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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說》                  不是往事                 廖清山 

 

郭秀雄把他通過博士論文的消息傳達給他媽媽時，並沒有期待她會表示要到美國來參加他的學位

授與典禮。甚至於透露這消息，也是在有可無不可，不經意當中，在信裡面輕輕隨筆一帶，一點也

沒有把它看得那麼重要。 

事實上，他的生活一向平淡無奇，沒有所謂高潮低潮，自然也就沒有什麼快樂不快樂的問題。凡

事簡單，見怪不怪，遇奇不奇。尤其是對於和他本身有關，任何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他往往刻意避

開不肯張揚。活著就活著吧！但他就是不希望別人會去注意他的存在。 

存在，對於某些人是如登春台，一切都是那麼稱心如意；對於另外的一些人，卻是如坐針氈，時

時都會感到芒刺在背，痛苦不堪。然而在他，這一些都是無緣的，因為他根本不會在意。他想要的

很簡單，只要得到起碼的平靜，他便心滿意足。 

因此，當他接到他媽媽的來信，告訴他，她很想到美國來一趟時，感到非常意外。他實在不願意

在國外和她見面，尤其是這時候，尤其是在這種情景之下。然而，他也不曾設法阻止──他是連試

都不想試的。凡事聽天由命，得過且過吧！反正該來的總是會來，擋也擋不了，怎麼婉拒都是無濟

於事。 

可是一旦來了，他卻又感到通身百般不自在。幾年不見，他發現他媽媽變得非常蒼老，頭髮灰

白，滿臉皺紋。心裡微微一震，遽然間竟找不到一句話好說。也許，他本來就不想說什麼話。 

他一直覺得和媽媽之間，矗立著一道強韌的高牆。翻是翻不過去，移又移動不了，想溝通，實在

太難，簡直難以登天。好幾次，他嚐試各種方法，蓄意要把這一道堅牆厚壁摧毀，她卻抵死牢牢撐

住，不讓它倒下來。甚至在發現牆腳被挖掉時，馬上又以更大更硬的石頭鐵塊填補。任憑他哀求咒

罵，她完全沒有軟化，不肯軟化。 

上幼稚園時，他媽媽在那裡當保母，每天兩人進進出出，形影不離，他的確也曾有過一份滿足。

也許，那是他畢生最快樂的時光，事後回想起來，卻又讓他懷疑那段經歷，是不是真的發生過。不

過，是真的又怎麼樣？過去已經過去，追也追不回來，何況他根本不想去追。 

後來年紀漸長，偶爾看到別的小朋友，除了媽媽以外，還有爸爸會來接他們回家，帶他們到安平

運河划船，上撒卡里巴去吃米糕、鼎邊趖。他很羨慕，問他媽媽，為什麼他沒有爸爸？他媽媽總是

無可奈何地嘆口氣說，死了！很快就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別的地方去。 

在他那種稚齡，死亡並沒有太深的意義。他對「死」的瞭解，只是一個和「沒有」的同字語。因

此，對於沒有爸爸這樁事實，他雖然覺得有點失望，可也沒有完全記掛在心。──當然，他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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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大男人在家的。起碼，可以讓他當馬騎；可以把他抬到石砌的圍牆上，讓他坐在那裡，靜靜的

