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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組短篇小說．第三名

說吧，記憶
◎顧德莎

這是一個漢人外婆和孫子排灣族小孩鄔巴克的生命與記憶

的對話，從2010年末開始。

2010年12月，鄔巴克在母親的腹中，只有七個月大。鄔
巴克媽媽穿著寬鬆的大衣每日頂著寒風到醫院照顧我，因為醫

生在手術同意書上面寫著：「卵巢癌第三期，減積手術、切除淋

巴、大腸、人工造口。」

鄔巴克，這就是說我可能會有一個人工肛門，在衣服裡面

藏著一個儲存糞便的袋子，我將無法回到職場繼續工作，連出

門都很不方便。我本來就不愛社交，不出門沒有問題，但是不

能回去工作，會使我失去生活重心。所以我跟醫生說，如果打

開肚子發現情況不好，就把它縫回去好了，千萬別給我做人工

造口。

進手術房之前我仍然堅持，圍在病床前的鄔巴克媽媽和鄔

巴克姨婆、丈公們到外面去開會，最後「授權」鄔巴克媽媽做

最後決定，她說只要媽媽活下來，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在此一年之前，我已經接受了第一期子宮頸癌的切除手

術，那時曾和醫生討論希望選擇自然死亡。主治醫師說：「癌

症後期是很辛苦的。」這句話具有恐嚇效果，我生性怕麻煩別

人，就接受開刀了。

兩次手術都將近七個小時，造成漏尿的膀胱沾黏、造成腹

瀉便秘附著在大腸上的癌細胞，都在醫師們的努力下「修剪得

很乾淨」蕭主任說。而且，他保留了我的肛門，讓我現在還可

以輕鬆外出，實在是天大的恩惠！

親愛的鄔巴克，根據統計，卵巢癌第三期的存活率是兩

年，如果這是上帝給我一個新的開始，我該如何面對這兩年的

生命？

手術後第二天，躺在病床的我奄奄一息，身上插滿管子，

有血漿、葡萄糖滴劑、止痛劑、引流管、導尿管，包括後來我

的胃液噴出而插了鼻管。我的妹妹偷偷在病房外哭泣，病房每

天湧進臉色凝重的親人朋友，為我不樂觀的預後擔憂。

鄔巴克，對於憂傷的親人，我充滿內疚，如果我堅持的獨

立在最後還是必須靠著眾人的力量才能站立，那麼我的存在是

一件多麼不值得的期待。

靠窗的姥姥由一個印尼看護照顧，在我進住之前她就住

了三星期了。中間的病床每隔三四天換一張新面孔，有的哼哼

喊痛，大部分只是輕輕的嘆息和困難翻身的微微騷動，隔著簾

子，我仍能清楚感受那份隱忍。

親愛的鄔巴克，許多的書籍都說，癌症是一種心病，有一

本書甚至直說，卵巢癌的患者是因為缺乏愛。

我缺乏愛嗎？我一直想這個問題，如果愛是雙親的擁抱，

那麼六○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應該大部分是匱乏的；但是我會擁

抱我的孩子，四十幾歲之後我也學會擁抱我的母親，更多時

候，當我的朋友們需要一點安慰或鼓勵時，我也會用擁抱來表

達，擁抱從不曾讓我覺得害羞。難道這些無法替代情人身體的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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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醫師用碘酒清潔開刀的傷口和插管的皮膚切口，鄔巴

