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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說》   無鄉之鄉 

作者  ◎廖清山 

 

車子在 UCLA 的停車場放好以後，張維賢依照黃文弼在電話中的指示，很快就在七樓找到了病

房。踏進去一看，黃文弼闔眼躺在床上。距開這張床不遠處，另外有張空床，那上頭沒有床單薄毯

一應需要俱備的東西。看樣子，病人剛剛離開。──是回家了呢？還是人不好了？唸頭一閃，張維

賢並沒有再去多想。 

輕步移到窗口，隨便探探頭，外面秋日午後的太陽病懨懨的，死氣沈沈，空氣還飄浮著濃烈的藥

臭。他在心裡盤算，也許停留十幾二十幾分鐘，黃文弼要是還沒有醒來的話，留張條子就回家。 

這時，聽到背後發出窸窣的聲音，張維賢料定必是黃文弼醒過來。回頭一望，卻只見那人微微的

翻動了一下，眉頭深鎖，眼睛沒有張開，依然安靜地睡覺。 

隔了一陣，他發現桌子上面有張白紙，旁邊還有一支鉛筆。正打算拿起來寫幾個字，沒想到黃文

弼睜著兩隻大眼睛，直望著他。 

「老張，你可來了！──你不知道我打了多少電話，花了多少心血，好不容易才連絡上你。」黃

文弼興奮地說著，也不顧剛剛開完刀的身子，一邊絮叨叨地唸唸有詞，一邊掙扎著，支撐著就想坐

起來。 

「躺著，躺著。你再亂動，只怕傷了身体。」張維賢以手阻止。 

前天在電話中，黃文弼說他因為得了癌症，被拿掉一半胃袋。如今看他，人是瘦了一圈，氣色卻

也沒有那麼壞，這是稍微令人感到意外，但同時也叫人放心。不過想一想，彼此不見面也有一段時

日，這胖這瘦，開刀前後究竟有多少差別，對張維賢來說，實在也沒有個準。 

「不礙事。」黃文弼不理會張維賢的勸導，摸著床邊的控扭，按了一按，隨著慢慢彎曲的床架，

挺起身子，半坐著埋怨說：「真不知道美國的護士會那麼殘忍，開完刀不久，就強拉硬推，逼著我

跟他走了好長一段路。」 

「這就是你的偏見！我還記得過去詹森總統開完了刀，曾在電視上『表演』走路，這是人家研究

的結果，斷定這是最佳復健方法。你這樣沒頭沒腦的數落人家，真是不講理！」 

「可我冷汗直流，旁人還指著我的臉，說是血色全無，護士還是不肯送我回到房間休息。實在太

沒有人性了！」黃文弼皺皺眉頭，嘟囔地說。 

張維賢笑了笑，推他一把。問他： 

「你現在不是很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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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沒有什麼事了！」黃文弼倒也坦白。 