觀察來來往往的人群牛羊等。有機會，更可以爬高一點，觸摸瑰麗的雨後彩虹，乘便騰雲駕霧，到

處遨遊。那種生活不知多爽，多愜意！因此，他好幾次天真的要求他媽媽，好歹替他找個爸爸，而

且還要長得高高壯壯，臂膀有力的，像爸爸那樣的人。 

他媽媽最初一聽到這種要求，都會忍俊不禁。她不知道什麼時候，兒子竟然塑造出一個父親的形

像。但是慢慢的，她的臉上出現一層暗影，幽幽地說： 

「像你爸爸那麼了不起的人，我那裡去找？」 

這句話對於郭秀雄仍然稍嫌深奧。根據他小腦袋的意會，在他開口吵著要玩具時，他媽媽總是皺

著眉頭告訴他，家裡沒有錢，買不起，等到他長大，自己賺多一點錢，他要買多少就可以買多少。

後來在別的地方，看到樣子類似，價錢卻便宜許多的玩具，她卻買來讓他高興。他便自忖爸爸既然

是那麼偉大，那麼了不起，隨便是找不到的。就是找到了，價錢恐怕也貴得不像話，媽媽一時也買

不起。只好將希望寄託來日，深深地許下心願，告訴他媽媽，自然也告訴他自己： 

「等我長大，一定賺夠很多錢，買個最好的爸爸回來。」 

聽到這麼說，他媽媽緊緊地摟住他，沒有來由地開始抽抽噎噎，眼淚跟著淌流不止。 

他慌張了，小嘴透著顫巍巍的聲息，一再問他媽媽： 

「是不是我講錯話了？」 

這時候，只看到他媽媽不斷地搖頭，但卻說不出一句話來。 

他更加發著呆，楞著頭，發誓他絕對沒有惡意，他絕對不敢說一句話，叫媽媽不高興。 

「你沒有錯！你沒有錯！」 

他媽媽嘴裡儘管這麼說著，想要安慰他，但一直沒有向他解釋，究竟為了什麼，她會突然哭泣。 

後來他發現，只要他提到「爸爸」，他媽媽都會有強烈的反應，有時斬釘截鐵的叫他別再說下

去，有時乾脆抱頭痛哭，而且哭個不停。此後他在媽媽面前講話，總要小心提防，尤其是不敢碰到

「爸爸」兩個字，深怕不小心講錯了話，刺傷他媽媽，又惹她難過流淚。 

他媽媽注意到他的敏感和沉默，有時也想法逗他，要他笑，他卻如同驚弓之鳥，反而藉故避開。

令她一時感到孤獨徬徨，不知如何是好。 

他漸漸覺得和媽媽之間，深深地挖空了一道大鴻溝，而且距離愈來愈大，他不敢讓她走過來，也

不想自己跨過去。但，失去關愛是不好受的。也許為了引起別人的注意，突然就把小朋友正要放進

嘴裡的餅乾搶過來，往地下一扔，使力踩碎；一看到小女生擦身而過，無緣無故就拉住人家的頭

髮，害得那小女生哇哇大叫。他媽媽把他捉過來，狠狠地打了他的手心，他感到一陣皮肉之痛，心

底裡卻有莫名的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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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媽媽明明說，那不是他的錯。她卻老是無端就生氣傷心，把他推開遠遠的，讓他感到孤苦伶

仃。如今他真的犯了錯誤，受點懲罰，他反而覺得媽媽心目中，還有他這個小孩子。惹是生非竟然

這麼有趣，挨打招罵全都覺得無所謂了！ 

唸小學不久，有個小孩子在玩檢球遊戲時爭不過他，突然罵他「小雜種」，旁邊的幾個小孩子也

跟著起哄。他一時生氣，把開口罵人的小孩子推倒在地，又打又踢。後來老師把他拉開，他還是不

肯放那小孩子干休。 

被學校送回家以後，他只說：「我不再到學校了！」然後別過臉，連他媽媽都不正眼看一下。恨

意是相當深厚的，他瞧誰都不對勁。 

嘟著嘴，他嚷道： 

「他還罵妳！」 

他媽媽怔了一下，很快又淡化驟然變化的感情，婉言相勸： 

「只要我們沒有做出什麼虧心事，別人的笑罵，就由他去。」 

這句話，連她都不曾意識到原本是說來給自己聽的。秀雄自然就更不會明白，說出這話的媽媽，

心情有多沉重，多辛酸。 

「他還罵妳『不要臉』！」 

他加了一句話，想要控訴那小孩子，讓他的媽媽理解他，和他站在一起，甚至能夠出面譴責那小

孩子。他覺得那小孩子是太胡鬧了！ 

她卻只是露著一臉苦笑，搖搖頭說： 

「一個小孩子，他能懂什麼？──就忘了吧！明天還是回到學校去，唸好書，做個成功的人。別

人就不會瞧不起我們，更不敢欺負我們！」 

他媽媽抑住傷痕累累的委屈，把希望一股腦兒轉注到秀雄頭上，要他不看過去，只待來日。 

小孩子的使命感僅是稀稀薄薄的，完全沒有什麼斤兩。他既不懂過去，也不會憧憬來日。只是拗

不過媽媽的意思，很勉強的，又回到學校。 

此後他變得更加孤僻，又不隨便和人交談。他看到別人經常透露嘲弄的眼光，對他根本不懷好

意。只是別人不招惹他，他就無意向人挑釁。別人有別人的生活，他也有他的世界。在他的世界，

他可以像那些布袋戲裡頭的角色一樣，同神仙一起練習吐劍光，一瞧誰不順眼，劍光一吐，便是狗

頭墜地。──他根本不需要看誰的眼色。 

然而，有人硬是要你看他們的眼色。那些老師，要你乖乖地聽課，要你不作白日夢，他們完全不

顧你是否正和某一個大俠在打交道，一發覺你心不在焉，不注意聽課，一截粉筆咻地飛過來，正巧

擊中腦門。還好不是吐劍光，否則狗頭墜地的不是別人，而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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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同學，有樣學樣，以為趁火打劫，白白的可以佔點便宜。有時竟也咻地搞他一傢伙，叫他感