克的小阿姨拿相機拍下。她，看過許許多多因為工作造成的破

口，肢體的、生命的。我的二十公分的傷口是開啟親人面向死

亡的窗縫，想必在她心中有很大的不同。

早上十點了，隔床的婦人還沒有家人送飯來，我請看護送

過去一顆蘋果，她極客氣的推讓後用哽咽的聲音說了謝謝。不

用謝謝，姊妹，我也曾在剖腹產後的一週，整日裡盼不到一個

人來幫我翻身。

每週一，五妹來幫我支付特別看護的費用。

鄔巴克，我生命的記憶是從一場喪禮開始的。在嘉義東門

圓環的木麻黃樹下，我蹲在地上用磚塊畫畫，可以清楚看見對

面家裡的大廳停了一具棺木，祖父躺在裡面，門口有一個用金

紙圈起來的小丘，大人圍著紙堆繞行。

據母親說，在我週歲以前，每個清晨總是啼哭不已，這讓

祖父相當不耐，他把我放在籐編的嬰兒椅裡面，放到圓環的木

麻黃樹下，遠遠看著蹲在門口抽水幫浦旁洗衣的母親。「你會

『痚呴』就是這麼來的。」媽媽為我的氣喘找到起因。

祖父過世後兩年，我的生父也過世了。我和大姊、妹妹跪

在黑色的棺木旁，大姊哭得很傷心，我看著她，不明所以。那

時我六歲，還沒上小學。

鄔巴克，你知道嗎？我對生父的唯一記憶是和姊姊趴在

窗戶上看迎神隊伍，因此弄倒了他做家具的一堆木材，腦袋剛

承受木頭倒下轟然巨響的驚嚇，隨之而來的是全身被鞭打的痛

楚，等母親把我抱到床上時，我已經哭到抽搐。

為什麼只記得這件事？是不是因為苦味比甜味持久？還是

我身體裡只會啟動疼痛的感受器，對美好的事物記憶失靈？

陸續拔掉了脖子上的滴管、止痛劑、鼻管。

終於可以提著尿袋和導流管下床。

亞東醫院四樓B棟長而亮的走廊終端，我站在玻璃帷幕內
向外望去，準備拆除籬圍的巨型建築物預告不久的將來，這裡

會有一盞一盞的燈光從每個窗戶亮出來，每一盞燈說一個家的

故事。

四十幾年前，嘉義家職圍牆外宣信街旁的巷弄裡，我站在

一排兩層樓的房子底下，猜測媽媽應該在燈光最亮的那一間，

因為那裡面傳出喧鬧的人聲。不知等了多久，媽媽走出來了，

要到對面的廚房，看到我驚呼一聲。我被阿姨安頓在廚房裡吃

水餃。那天，是爸爸和媽媽結婚的日子。我，八歲。

鄔巴克，我列了一份禮物清單，請鄔巴克媽媽和舅舅記住

這些日後在適當時間必須償還的愛。這些愛是生命中的軟墊，

承受每次不小心失足跌落的重量，讓人可以翻身站起來繼續往

前走。你要記住，在人生任何受挫的階段，要尋求這種支撐的

力量，也別忘了必要時伸出手來接住自己的家人下墜的身體或

靈魂。

發燒，攝氏 38.5度。冰枕、吃藥。繼續發燒，換藥、睡冰
枕。腎臟超音波檢查，沒事。胸部X光攝影，沒事。換藥。持
續發燒。換藥。還是發燒。睡冰枕。吃藥。冰枕。吃藥。退燒

了。護理師、醫師，全都鬆一口氣。什麼原因引起的？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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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力下降引起大腸桿菌的感染。不是很確定。沒關係。醫師