「這不就得了？」 

 「可我真是受夠了苦！」 

「我知道，我知道。你在電話中，不知向我訴過多少苦，聽起來，可憐兮兮的，叫我無法忍心不

來看你，可是現在看你，氣色倒是蠻好的。要不是你躺在病床，很難相信你真的有病。」 

「想不到，你原來是特地來向我表示你的同情！」黃文弼朝張維賢瞥了一眼，嘀咕著。 

「有那麼一點！」張維賢笑著說。 

「只有一點？」黃文弼眉頭皺了一下。 

「想那麼多幹什麼？」張維賢和藹地說：「我這不是來了？」 

「你講話就不能婉轉一點嗎？」黃文弼故意沉下臉，說：「一直都是直來直往，完全不顧什麼情

面。張老兄，如今我可是躺在病床呀！」 

「算了，你又何必以弱者的姿態出現？看起來，你的氣色是真的很不錯，要不了幾天，你出院再

調養，調養，馬上又是活龍一條，好漢一個！」張維賢調侃地說。 

「老兄，我是服了你！──不服也不行。不瞞你說，我的朋友不多，談得來的，就是那麼幾個。

我這樣眼巴巴的找上你，就是要讓你了解，我是很欣賞你這個人，很想同你多多來往。特別是我在

無依無靠的時候。」 

「你講得太玄，我都不知道你在講些什麼。」 

「我講的都是實話！」 

頓了一下，張維賢靜靜地說： 

「都有二十年了，我只看到你們在排斥我們，根本看不到我們當中有什麼交通的橋樑。」 

「什麼你們、我們的？我講的是你我兩個人。」 

「你怎麼樣？我又怎麼樣？」張維賢話說得很淡，但黃文弼很快就明白他真正的意思。 

「唉呀！你還說呢！」黃文弼一本正經的說：「頭一次找上你，就是為了我們公司的中國同事，

打算成立一個俱樂部。我看你一副東方面孔，又不知是那裡來的，便用英語問你：『你是中國人

嗎？』沒想到……」 

「沒想到我竟然回了一句『NO』！」 

「對！當時你是那麼說的。我再看看那名字，疑心你也可能是韓國人，依然用英語問你：『你是

那裡來的？』你卻脆脆的說了一句『TAIWAN』，然後，就是一付不理人的樣子！」 

「你接著以北京話開口訓我，問我，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嗎？那種口氣，聽起來就不是滋味，我就

更不想理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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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不是在教訓你，我當時只是不了解你的意思，順便開口問問而己。」 

「有什麼不明白的？話都清清楚楚的說出來，講的又是簡單的英語。」 

黃文弼努力剖白自己的無辜，囁嚅地說： 

「我當時的確不明白有那種想法，那是第一次聽到有人這麼說。你知道，我們所受的教育……」 

張維賢帶著輕蔑的神情，打斷黃文弼的話頭，一臉不屑的說： 

「算了！你們那種教育，不提也罷！」 

黃文弼怯怯的說： 

「可是歷史總歸是歷史，你究竟不能不相信呀！」 

「你還提歷史呢！亂編亂蓋，說得天花亂墜，到頭來，還不是不堪一駁的胡話？虧你還會信

它！」 

「唉呀！你們……」黃文弼突然焦灼得講不出話來。 

張維賢盯著黃文弼的眼晴看著，揶揄地說： 

「怎麼？又要編派台灣人的不是了？」 

黃文弼急切撇清。說： 

「哦！不！不！我怎麼敢？」 

「不敢？」張維賢有點惡作劇，也有點算老帳的味道，更加強語氣說：「我看你們膽子可真大。

有一天我和 TJ 在聊天，你們正巧從我們身邊走過，當中有人竟然衝著我們說：『講國語嘛！』這真

是太不懂禮貌，太豈有此理了！」 

黃文弼收緊的鼻子，噓了一下，笑著說： 

「嗯！我還記得有這麼一回事。不過，那可是同我無關。那一次說話的人是小董，他是眷村長大

的人，平時就狂妄自大，目中無人，講話都不經過大腦。當時聽他那麼說，我也嚇了一跳，覺得他

是太過份了！」 

「那，你為什麼一句公道話都不說？」張維賢搖搖頭，說：「我習慣上，同美國人就說英語；日

本人說日本話；中國人說中國話；碰到台灣人，自然就說起台灣話。」 

「我知道 TJ 是台灣人。」黃文弼插了一句。 

「沒有錯。所以我很自然地同他說著我們的母語台灣話，這難道有錯嗎？想不到竟有一些蠢傢

伙，要求我們『講國語』。哼！戰前日本人要求我們說『國語』，他們指的國語，自然是日本話，

誰知道後來我到了日本，發現我們所說的國語，日本人就管它叫標準語。」張維賢滔滔地繼續說：

「同樣的情形，由老蔣帶頭，在台灣逼我們講『國語』，等我們到了海外，同真正的中國人，來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接觸，又發現人家跟本沒有什麼『國語』，他們所講的，就叫普通話。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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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比我清楚。──台灣人就是好欺負，甚至到了別人的國家，還是不肯放過我們。你們這麼做，是