到不勝其煩。 

他只覺憤懣，但總是閉上口，什麼也不說。有時卻不知什麼鬼使神差，硬是頂撞反擊，說些重

話。有些話一出口，才感到說得太快，聲音也太大了些，但要收已經收不回來。碰到溫和的女老

師，也許搖頭說幾句不相干的話，表示她們的失望。萬一遇到兇悍一點的男老師，那真是夠受的，

他少不得挨幾記耳光，甚至有更大的苦頭吃。 

他更加不開心了！ 

可是最令他受不了的是，當他高高興興地前往中學註冊時，第一次看到他的身分證上面記載著

「父不詳」。他猶如被重重一擊，頭暈目眩，半天都說不出話來。 

他最初不清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後來恍然大悟，突地明白了一切。 

他記不得羞辱是如何衍生滋長的，整個世界頃刻間陷入一片顫抖而醜陋的境地。他的驚駭和憤

怒，重重困住絞痛的心胸，無法放鬆，不能收緊。──他感到無比的挫敗。 

「媽媽，妳幹的好事。妳害慘了我一生。……」 

滿腔悲憤，他望空恨恨地咒詛。 

本來因為他媽媽告訴他父親早故，情感的寄託已經薄弱不堪，現在既然知道自己竟是私生子，難

怪人家會辱罵他小雜種。往後，他還有什麼臉和朋友照面？一旦有人再開口嘲笑，他那裡還有什麼

勇氣去抗議？ 

其實誰還顧慮什麼朋友不朋友？原來媽媽果然骯髒不清白，他卻要繼承所有的恥辱。──多麼可

恨，多麼可惡！他情願世界上沒有媽媽，他更希望原來就沒有他這個人。 

郭秀雄把自己禁錮在房間，有好幾天，不飲不食。饑餓口渴是難免的，他就是嚼不了冷硬的憎

恨，吞不下火爆的恥辱。──他逐漸的，趨近崩潰的邊緣。 

他媽媽意識到大禍臨頭，極力試著叩開他的心扉。 她不明白這孩子在外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或者聽到什麼叫他受不了的話。但她希望至少給她一個機會，看看她能為他做些什麼？可是他卻緊

緊關閉房門，絕對不肯見她一面。 

好不容易見了面，他卻好像換了另外一個人，把自己的感情死死封鎖起來。 

過去，他雖然無法和媽媽深入交談，大部份時間還能夠在生活起居方面亙相照應。至少，他認為

他曾經努力使媽媽高興過。但是而今而後，這個女人只是無法饒恕的敵人，他的不幸，全都是她一

手所造成。他不想報復，但卻極端的蔑視她，蔑視到連表示不屑的動作，都嫌多此一舉。 

一到外面，他就開始製造事端，儘可能的破壞原來已不是完美的形像，確立墮落的本色。 

他學習抽香煙，吸強力膠，更找機會打架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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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晚上睡不著覺時做了壞事，第二天一起床便會感到懊悔不迭。如今他卻把那擋子事當成小兒

