
﹁非常需要﹂那種英文的敘述，其實﹁非常需要﹂你就寫﹁必須﹂就
好了嘛！你為什麼要寫﹁非常需要﹂？這些都是我在看這篇作品的時
候給他小小的扣分，所以我沒有選它。
照：
好，那再下一篇是︿骨骸﹀是應鳳凰討論的，那就先說一下。

應鳳凰：
好，︿骨骸﹀是我的第一名，第一個我覺得技巧上我覺得很好看，就
是這個作者已經很懂這個小說技巧，他透過一個老將軍的筆記，這個
筆記一共有七則，我非常喜歡老將軍的這些筆記，當然這個是有點想
像力，我覺得當然是設計就是用老將軍的筆記去作為整個架構整個小
說，那整個小說就是在講整個眷村拆遷，那現在也就是在社會上看到
很多次就是眷村被拆，可是做為一個小說我覺得，第一個是他雖然是
在講一個小孩遺失，然後這個老將軍也就是祖父去怎麼樣找這個孫子
等等。可是故事設計很好看。然後我覺得她是很有想像力，就是到一
個什麼空間等等，特別到了最後，當然我覺得這個是想像力，就發現
這個骨骸是這個爺爺跟孫子，他們已經到另一個某種空間，在這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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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沒有，她認為筆記很好，很有想像力。

季：
這篇我覺得是一篇意識先行的小說，那麼所謂意識先行就是扣緊了目
前的一個眷村拆遷的這個狀況可是剛才應鳳凰有提到那個老將軍的筆
記，那個是完全的敗筆，在小說裡這是贅肉，我常常形容說人太胖，
當然身上是會有一些贅肉，這些我覺得都是贅肉，剛剛應鳳凰說這是
他的第一名，那我就不知道既然她已經都說這個筆記不好，那為什麼
還是他的第一名？

個房子倒下來的時候，這個骨骸是…所以題目叫︿骨骸﹀。那我覺得
這給我的感覺是哀而不傷，但是語意很好，小說完畢你會覺得那個感
受會留得蠻久的。

季

季：
他有想像力可是文筆實在是太差了，我所說的文筆差就是說老將軍的
這個筆記，以老將軍的語氣來講的話，這些文字是很差的，而且這些
文字在這整個敘述裡面真的就是一段一段插進去，就好像人身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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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贅肉一樣，我覺得這個是沒必要的；那第二個就是最後關於那個
小孩失蹤的過程始終沒有一個答案，可是到最後變成說這個小孩是在
眷村改建的時候在挖土機上面，挖出來的什麼一個老的一個小的兩個
骨骸，我覺得那個太牽強了，當然很多人在寫小說一定要到結尾的時
候給大家一個驚訝的答案，可是我覺得這個答案太牽強了。

照：
這是一個寓言小說，他不是一個寫實的小說，這個我完全理解啦！當
然寓言就是要告訴我們說那個眷村的空間是會吃人的，會把人整個吃
掉的，所以她用一個意象把它給表達出來，不過有些方面我是完全同
意季季的，這點我和應鳳凰的想法有一點不太一樣，我也認為那個筆
記是他最大的敗筆，不是因為他文筆不好，他有想像力，但是我猜季
季老師也和我在意著同樣一件事情，就是我們不會想像一個老將軍你
用這個口氣說話，因為那個太現代了，那種東西是唸不出來的，就是
他說：﹁吾兒，如果你有天打開了這本筆記，也有緣分看到這裡，沒
被前面老頭子的瘋言瘋語磨盡了耐性﹂，那一代的人不會講話講得這
麼長一段這種斷不了句子的話，那第二個就是說即使他是一個寓言故
事，妳的寓言沒有必要讓我們有一些無法接受的東西，例如說那個眷
村的空間在台灣的歷史上面不是一個老將軍會去住的一個空間，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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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今天如果是一個老中校老少校我都不會去注意，到然後為什麼他要
變成一個老將軍呢？表示說他對台灣眷村的那種寓意的顯現他其實是
掌握得不夠精確的，那眷村本來就是中下軍官到士官兵所住的地方，
不會是一個老將軍，就是你沒必要突然間去突顯一個老將軍來讓我們
感覺到不太對勁，這是我對他會有一個比較嚴苛一點看法的地方。