不是神。

拆線。我的雙手緊握床單心裡唸著：耶和華是我的牧

者⋯⋯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

祢的仗、祢的竿，都安慰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

到永遠。

「好了！」住院醫師輕輕地為我拉好衣襟。感謝神！從前

風聞有祢，而今親眼見祢。

鄔巴克，當我們孤單恐懼的時候，記得求告神，祂的平安

會進入你的心中安慰你。

鄔巴克的小姨婆問我，如果生命走到終點，希望有一個什

麼樣的告別式？

喔，那當然要幫我唱詩歌，我已經選好了，〈耶和華祝福

滿滿〉和〈祂帶領我〉；然後，棺木旁邊放那張在宜蘭花店捧著

紫色卡斯比特的照片；當然，那是三十幾歲的照片，不過我希

望大家記住我風華盛茂的樣子。還有，燒掉的骨灰只要抓一把

放在小玻璃瓶裡，其餘的就扔了。孩子們可以輕鬆地放在口袋

裡，在傷心難過或需要鼓勵時握一握它，出去旅遊的時候裝進

包包裡帶著，也許哪天在哪一間旅館，忘了把我收進袋子裡，

被收拾房間的服務生丟到垃圾桶裡，那就好了，沒牽掛了。

和醫師討論何時進行化療。「記得，要吃營養一點，要多休

息、不要拿重的東西。」護理站每一個甜美的笑容都如此細心

交代。

鄔巴克，我將要開始一連串的化學療程。這是一場化學藥

劑與癌細胞對決的戰爭，我能勝得過嗎？你躺在小床上的臉圓

潤充滿出生的光澤，對照我浮腫的臉上暗沉的幽光，你在此時

出生是神暗喻生命生生不息，愛也生生不息？

來探病的老朋友問：「老了想過什麼樣的生活呢？」

「口袋有點錢可以買糖果，把孫子騙到身邊，跟他們講他們

父母的故事，適時地跟他們說，『爸爸媽媽很愛你！』」

「這麼簡單？」她斜眼看我：「那你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幹

嘛?!」
「我笨嘛！」

鄔巴克，承認自己愚蠢比證明自己聰明輕鬆多了，我居然

經過五十幾年才學會。

清晨，可以看到墊在頭下的「負離子」枕巾，髮絲附著如

魚網。屋子裡走過的地上佈滿髮絲，睫毛在每次揉眼、洗臉的

時候一根一根減少，我是一隻得了紅眼症的青蛙。

第二次化療後的第四天，我把手伸進頭髮裡面，像梳頭一

樣用手撥梳一下，五指的夾縫中出現十幾根頭髮。然後，不斷

自動脫落的頭髮標示了我一天的行動路線。我稍稍用力抓取一

撮撮的頭髮，把它們堆在桌上，不久，就堆疊出一個小山丘，

黑色、銀色、灰色的髮絲像後現代藝術品，髮的雕塑。媽媽急

忙把垃圾桶推到腳邊，深怕這些細細的髮絲破壞她努力維持的

整潔。

我用一張報紙把這些頭髮收攏起來，心裡籌劃如果來不及

長出而我已安息主懷，這些髮絲可以和我一同焚燒，還我一個

青絲如雲的魂魄。

我的母親終於忍不住將我的頭髮剪光，用一把她買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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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髮剪。剪刀冰涼地貼在頭皮上緩步前進，我沉默著，幾次扭