太沒有道理了！」 

「你怎麼又把我扯進去？我自己的國語都說得不標準，那有資格去要求別人？而且同鄉在一起，

說說家鄉話，也是天經地義，我也不了解為什麼有人會小題大做，到處找碴。我同意你，這是太無

聊，太沒有道理。」 

「你瞧，說了半天，明明是北京話，或者說是普通話吧！你偏要叫它國語。黃文弼，你確實讓我

感到很失望！」 

「唉呀！這是習慣嘛！政府這麼規定，我們也一直這樣叫。不過，話說回來，語言統一，彼此也

比較好溝通。……」 

「話可以這麼說嗎？在台灣，多數人使用台灣話，要溝通的話，理當使用台灣話，那有反而硬性

規定以少數人使用的北京話，做為『國語』的道理？何況你們這些少數人講的還是南腔北調，聽起

來，不但很費力，有時候連真正的意思，都講不清楚。我還記得過去每逢新年，常常有人模仿老蔣

發表總統文告說：『董包們，今天是我們中華民鬼的完蛋日子！』又滑稽，又可笑。可是即便老蔣

那樣怪腔怪調，他領導的政府還自以為是，挖空心思，公然下那種規定，要台灣人不講台灣話，實

在是太不要臉，太叫人啼笑皆非了！」說著，張維賢還不忘冷笑三聲。 

「老張，我實在講不過你！」黃文弼有點不自然地跟著笑，顯然他掩蓋不住滿臉的尷尬。 

「你是累了吧？還是休息，休息。也許我也該走了！」 

「不！不！你別急著走，我們可以談些別的話題。我累倒是不累，不過都是那麼久了！你好像總

是不相信我，我覺得很難過。」 

「信，信得過，我信得過你，要不，怎麼會來？我剛才只不過提出一些事實，絕對無意傷害你個

人！」 

「你這麼說，就好！」 

「不過你也許真累，我還是回去，讓你休息！」 

「別忙著走，我還想多和你談談！」 

 

              x     x     x               x     x     x               x     x     x  

 

──談，談什麼呢？ 

「什麼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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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你所知道，我是一個直腸直肚，有什麼說什麼的人，只怕由我一個人雜七雜八的亂說一

通，恐怕會干擾你病中的情緒。我看還是由你說說你自己吧！ 

「我當然要談自己的事，要不然真會憋死。不過，我還是要先談談我對你的印象，讓你明白你在

我心目中的地位。」 

──好，我在這裡洗耳恭聽。 

「記得在你公開宣稱你不是中國人以後，老中開始盛傳我們公司有幾個大台獨，有人嘲笑，有人

責罵，更有人揚言要找機會教訓台獨份子。他們說，工作不好好幹，還去搞什麼政治？在他們提到

的大台獨中間，當然有你在內。」 

──我聽說過。 

「不過憑我的觀察，一個搞政治的人，很難不人前說一套，人後又是另外一套。但是我看你，說

話都是口無遮攔，不顧情面，不怕得罪人。我覺得你根本不是在搞政治，反而更像是從事一種理

想，一種信仰。」 

──算你會看人。 

「所以在高雄事件發生以後，有一天傳出那個娶了外國老婆、被送進監牢的主角，可能會被槍

斃。為了營救他，你發動公司同事簽名，幾天以內，就收集了近三百個名字。有些老中看到這情

形，很感動，也把自己的名字簽下去。」 

──「老中」簽名的，總共有十二個。 

「你知道，我們完全不認識那個人，大家會簽名，都是看在你平時的做事為人，至少我個人便是

如此。」 

──謝了！ 

「可是簽了名不久，你卻向我們幾個老中勸導多考慮一下，你強調這是不能不計後果的。白紙黑

字，誰也不能保証將來會惹上什麼麻煩，尤其是台灣來的老中。」 

──為了取信，我們希望除了簽名，也寫下地址、電話號碼。以當時的客觀環境，這不是鬧著玩

的，我不能不替大家設想。 

「當時果然有幾個人不想惹上麻煩，經過考慮，把所有的資料都塗抹掉。」 

──我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留下名字的人，也著實挨了我們公司的老中，一頓臭罵！」 

──有那麼嚴重嗎？ 

「怎麼沒有？那個衝著你，要求你講國語的小董，便三番五次的數落我是幫兇，助紂為虐。」 

──你們好像平常就相處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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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呀！提到這個人，我就心煩。」 