照：
好接下來再下面一篇一票的是︿暗房﹀，又是我投的，覺得驚訝，怎
麼會只有我一個人投，尤其是我知道我跟應鳳凰老師及季季老師一起
當評審，為什麼只有我一個男生投這一票呢？
這好怪喔！因為這篇在我的理解當中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女性的小說，
而且他對一個女性角色的探討感動我，意思是說女人做一個人跟女人
做一個媽媽這中間的衝突，那最簡單的一件事情就是女人當媽媽在這
個小說裡面，讓我知道它顯然是要很清楚而且很有效的表達出來，這
不是理所當然的一件事，當做了媽媽之後，你的自我就被取消，那你
到底怎麼去感受這件事，抽象的這樣講就是很女性主義或怎樣…這個
很容易說，可是他用一個五千字裡面很有效的敘事去表達這件很深層
的一種感覺，然後他用了一個具體的象徵貫穿所有的一切，就是越長
越大在牆上的壁癌的那種污漬，然後怎麼樣清都清不掉，當然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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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挑剔，或者是我也會挑剔說一般我們在牆上看到污漬是不會去洗它
的，也不會覺得洗了以後污漬會消失掉，不過基本上那個裡面的每一
段每一段穿插的它扣得非常緊，講的都是一個女人進入到了婚姻，她
除了有了小孩，原來的想像跟事實上面所碰到的挫折跟無奈，越來越
不被當作是一個人的存在。然後裡面有一段講那個大禹的故事，他用
了一個典故，塗山氏被化為石頭，大禹叫的是說：﹁還我兒子來！﹂
然後她先生的反應，那個我覺得其實是很有趣很重要的一個插曲，就
差不多插在中間的地方，我覺得從我自己變成是說從女性想像的母職
的觀念上面，我覺得這小說有滿高的成就。

應鳳凰：
我看這篇當然知道說其實他就是非常的女性主義，講到女人被關在一
個屋子裡的那種心，要呈現出這個主題，可是第一個，我覺得她太像
西方很有名的那個黃壁紙，用壁紙或者是壁紙上面的一個紋寓意，一
個女性關在屋子裡的那種…那我覺得就是意象有點太沒有創意，因為
就是我看過類似這種主題的寫法；第二個就是說他這裏面我也很喜歡
他用那個大禹治水，他用那個兒子跑出來意思是說…唉！孩子就這樣
子被犧牲了，其實那小孩到最後還是跑出來，破勢而出的意象，我覺
得這個用得很好，可是整個來講這個本來要關在這個女性的女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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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不 知 道 為 什 麼跟 她 的 小 孩之 間 其 實 … 她 從 頭 到 尾 都 用 ﹁她 ﹂ ， 其 實
一般母親講自己的女兒的時候…那種感情…我覺得這面非常奇怪的是
給我的感覺，她完全是把女兒變成她者，就是她什麼都是說﹁妳撇過
頭壓低了頸子，對她這麼說﹂，完全把她女兒都用﹁她﹂，感覺這個
女兒好像是他另外一個仇敵還是怎麼樣，所以我當時是覺得說，嗯！
非常的意識先行，給我的感覺好像沒有很感人。