轉脖子表達心中的不安，怕像小時候一樣被剪破皮。母親的手

毫不留情地貼著髮根一路剪下，我低頭、再低頭，閉上眼睛不

讓淚流。

鄔巴克，頭髮對於一個女人的意義是夢想的翅膀，剪去了

頭髮，夢就不會起飛了。

每週搭公車要前往醫院回診時，坐在博愛座上的年輕人總

是看我一眼，就讓視線回到她（他）們的手機上，我隱忍著，

不知如何開口說：請給我一個座位。親愛的鄔巴克，我隱忍著

不舒服，告訴自己不可以對癌細胞投降。

我的母親你的太婆認真地收集每一張發票給我，希望有一

天好運會降臨到我身上。

鄔巴克，沒有收入的日子讓人心慌，讓最靠近你的人發現

你的窘迫。所以，要逼自己長出智慧，用減去法過生活。

失眠，因為類固醇興奮了腎上腺，我躺在床上像被夜放入

鍋中的魚。

多年前，也曾這樣輾轉難眠，為了一個祕密。在生命尋

不到出口的慌張裡，在掙扎著想躍出生活黑洞的狂亂中，我錯

手殺了一個男子，他被我埋在床底。他是誰？為什麼我會殺了

他？用什麼凶器？我記不起來，只有我知道這個祕密。每天，

每天的夜裡，我躊躇著拖延上床，丈夫沉睡的呼吸加深我的恐

懼，生活的犁拖著生病的公婆、癱在床上的大伯、兩個睜大眼

睛汲汲探索世界的孩子、工廠的員工薪資、廠房租金、添購機

器的款項⋯⋯，太多太重，讓人對昇起的太陽沒有期待，對夜

深的安靜感到不安。兩年後，在丈夫的臉目轉向新歡的笑顏時

離開了那張床，沒有哭。也忘了男人的屍體。

經過了十三年，我在一家神經內科的診所當院長助理，有

機會大量閱讀關於躁鬱、憂鬱症的書籍，那個祕密終於解開。

「幻覺」是錯亂的懸崖邊陲，再往前一步，我的人生就回不了頭

了。

馬太福音：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

滅。

鄔巴克，神在隱密處鑒察祂的子民的需要，你要相信人生

總有一點亮光，不會全然黑暗。

男孩和女孩約在巷口交換《天地一沙鷗》、《未央歌》，男孩

接過書之後說了一句：「勸你媽媽不要再賭博了。」

女孩轉過身，心裡一步一句：這、輩、子、再、也、不、

會、跟、你、說、話、了。

鄔巴克，有一天你會有一個喜歡的女孩，記得不要提醒她

的痛處，只要理解她，為她的環境禱告。

鄔巴克，我開始和你的太婆玩拼拆遊戲。我請她幫我把過

時的洋裝裙襬剪掉變成罩衫、長版上衣剪去袖子，變成A字裙。
床罩分拆變成兩片窗簾。她一面叨唸我找麻煩，一面掛上老花

眼鏡，慎重地捧出餅乾盒，從裡面拿出剪刀、尺、刀片，找出

與衣服同色的車線，打開檯燈開始修改的工作。燈下她染過色

的頭髮掩不住灰白，稀疏蓬鬆的頭髮下是清楚可見的頭皮，與

下垂的雙頰呈現同色的瓷白。

鄔巴克，我想跟你談談我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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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約兩百公尺的嘉義市東郊，甘蔗田裡的葉子被風吹