──聽說，你們在台灣就認識了！ 

「何止是認識？我還照顧過他呢！」 

──我都不知道你們的關係，有那麼深。 

「當年我任職公路局，他在我手下工作。為了方便他準備留學考試，我儘可能不派他出差；平時

設計的東西，只要不太離譜，我都照單全收。當時他可是對我必恭必敬，言聽計從，人前人後都是

熱呼呼的喊我大哥！大哥！」 

──可惜，好景不常。 

「真是好景不常。想不到再見面，他卻像換了一個人，完全叫人不敢領教。」 

──你們在那裡重逢？ 

「就在我們公司。」 

──乍一見面，你大概非常興奮吧？ 

「可不？出外嘛！多個熟人照應，心裡也踏實一些。可是一看到我，他顯得愛理不理的，通常老

中都會叫我老黃，他卻是喂！喂！的亂叫一通。以前喊大哥的情景，再也看不到了！……」 

──這裡是美國，誰還看重那些繁文縟節？ 

「可也未免變得太厲害，太過份了吧？本來稱呼不稱呼，都是無關緊要。可是那種態度，好像我

們從來就不認識，就是對於剛見面的人，也不需要那麼冷颼颼的。」 

──那種人，就是那副德性！ 

「可是情況會變得那麼複雜的，還是在於我被調到他負責的單位去工作以後。」 

──這一來，上下顛倒，上司變成下屬；員工變成老板。自然有好戲看了！ 

「我很知道自己的立場，既然是他在負責，我當然得聽他的。頭一天，他交給我一疊別人設計過

的東西，要我好好看。我以為他要我檢查，沒想到他卻是要我向別人學習。學習就學習吧！反正工

作是工作，薪水照領。」 

──不要說你過去的經驗，就是在我們公司，那時，你工作也有幾年了吧？ 

「就是說嘛！可是他完全不理會，一連幾天，我問他要些工作。他只說，我懂的都是老套，他不

能隨便讓我破壞他的聲譽。」 

──你只能忍氣吞聲？ 

「要不然，又能怎麼樣？我只有一忍再忍，好不容易熬過了一個禮拜，他終於交給我一點工作。

可是幾乎每半個小時，有時候甚至於不到十五分鐘，他都會走到我旁邊，問我有沒有問題？」 

──這是太過份了！要是我，早把他趕開。──囉哩囉唆的，叫人家怎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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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裡頭也覺得很不是滋味，可是我還是默默地工作。等我設計好，又多看了幾遍，以為這一

下，他應該會滿意。沒想到他隨便看了一眼，隨手丟回給我，口裡還不屑的以英語嘲弄我說，人就

是無法教會老狗新把戲。藐人也真藐到家了！」 

──你沒有反擊嗎？ 

「我還是心平氣和地向他請示，究竟他要我怎麼做？他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卻叫一個離開學

校不久的菜鳥，職位比我低得很多的人指導我。」 

──你真會忍受！ 

「忍受也有個限度，後來到底忍無可忍，幾個月以後，我請老板一定要把我調職，否則我絕對會

瘋掉。」 

──那個姓董的，真是不可理喻。 

「天底下，不能了解的事，還多著呢！」 

 

              x     x     x               x     x     x               x     x     x 

 

那一年夏天，我在河南老家，從學校背著書包回家時，被一群不知從那裡出現的軍隊，強迫著幫

他們搬運傢伙。這一幫，竟然幫到了台灣。 

也許類似的故事，你也聽過一些。 

那是亂七八糟的時代，沒有人能夠了解生命是怎麼來怎麼去，你甚至不能擁有你自己。但是活總

是要活的，雖然要怎麼活下去，還真由不得你。 

也許有人在做美夢；更多的人恐怕只能得過且過；至於我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能想能做的，便

是哭！ 

儘管台灣物資豐富，一大堆看都沒看過的水果，嚐都沒嚐過的海鮮。一陣驚喜之後，還是經常會

想家，一想家，眼淚就汪汪流個不止。後來突然發現書包夾在大批行李中間，沒有丟掉，這一發

現，叫我心情稍微開朗。此後每次想家，我就拿起書看，這倒除掉我不少鄉愁。 

我們連長，人也真好，他注意到我經常在看書。便設法讓我白天到附近中學去唸書。後來我就靠

送報唸完了大學，在公路局找到工作，又娶了老婆。 

比起別人，我的運氣不差，日子過得還算不錯。 

我老婆原來在小學教書，她在台灣也是無親無戚，都是一個人生活過來的。她的身体一向虛弱，

後來更是動不動就昏倒，我要她辭掉工作，在家裡休息靜養。剛開始怎麼勸都沒用，後來自己覺得

實在不行了，方才不情不願的離開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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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當時我們在公路局上班，都被要求加入國民黨。最初他們發現我在軍隊呆了一段時日，