季：
剛剛鳳凰老師提的這個她…這個母親…這個敘述者在母親的這整個敘
述裡面，對她自己的女兒一直用﹁她﹂這個字，這個女兒是沒有名字
的，那這篇小說…首先它的題目︿暗房﹀是一個有象徵性、有寓意的
題目，象徵一個家庭主婦心情的陰暗面。我自己的解讀其實就是這個
媽媽，因為他用那個大禹治水的典故，就讓我想到她用對她的女兒對
她，其實她就是想生一個兒子，所以她對這個女兒…她其實…爸爸喜
歡這個女兒，媽媽並不喜歡這個女兒，所以牆上的那些水漬其實就是
她自己內心的一個反應。但是楊照作為一個男性，可能就沒有想到，
我們作為媽媽就會覺得為什麼她對她的女兒用這種幾乎是一種不屑或
者是一種仇視的語氣，來不斷的在說她、她、她、這個女兒，這個是
我們做為母親沒辦法苟同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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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這篇作品是非常典型的同志作品，這篇也是意識先行，不過在意識先
行的底下，他的寫作的技巧非常好，我投他主要是投他的寫作技巧，
他的基本功完全沒有問題，它的結構也鋪陳得很好，層次也很清楚，
然後他特別要說到，其實就是故事中的故事、小說中的小說，或者是
說真實裡的謊言，或者謊言裡的真實。他不斷的用這個護士來呈現或
者質疑這樣的一個…就是真實是真的真實嗎？謊言是真的謊言嗎？用
這個來交替出同志在這個社會的存在以及要面對的一些…譬如說他的
同學發現那個同志在午夜的花園裡跳舞的時候用石頭去打他，當然這
個我覺得他是處理得稍為過分一點，可是呢，這些都是在敘述同志面
對社會的歧視的時候會有的狀況，那麼我給這篇的分數還滿高的，我
覺得他的題目也很好，那其他的優點我剛剛都說了，謝謝！

照：
接下來一票的是︿荒言之年﹀這個是季季投的吧！

應鳳凰：
嗯…我對他…是覺得有點炫技啦！這到底是真實還是什麼？我覺得他
很會寫小說，看不出他到底要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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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對這篇小說就是…剛剛我跟大家提醒過就是我們偏見的存在，剛剛季
季老師說很喜歡他的標題，但沒辦法我就會想起荒人手記，然後寫同
志又讓我想起荒人手記，我覺得這不是對這個寫作者公平的事情，意
思是說我們心裡面會有很多的 reference
，那當然我會盡量不管這個東
西，不過包括在文字上面和寫作的一些事情上面，寫作手法並沒有那
麼像朱天文，那它裡面一個複雜的東西，比較麻煩的是他先講了一段
故事關於他舅舅，然後接下來說這是我跟別人說的，但是事實是什
麼？然後後面又講了另外一個故事，最後結尾在一個夢，所以這點
上面我跟應鳳凰的感覺就比較像，我說我當然知道妳寫了一個很複雜
的小說，可是複雜的小說在某個意義上看，他是一個逃避，就是說他
逃避沒有讓我們看到這個我，這個敘述者﹁我﹂，他到底在真的在這
個事情上面是什麼感受？所以那個技巧…嗯…再下來是說，關於這種
不 同 層 次 現 實 的 retell
就是把同樣一件事情等於說他講了三次，一次
是用故事的方式講給別人的故事的方式說，第二次是說那﹁真實是什
麼？﹂，那第三次就把它變成一個夢境，一段比一段其實更短，那這
個技巧本身的使用我覺得我是肯定的，不過在把這個故事講了三次之
後我還是不懂，你希望藉由這個故事講了三次，會跟我們只看到這個
故事一次，我們看到什麼不同的地方？我看到的仍然是就像剛剛季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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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好，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兩篇的討論，一個是
那請季季先說好嗎？

號︿座頭鯨﹀兩位…

所說的，對於作為一個男同志他所受到種種的壓抑跟這些社會上面的
迫害，我覺得有點浪費，我想像這當中如果你要用這麼複雜的技巧，
你應該要傳遞更複雜的訊息，這是我沒有投票最重要的理由，雖然我
並沒有覺得他寫得不好。