得沙沙作響，芒果樹築起的隧道擋住炎熱的太陽，樹薯張開它

綠色的手指承接雨水和露珠，陸軍眷村「精忠一村」安靜地立

在這一片綠撐起的土地上。這些綠色波浪在四百個著綠色軍裝

的男人離家到部隊執勤時，繼續守護他們的家園。

「精忠一村」門口唯一的一家美容院裡，美髮師抓起一把頭

髮，用扁平的篦子往下刮出蓬鬆的高度，然後再用橢圓形的鐵

梳輕輕梳順毛躁的表層，於是，鏡子裡出現一個像是電影明星

「李菁」的頭，母親和美髮師雙方都很滿意地對著鏡子微笑。

做好頭髮的母親穿上顏色鮮亮的洋裝，用「白熊面霜」和

「奇士美粉餅」把原本白皙的臉龐修飾得更透亮。她的眉毛黑而

整齊，是安置在雙眼皮大眼睛上的兩片柳葉。她用鮮紅色的唇

膏凸顯菱角般的嘴形，然後站在鏡子前面左右側身轉向，確認

自己美麗如新嫁娘。

精心裝扮的母親，是為了每天上午十一點半左右，騎上腳

踏車從「精忠一村」出發，為我和大姊送便當。

十一點五十分，宛如參加盛宴的母親在教室窗外大聲叫著

我的名字，然後指一指手上的便當盒，把它放在窗臺上。她的

聲音讓老師停下對著黑板書寫的粉筆，全班同學都往窗外看。

放好便當的母親，恭恭敬敬地向老師行個禮，轉身離去。老師

重拾剛才講到一半的課程，同學把視線轉回黑板和書本上，而

我的腦袋裡因為那三分鐘的凝注而缺氧。

冬天草地上有清晨濃霧下降成霜。我的氣管因為驟降的氣

溫而緊促收縮，每到夜裡就發出咻咻的聲音，嘴唇因為缺氧呈

現絳紫色。缺氧讓我無法躺下來睡覺，母親把枕頭和棉被摺成

一個小山丘，我靠著小山丘喘氣到天亮。對氧氣的渴望發展成

日後睡夢中窒息的恐懼。

在清晨鄰居才起床之時，我家的衣服已經晾上竹竿。她

每週刷洗窗戶、地板，讓鄰人串門子的時候發出讚歎，她努力

學習包餃子、灌香腸、醃臘肉，也不忘端午節包一百顆粽子分

送鄰居，她認真計算用父親每個月四百塊的中校薪俸滿足六張

口，而她總是清空盤子裡的剩菜殘湯。在我十一歲以前，除了

嚴厲的打罵管教讓人不服之外，這樣的母親幾乎無可挑剔。這

樣的日子讓十六歲就離家從軍的父親對祖先無限感懷，感謝祂

們暗中庇佑，得此賢妻。

突然有一天，黃昏的日頭未落到竹林之外，母親悄悄地推

開大門溜進廚房，用最快的速度把三菜一湯擺上，這只是比平

時晚了二十分鐘。我們姊妹開心地在那多出來的二十分鐘自由

空氣玩一趟紙娃娃訪友之旅，這個小小的延遲是美麗的錯誤。

然後，這個延遲融入生活的節拍成了變調曲。我們放學回

家，放下書包走進廚房，在爐子上找到一鍋綠豆湯，或是用紅

蘿蔔、豆乾、肉末做湯底的麵。爸爸到臺北念師資專修班了，

家裡安靜無聲。

然後，每週六，父親回家的日子，會打牌的林媽媽、王媽

媽不再出現門口。然後，爸爸到嘉義水上國中教書了，我們又

有正常的晚餐。然後，有一天，媽媽蓋著棉被在床上哭了，幾

天後，爸爸拿了將近五個月的薪水讓她清償賭債，她愧疚地又

安分了一段時間。

「恁爸爸講，不要哭了，當作繳學費吧，以後不要賭了。」

許多年後，母親回憶這一段往事，說起來仍是幸福甜蜜的氣味。

然後，賭癮就像身體的癌細胞，如果不經過一次驚天動地

殺伐，就會隨時伺機再起，除了讓賭徒心神俱失，也讓她的家

面目全非。

接下來是從國中到高中，每天晚上的尋母記。從嘉義高工

夜間部下班的爸爸，皺著眉頭詢問媽媽的去處，然後叫我們去

「找找」。我和大姊探詢幾家有聚賭紀錄的鄰居不果，便要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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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上方尋去。

