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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人　周紘立

1985 年生，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

曾獲文學獎若干。資深夜貓，永遠

減肥中，一點也不像處女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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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叫蘇麗文。

她走過墊石泥路，這幾天總下雨，路吃滿水，爛糊的像誰吃壞

肚子拉的一攤屎。她穿著塑膠雨鞋，兒童尺寸的方便雨衣，從山腳

順勢向上，遠方的城市浮在雲裡霧裡。那不關她的事，她視線所及

的地方松柏常青，每根草的高度都在經驗之下同等高度，如果不講

究的話，那倒像是梯田。她很驕傲，治理一個區域她還可以，她知

道大家都喜歡她，江蘇王老太太總在路口攔她說話，一串一串的，

又急又快，聽不懂微笑就好；福建的李先生每天數鈔票，他們眼神

交集話不多說報以微笑；臺北的周杯杯無論風雨總面向盆地的所在，

憂頭結面，跟春天的天氣一樣陰綿綿，蘇麗文同樣投以微笑，雖然

顯得雞婆，她還是對他說：「等等幫你送飯來。」更多的人，當然

是老的，他們選擇屋前一株樹，背椅樹幹面朝東西南北方，有志一

同地「磨」起來，好像身上藏匿的跳蚤不只一隻；也有年輕人。

時間等於節氣，一個過去銜接另一個，春夏秋冬，里長辦公室

遞來的日曆取代瘦身有成的，她忽然想起今年是羊年。她屬羊，恰

好六十整。草食性動物，溫馴，刻苦耐勞，換句話說是，老天爺給

的命理當如此，否則她不會負責這區區塊塊的草。鐮刀、綴碎布的

斗笠、還有袖套，手去手回、腰彎腰挺，通常只需要五分鐘，她能

讓荒煙漫草重拾平頭貌；當然她不會吃草，哪怕她屬羊。

成人組　短篇小說．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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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該擔心的是乳牛。乳牛是一隻狗的名字，公的，尚未結紮，

非常潔白的短毛卻有著像不小心潑灑出來的黑斑記，牠最愛吃草。

聽聞犬類仍秉持神農嘗百草的基因，擇草治口乾舌燥，那是天性。

但母親總不能讓牠吃光一團草的，動物沒有健保，生場小病打幾管

針幾包藥，所費不貲，她恐嚇喊，再吃閹了你！乳牛識相，放棄咀

嚼中的草，像反芻，吐出糜爛的綠渣滓。

這狗天亮天黑都醒著，就睡在門前，不用刻意栓繩子，牠哪裡

也不會去，甚至發情期，也僅只磨牆柱洩慾，什麼花色的母狗都誘

惑不了牠。乳牛只會待在這家裡。眼神直視前方：夜晚沒有萬家燈

火，最近的鄰居騎小 50 要花十分鐘才能抵達；天白除了綠葉綠草

蟲鳴鳥叫，沒有一種具攻擊性的生物到訪，那麼牠守護的究竟是什

麼呢？媽媽好幾次順著牠的視線探過去，一無所獲。你在看什麼？

想吃蝴蝶嗎？一隻翩翩顫抖的蝴蝶恰巧畫著弧線飛過他們眼前。乳

牛這姿態多年不改，母親歸納出兩種結論：在等誰回來或者，在等

誰來然後跟他走。

總歸這狗本來就不是她的，是代替爸爸飼養的。

乳牛剛來時是隻小乳牛，對誰都不親，除了爸爸。她對他說養

狗沒好處，徒耗精氣神。他對她說，這家需要不會說話的成員，但

他卻每天跟牠濃情密意好多話可說。母親打從心底覺得這隻叫乳牛

的狗多餘，她不愛牠。

「請你帶走吧，我真的沒辦法。」

本來說要帶走的，也真帶走了，不知怎麼，一個禮拜後剛好整

數七天，狗就趴在門前了。母親不想探究原由：是丈夫踢牠下摩托

車時速八十將乳牛狠拋在引擎管之後、或許那裡路燈不足無法灑尿

做記號導致迷失……，這些都是我代替母親想的理由，總之結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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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就在這裡了，一養好幾年。她明白，這狗不愛她，只是遷就，把