季

季：
應鳳凰先說好了。

應鳳凰：
他用祖父、曾祖父還有父親有四代啦，主角應該是祖父來隱喻這個座
頭鯨，我覺得他用這個座頭鯨來寫，包括這裡就有很多了，他這裡就
是這種虎落平陽…這種…嗯…來講他祖父的失落，整個來說我是覺得
在這樣複雜的故事裡你會感受到他這個跟祖父的感情，他表達出這個
家庭裡面非常邊緣的，譬如說這個敘述者主角是一個類似這種不會成
長的智能只有八歲不會再成長的人，然後父親又是一個卡車司機，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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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季

父希望能到海裡去可是一直又沒有機會，就是一直被關在沒有海的地
方，我覺得作為一個小說，他很好地傳達他要傳達的東西。

季：
這篇的象徵意義就是那個曾祖父，但是那個真正的敘述者是祖父，老
人癡呆症以後在家裡怎麼樣把東西搞壞，然後又修理等等…。嗯！我
是覺得他的敘述就是三代的層次還滿清楚的，然後用一個這個小孩，
就是十五歲只有八歲的年齡，用這樣的角度來敘述這些，那當然有一
些會覺得如果他只有八歲怎麼會敘述得這麼清楚，這個是我對他有一
點點的懷疑，不過我是覺得整個故事這個呈現是完整的，然後也吸引
讀者去閱讀他，寫到祖父的情節也滿讓我感動的，我不知道這篇是不
是一個大陸的作者的稿子，因為他裡面有一些文字的用語是很奇怪
的，譬如說第一頁第三段：﹁這是祖父講過次數嘴頭﹂的一個故事，
我想這個可能就是他打字錯誤。還有，骨質酥鬆﹁症﹂他都用徵象的
﹁徵﹂，這個就是簡體轉繁體可能出現的錯誤，當然他們因為是遠路
來參加，我想這個是不能避免的小小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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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照：
我犯一下規，我把兩篇一起講完，就是把那個︿座頭鯨﹀跟︿出院的
日子﹀，那這兩篇都是其他兩位評審都有投而我是都沒有投的，因為
這兩篇是共同的一個問題，我沒有辦法投，而且我還滿不想看到，不
希望這樣的作品得到太高的名次，所以我本來以為季季要講的，妳怎
麼會投這篇呢？因為這篇最大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就是一個他選錯敘
述者了，他說他是一個八歲長不大的一個孩子一個智能只有八歲的孩
子，他就是不可能講這樣的故事，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最致命的錯
誤，不管你講得再怎麼好，你就是在小說的出發點上你就選錯了一個
敘述者，而且妳沒有任何的道理必要一定要讓他是一個 retarget
八歲的
孩子，到底你為什麼讓他八歲？沒有任何的作用，結果只是讓自己寫
了一個，很顯然不是一個八歲小孩可以說出來的故事，所以我覺得這
是一個致命的傷，致命的錯誤，沒有辦法彌補他在其他方面的一個傑
出的表現。同樣的最後的那個 號︿出院的日子﹀我碰到的問題的也
是這樣，那是一個假裝瘋子的聲音，可是如果你要假裝瘋子的聲音你
要說服我，因為他是個第一人稱的瘋癲者的說法，可是瘋癲者他是怎
樣？他是已經治療好了嗎？還是他仍然在瘋癲的情況底下？他的敘述
裡面有太多太多的理性的說明，所以說讓我覺得因為我看過太多這種
關於瘋癲者的自白，他應該要有的內在的張力，從魯迅的狂人日記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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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看到到處都在吃人，或者是如果你去讀舞鶴的小說當他寫那個精神
衰弱症的人所看到的世界，那才可信嘛！才是一個精神耗弱或者是瘋
癲者他的那個，反反覆覆的那種…他跟這個世界跟我們所看不到的世
界，我真的滿不能接受說…我覺得這個就是取巧，反正我就寫一個畫
鬼總比畫老虎容易，因為反正瘋癲者看到的世界是你們所看不到的，
我就可以高興怎麼看就怎麼寫，那你還是要有一個基本的說服力，八
歲的孩子講這個故事無法說服我，同樣的，一個瘋癲者用這個來說他
自己的經歷跟他所看到的世界也沒有辦法說服我，所以這兩篇我都沒
有投，其實理由是一樣的，而且我犯規，因為我先講反對的理由，那
兩位再說你們支持的理由。