竟然不曾入黨，大感意外。我自己想想，也覺得不可思議，便儘快填表申請。後來終於成為黨員，

一併保住了飯碗。 

有一天，我的上司，同時也是黨部負責人，跟我說，黨的小組長是由幾個合乎條件的人輪流擔

任。他認為該是輪到我的時候了，我卻因為老婆的身体實在不好，常常需要我帶她去看醫生，甚至

於留在身邊照料，便央他請別人暫代。我的上司算是通情達理，沒有硬叫我挑起擔子，甚至於每個

月的小組會議，都允許我請假不參加。 

也不知什麼神差鬼使，有一天和同事不著邊際的東拉西扯，有個人問我，怎麼十四歲就去當兵？

我半開著玩笑說，我那時何曾想過要有什麼兵？我是被拉夫的。其實，這也是實情。沒想到這句

話，卻叫我闖了大禍，開始有人找我問話。為什麼在軍隊那麼久都不入黨？拒絕參輿黨務，不當小

組長，又不參加定期會議，而且公然散佈謠言。這都是思想有問題呀！ 

老天，我還能有什麼問題？成天不是唸書就是工作，要不就是把所有的時間用到我老婆身上。腦

子裡經常不是亂哄哄的，便是空白一片，那裡還有位子塞進什麼思想？沒有思想，當然就不可能有

問題。可是信的是我，不信的是他們，他們人多勢眾，一個人問不出來，就換別人來問。問到你頭

昏腦脹，問到你心驚膽跳，問到你不知還有沒有明天。 

我覺得這樣下去，遲早一定會崩潰。 

正好看到很多人出國留學，我也朝這條路準備，同時請我過去的長官老連長代為說項作保。原先

我也不敢抱持太大的希望，後來可能真正找不到我有什麼問題，或者是老連長的特別關係，我終於

順利辨妥手續，暫時留下老婆，一個人先到美國來。 

一到這裡，我便認真唸書，安分守己的工作，然後把老婆接過來。起初她的老毛病時好時壞，難

免有一番折騰，但可能這裡的空氣好，漸漸的，她就不必再吃藥、看醫生。我們終於能夠平平穩穩

地過日子。 

當然，沒有小孩子的確是很遺憾，可是怎麼看醫生，怎麼找偏方，完全不得要領，這是命，我們

又能夠怎麼樣呢？只能彼此安慰，至少她有我，我有她。不過在我心的深處，我惦記著我的老家，

那裡有我的親人，那裡更有我永遠抹不去的回憶！ 

時代稍微改變了以後，我終於連絡上家人。我哥哥嫂嫂都不識字，所有的來往信件，都由一個不

曾謀面的小侄子全權處理。通了幾次信以後，我決定拿三個禮拜假，回老家一趟。我實在是太想家

了！ 

我老婆一聽說我要回河南，她說她也想回她的故鄉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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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哈爾濱人，那年離家前正好一個人在遠房親戚家裡玩，後來稀里糊塗地跟著這一家人到了台

灣。她對老家的印象一片糢糊，我們到圖書館去借了很多書，又靠旅行社的幫忙，終算對哈爾濱有

一點概念。至於她是哈爾濱的那裡人？父母叫什麼名字？他們是不是還活著？我老婆完全找不到資

料。但她還是決定無論如何，一定要走它一趟。她想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也想認識那裡的人是如

何過日子的。 

按照旅程，我們先到哈爾濱。 

抵達那裡僅僅兩天，她卻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輕。我發現那裡的氣候太冷，她實在受不了，留是

留不下去的。便決定一旦情形好轉，馬上動身，趕快轉到河南。 

想不到幾天以後，我老婆竟然就這樣走掉。因為不想讓她孤單單的留在陌生的故鄉長眠，草草把

後事料理停當，抱著我老婆的骨灰，一起前往我們本來的目的地故鄉河南。 

在那裡，發現我哥哥嫂嫂早就亡故；一個侄子被指反革命，被拉去槍斃；另一個被鬥得死去活

來，最後吊繩自盡。根據我小侄子的說法，這都是因為我是國民黨黨員，而且還在台灣當官。發生

那些事的時候，他還小，詳細情形他並不清楚，但總算逃過一劫。 

一個公路局的單位主管，算什麼官？而那黨員，只是為了混飯吃，連小組會議都設法不參加，胡

亂掛個名字的人，還能有什麼罪？而最讓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們從那裡得到我的消息？而這些消息