這間山中屋子視作賓館、一個語氣上簡短的頓號，假使爸爸現身，

乳牛將會不帶感情地隨他遠走，在生命圈成句號前跟男人長相廝

守。

「誰叫我屬羊，心軟，如果有牙，一定要咬到伊叫不敢。」

爸爸把屬於彼此的，全數拋開，渾身乾乾淨淨地走了，包含乳

牛。

她嘗試跟牠說話，一天接一天，話容量愈漸豐沛，畢竟牠是這

家裡唯一會呼吸、心臟會撲通撲通地的活物了。

●

或許那陣子睡不好，肩頸經常痠痛，兩隻手勤按摩還是無法舒

緩。出門前 L 特地雙手抹小護士軟膏幫我抓龍，邊抓邊說，sir 有哪

裡需要加強的嗎，搞得有模有樣像外勞經營的按摩間。

臉朝窗戶，藍點白底的窗簾扯開大半，玻璃沾染灰塵，卻不影

響景致：黃色的屋瓦順著圍牆走，牆內幾座故作輝煌的尖頂翹簷鳥

踏的仿中式廟宇建築錯落各處。初來看房，純粹貪房租便宜，一房

一廳一衛浴十二坪，月租六千，包水不包電，樓下轉角就有間便利

商店，我直呼賺到。當然我緘默如昔，我不是一個很愛透露心事的

那種咖。馬上簽約，抵押金，月初記得轉帳至房東戶頭，這房間就

屬於我的。母親千交代萬囑咐，租屋切勿選路沖傷身耗神、T 字形

樓造貧、住戶少不吉、窗開東南避西曬兼有益課業、屬兔者不居門

朝西的東戶……這些我都記得，卻樣樣違背。我想，不時的肩頸痠

疼是否和母親的迷信有關聯。而窗外準時地裊裊升起煙，早上九點

至十一點，似乎是適合離開的時辰。我對 L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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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烤男的還是女的的肉？」

「死人就是死人，老人就是老人，過了某個時間點後他們就沒

有區別了，不是嗎？」L 說得很有道理。

我淨想些不切實際的事情，卻什麼也不會讓其他人發現。

我不擅說話。起碼不像母親一樣，什麼話都說、對誰都能侃侃

而談。

很多人離開我，因為我過於寡言。

我喜歡一個人的房間，兩個就感到擁擠。

覺得自己是間旅館，退房時間到了，請你出去。

L 卻是個例外，他長住了進來。

那不過是一夜激情。像女人每月必來的月經，總得讓體內那股

燥熱的氣流有道破口，使其勃發然後歸於平淡。我也有這樣的需求，

不多，一個月一次吧，登入網海尋尋覓覓，不怎麼挑食，我不是那

種吃粗飽或食精緻的饕客。能吃就是福，母親常這麼講。有人敲門

丟訊息，回覆，自報家門後如不滿意從此天涯。L 就是這樣走進家

門、爬上舖有黑色床單的雙人床、做愛。

那時他替我紓壓頸肩。

現在，我試著想像有兩條肩膀，肩膀肉使整副身體繃得很緊，

L 揉麵團似地掐鬆、長推、短推、大划船、指壓、海浪，找到轉緊

的筋，慢慢的、怕毀壞甚麼般的小心翼翼。可我無法準確回想一雙

手觸碰身體的感受了。

●

母親自我感覺良好，對於眼前的日子。

認為懷孕後，她慢慢調適身心，慢慢接受骨盆內該有的臟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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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因為一個會逐漸漲大的肉胎而受到擠壓，沒關係，生孩子她有經

驗，縱使，只有過一次，就是生我時。

「住院吧，請您考慮。」

「我需要做些什麼？」

「放輕鬆，『想』出來就可以。」

醫生的話簡短到讓她無法見縫插針，一紙遞來，這次她乖乖填

寫個人資料，終究字體清晰地、是直是橫地填進自己的名字─蘇

麗文。母親很早就想搬進臨床睡著活人的地方，病痛使人哀嚎、尖

叫，這使她感覺安全，每回複診，走道中擔架上送來運去病患，她

想，太好了，那些呻吟聲聽來悅耳。快刀斬亂麻吧，她想夠久夠多

了，現在是好時機。切、挖、刨、逢。動作結束，猶如一場夢，夢

不會比現實痛，所以她央求醫師盡速安排床位。待產期就在明天。

母親搭小巴返家的路上，忽然想起，乳牛怎麼辦？總不能叫牠吃草

吃到飽吧！？

（放心，狗我幫妳看管。）

「你自己生活起居都有問題了，還狗哩。」

（牠可以幫我吃草啊。）

「我就是怕牠只吃草，況且七公斤的寶路吃不到一半，浪費！」

（狗吃得比主人好，像話嗎？）

「為了這孩子我拼老命吃飯，一天五餐，我覺得自己好像母

豬。」

（但他有沒有說，高齡產婦開刀有風險？）

「倒是沒有，可他長得一副值得信賴的樣子。」

（這就對了！多少人都在手術檯上閉眼過去的，我記得那個醫

生也長得足以託付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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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意思是我這次有去無回囉？」