順著「精忠一村」往上走是「精忠國小」的保留地，通

過半人高的芒草，躲過幾隻狂吠的狗，在一排簡陋的鐵皮屋裡

面，媽媽蹲在一群男男女女之間，目光泛紅、臉色發青，看到

我和姊姊，有時會高高興興的站起身來跟我們回家，那表示贏

錢了，找到見好就收的理由。但是大部分時間，我和姊姊會被

一陣咒罵聲斥回，如果我們不肯走，就會換來更難聽的叫罵，

有時加上拉扯頭髮甩打臉頰，這時候就知道她輸瘋了。

賭博是一種神經性毒品，它會讓輸錢的人眼睛出現狂犬的

目光，讓找不到錢扳本的人變成說故事高手，說出許多讓人半

信半疑的故事讓你借錢給她，並且編造另一個故事向你解釋為

何無法依約還錢。

母親的賭癮讓她圓潤的臉變成尖銳的倒三角形，也讓她的

心智達到瘋狂狀態。多次，在眷村的小巷裡她的狂吼怒罵讓已

經上高中的我和大姊無地可容，因為左鄰右舍都是同學。更駭

人的是必須一次一次從她手上搶下清洗廁所的鹽酸、菜刀，在

拉扯間看到門板上不知是爸爸還是她的鮮血。

直到爸爸決定把媽媽送回屏東外公家為止，爸爸賣掉了兩

塊地、兩間房子，幫她還了大部分賭債。那些土地房產都是爸

爸從十六歲進入軍中省吃儉用，以及兩人結婚後搭會拼湊出來

的。

親愛的鄔巴克，你知道有些人看到鈕釦或是雞蛋會昏倒

嗎？我曾經努力偽裝自己是個開明妻子，殷勤地在丈夫與友人

方城之戰時遞送香菸茶水，但是最後還是失敗了，因為撲克

牌、四色牌、麻將，所有跟賭博相關的物品都會讓我無法呼吸。

前夫最後娶了河南籍的妻子，愉快地和妯娌姑叔論戰；很好，

婚姻不必講對錯，合適就好。

鄔巴克，等你有一天長大，也許就能理解我對母親的怨恨。

從我八歲開始，身邊的人都告訴我們三姊妹，何其幸運，有一

個待我們如己出的繼父，所以，我們必須乖巧聽話；所以，當

母親成了賭徒，父親的沉默、嘆息讓我害怕，我害怕的是，這

個墮落的媽媽會讓我們失去爸爸。

多年來我拒絕刻意的裝扮，就是希望和母親的形象切割，

找理由迴避家庭聚會，就是不希望和她見面，但是在我耗盡青

春賭一場婚姻的牌局時，其實就已經對照了母親性格裡不服輸

的本質。原來「遺傳」不是科學名詞，是生活裡可恨的實踐，

是讓人苦笑的復刻。當我以為自己奮力往前奔跑，到達一處空

曠的草原就可以大口呼吸，卻不料在氣喘吁吁之後，發現自己

是在一個圓形的跑道上，以為可以走遠，卻發現離原點越來越

近。

接下來，讓我說說我八歲之後的父親。

第一次看到他，在外公家如長廊般的屋簷下，我和大姊、

妹妹緊靠在母親身邊，被介紹給他。他拘謹地微笑著，和我們

一樣不安。

然後，第一次新家的過年，在宣信街的閣樓上。爸媽換上

新裝坐在椅子上讓我們磕頭拜年，大姊行禮如儀，領了紅包，

我直直站立，彆扭著。換大妹上場，她乖巧地伏首行禮，也拿

了紅包；再輪到我，我仍是不肯，八歲女孩莫名其妙的堅持。

然後母親揮手打下，伴隨難聽的叫罵。父親慌張地將紅包塞進

我的手中，把媽媽拉開。

鄔巴克，我「不肯條件交換」的反骨，只是害怕失去的反

射。那時，我不懂，母親不懂，剛成為「繼父」的父親當然也

不會懂，面對一個執拗的孩子，除了窘迫應該還有深深的挫折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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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爸爸的身邊看他寫毛筆字，他轉頭笑著對我說：「寫

