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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篇小說〉                               父與子                                          廖清山 

                 

                  ************* 

              之前， 霧 

            ************* 

 

孩子，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好像突然間失去你的消息，這是非常不尋常的。 

按說你每天至少都會打一通電話回家，萬一第二天有事抽不出空同我們連絡，你也必定事先打個

招呼，不叫我們擔心。可是已經有好幾天了，完全沒有聽到你的聲音，我們有點焦急。 

這幾天，我們幾乎每隔一段時間，都會試著再打電話，可是完全不得要領。甚至於在半夜，媽媽

說你可能已經就寢，千萬別去打擾你的清夢。可是我真的放心不下，還是拿起電話筒查詢。結果，

還是失望了！ 

我知道你是一個很懂事的小孩子，和別人相處，一向和睦，從沒有聽說過你會和別人爭吵計較。

以前教過你的主日學老師，常常會提起過去每一次分配冰淇淋或點心時，你都會主動的站到最後面

去。有時輪到你那裡，東西沒了！你就說，沒有關係，你本來也不想吃。老師很感動，直說很少看

到小孩子會那麼替別人著想。到現在幾年過去了，一有機會，人前人後那老師還會誇獎讚美你。 

當然，你對別人也不是完全沒有意見。遇到生活態度和你不一樣的人，你會覺得渾身不舒服。 

有一次你參加教會在優勝美地舉辦的少年營回來，我問你，一切都好嗎？你想了一下，說： 

「我沒有問題，可是……」 

「可是？……」 

你知道我在等你的答案，抬起頭看著我，問說： 

「我一定要說嗎？」 

「假定你說出來，感覺舒服一點的話。」 

你考慮了一下，然後很勉強的說： 

「別問我是誰，但我覺得有人不學好。」 

「譬如？……」 

「竟然使用不乾淨的話！」 

「你是說，髒話？」 

「爸爸，你一定要使用那個字嗎？」你吊著眼斜看著我，深不以為然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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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我只是要確定你真正的意思。」 

你倒是很講理，知道我別無他意，便老實地說： 

「真想不到，基督徒也會使用那種叫人臉紅的話！」 

聽你這麼說，我突然失笑了。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我在二十幾歲以前，假定有人在我面前使用

不乾不淨的話，是不相干的人，我馬上走開；是朋友的話，我就鄭重其事的說上幾句，然後要求下

不為例。我對粗話，一向是很敏感的。 

你看到我在笑，有點生氣的向我抗議，說： 

「我是很認真的！」 

我只好向你道歉，然後把失笑的原因說出來。你聽罷，問我： 

「那，你在二十幾歲以後，對於別人亂說話，就沒有問題了嗎？爸爸，說實話，你現在覺得基督

徒可以使用那種語言嗎？」 

我說，年輕時，生活環境單純，面對那種問題，很容易處理。後來發現對於許多人，包括基督徒

或非基督徒，說那種話，只是一種習慣。當然，那是很壞的習慣，有時候，甚至於會傷害到別人的

感情。因此我依舊堅決要求自己不說，但遇到有人說了，我只當沒有聽見。 

你問我：「甚至於你的朋友說了，你也能夠忍受，覺得可以不當一回事嗎？」 

「不！不可以，誰都應該學習做人的規範。可是每一個人的想法和做法，不一定是相同的。我再

怎麼不高興，心裡完全無法苟同，也只有尊重別人的選擇！」 

你睜大眼睛，問我： 

「你這算尊重？尊重別人使用不乾淨的話？爸爸，我真不懂！」 

我知道，很多事，即使親如父子，也還是說不清楚的。必得讓你自己去体會，有一天，說不定你

會了解我的意思，但也有可能你一輩子都不會同意我的說法。 

孩子，我把過去的事提出來說，就是要讓你明白，不管你做了什麼事，即使我們不同意，還是會

尊重你的決定。同時要告訴你，假定你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千萬要記住爸和媽永遠會和你在一起

的。 

接到信，一定要和我們連絡。 

想你！愛你！ 

 

             ************* 

              之一，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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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臨別你說：「聊了一個晚上，連個呵欠都沒有打。我想，今晚開始，大概可以睡好覺