科，犯都不再犯，公然開始涉足花叢。 

他可以到公共茶室去泡上半天，他也能夠把所有的錢都花到私娼館。至於對象，他完全沒有選擇

的興趣，只要能夠發洩他的憎恨，只要看到別人遭受污辱的痛苦，不管肉体尚未成熟的幼齒，或是

年老色衰，看起來都可能是人家祖母的女人，他都不顧一切，在她們身上，尋求破裂的快感。 

學校一間一間的換，從省立台南一中，到縣立新化中學，然後轉到私立南英商職，他媽媽又是低

頭請託，又是想法借錢樂捐，好不容易讓他轉學成功，很快地又受到記過、留校察看的處份。他卻

是一點也不在乎，甚至於反動得還要變本加厲。 

他認為這世界十足吊詭可笑，大人儘是帶上面具，做假做歹。說什麼循循善誘，誨人不倦，那不

過是招搖撞騙，沽名釣譽；說什麼玉潔冰清，束修自好，到頭來也只是水性楊花，帷薄不修。他認

定他們根本就沒有資格，要他屈服在他們的淫威，掇弄之下安分守己。 

進而出擊，退而嘲諷冷笑。生活的重心，就在無限的損毀，以及沒有差別的破壞。愈殘忍，愈夠

味，他顧慮的只是他一己的感覺。 

後來他在台南太平境教會前面，因為幫忙檢起掉在地上的書本筆記，認識一個女孩子洪秋錦。她

和郭秀雄過去所見過的女孩子，很不相同。 

洪秋錦的媽媽在生下她不久，遽然去世，一個未曾出嫁的姑媽把她帶大。她爸爸從事貿易，常有

機會到美國。他在做完生意回國時，從不忘記為秋錦攜帶各種新奇的東西。 

看得多，聽得多，她所知道的事，實在不少。加上她的個性明朗爽直，同她在一起，頗令秀雄感

到舒服。他有什麼心事，有時也會向她傾吐。她的年紀比秀雄還輕，各方面卻表現得更加成熟，兩

個人在一起，倒像是姊弟關係。 

唯一叫他頭痛的是，秋錦老是要拉他一起上教會。 

他對信教毫無興趣，對於眾人出入的場所，好像特別敏感，一點也不想靠近。尤其是看到那些教

友一派無憂無慮的樣子，他又羡又妒，自認絕對無法和他們同歸一類。到過教會一兩次以後，無論

秋錦怎麼勸，他都不想再去。 

秋錦倒不勉強他，但他卻也漸漸開始想要依著她的意思，改變生活態度。 

在他的心情發生變化，不想再依靠買來的女人尋找刺激以後，有幾次，騎腳踏車到秋錦家附近。

卻一時情怯，改變主意，又不敢按門鈴訪問她。他覺得秋錦值得信賴，絕對不會為了什麼原因，給

他難堪，但他卻沒有勇氣把自己最醜陋的部份輕易展示。畢竟他受創太深，對任何事都有疑懼。因

此，只有等到夜闌人靜，黑幕籠罩時，方才帶著滿身酒氣，偷偷地遠眺從秋錦家透出來的燈光，深

怕人被她看到，又祈禱她突然出現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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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情，充滿了太多矛盾。 

有個晚上，他和人一言不合，又打將起來。正在鬧得不可開交時，瞥眼看到巡警正要圍捕過來，

他跳上腳踏車，疾忙離開是非地。等到停下來喘口氣，這才意識到他又置身於秋錦家的門口。從口

袋掏出香煙，燃菸抽吸。突然門燈大亮，他正想踏車蹓走，大門啟開，秋錦已經站到他跟前，帶著

輕微責備的口吻，說： 

「你不是找我來的嗎？怎麼人都還沒有見到，一下子就想離開？」 

秀雄斜瞄秋錦一眼，視線馬上又轉向別處。那裡幽暗一片，什麼也看不見。 

「我知道你來過幾次，就是不了解為什麼每一次都是來了就走，人都不見一下。」她有些認真地

數落著。 

「我沒有勇氣和妳見面。」他沒有收回視線，咬著牙齒喃喃應道。 

「什麼時候變成大姑娘，竟會怕起我來了？難道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怕我說你？」 

好像說中了他的心事，秀雄一時不知如何作答。秋錦看到他默然不語，彷彿一顆木雕人頭，同情

地說： 

「算了，到屋子裡去。我爸爸前天剛從美國回來，帶了一盒很好吃的巧克力，姑媽上一次看到

你，就誇讚你是一個好孩子。……」 

話還沒有講完，秀雄馬上說： 

「我不想見他們。」 

其實他想說的，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他老覺得大人的眼睛，很容易就看穿一個人，他

是無法自由自在地面對他們的。 

「為什麼？」她似乎有點明知故問。 

「不知道。」秀雄囁嚅地說。 

「你怎麼扭扭捏捏的？自己想要什麼，不要什麼，還能不知道媽？」她睜大著兩隻眼睛看著他。 

背著光，他看不見那股強烈的眼神，但他感受得到。 

「我不想和大人打交道！」 

想了一下，秀雄終於冷冷地說。聲調帶著無禮的粗暴，而且還不是尋常的桀驁不馴。 

秋錦一時語塞。遲疑了一會，她問道： 

「是不是又和你媽媽嘔氣？」 

「我沒有媽媽！」他突然嚷道：「我根本就沒有媽媽！」 

秋錦皺了一下眉頭，隨即鎮定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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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們之間發生什麼誤會，不過我覺得你媽媽一手把你帶大，不管你對她有什麼不滿，