應鳳凰：
我說一下︿出院的日子﹀因為我自己在台北教育大學，我對於這個教
育的問題這次題材裡面比較少碰觸到這樣的，就是說他算是高中考大
學，那楊照可能這樣認為說一個瘋癲者可能沒有半法講這個…可是在
我看來是…你小說寫法你要用哪個敘述者，然後他最後不是說我想應
該是已經好了。
因為是出院的日子嘛！所以他已經出院了，那當然可以把他當時…那
他藉著這個故事，他其實是出院的這個事件，來呈現他整個精神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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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283

或者說是瘋癲的起因的那個背景。我覺得還有一段很感動我就是那個
母親保護兒子的那個…那麼多的野狗很恐怖的那種場面，就是說他不
著痕跡地來看到一個母親去保護小孩，一般是父親去保護，結果他這
是母親…，那從這整個一步一步會去看到他是怎麼被逼瘋的，譬如說
父親怎麼樣怎麼樣，或者說這整個制度，他不喜歡念法律，父親叫他
去念法律系，以至於說這整個小說短短的，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小說但
是他呈現了很大的主題，第一個就是說家庭對一個小孩的影響以及那
個制度裡，就是說一個非常年輕的心靈其實是怎麼被逼瘋的，就是這
樣的事件，看起來我覺得驚心動魄，我自己對教育的問題…那我覺得
他不著痕跡的呈現了很多這個社會青少年成長中的這個過程，這是一
個非常好成長主題的小說，謝謝！

季：
剛才楊照老師講到兩個比擬的︿荒言之年﹀想到︿荒言手記﹀現在出
院的日子他又提到魯迅的狂人日記等等。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就是我
在評審的時候我是把在我面前的這 篇的平台裡來評比，而不是把他
們拿去跟那些經典來評比，因為如果把它們跟經典去評比的話，這個
落差太大我覺得對參賽者是不公平，因為它們已經是經典了，那麼你
寫的可以跟經典一樣就不用參加文學獎了對不對，那文學獎可能都是
15

楊

寫作的新手，所以我想在評比的角度上我們是在這個平台上來評。剛才
應鳳凰提到的這篇作品的優點，我都同意，有講到這個教育的角度，譬
如說父親對這個兒子的這種父權，權威的這種壓迫，那麼也突顯這個母
親，這個你看母親也同意他休學等等有呈現父愛跟母愛兩者之間對年
輕人的影響，那麼這裡面也碰觸到就是現在的年輕人他們在成長過程當
中…要去臉書上面發表各種的意見等等，那在他的成長過程當中他的閱
讀，他的選擇，這些其實都是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在過這樣的日子，這是
可以想像的，在這個作者的敘述當中，他當然也到就是說我們可以了解
他為什麼會成為一個瘋癲者，一個不正常的家庭，爸爸外遇，媽媽也再
婚 。 媽 媽再 婚的 部 分 處理 的 不 錯 ， 叔 叔 對 他 是 很 好 的 ， 可 是 其 他 爸 爸
跟阿姨的…可能對他精神上是一個很大的壓迫那作者在處理這些他發
瘋的過程當中的這些情節，他幾乎是沒有什麼大的這個牽強部分，文
字也非常清楚，所以我給他的分數也還滿高的，謝謝！

照：
那進行第二輪投票，要給分數，用五四三二一給分，是分數不是名次。

284

1

1

3

4

5

2

楊

應鳳凰：
號︿出院的日子﹀ 分
號︿骨骸﹀ 分
號︿座頭鯨﹀ 分
號︿花的路口﹀ 分
號︿脹氣﹀ 分

季

季：
號︿荒言之年﹀ 分
號︿出院的日子﹀ 分
號︿脹氣﹀ 分
號︿座頭鯨﹀ 分
號︿暗房﹀ 分
6 7 3 15 14

4

5

2

3

照：
號︿脹氣﹀ 分
號︿暗房﹀ 分
號︿荒言之年﹀ 分
號︿花的路口﹀ 分
號︿出院的日子﹀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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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