了！」 

看到你臉上充滿一片寧靜和安慰，我只得含笑稱許。可奈這個晚上，我竟嚴重地失眠了！對於平

時生活講求規律的我，這不是容易發生的事。 

孩子，不瞞你說，不管兒女如何堅強，當父母的人一想到自己的兒女，大都會有數不盡的擔憂。

這種擔憂，儘管事後還常被證明是多餘的，但即使再一次面對同樣的情景，難保父母不會重蹈覆

轍。這幾乎是人類的宿命，沒有什麼道理好講的。 

爸和媽一直希望你能夠住在家裡，天天見面，有事沒事，亂聊一陣。有什麼好點心，一起分享；

整理庭園裡的花草，一起動手。事實上，以往相處的時間，你帶給爸的歡樂，大概比你能夠想像

的，還要多得太多。你不知道為了這一些，我多次感謝媽。當然，我更不會忘記在禱告當中，大大

的感謝上帝。然而，因為你選擇就讀的學校，離開家裡有一段距離，我們只好接受一個禮拜見一次

面的事實，讓你住在學校宿舍。每個晚上，卻偷偷地注視電話，深怕鈴響以後，延宕了接聽的時

間，讓你久等。 

那天你的車子壞了，送去修繕，身邊的錢又花光，竟巴巴的徒步走了兩個多鐘頭回家。一進門，

還沒有坐定，突然喘著氣，聲稱你已經有四天沒有到學校上課，我嚇了一跳，一時不知道如何接

話。的確，這件事太不尋常，但又不會完全使我感到意外。 

幾年前，你只有十二歲，我曾經答應過你在春假時帶你到舅舅家。後來臨時遇到了意外的事情，

我一個從小學就一直很要好的朋友，突然病倒，醫生檢查之後，決定馬上送進手術房去開刀。由於

他的太太正好回台灣探親，我不得不負起照料他的責任，結果東忙西忙，忙得完全抽不出時間兌現

諾言，甚至於沒有能夠好好的把事情的原由向你交待清楚。沒有想到你卻背著我們，拿出你平常儲

存在長竹筒的零用錢，偷偷地購好機票，一個人飛到舊金山去。當天黃昏，我接到舅舅的電話時，

冷汗直流，媽媽在電話旁邊也戰慄不巳。所幸這件事倒底有脈可尋，我算是飽受一場虛驚。 

然而，四天不到學校，究竟應該如何去理解它？都說青春期的小孩子常常做出狀況外的事，但不

能理解的事還是不能理解。尤其是想到我也曾經有過青春期，為什麼我們的想法、做法會有那麼大

的差異？究竟是時代的不同？或者是環境的改變？不懂，我真是不懂。 

你看到我惶惑的表情，輕輕拉開書包的拉鍊，從中拿出一本筆記簿，翻開其中的一頁，指著你完

成不久的一首詩讓我看。我故作鎮定地接過來一看，突然嚇呆了！──你竟毫不掩飾地談論死亡的

追求，而且強烈的表示你隨時準備前往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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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明白，真的不能明白。學科都是 A；經常在教會演奏自己創作的歌曲；前不久還拿了下棋比

賽的冠軍；上個月又被選上學校美式足球隊的正式隊員，社區新聞「論壇報」把你的照片刊載在頭

一版，而且登得好大。鄰居一看到我，都要停下來把這件事提一提，說是我養了一個好兒子。其實

我看得出來，他們真的以認識你，做為你的鄰居而感到莫大的光榮，我暗地裡的得意，那就更不用

說了！照說你有這種人人稱羨的條件，日子應該是幸福愉快的，什麼事會讓你感到失意頹敗？難道

你真的受到什麼負荷不了的打擊不成？ 

「女朋友的問題嗎？」媽插嘴探問。 

「我沒有女朋友！」 

你先是別過臉，清楚地回著話。後來大概怕我們繼續追問，便轉回頭，一味老實地說，剛剛一路

走回來，你邊走邊想，你什麼都想通了！並且從明天開始，一定要再回到學校，好好用功，明年更

會選擇一所理想的學校去唸。 

孩子，我們一向信任你。既然你聲明自己已經把難題解決，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再去纏問你。那對

你固然是不公平，對事也毫無幫助。可是，就像過去的經驗，我們又有新的殷憂。 

把你送走了以後，我無端的想起一段往事。那時，我正是處在你現在的年紀。 

由於我出生的鄉下沒有中學，有意上進的人，只好離鄉背井，到外地唸書。就這樣，我到了台

南，一個純樸的古都。 

不久，在下宿的隔鄰，認識了大我十二歲的女人。最初只覺得她長得很不一樣，至於如何不一

樣，我知道三言兩語絕對無法形容得恰到好處。但我很清楚，每一次遇見她，整個人都會覺得溫度

高升，手腳不知所措。即使如此，只要有機會，我就是一心一意想要見見她，能夠談上幾句話，當

然最好不夠。要不然，讓我看看她臉上顯露的一個微笑，我便心滿意足。那種日子，她很自然的變

成我生活的重心，甚至於後來明明知道她是有夫之婦，我還是無法減低對於她的好感。 

最初我們由頷首招呼，漸漸輕談兩句。有一天，她送給我一塊當時在台灣非常稀少的英國產巧克

力糖。我問她那裡買到的？她說是丈夫從香港寄回來的。但當我問她丈夫在那裡幹什麼時，她卻顧

左右地支了開去。事後有人告訴我，她的丈夫因為走私犯案，一時不得回來。 

本來就喜歡她，一聽說她竟然陷在難以置信的困境，也許是基於對她的同情；也可能是因為我遠

離故鄉，有意從她那裡找到一份溫情；當然，還可能是我對她那股說不出來的感情，反正從此兩人

的往來更加頻繁。彼此躍進不知天高地厚的大河，任性暢游。 

她彈著琴；我引吭高歌。 

 