你都不應該有這種態度。──那是太不公平了！」 

秀雄漸漸控制不住。他好像誤進荒野，赤足踩到荊棘，痛苦地亟想即刻離開。 

「妳不懂！妳什麼也不懂！」他抗議著，眼神絕望而憤怒。 

「我是不懂，但是你這樣瞧不起你媽媽，你知道她會多傷心嗎？」她沒有退卻，該說的話還是要

說。 

秀雄的眼皮，突然闔上，混身的血液，加快地循環。 

傷心？哼！還傷心呢！真是活見鬼！自甘墮落，卻把下一代一併賠下去，該傷心的是我呀！但

是，我還有心可傷嗎？一顆心早被恥辱佔據，恥辱再凝固結晶蛻變為心，通過這心的血液，終於全

部沾染恥辱，混身細胞自然就莫不溶入恥辱。恥辱，恥辱，恥辱才是我的一切！妳懂嗎？不！妳不

會懂，妳太單純了！我又無法向妳解釋。算了，這一趟不過白來。他恨恨地想，絕望地想。 

一句話不說，秀雄騎上腳踏車，掉個頭，朝著暗處前進。 

背後隱約傳來秋錦提高的聲調，說：「你會懊悔的！」他卻沒有回頭，更沒有停下來。 

這條人生的路途不是他挑選的。離開秋錦也是身不由己，蘊藏的祕密太多，他完全抬不起頭，他

最後還是只能蝺蝺獨行。 

秋錦是僅有也是最後的憑恃，他深怕這倚靠在他需要的時候被移開，那時他絕對會受不了。尤其

是秋錦又是那麼完美，他是不能夠帶給她絲毫瑕疵的。 

本來就孤獨，還是繼續持守孤獨下去。麻煩的是孤獨羼雜太多的悒鬱和憂愁，打架無法排開悒

鬱；酒色過後，往往增添更多憂愁。日昇日落，情起情伏。他愈來愈覺得寂寞，愈來愈覺得失落。 

在大街閒蕩，突然被尖頭喊住。秀雄不知道他的真名字，過去究竟在那裡認識的，他也沒有把

握。 

隨著尖頭，兩個人走向台南体育場。那裡是偏僻荒涼的，尤其是在夜裡。 

這麼晚了，到那裡幹什麼？他問。 

有好玩的。尖頭露齒而笑，態度非常可疑。 

靠近司令臺時，就著明亮的月光，秀雄看到幾個人影幌動。定睛一看，他發現幾個男孩子壓住一

個瘦弱的女孩子，輪流凌辱。那女孩子激烈掙扎，聲嘶力竭，那些男孩還是殘酷惡意地揶揄獰笑。 

秀雄整個人好像被撕裂成片。他受不了那女孩子的哀號，奮不顧身，上前把那些人推開。 

「喂！你瘋了？來這裡就是要玩。來，我幫你脫褲子！」 

只聽得尖頭亂叫亂鬧，還伸出一雙手，在秀雄身上亂摸。秀雄混身的血液更加炙熱，禁不住重重

的揮出一拳，把尖頭打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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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個人放開那女孩子，趕過來，把秀雄團團圍住。就在勃谿時，秀雄受到瘋狂的反擊。其中一

個甚至於拿出武器，一刀一刀的統進他的胸背，他感到異常疼痛，但是沒有喊叫。恍惚間，他情願

如此將自己罪孽深重的軀体，頂住狠毒的襲擊，讓那女孩子的痛苦，悉數移到他身上。這種替代性

的懲罰，假如能夠獲得某種解脫，眼前的這一點苦，他能夠承受。 

很久了，他沉溺於喧囂的玩伴中，尋找痳痺和陶醉；也曾在淒涼的孤夜中，自怨自艾，悲切哀

憐，但他就是無法拂拭心靈上的空無虛幻。他一逕設法逃避，卻始終逃避不了自己。他老感受到上

一代的罪孽，在他的血液中綿延長流，沒有經過全盤清滌，他只能永遠困守在孽障中不斷煎熬。想

不到這些刺入胸背的一刀一刀，竟然奇異地帶給他快感。他以為這可能是生命的最後一刻，卻不想

反抗求生。 

尖頭和那些人一看闖了大禍，丟下秀雄和那女孩子，逃之夭夭。 

事後兩個人都得到解救。女孩子依然驚魂未定，秀雄則是混身血淋淋的，好不怕人。 

秀雄在台南省立醫院養過傷以後，雖然許多人擔心他會製造事端，伺機報復。但因為了悟現實是

如此的糢糊不確定，他開始厭倦於和人周旋，只想浸染死靜的文字符號，尋求一種神祕的安寧。在

那中間，他可以無邊無礙地自由奔馳，把憂鬱和焦燥一起吹拂消散。最重要的，在隔絕中他不再假

藉面具去維護一丁點可憐的尊嚴。於是他鎮日與書為伍，孜孜不倦。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過去很多讀書人都是這麼說，甚至於這麼相信的。但郭秀雄