照：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得分的情況是…果然很接近，︿出院的日子﹀ 分；
︿脹氣﹀ 分；︿荒言之年﹀ 分；︿座頭鯨﹀跟︿暗房﹀ 分；︿骨
骸﹀跟︿花的路口﹀ 分。
如果依照現在這樣的分數，︿出院的日子﹀是第一名，︿脹氣﹀第二
名，︿荒言之年﹀第三名；然後兩名佳作分別是︿座頭鯨﹀跟︿暗
房﹀。另外兩位評審對這個結果有沒有什麼疑義？沒有，那還滿完美
的，所以我們三個人的第一名都在前三名，所以前三名都是剛好有一
位評審選它做第一名，然後佳作兩名跟他們之間的差距又大一點，所
以看起來還不錯。我們要宣佈評審結果 號︿出院的日子﹀是第一
名； 號︿脹氣﹀第二名； 號︿荒言之年﹀第三名；佳作兩位，
號的︿暗房﹀跟 號的 ︿座頭鯨﹀。在場的 朋友有沒有什麼樣的 問
題或意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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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貴賓一：
想問一下 號作品的︿哪吒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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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鳳凰：
這個︿哪吒四十﹀其實是我很喜歡這一篇，他是用哪吒來對比這個叛
逆兒子，講父子之間這個同性戀兒子的意象，很有創意，只是我覺得
它的整個結構稍有鬆散，就是說他幾條線沒有扣緊。比如說志翰那條
線，還有父子的衝突點，有幾個線沒有發揮好，所以就顯得有點拉開
去了。
楊

照：
這篇我最大的問題是他從一開頭引用哪吒，然後把哪吒從頭到尾作為他
的一個主要的意象，反而不是他的加分，因為它讓我們從一開頭就預期
這是一個父子衝突的故事，所以他缺乏那個懸疑性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
那個致和穿插在這裡面，也許他在你寫作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
素，可是因為在整個故事裡面，志翰就太過於戲劇性了，包括用死亡來
作為一個衝擊，而且是意外的死亡，所以有些東西變得在小說的結構和
敘 事上 面 ， 沒 有 辦 法 那 麼 樣的 完整 ， 因 為 他 有 一 個 太 明 顯 破 壞 我 們對
於後來的懸疑性，到底這件事情要幹嘛的象徵，那他另外有一個跟整個
跟故事跟腔調不那麼完全符合的，因為太過於戲劇性，太過於連續劇的
那種迴想，那我覺得這是比較大的問題，那整體當然是我覺得還不錯
的。喔！不是志翰是 S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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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季

照：
那現在還有什麼其他問題沒有？或是想私下跟評審說說話…大家都可
以，現在比較自由一點，但是其實真的沒有關係啦，文學獎就是那麼
一回事嘛！文學獎就是有輸有贏，然後也可以很清楚的代表其他兩位評
審，其實很直接的跟大家說，會不會今天如果換別的評審來，結果就一
定不一樣，文學獎就是這麼一回事，當然錢還是會有差別啦！但是真正
比較重要的是說你很認真的寫完這個作品，希望你們可以得到一點安
慰，就是說至少全世界有三個人其實不只啦，但至少在你們眼前的三個
人，希望我們至少示範了證明了說我們認真的把你的作品讀完了，也去
思考過，那我覺得在這樣的時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你還能求什麼？如果
你還有更多的期待的話，我只能很明確的告訴你，那個期待大概都是空
的，最好不要有那麼高的期待，能夠在寫作的本身跟找到讀者或者讀者