又是如何加油添醋的？這太恐怖了！ 

當時，我直覺國民黨壞，共產黨更可惡。這個世界，真是叫人無話可說！ 

由於假期所剩無多，隨便走走看看，到處轉轉，帶著一心無奈回到美國。後來想盡辦法，把我小

侄子也接過來。我們黃家兩代就剩下他和我，我向我自己發誓，我一定要好好照顧他。 

我按排他去上英文課，也讓他學習開車。在他拿到駕照以後，我把我老婆那部開了一年不到的豐

田送給他。他倒是很興奮，口裡直嚷著，叔叔是世界上最好的叔叔，我也高興得偷偷流淚。 

太好了！這不就是我長期所需要，所追求的嗎？親情，真的，只有失去過親情的人，才能了解那

厚重的意義。如今，我清清楚楚的看到我的未來，我確定黃家有一個可以傳遞香火的後代──我覺

得無論為我小侄子做什麼，都很值得。 

為了讓他學到獨立精神，我幫他找些工作，叫他在課餘做點事。 

又考慮到他的語言問題，最初找的是油漆工，幹了幾天，他直嚷腰酸背痛，無法繼續那工作。休

息了幾天以後，又讓他到一家中國餐館去洗盤碗，隔天，他嫌那廚房經常有一股怪味道，他完全忍

受不了！怎麼勸，他都不想再試。問他，要不然他想做什麼？他口說看看吧！這一看，就看了一年

多。 

人家說，好吃懶做，我發現好像一個人，懶做也就好吃。 



 10 
我不知道我那小侄子幾時學到怪毛病，他嫌雞肉不夠營養，吃肉一定是牛肉，而且普通的還看不

上眼，專挑一些一磅十幾塊錢的高級品；吃海鮮，一定要點鮑魚、龍蝦、游水蝦，餐桌上出現的假

如僅是黃魚、紅衣，他碰都不碰。我覺得這不是這裡一般人的飲食習慣，不過想到我哥哥一家不幸

的遭遇，讓他享受一下也不妨。而且這一點錢，我還花得起，便沒有同他言語。 

後來我被公司派到沙烏地阿拉伯去工作半年，回來時，只看他長髮披肩，而且一頭還染上淡紅

色，左耳又帶著一個耳環，那樣子又醜又嚇人。我同時發現他剛才是開著我的車子進門，問他那部

豊田怎麼不見了？賣掉了！他吃著葡萄，好像事不關己似的回答。 

賣掉了？──為什麼？我問他。 

缺錢用。他一本正經地說。 

不是留了一萬塊美金給你嗎？我驚訝地問。 

不夠使。他答得很乾脆。 

怎麼會不夠？我真的無法理解。 

心疼嗎？他突然迸出一句叫我完全不能接受的話。 

心疼？我當然心疼！心疼你不懂事，心疼你暴殄天物，心疼你全然變了樣。……我實在不知道怎

麼說下去。 

整個房子突然變得寂靜無聲，悔恨，憤怒的氣息，漸漸瀰漫著。我看到他一張臉憋得又熱又紅，

眼中冒出一點火星。我也覺得我混身發燙，一顆心繃得緊緊的，氣都喘不過來。 

突然，他不屑地抽動唇角，冷冰冰地說，不要忘記你的車子已經給了我，所有權是我的，我愛怎

麼著便怎麼著。 

在我打算開口向他說說做人的道理時，他更加冰冷地告訴我，他已經受夠了！原來他是準備到美

國來過個像人一樣的日子。可是我嘴巴說得好聽，應許要照顧他，一邊卻不把他當人看待，竟要他

去幹那些低三下四的工作。他要過苦日子，留在中國就行了，何必遠渡重洋，跑到美國來受這種侮

辱？自然，更少不了對生活瑣事的抱怨嘮叨，一套又一套的。 

一時間有那麼股莫名其妙的怒火在四處流竄，我真的悔恨不已。我這不是自討苦吃嗎？只因念及

親情，平白要遭受這番誣蔑。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一秒一秒的過去，好不容易待腦熱冷了下來，

我漸漸覺得這孩子誤會太深，深到連他都不能了解他自己在講些什麼。我想想，這時候什麼也別解

釋，一切等他冷靜以後再說。 

經過幾天刻意營造出來的沉默，他開門見山的向我攤牌。其實攤牌還是有商量的餘地，他一開

口，便馬上掀開一本總帳，一口咬定，都是我到台灣去，才會害他們家破人亡。 

你說到那裡去了？我向他抗議。我是被抓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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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証據？他根本不聽我解譯。 

要什麼証據？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憑什麼要離家出走？而且…… 

那我可不知道。我知道的，你現在什麼都有，車子、房子、還有一大筆存款在銀行。這不都是

「離家出走」的結果嗎？ 

這都是我辛辛苦苦，一點一滴，賺下來，省下來的。我實實在在的向他解釋。 

那我可不管。我只要你明白，因為你的關係，我們一家人吃盡苦頭，死的死，活下來的我，還要

繼續承受苦難。 

你到底想怎麼樣？我氣到不行，整個人控制不住地繼續發抖。 

這樣吧！我小侄子非常冷靜地說，把你的一半財產給我，我馬上離開你，以後再也不會麻煩你。

顯然他是有備而來，早就計劃好了！ 

 

              x     x     x               x     x     x               x     x     x 

 