卻不一樣，他從不把唸書連結到職業和前途上面，而只是為唸書而唸書而已。可是如此不停地認真

唸書，在外人的心目中，他竟成為十足的好學生，模範青年。許多女孩子對他發生好感，竟爭相追

逐，他還是懼怕祕密被揭露，再度受到創傷，在她們就近時，恰似遇到瘟神般，馬上抽身走開。無

奈躲不勝躲，他又不願傷害別人的感情，在大學畢業，服完兵役以後，終於自我放逐，到了美國。 

在美國，郭秀雄的生活比過去還要單純。每日與他作伴的，就是書，更多的書，自然是那更多的

文字符號。除了過去已有基礎的日文，法文，他又學習德文，西班牙文。來自「人」的干擾，本來

就不多，尤其是在這麼一個老死不想往來的國度，他既然無意結交朋友，別人很快就忽視他的存

在。他們把他當做無法理解的怪物，他卻得到獨立的安全，那實在也是他的心願。 

對於一個僑居外國的人，「安全」還包括身分居留的問題。秀雄在發現他必須辦理護照的延期

時，只得勉為其難地走一趟紐約領事館。 

剛一進門，他看到一群人，鬧哄哄的圍看一個又哭又叫的台灣年輕女人，旁邊站著兩個穿制服，

一白一黑的美國警察。其中的白人警察還指手畫腳的，示意要那台灣女人離開領事館。 

郭秀雄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由那女人口中叫嚷的話，他直覺她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後來聽到

圍觀的閒人說明，他漸漸明白，原來那年輕女人是台灣某報的新聞記者，一向以報導公正，敢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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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著稱。前不久來美觀光，突然獲得消息，她在台灣一起打拼的朋友，因為批評台灣國民黨政府，

竟被無理逮捕，便前來領事館絕食抗議，要求國民黨政府放人。領事館的人，一時不知如何對付，

召來美國警察，想法把她攆出去。 

許多在場圍觀的人，看到年輕女人被那樣對待，都感到憤憤不平。有一些人對她的遭遇，感同身

受，不由得陪她嗚咽掉淚。他們的裴慟，似乎還帶著為故鄉命運叫屈的神情。 

秀雄還是不知道詳細的情形，對於台灣官民之間的緊張關係毫無概念。過去在台灣生活了那麼多

年，他不曾認真注意到他人是如何生存的。他逃避自己，更逃避他人。別人的喜怒哀樂他不曾關

心；別人的悲慘遭遇他不會知道。離開台灣以後，那裡的一草一物，對於他，自然就更加陌生了。

只不過看到這個無助的年輕女人，在舉目無親的異國哀哀求告，卻無法得到真正的幫助，哀憫的情

愫，油然蘇甦。 

他非常欽佩女記者的節操，為了搭救朋友，不惜以生命抗訴。然而，她所面對的是，一個強有

力，又不講理的獨裁政府，她竟然連抗議的立足點也得不到，最後甚至於被人掃地出門。 

連想到過去在台南体育場那被污辱的無辜女孩子，再現的慘叫，瀰漫在空氣中的每一個角落。突

然，秀雄的血液沸騰，他期望警察不要再動手對待女記者，否則他會受不了。 

當夜，郭秀雄第一次想起他媽媽。 

他想到這世界許多承受苦難的人，他們並非全是咎由自取。那個被蹂躪的女孩子沒有犯錯；那女

記者的同事著文批評，應該只是職責所在，這自然也算不得錯；而女記者的仗義執言，更是義薄雲

天，沒有人可以找到理由來責備她。偏偏他們都受到迫害，這是太不幸了！ 

不幸的人，是不是包括他媽媽在內？思潮中閃過了這疑問，他的心不免開始絞痛起來。 

他一直不肯和他媽媽說話。他不能確定她到底犯了什麼過錯，除了他看過的「父不詳」三個字。

但那三個字究竟代表什麼意義？她從來不說，但他可以体會到她在默默承受那份苦難的艱澀。有很

長的時間，他沒有看過她臉上的笑容，他甚至不記得她是否有過真正快樂的日子。 

過去他不曾見過有什麼男人進入他媽媽的生活，照說她不可能是不貞節的。「父不詳」固然明記

在身分證上面，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但在事實背後，又蘊藏著什麼故事？那果真是不值得同情的

嗎？或則只是無法違拗的扭曲命運？為什麼她從來不作任何辯解，只是默默地，甚至於逆來順受？

──然而做為兒子的他，有沒有試著給過她機會？他不但避開他媽媽，還執意避開他自己，甚至於

自甘墮落，自我摧殘。對於他的生命，這是非常可鄙的褻瀆，對於他媽媽，這何嚐不是最殘忍的凌

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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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番感情的掙扎，他在生活上的秩序，不禁開始搖拽震盪。──他有了新的煎熬，完全得不