得和我一樣，一個字一塊錢。」那時，陽春麵一碗一塊半。

我試了幾天，發現那是辛苦的活，放棄了。

每學期，我、大姊、妹妹拿著毛筆、鉛筆、鋼筆穿梭在學

校布置的國語文競賽會場，好像理所當然。那個「當然」源自

一個姓氏，我們是「顧」家的女兒，顧老師教國文。只有我們

姊妹知道，除了偷看他書架上的《紅樓夢》、《聊齋志異》、《古

文觀止》、《清宮十三朝演義》，我們的對話只限於「爸，吃飯

了」、「爸，洗澡了」，他不是可親可暱的父親，他生於書香門

第，謹守禮教規範，他不敢碰觸我們包括親生女兒，我一生都

沒有擁抱過他。

1990年4月16日上午，丈夫在一堆毛衣半成品中尋我，要
我去輔大接六妹回家，爸爸病重送醫。他長期都在吃藥，我一

直沒認真問過他生什麼病？

交代完事情，我收拾簡單的行李，站在溪崑二街街口，等

待不知何時會經過的計程車。不時經過的各種小貨車從面前開

過去，揚起一陣陣灰塵，丈夫從工廠走出來，站在我身邊，一

會，「爸爸走了。」輕聲地說。

空氣瞬間被抽走，靜默兩秒鐘後，整條街只聽到我蹲在地

上從喉嚨發出的哭聲。

大姊高三開學不久，為了幫媽媽到東市場載現宰的雞鴨，

被一部從竹崎開出來的貨車撞上。那個年代人心開始學會猜

疑，為了不要被誤認為肇事者，一部一部載著蔬果的車輛經

過，沒有人停下來探看一下那垂死的生命。從薄霧輕籠的五點

到陽光穿透芒果樹葉的七點多，才有一個騎腳踏車的路人到派

出所報案。還沒出門上班的父親和在整理滷菜攤的母親匆匆趕

到「嘉義醫院」，姊姊的面容無損，只是半身癱瘓。

那是我第一次聽見爸爸用沉痛的聲音對著媽媽說：「看你把

孩子害成這樣。」他流著淚，自責不該讓姊姊清早騎摩托車出

門，那份工作原是他和母親交換的條件：她在菜市場設攤賣滷

味，他幫她備貨，她不再賭博。

母親又偷偷去賭，父親賭氣地不願幫她，霸氣的媽媽命令

大姊接替，乖巧的她每天天未亮即起，六點半之前載回宰好的

雞。我和她蹲在水龍頭下面清理細毛，等大鍋的滷汁沸騰，將

材料放入，接著準備攤位的備品，一切妥當之後才背起書包上

學。孝順的孩子老天沒有免去她的災厄，或者說，神必須施予

最重的懲罰，讓迷失心志的母親甦醒。

媽媽恢復了神智努力照顧受傷的姊姊，趕在被迫休學之前

回到學校，大姊右腳困難地移動，左臉頰失去知覺，她一步一

步用意志力讓自己跟上同學的速度，讓下垂的嘴角不流下茶水。

母親的擔憂愧疚也在她的進步中一點一點放下，輕輕轉身，又

陷入賭海。

大姊是恨的，我也無法原諒母親。「嘉商」畢業第二天我就

投奔已經在北部上班的大姊，希望再也不要回那個家。

父親最後決定把母親送回去屏東外公家，但是每次節日

就會費心安排在眷村之外的團聚。他的用力在我看來實在沒有

必要，犯錯的人應該被綑綁在巨石之下，受日曬雨淋。如今回

想，那時五妹、六妹、么弟都還年幼，父親不忍破碎的家庭影

響孩子，努力填補缺口。姊姊在兩年後也回到家中，不是遺

忘，而是原諒。而十八歲的我才在人生峰嶺的起點，眼睛只看

到自己的雙腳，選擇走一條不和母親交叉的路。

被母親重傷的家在父親的手中慢慢重建起來，大姊和我、

三妹都出嫁了；五妹、六妹、么弟是他的親骨血，都已經在北

部念書，家裡只有他和牆上的書，飯桌上一雙碗筷，草草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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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餐，每天吞食十幾顆藥丸。媽媽會在假日回來相聚，孩子會