（不，我沒說過「有去無回」這話兒，妳的命挺硬的。）

「命硬有分好壞，好的是享福、壞的是折磨，我就是很不幸的

硬。」

（你們的話說「戲棚下站久就是汝的」，可能妳站得還不夠

久。）

「十幾年哪！我現在每天都得喝 30ml 的葡萄糖胺液，力不從

心啦。」

（當初我來台灣生下一窩兒女無憂無慮，最後下場還得勞煩你

替我整理家園。）

「看吧！你站得也不夠久！」

（不，我等到了。就像死，總盼得到。）

母親的表情明顯是不想再聽，愈是模糊的話語愈像是至理名

言，缺點是愈聽愈糊塗。可江蘇王老太太不肯放她耳根清靜，一串

一串的話，像漫無止盡的食材，接二連三地串上漫無止盡的竹籤，

銳利尖頭時時刺痛她某個部分。

「還是得真正的、找個人來負責這件事。」

嘟嘟嘟……

（哈囉我是媽媽，最近你過得還好嗎？我還不錯，跟以前一樣，

每天騎著小 50 經過好多樹，一座山頭再一座山頭，完全不用催油

門，滑啊滑，很快就到山腳下。跟以前一樣，灰色的石階還在，又

直又硬，總共八百九十二階，我天天數數字不會有錯。每七階，左

右各兩戶，心情好我去串門子心情不好也得串門子，好像我是里長，

那些個江蘇浙江天津福州的住戶人都很好，挺健談的，畢竟有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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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不到一年期效現在就想講，他們拉著我，說這說那，說只有你懂。

我不明白啊。左耳進右耳出，彷彿我是個會漏水的寶特瓶……我要

跟你講，你還記得乳牛吧，牠就是……）

嘟嘟嘟……您播的電話無人接聽，請稍後再播，謝謝。

母親直覺回應：「謝謝。」

一年了，母親決定明天去醫院。

    

●

我最後一份工作的性質是這樣的：一輛重型摩托車後墊凌空架

裝保溫盒，裡頭裝著薯條雞塊漢堡可樂雪碧，標示客戶地址的紙條

貼在儀表板，徹底遮去時速多少。反正深夜，夜無行人，他們安穩

地於床入夢或者坐在沙發肚子咕嚕叫，這座城市什麼樣的人都有，

晚睡的人尤其懶惰，出個門嫌遠，於是換我在路上奔波。紅綠燈那

時全閃著黃燈，一閃一閃，店經理吩咐要快要快，所以我握緊把手

的右手虎口有點兒痠，腦裡迴盪要快要快的聲響。

穿街過衢，在城裡打轉。

一個家搭配一組門牌，裡頭有人就此安身立命，那是根。

依據我的經驗，大半夜會打電話叫消夜的通常是兩口以上的家

庭（可能結婚或者同居），單身者最不怕的便是寂寞，上街找吃食

是無聊生活中的一項主要運動。比對，按鈴，對講機發出沙啞的聲

音，「咚」鐵門自動彈開；再比對，電梯鍵最高三十層我按下十九

樓，上升、耳鳴、門開，穿著居家的中年男子腆著下垂肚不帶笑交

出一千元。收你一千，找您零錢。對話總是如此乏味。自腰間包尋

錢時，我習慣偷瞄那道透露鵝黃燈光的門縫：仿蓮花造型的水晶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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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層層疊疊由天花板向下盛開，玻璃面茶几與沙發同長，沙發上坐