到片時的平靜。過去他時時享受孤獨的情趣，如今悶在房間，竟會變得異常難受，他想走到外面的

世界。他想改變。 

書還是唸，但他更渴望和人打交道。他向遇到的人點頭打招呼，別人最初感到有些不自然，慢慢

的，到底給他友誼，伸出手讓他握。但他漸漸意識到他所需要的，似乎比這些還多。 

他開始到圖書館去翻看台灣發行的報紙雜誌，也找一些過去日本人在統治台灣時代所寫的書籍。

一些不懂的地方，慢慢看，也漸漸明白過來。再不清楚，他就向一些台灣同學請教。他慶幸因此找

回久被他遺忘的故鄉，同時不可思議地獲得脈搏相通的新朋友。 

沒有多久，從台灣傳來消息，一群人在國際人權日舉行集會，被誣違法，領導人全部被捕入獄。

郭秀雄和朋友談起來，大家懷疑這不過是國民黨政府假借機會，打算把獻身台灣民主運動的精英一

網打盡。在美台灣同鄉激於義憤，到處舉行示威遊行，甚至搗毀領事館。事後，有些參加的朋友，

還把經過的情形述說給他聽。 

他覺得已經無法置身事外，一定要站到弱者那一邊，他不忍心看到不幸的人，永遠在不幸之間度

日如年。他也決定一旦學業完成，馬上整裝回台。經過這些時日的觀察和研究，他發現台灣存在著

很多人為的錯誤，更由這些錯誤，使許許多多的人蒙受太大的不幸。他認為他一定能夠貢獻所學，

去除那些完全可以避開的錯誤。 

至於他和他媽媽之間的關係，他也期待能夠得到改善。只是苦於提不起勇氣，加上隔著一大片海

洋，他不知道該用什麼方法把過去的斷層結連。他打算這一切，等回到台灣以後，再慢慢解決。 

沒有想到寥寥幾個字的家書，卻把他媽媽從故鄉帶到美國。 

但是真正在機場迎接她，面對著她，秀雄一時又不知如何開口。 

看到他不講話，他媽媽輕輕按著鬢角，說： 

「這一趟路，好遠，好辛苦。」 

秀雄覺得這淡淡的感喟，可能只是在透露來美國的旅途之苦，但他同時也感受到他媽媽骨子裡累

積三十幾年，沉重的辛酸。他很難過。 

「其實拿到學位以後，我決定回台定居。早知道妳不喜歡旅行，就該告訴妳用不著這樣奔波。」

他的語氣，含著溫馨的体貼。 

「不！我還是高興來了。──不過，你說你決定回台灣，為什麼在信中你不提一下？說不定我真

的就可以省下麻煩。」她興奮地說。可能是興奮的餘緒，她也禁不住開了一點玩笑，她很想趕快的

把兩個人距離拉近。 

「我只是擔心提那種話，怕妳誤會，以為我對妳不好，不讓妳來。」他態度認真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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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他這麼說，他媽媽喜不自勝，燦然展開笑容，眼角卻禁不住淚如泉湧。她的血球不停地滾動，

混身紅熱。 

「孩子，不會的，你什麼都可以說，什麼心裡話都可以原原本本的說出來。媽信得過你！──怎

麼會呢？我不會誤會你，我從來就沒有誤會過你。」 

突然，她不顧這是人來人往的機場，伸出兩隻手，重重的按放在秀雄的肩膀，喃喃地說。 

她是真的太興奮了。那一天忽然接到信，她的一顆心差點衝出胸口，幾乎完全無法置信，秀雄竟

會寫信給她。而且還告訴她，他就要成為博士，這是她長期以來，日夜所做的夢。她一定要親眼証

實這個夢有沒有成真？但在提出這要求時，她又怕秀雄不答應，甚至於坐在飛機上，她還在擔心秀

雄是否改變初衷，不要她來，而不到機場來接她。她很怕那封信，只是在夢中出現，一點都不是真

實的。 

而今，而今，秀雄就在眼前。而且還告訴她那種貼心話，她愈想愈覺得幸福。 

「媽媽，請妳原諒我。是我，太不懂事了！」秀雄低著頭，羞愧地說。 

「不！你是好孩子。只不過我們都不知道如何說話，兩個人的意思常常對不起來，讓我們這麼多

年，白白的吃了不少苦！」 

她從手提包拿出面紙，把眼淚擦乾，安祥地看著秀雄。 

「我實在太不孝了！」秀雄靦腆地看著他媽媽，深致他的歉意。 

「快別這麼說！一切都過去了。」他媽媽輕輕推了他一把，笑著說：「希望以後什麼事，都會好

起來。」 

除了伺機安慰，她同時告訴秀雄，這一次到美國來，固然是她的希望，可也是他阿公的意思，旅

費還是全部由他負擔的。 

「我阿公？我阿公不是早就去世了嗎？」秀雄驚詫地問。 

「是你爸爸的父親。」她慢慢地向他解釋：「過去他老人家誤會，一直不肯承認我們。最近風聞

你在美國就要得到學位，喚人來找我去，告訴我，他要正式收留我們，讓我們認祖歸宗。」  

「我不明白！」他真是不明白。吁了一口氣，他說：「怎麼會有這種事？妳以前說我爸爸早死，

後來我發現我真正是一個沒有爸爸的兒子！」 

「秀雄，我不知道這是誰的錯。我知道你心裡有解不開的結，也曾看到你自暴自棄，雖然想找個

機會同你說，可是都找不到機會。」 

「媽媽，很抱歉！這都是我的錯！」 

「不！也許是時間不對。當時假定有機會，恐怕我也不見得能夠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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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雄停了一下，有點難過地說；「就不知道什麼原因，那時一看到身分證上面的父親欄，我整個