在寒暑假回家休息，但是匆忙的妻、子沒人看顧他的孤單。

終於，在一個清晨，清明的霏雨已收，晨霧卻凝重濕寒，

他的胸口一揪，便倒地不起。終於，他的魂魄得以飛回千里之

外的故鄉，和失散的姥姥相聚。

而他，暗自盤算孩子繼續深造或且可能留學需要的經費，

便將自己物質需求壓縮到最小；偷偷藏在灶肚、床板下的十幾

塊金條，是臨終時來不及移交的愛，在我們無意中尋獲時，清

楚地交代了他的牽掛。

2003年我決定從臺灣出走。
2004年除夕夜，我認真地窩在電腦前面寫了一篇自傳，在

人力銀行的網站填了許多表格，然後選了三個公司寄出去。元

宵之前就前往上海報到。

然後我開始用腳踩上國中課本讀過的地理名詞：上海、蘇

州、無錫、廣州、深圳、蘭州、山西、長春⋯⋯，藉著工作我

找到了移動的引擎。在山西太原我的腳在佈滿煤渣的雪地上踏

出喳喳的聲音，在吉林長春我看到松樹掛滿冰柱的銀色大地，

在蘭州看黃河涓細的源頭，在蘇州「留園」看幾百朵盛開的荼

蘼壓斜了花架、在「拙政園」用銅板敲太湖石，在四行倉庫看

現代藝術，在和平飯店看薇薇安的服裝展。

有一兩次，我的腳幾乎已經踏進江西的邊界，從湖南或福

建，只要一天的路程，我就可以踏上父親的出生地，站在大宅

院的地土上，想像院子裡碗口粗的葡萄樹伸展青綠的藤葉和過

路的雲竊竊私語，想像門口百官下轎拴馬的石獅子和屏風仍懾

人氣息。在那裡，我可以大口呼吸一下父親曾呼吸過的空氣，

彌補不曾牽手扶他親聞他身上氣息的遺憾。

而我終究沒有去，不是因為行程太滿，而是因為我是嫁接

的枝子，沒有尋根的正當性。

鄔巴克，我的父親的愛是無聲的水流，安靜地濡潤全家的

生命，也終於切斷母親身上的毒瘤。他雖然不是基督徒，卻一

生實踐「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如今，我正在學習如何面對

這段不美好的生命歷程，試著找到神對我的奇妙安排。

鄔巴克，在結束所有化療行程之後，我搬進你的家中，和

四歲的姊姊及六個月大的你作伴，大家都希望生命的嫩芽會修

復我的傷痕。

你慢慢學會翻身、爬行、抓取，興奮的時候拍打我的臉

頰，不斷用有力的雙腳在我身上跳躍。十個月大的時候，你從

不斷抓傷自己或我的貓科動物，變成齧齒科的小鼠，乖巧安靜

地趴在我的肩膀，然後輕輕地用下面兩顆上面一顆門牙咬起一

塊肉，在我驚覺到痛呼叫起來時，你得意地笑著，揮舞雙臂，

是個惡作劇的小孩。

按排灣族Butsul亞族的文化，因為你不是長男，所以不能
繼承頭目的地位。你的姊姊伊藺將繼承你的父親成為一個女頭

目，和你的vuvu一樣，掌管族裡的財產。有一天，你的姊姊會
送你幾串琉璃珠，掛在你心愛的女孩身上，你會成家，成為一

個父親，然後開始經歷生命的種種。

親愛的鄔巴克，生命是奇妙的旅程，我們被安排上路，並

且無法選擇地遇見某些人，發生某些事，累積一段時間之後，

那些逐漸淡忘的變成天空的背景，記住的就成了彩虹的顏色。

佛家說：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生不死，不死不生。這

層層疊疊的輪迴，堆疊起觀看生命的高度。五十幾年來我看著

親人死去，也迎接了新生命的到來，當我在「亞東醫院」看到

你的母親因分娩撕裂陰道的痛苦而咬牙呻吟，當我看見你的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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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像一顆紅色的血球被醫生的手接起時，對於我的人生，我真

是充滿感激。

神啊！讓這個美麗的輪迴繼續吧。

化療期間，五姨婆玉珍說：二姊，我們去畫畫吧！

我的姊妹們用手牽著我，企圖幫我在黑暗的生命甬道中撞

出一個洞口，為我引進陽光、空氣，甚至，花香。

親愛的鄔巴克，有一天你會長大，要面臨人生中的種種試

煉，有些是極痛苦的，例如親人的死亡、愛人的離去、失去健

康、沒有了工作能力等等；但是要相信這些痛苦都會過去，形

成為記憶。記憶是神的恩賜，讓我們知道曾經有過愛與被愛，

曾經有能力做過一些事情，如果這些不見了，也只是神暫時收

回去而已，祂是要你停一停，安靜地聽祂的說話，看清楚哪一

條路是祂為你預備的。

2012年春天，鄔巴克會走路了。你用渾圓的手拉著我往門
邊走去：「走走，走走。」清潤的童音清晰表達意圖。屋外的小

公園白色流蘇、紫色苦楝、紅色木棉開得正好，我抱起你：孩

子，走吧！趁春光和熙生命美好，我們看花去。

〈說吧，記憶〉得獎感言

「記憶決定我是誰」，關於記憶，我寫了五六萬字，從2007年
參加社大的「女性書寫」到現在。

這些寫下的文字像一顆一顆沙礫，慢慢磨亮心裡那面充滿灰

塵的鏡子，讓我看清楚自己，讓漂動的靈魂安定下來。

寫作讓我的生活回歸到最安靜的狀態，我像一個隱士，在文

字的草叢中尋找可以療癒傷痕的藥方。至於如何讓自己堅持

地寫下去，恐怕才是這一生終了之前必須不斷克服的難題。

顧德莎
嘉義人。

高中編了三年校刊，

得過全省高中組小說獎。

得過一次聯合報極短篇推薦獎。

之後的二十幾年，

困在生活中失去了紙和筆，

只能靠著閱讀摸索出路。

重新提筆寫作和繪畫，

是為了在死亡之前完成不死的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