著個女孩頂多六七歲、旁邊的母親似乎很想睡頭髮用鯊魚夾綰著。

男人說了聲謝謝，把門關上。

下樓，耳鳴，我想，能這樣一家子吃飯也很好。

叮咚！我的一樓到了，最堅硬的路面。現實人間。

發動摩托車的同時，路燈準時全暗，不是一盞一盞的，是集體

熄滅。

天空介於亮跟不亮之間，城市的輪廓大約能描出邊角了，夏天

的早上。

紅綠燈恢復功用，小綠人在走在奔跑，一個紅燈通常阻止前進

一分三十秒。

趁著這短短時間思考關於母親和 L 的事。

母親：到現在我還不知道為什麼我討厭妳。如果當初爸爸選擇

離開，妳應該好聲好氣地問他在外面是不是有女人，而非一副了然

於心的態度，直嚷著，江蘇王太太早就透露風聲給我說這男人是留

不住的，所以我一直在等妳開口，沒想到妳連話都不想說，直接就

是動作，也好，我反覆練習這畫面很久了，跟王太太講的一模模一

樣樣絲毫不差。這算什麼？我才六歲。之前的記憶一片模糊，如果

朋友硬要問我有記憶以來的第一件事什麼，就是妳要他走，他真的

走了。乳牛搖著尾巴順利搭上摩托車的前座，我真羨慕牠，也討厭

牠。為什麼是一隻狗？當牠尋路回來，我剛開始暗自竊喜，這是報

應，我會嘲笑牠說你是隻沒人要的狗，牠的眼神淡定凝望著我，彷

彿主詞彼此調換，也能說得通的那種眼神；有回作夢我夢見牠張開

嘴，嘲笑地說，起碼我知道他去了哪。夢醒後，我更加討厭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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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妳要問我為何遲遲不回家，其中因素絕對有牠，我怕某天入睡牠

闖進夢裡來，告訴我說，告訴妳吧當初我去了哪。後來我覺得慶幸，

假使那時候被帶走的是我，或許傷痕不只一道，雙重拋棄，被擁有

然後分離，僅靠剩一半的擁有然後再被分離，那等於零。縱使如此，

我無法親近你。因為我們都是別人不要的東西。

綠燈行，時速四十，《機車考照指南》裡規定的四十─城市

的速度。

晨起運動的老夫婦踟躕過馬路，步履蹣跚，好個銀髮團體，我

還記得他們的樣子，以及驚慌失措的眼睛。

 L：當初在聊天室裡問你平時嗜好是什麼，你回：逛家樂福。

不知為何，這四個字突然讓我願意嘗試。你可能會很傷心，你是處

女座天生心思細膩，這話說出口你絕對滿臉鼻涕眼淚噴不停，但你

知道我不會說。我很久以前就疏於溝通，彷彿啞巴，能以手指示的

絕不動嘴，真需要摩擦聲帶時逼不得已才回應是或不是、對或不對、

要或不要。可你不以為忤，你說你夢想中的男人就該沉默寡言，像

你死去的父親一樣，活著在家時若雕像、死時躺在棺木裡若雕像，

在台北第二殯儀館裡蜂巢般的火化室，大人叫兒子快喊爸爸緊走火

來啦，你喊了，但現在你還是覺得他像座雕像，沉甸甸地擺在心裡，

你說自己是間遺物博物館，專收廢棄物；可惜沒有關於母親的，她

生完你就跑了。那刻我顫抖了一下。有電流竄過腦袋的麻。我不知

道那是不是愛，但我馬上擁抱你，溫熱的肉體與急速的心跳，我們

隔著衣物與脂肪與肉，還是感受的到。你說謝謝。我很想說抱歉。

你會在我出門上班的房內，擦拭灰塵，你常說不知是誰的骨灰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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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不擦怎麼行。於是窗戶、地板、衣櫃、馬桶坐墊……你都仔