人就崩潰了！」 

「我就猜到，那是原因，卻不敢開口問你。」 

「可能年紀小，我一時受不了恥辱！竟然馬上擺出拒人千里的態度。」 

「可憐的孩子！」說著，她的眼眶又紅了起來。 

「當時，我怎麼就不肯給妳解釋的機會？我真糊塗！」秀雄深深自責。 

她再次擦拭眼睛，說： 

「沒關係，我們以後多的是機會！」 

兩個人這樣說說停停，停停說說。 

離開機場，終於回到秀雄的小客廳。 

秀雄覺得他媽媽一定疲憊不堪，要她休息。她說橫躺著就好，休息倒不必，因為她想多談。 

慢慢的，她談到過去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 

是那一年的夏天，離開二二八事件已經有一段時日。 

於確定後援無繼，反抗彭孟緝部隊的力量已經消失以後，領導人湯德章律師要兩個成功大學前

身，台南工學院的學生在部隊開到以前，燒毀所有參加者的名單。湯律師打算屆時由他一個人承擔

所有責任，不讓清純的學生一起犧牲受難。後來湯律師在石像被槍斃，中國兵繼續追查那兩個青年

的下落，其中一個，因為和某年輕少女見過幾次面，便躲到她家，請她央求她母親掩護他。兩個年

輕人相處日久，發生了感情，那青年叫她拿來一張紅紙，在上面寫上婚姻誓約，他並用左掌，她用

右掌，沾墨蓋印。後來發覺她有身孕，那青年知道她母親洗衣維生，不想增加她的負擔，某夜冒險

潛回他家向他父親要生活費，沒有想到被埋伏的中國兵逮捕，一去不返。那青年的父親失去愛子，

怪罪那懷孕的少女命運相剋，孩子生下來以後，還是不肯承認他們。 

「媽媽，那小孩子可是我？」秀雄問。 

「沒有錯！」 

「那少女，自然是妳了！」 

這時候，她坐直了起來，兩隻眼睛重新盯住秀雄看，甚至透過他的瞳孔，看到遙遠的過去，好像

那裡一片清晰，晶瑩剔透，什麼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後虔誠地說： 

「那個青年是你爸爸，一個很了不起的優秀人物，湯律師的左右手。──你知道他有多英俊

嗎？」 

說著，臉上出現一抹朝陽般的紅潮。然後小心翼翼地從行李箱的零件袋裡面，掏出一個信封交給

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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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過來，從裡面拿出一張老舊的紅紙，看到上面有兩個手印，一左一右，一大一小。他知道那

是他的過去，真實而不能也不必再去否認的過去。他抿緊的嘴角突然抽搐起來，眼眶還掛著一滴淚

珠。 

「妳不會有爸爸的照片吧？」他幽幽地問。 

「你阿公那裡應該有。」 

「我很想馬上回去看！」他顯得心急地說。 

「不！」 

「為什麼？」 

「你阿公要你暫時別回去！」 

「他說過，是什麼原因嗎？」他感到相當意外。 

頓了一下，她靜靜地說： 

「當我去看他時，他想知道你的情形。在我描述給他知道以後，他一口斷定你個性很像你爸爸，

喜歡打抱不平。然後他很鄭重的說，現在的台灣，只怕你處處看不慣，回到那裡，肯定會惹出麻

煩，吃大虧。他要我告訴你，設法投資留下來，資本不管要多少，他會全部負責。」 

「這不是太自私了嗎？明知道社會有不公平，卻不想法抗議，反而躲得遠遠的。」他無法了解她

的說法。自然更無法接受他不曾謀面，而要稱呼阿公那人的意思。 

「他只怕你們兩代都白白犧牲。」 

「台灣是我們的地方，我們沒有犧牲的精神，難道要等別人替我們賣命？──我一定要回去！」 

說話的語調，像極了那個人，兩副面孔漸漸重疊，她一時又回到了那個夏天。 

「你很像你爸爸！」 

她不禁莞爾。 

秀雄也跟著微笑，最初有點羞赧，後來非常自然而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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