季：
我也同意剛才楊照說的，就是用哪吒這個典故來鋪陳這個同志小說。
因為哪吒這個意象，已經是真的太多人用過了，他要寫的這個作品其
實完全不要用第一頁的這個，這個全部不要，直接進入故事的敘述，
他的完整性會比現在好得多，你一開始講了這個哪吒以後我們就知道
你底下要說什麼了，那個懸疑性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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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當中得到樂趣，是唯一能夠讓你寫下去的動力，其他的我猜我們都
沒有得到其他的東西。

季：
楊照把這個話題引到這裡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那麼我自己從民國
六十五年第一屆聯合報文學獎到現在，參與的文學獎非常多，那麼我
看到一個現象就是，譬如說吧朱天心、朱天文從來沒有得過兩大報的
首獎，她們在兩大報的比賽裏面，一開始在聯合報裡面得到佳作，那
後來朱天文在自由時報文學獎是只得到了優等，她們從來沒有得到首
獎，反過來說，有很多得到首獎的後來，我說得比較不客氣一點比較
刻薄一點，很多得到首獎的後來都不知道死到哪裡去了，所以呢，就
是在一個文學獎的一個比賽裏面，還是回歸到我剛才說的，你只是
在這個平台上，十五篇裡面你得到首獎或者第二名、第三名，反過來
說你只是在這個十五篇裡面你沒有得獎，你還可以有機會去其他的，
你不一定要參加文學獎，你可以再繼續寫，我常常跟學生講一句話就
是：﹁寫作緩慢形塑的過程﹂，還有一句就是：﹁文本不斷在創造之
中﹂，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寫作其實都是因為我們有這個動力，這
個動力好像一部汽車一樣，你必須加滿了油不斷的再前行，如果你沒
油了你也不想去加油了，那這個汽車就停在那裡，就是剛剛我說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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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死到哪裡去了。那有的人就是為了得獎而寫作，沒有錯，因為現在
台灣能發表的園地真的是不多。所以年輕的朋友都是在文學獎的這個
場域裡面，第一他們有得到鼓勵，第二他們有發表的平台，那麼像林
語堂這個是在網路上發表，那以前沒有網路發表的時候當然是紙本，
這個過程只是一個經驗，說得嚴重一點，這只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所
以得獎的，不要覺得自己我得到第一名了，當然是值得恭喜的事情但
是千萬不要志得意滿，反過來說，沒有得獎的也不要沮喪，因為你繼
續寫，像朱天文、朱天心一樣，他們也是得到佳作而已，可是他們就
是繼續寫繼續寫不斷的寫，他們寫出後來那麼多的成績，所以我覺得這
些經驗都是值得提出來給在座的得獎者、參賽者來做為參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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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名喜菡。台東人，現居高雄。曾 任港都文藝學會總幹事、台灣新聞
報《台灣寫真》專欄執 筆、高職國文教師，現任喜菡文學網站長、大
憨蓮文化負責人。以藝文推廣、文史記錄、旅行書寫、城鄉人文報導
為職志 。出 版：《骨子裡風 騷》詩 集、《今夜化濃妝》小說集、《蓮
惜》影像文學集、《到旗津打卡》報導文學集、《深情》旅行文學
集、《靠近》旅行文學集、《寶島漫波 》電影書、《鳥族與鳥族的喀
什米爾旅行》旅行詩集。

評審介紹
複審評審
彭淑芬

吳鈞堯

現職《幼獅文藝》主編，曾獲《時報》、《聯合報》等小說獎，梁
五年獲頒五四文藝獎章（文藝推廣
實 秋 、 教 育 部 等 散 文 獎 ， 二 ○○
類），繪本著作《三 位樹朋友》獲第三 屆國家出 版獎，入圍香 港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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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婉茹

照

決審評審
楊

愷兒童圖書獎前十強。金門歷史小說《火殤世紀》，獲二 ○
一一年
台北國際書展小說類十大好書、第三 十五屆新聞局圖書類文學創作金
一二年，書寫金門的〈神的聲音〉獲得九歌「年度小說
鼎獎。二 ○
獎」，第二次獲頒五四文藝獎章（小說創作類）。