細清理，你不想這房子除了我們還有其他人的存在。你善於等待，

等我回家，你說所有的無聊寂寞就是為了這一刻而存在。那是什麼

呢？是肚內數日排泄不出的宿便嗎？你曾經說：是你知道他去哪裡。

忽然，我已在家。

 L 正抱著另一個人，那是個女人，他們討論我。

前方的茶几上有兩丸吃了幾口的飯糰、插吸管的豆漿，以及，

L每天規定我必須吃的維生素B群、卡姆C錠、牛樟芝……瓶瓶罐罐，

過期了多久不清楚，心裡知道要是吃了肯定要去打點滴。

●

L 就在前座，我雙手環過他的腰，我們騎往家的路上。

先至城市邊緣，經過捷運站，繞上小徑，雙線道兩旁好多宮廟，

彷彿具體而微的天堂，什麼神都在這裡紮營了。這根電線桿貼著請

常唸南無阿彌陀佛，下根貼著天堂已近世人快懺悔。我們狂飆，接

二連三的上坡路，二手摩托車顯得力不從心地駛過許多宮廟、許多

貼有勸世語的電線桿，天還大亮，進了隧道，黑，出來天色亦黯淡，

天空的浮雲集合起來像巨大的棉花糖，將光遮住。

接著好多好多山，我知道它們自始至終都坐在城市的外面，如

今我進來了。

對於我而言，山就是山，山之所以是綠的是因為有樹，樹都是

綠的，遠看一團模模糊糊，近距離觀察才會發現每株樹淺淡濃深各

不相同。

遠看無法分辨的，現在清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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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樹下頭連著一座墳，石碑有名有姓，來自哪裡歿於何時，

那是他們最後居住的所在。曾經我對 L 說，希望你不會介意。L 從

不怕死亡，他爸就是鬼了，有什麼好怕的，他擔心的是我菸抽這麼

兇，會不會跟父親一樣得到鼻咽癌。

風大，樹葉沙沙，導致 L 為我點菸時多花了幾次才點著。

前方城市高聳的建築凝縮的好小，我在裡面遊走許多年，依照

路牌指示仍舊迷路，誤入歧巷，闖進陌生的水泥叢；出來，再出來，

現在我在此山頭，遠方千門萬戶尚未燃亮燈光，稍晚一些些，裡面

陸續會有人回來。

L 明白我寡言的習性，過去如此，現在更沒有改變的理由。我

們用文字表達，因為我想的總非口語能呈述，敲擊ㄅㄆㄇㄈ注音符

號搭配平、上、去、入，撿出合適的字，傳遞合適的心念。

他滑開手機鎖，等我抽完這根菸，趁機回顧之前互傳的訊息：

我媽是個瘋子，她替人守墳墓、割墓草，成天幻想，你怕嗎？

L 抬頭四望，心裡想，這媽真偉大，把區區塊塊的草整頓得像

大安森林公園，公園有什麼好怕的？

菸頭紅得已成灰燼，我不能做簡單方向想，這是第一次帶人回

家，而且是母親要求的：「請你明天來吃飯。」L 當著母親的面說，

我很樂意。

這頓飯我等了足足一年，我好餓。

摩托車抵達終點，引擎「頓」地熄火，眼前破磚爛瓦的平房，

一身代表貧窮的樣貌矗立在那兒，L 絲毫沒有任何不安，他笑著。

母親也笑著。今天她沒有刻意裝扮，及肩短髮用橡皮筋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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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短不長的馬尾搖啊搖晃啊晃，身著素色運動衣褲慢跑鞋，休閒非

常的樣子。一張圓桌，兩人顯得侷促不安。母親搶先發言，就當自

己家，她轉身雙手推開廚房布簾子，進去、出來，圓桌瞬時擠滿瓷

盤：清蒸絲瓜佐枸杞、醬草菇、素炒六君子、草堂八素、銀耳素燴、

髮菜流水湯，飯是紫米，照傳統規矩的七道菜。「請用、請用，平

常讓你照顧我兒子，千萬不要客氣，在城裡大魚大肉吃慣習，偶爾

吃素也挺養生的。」母親說。

我真的好餓，我自己先吃了。

母親對我放心，她知道我餓，遂將目光放在 L 身上，兩個人筷

子仍舊不動。

「阿姨為甚麼不吃呢？」

（你別理她，湯挺好喝的，就是味道太淡。）

「醫生囑咐要空腹，方便臨時抽血什麼的。」

見 L 吃驚的表情，母親隨即明白般的解釋：

「喔，我忘了說了嗎？唉呀，我要去待產啦。」

（媽，多吃飯少說話，好嗎？）

「兒子，好歹要跟人家解釋來龍去脈呀！養狗跟養孩子一樣難

的。」

 L 的眼睛輕輕打量過母親平坦的肚腹，深呼一口氣，若無其事

地：

「醫生……有說是男的女的嗎？」

「沒有耶，他只說盡量輕便來，醫院什麼都有，不過我知道這

胎是雙胞胎，很皮，完全不在乎我的心情絕對是男孩，雖然我比較

喜歡女兒，你知道惜情嘛……」她摸摸肚子，指著肚臍眼的所在說：

「噓─現、在─裡面住了兩顆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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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彈這個譬喻好嗎？會不會太誇張，妳就是太誇張！）