「你最後還是給了吧？」張維賢關心地門。 

「給了！」黃文弼無可奈何地回答。 

「是求心安呢？還是怕麻煩？」 

想了一下，黃文弼苦笑著說： 

「可能兩者都是，也可能兩者都不是。」 

「看樣子，你必定很失望。」 

「嗯！的的確確感到很失望。」黃文弼毫不諱言：「我以為碰到了一個神經病，那種想法，那種

說法，怎麼試著了解，就是辦不到。好難呀！」 

「連我一個局外人，也想不通。」 

「我當時又生氣，又失望。」黃文弼洩了氣似地，繼續說：「不就是身外物嗎？我原來就沒有了

老婆，兒女，親人就是他一個。我所有的東西，反正本來也會交到他手裡，早給也是給，晚給也是

給。既然他開口想要，乾脆就給了吧！但看那態度，好像我真欠了他，一想到這個，心裡就是嚥不

下一口氣。」 

「最後，你還是給了他一半財產？」 

「比一半更多。」黃文弼一言一語地說：「我原來有兩幢房子，我把較大，可以賣到較好價錢的

一幢賣掉。又將大部份銀行存款提出來，弄了一張大支票，叫他走得愈遠愈好，以後，我也不想再

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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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是太衝動了吧？」 

「我不否認。」黃文弼的樣子，有些陰沉迷惘。 

「你侄子呢？──後來有沒有走？」 

「不走也不行。」黃文弼別過臉，好像看到過去的某一角落。停了一會，又緩緩地轉回頭，眼神

卻還是一片惘然，說：「我先問他，想要到那裡去？他說他要到紐約找朋友，我買了一張往紐約的

單程機票，跟他說，上飛機以前，我會把支票交給他。」 

「他現在住在紐約嗎？」 

黃文弼幽幽地說：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一離開，我就把電話號碼和門鎖換掉。就當做從來沒有這個親人，我

決定以後一個人孤零零的過日子。我認命！」 

「我記得在你離開公司以前那一段時間，你好像很消沉。」 

「碰到這種事，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黃文弼並沒有反駁。他說：「我一時對什麼事，什麼

人都不感興趣。說清楚些，我怕事，更怕人，我認為一個人才能夠得到心安和寧靜。但事後想想，

這也不過在騙自己，因為我一直無法得到心安和寧靜。一年後，等到按照規定可以退休，我很快就

辦完手續，儘快離開公司。」 

「我也是你離開以後很久，才知道這消息！」 

「我沒有通知誰。離開公司以後，也很少同人連絡！」 

「都有七、八年了吧？」 

「可不？要不是這一次開刀，我恐怕一輩子都不會想起老朋友！」 

「怎麼？碰到困難，需要老朋友的幫忙？──想不到你這麼現實！」張維賢故意揶揄著說。 

「不！我不需要人家的幫忙。」黃文弼正色地說：「我有存款，又買了保險，碰到困難，幾乎一

通電話就可以解決。只是躺在床上，突然驚覺，我這一輩子實在過得太沒有意思，想不通為什麼要

活著？最後甚至確定我活得毫無價值，我是真的白活了。」 

「人在病中，很容易胡思亂想。」 

黃文弼沮喪地喃喃說道： 

「我好像一直在逃，不停地逃。逃避過去，逃避未來，甚至逃避我自己。……」 

「年紀輕輕，就被抓去當兵，對人類難免失去信心。」張維賢安慰黃文弼，矜憐地說。 

「這當然是一個原因。」黃文弼一雙眼睛顯得陰鬱寒冷，難過地說：「不過，在我以為可以正常

地過我的日子，卻只是因為說話不小心，差點惹禍上身。後來回到了河南老家，又發現因為別人對

我的誤會，整個家就那樣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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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想不到。」張維賢頗表同情地說。 