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主要研究台灣現代文學，論文《八十年代
台灣女作家小說中女性意識之研究》。曾 任《中央日報》副刊編輯、
台北市 文化局顧問、元 智大學中文系講師及金庸茶館網站主編等等 。
目前任職於《聯合報》副刊組，主編《北美世界日報》副刊。作品以
散文及評論為主，發表於報刊雜誌，部分被收錄於散文選集。

本名李明駿，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 為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
人。台灣有名的作家、文學評論家和政論家，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
長。曾 獲得聯合報小說獎、賴和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吳三 連文學
獎、吳魯芹散文獎及第四十九屆文藝獎章「散文創作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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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季

應鳳凰

本名李瑞月，台灣省雲林縣人，一九四五年生。一九六四年春至
一 九七七年秋為專業作家。一 九七七年秋進入新聞界工作，一 九八八
七年底自媒體
年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邀訪作家。二 ○○
退休。
曾 任《聯合報》副刊組編輯、《中國時 報》副刊組主任兼「人間」副
刊 主 編 、 時 報 出 版公 司 副 總 編 輯 、 《 中 國 時 報 》 主 筆 、 《 印 刻 文 學 生
活誌》編輯總監。
出版小說《屬於十七歲的》等十三冊。散文集《寫給你的
故事》、《行走的樹》等五冊。傳記《我的姊姊張愛玲》
（與張子靜合著）等三冊。主編時報文學獎作品集等十冊；
八年度小說選五
一九七六、一九七九、一九八六、一九八七、二 ○○
冊；一九八二年度散文選一冊。

應鳳 凰，臺北市 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美國舊金山 州立
大學比較文學所碩士、德州大學奧 斯汀分 校東亞文學系博士。早年以
收集整 理文學史料工作聞名，為《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發起人及
主要成員之一 。曾 任《中國時 報》人間副刊編輯、成功大學臺灣文學
研究所助 理教授，現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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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台灣文學花園》、《五 ○
年代台灣文學論集》、《文學風 華
戰後初期十三著名女作家》等。

─

臺 大 外 文 系 畢 業 ， 英 國 普 茲 茅 斯 大 學 訪 問 學 人 ︵ Invited Visiting
︶︵從事翻譯及詞典研
Scholar, 2001-2002,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究︶，書 林出版、龍登出版公司董事長。台灣翻譯學學會前 理事長。
師範大 學翻譯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教授︿筆譯專業 ﹀等課程。行政
院研考會 ︽雙語詞彙翻譯審查 小組︾委員。專長：中譯英、英譯中、
詞典編譯、詞彙翻譯、公共標示 的英譯、動植 物名詞中英互譯，譯有
︽百回本西遊記及其早期版本︾，︽靈燈︾等。編著︽英語的對與
合編︶書林。
錯︾︵與 James St. Andre

翻譯獎評審
蘇正隆

賴慈芸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學士，輔大翻譯學研究所碩士，香 港理工大學中
文及雙語研究系博士。目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副教授兼
所長，任教科目包括 筆譯練習 、中西翻譯史、翻譯批評、小說翻譯及
戲劇翻譯等 ，並參與教育部翻譯能力 考試的規劃與研究。曾 任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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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欣榮

編輯，已出 版譯作四 十餘種，包括 學術用書、小說、傳記、繪本、青
少年書籍等 ，譯作曾 獲開卷及讀書人最佳翻譯書獎。著有《譯者的養
成》一書。

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美國德州 Texas A&M
大 學 英美 文
學博士，現任台灣大 學外國語文學系系主任、國際華語研習所所長、
翻譯學程主任、及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主編。曾任外交部翻譯講
師、國立編譯館及文建會臺 灣文學英譯專書 系列英文主編、梁實秋翻
譯獎及臺灣大學文學翻譯獎評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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