「我陪您去醫院好嗎？」

「你給我閉嘴！專心吃你的飯！」

L 的表情閃逝過絲毫的驚嚇，但不礙事，時間短，短到不會被

發現曾做出不宜的情緒；母親倒是覺得失態，連忙解釋，我不是罵

你是罵他，「他」指的是我。

「我陪妳去醫院好嗎？」L 重複提問。

「不用啦！你看該用的東西都準備好了，你看！」母親擎起小

包袱，「謝謝你替我操煩很安全的，有事你忙，先吃飯，吃飯。」

「真的沒問題嗎？」

（L，別擔心，那裡，比較適合我媽，她喜歡人多熱鬧。）

母親嘆口氣，說：「我要離開這裡，乳牛就交給你了，你是他

最要好的朋友，我相信你。」接著站起身，揹行李，眼神繞室一周

喃喃自語：「是時候叫他們出來了。」

不知哪裡快活去的乳牛，闖進廳堂，胡亂朝在場他們吠一聲

─汪。L 尷尬地看著母親、母親抿嘴看著我、我微慍看著狗，彷

彿影片停格，而戶外的陽光灑了一地黃金。老舊的時鐘走得滴滴答

答，時分針收攏於一起，正午十二點整，「咖」的一聲。時序即將

步入下午。

（乳牛來，乖乖喔。）

乳牛走向 L，搖搖尾巴、鼻頭蹭蹭，「啪」地伏在腳邊，溫馴

非常的翻肚子，四腳朝天，喉頭一陣陣地發出咕嚕咕嚕的聲息。

母親似乎驚覺失態，急忙坐下，招呼：「先吃飯，孩子等等再

生，讓他們知道等是一件很無聊、無聊的事。」

L 拿起碗筷，小鳥胃般的夾了些菜進自己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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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一直掛著微笑，專心致志地欣賞 L 吃為我準備的飯菜。

「好吃嗎？」

「非常好吃。」

（手藝恢復到父親離家出走前的水準了。）

母親一直掛微笑，然後端起自己的瓷筷，替自己盛了碗湯。

咀嚼、吞嚥、筷子與筷子撞擊、筷子與磁碗的碰觸，除此之外，

戶外的陽光灑了一地黃金，乳牛酣睡、人畜和樂─這是個平常的

下午。

我說：

「謝謝，這種家的感覺真好。」

我說：

「非常抱歉，這頓飯竟要等一年。」

L 好像沒有聽見，靜默地吃著我的飯。

只有，母親和乳牛能證實，一年後的今天我確實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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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譽翔老師

小說的語言輕快活潑，甚至偶有童趣，所以這雖然是一篇講述父母

離異的悲劇故事，但輕盈的敘事語言卻沖淡了悲傷，甚至營造出一

股新鮮獨特而且迷人的氛圍。作者頗能在日常生活中見到新意，譬

如狗取名為乳牛，狗與母親之間情感的翻轉，乃至母親的懷孕，以

及敘事者「我」對於愛情從抗拒到接受，片段讀來雖有些跳要拼貼，

但也因此更具都會現代感，寫出了年輕世代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盈。

小說的結尾尤其精采，以一頓看似家常不過的午餐，描寫人所渴望

的原來不過就是如此的簡單，而「戶外的陽光灑了一地黃金，乳牛

安睡，人畜和樂—這是個平常的下午」，以此寫「家」之難得，然

而作者以極為節制的筆法寫來，更能襯托出人生實難的悲哀。

〈家事〉

評審意見

應該感謝六張犁捷運站後頭的軍功路吧！父親下事一年餘，繁文縟

節不少，幾乎常常載著母親一路蜿蜒向上朝靈骨塔前進。記憶就是

這樣，原本不該被記得的，因為父親的緣故，開始認識每條捷徑與

死亡的相關資訊。這些，對於一個二十八歲的人似乎不早不晚就是

挺尷尬的，沿途墓碑林立，或豪奢或簡陋，無非是一人之最終家園。

我不怕，人活到某歲數就膽大了，覺得死覺得災厄，是生活前進之

必要情節，太順遂人生好像就是夢了，而夢總似假的。所以寫了這

篇小說，來記憶那段祭父路途沿路所見所想，如此而已。

得獎感言　周紘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