「再後來，我為了補償，把小侄子接到美國。結果，他竟然那樣對待我。」 

「他也太不知輕重了！」 

黃文弼冷靜地說： 

「剛開始，我完全沒有辦法原諒他，後來慢慢的想，倒看出問題的本質。一個小孩子，能夠壞到

那裡去？我覺得他也是一個受害者，先是在舊環境被扭曲了人性；後來面對五光十色的新環境，又

無法把持。結果，傷了我，也傷了他自己。我看，他也是蠻可憐的！」 

「這麼說，你已經原諒了他？」 

「這不是原諒不原諒他的問題。最重要的，我認為我要先調整我自己。」 

「我不懂！」 

「你懂，你太懂了！這就是我會找你的理由。」 

「依你這麼說，我更加不懂了！」張維賢一臉茫然地說。 

「老張，有沒有注意到我老是不敢面對現實？」黃文弼張著滋潤的雙睛，盯著張維賢的眼睛看，

一心冀求他的同情。 

「抱歉，我很少去注意。」張維賢滿臉羞赧，不好意思地說。 

「沒關係，我能夠理解。不過，說也奇怪，我發現你在外表上，好像有點拒人千里，內心卻是對

人關懷有加。有愛心，卻不失原則。」 

「好了！你說到那裡去了？你還是少灌迷湯吧！」張維賢有點靦腆地說。 

「不！我說的，句句可都是實話。我不是在恭維，而是因為看到你一直都是活得那麼自在。很想

面對面地向你取經，學習看看，是不是也能夠活得那麼自在，活得更開心一點。」 

張維賢想了一下，只能同意的說： 

「也許你這是說對了！不過，這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嗎？在這世界，假定沒有別人，而只有我一

個人，我又怎麼能夠存在？而且我不理人，憑什麼，人家要理我？」 

「問題是，通常一般人都先想到自己，而你卻是先想到別人。」 

「我不知道我怎麼會給你那種印象，不過，正像我告訴你，我一切只是順其自然，從來就不勉強

自己去做一件不高興做的事。」 

「可是，對於那些欺負人的，你完全不會假以辭色；對於需要幫忙的人，你卻從來不會忍心拒

絕，而且答應幫助以後，必定全力以赴。」 

「這不都是應該的嗎？假如連這麼簡單的事都不肯做，那我就不知道要做什麼事了！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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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曾經想過，你常常對壓迫者正面地反抗，難道你沒有擔心過自身的安全嗎？我就覺得，

那是太危險了！」 

「我只是說我該說的，做我該做的。要說危險，天底下做那一件事不危險？坐飛機怕掉下來，開

車子怕相撞，甚至吃東西都可能吃壞了肚子。可是為了活下去，活得自在，該做的還得做，別無選

擇。」 

「你真勇敢，我只有佩服。」黃文弼態度認真地說。 

「其實天底下，有氣魄的人，正不知有多少。和他們相比，我所做的，只不過是小兒科，連替他

們提鞋都不配！」張維賢老老實實地表白。 

「你太客氣了！政府要槍斃的人，你都敢替他說話。這不是隨便是誰，都辦得到的。」 

「替他說話的人，到處都是，我只不過跟著盡點本分而已。你不也是簽了名字，替他說了話

嗎？」 

「可是你比我們更有勇氣。」 

「我並不覺得這需要什麼勇氣，很多環境，一遇上了，有時候就是不能夠逃避，逃避也逃避不

了。你只有正面的接受挑戰，否則困難依然存在，麻煩這是會跟著來，這是很不得已的。」 

黃文弼靜思片刻，意味深長地看著張維賢說： 

「還有，你覺得那些讓你幫過忙的人，會記得你的功勞嗎？」 

張維賢不加思索地回答： 

「這種問題，我從來不曾考慮過。而且我說得很明白，我只做些該做的事，那裡算得上有什麼功

勞？」 

「你的意思是，你從來不求回報？」 

「要什麼回報？我每做一件事，就會得到快樂。這不就是很大的回報嗎？」 

「你是很特別！──不是傻瓜，就是一個好人。」 

「我不是什麼好人，也不承認是一個傻瓜。」 

「至少，我覺得你是一個好朋友。平時有事沒事，你的身影偶爾就會突然蹦出，等到遇到挫敗，

孤伶伶的感受這世間太難過、崎崎嶇嶇不易走動時，那就更加會想起你這個人。」 

「喂！喂！打住！打住！你不覺得你說得太過肉麻嗎？」 

「我只是實話實說。真的，不知怎麼一回事，在我最需要援手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你。你總

會帶給別人一股挺過去的力量。不讓人頹廢、消沉下去……」 

說著，說著，張維賢發現黃文弼有些勞累，闔上眼睛，睡著了。他輕輕地按下控扭，讓黃文弼平

躺下來，又把毛毯蓋在他身上，低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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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再來看你！」 

他不知道黃文弼有沒有聽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