春天的花，是多麼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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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月，是多麼地亮！ 

少年的我，是多麼地快樂， 

美麗的她，不知怎麼樣？ 

 

這支歌，平常只覺肉麻，輕易是不敢唱出口的。怪的是，和她在一起，卻是愈唱愈有味道，愈唱

愈起勁。因為這是她喜歡的歌，而且是由她教會我唱出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在介紹這首歌的時候，她還特別提到過去她年輕時，曾經到廈門去遊學兩年。那時候，她們全家

都住在一起，生活上本來也不覺得寂寞，尤其是她爸爸的生意做得很大，物質方面的享受，超過當

地人很多。不過正逢愛做夢的年齡，除了看小說，有空也常和幾個要好的女同學去看電影。有一

次，看到銀幕上有個明星唱了一支歌，她喜愛得不得了，竟連續看了幾埸電影，後來終於學會了那

支歌。聽她這麼一說，我突然覺得好像我們早就認識，她年輕，單身，和她做朋友是自然不過的。

當然，她教唱時，我便很認真的學，而且，一唱再唱。 

等唱累了，她便坐在沙發，擺好姿勢，權充模特兒。我便拿起碳筆，在白紙上畫她的臉，尤其是

專對那雙水汪汪的眼睛，畫了再畫，不管畫多少次，還是覺得畫不夠。而她有時候還調皮地眨著

眼，弄得我有點意亂情迷。但表面上，還是故作鎮定的大喊：「不要動！不要動！」我自己的一顆

心，卻是忐忑跳個不停。 

有幾個傍晚，雖然戶外是冷颼颼的，我們還有那麼大的興緻，往台南体育場那邊散步。出發以

前，她怕我的臉孔受到寒風的侵襲，於是在那上面塗上美國製三花牌的面霜。我深喜那種撲鼻的特

殊芳香，曾私下到市面去尋找，都不得要領。甚至於後來到美國來，知道廠商早已不生產這種面

霜，但意外的發現三花牌還繼續製造髮霜，其芳香一如長期所懷念的，當時便強烈的吸聞。不過我

是不使用髮霜的，因此有機會到商場，常常會不由自主的走進店鋪裝成顧客，乘機打開髮霜的蓋

子，聞聞那味道。很自然的，過去的日子，也會悄悄地回到我身邊。 

那種日子是愜意、溫馨，只嫌少不怕多的。 

直到有一天下課，房東交給我一個紙包，裡邊有巧克力糖、餅乾、尼龍絲襪、香港衫以及三花牌

的面霜等一大堆外國貨，我忽然有異樣的預感。把書包一丟，馬上往她家跑。就在她家門口，看到

一個雖不曾見面，卻毫不陌生的男人，扶著腳踏車準備外出。這個人，過去有幾次曾經在她家看過

放在桌子上的照片，後來她意識我在看到照片時，眼神所透露的無奈和不快，便把照片收起來，不

讓我看到。 

回來了！這個人終於回來了！我突然感到一陣暈眩和窒息。很快的，我閃過一邊，看他遠去，然

後衝著迎面而來的她，明知故問，酸辣地開口說：「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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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怯怯地回說：「今天突然回來的！」 

我的胃不停地翻滾，兩隻眼睛卻直瞪著她看。 

「看樣子，今晚妳是不會陪我了！」 

「對不起！」 

「妳沒有回答我的話！」 

「明天晚上，我會想法來看你！」 

「今晚呢？今晚不行嗎？」 

「對不起！」 

「妳光會說對不起！對不起！妳知道我所要的是妳！我要妳陪我！今晚，妳答應過的！」 

「明天，明天晚上我一定來！」 

顯然，她是手腳不知所措的。 

我很想狠狠地再說她幾句，到底把溜到喉口的話頭，硬吞下去。看也不看她，掉頭就走。 

半個鐘頭以後，我知道她來找我，而且在門外低聲下氣的一再致歉，我卻抵死也不肯開門。一個

人躲在房間，眼淚撲簌簌地涔涔而下。 

那真是淚的日子。整個世界充滿了淚水，行是淚，停是淚；吃也淚，喝也淚。一滴，一滴，再一

滴，流淌不停的全是一顆顆淚珠。淚水盈滿生命的每一角落，生命竟是淚的本身。 

就這樣，煎熬一陣，委屈一陣，氣憤一陣，傷心一陣。到頭來又是潸然淚下，心如刀絞。 

我以為天地就要終止，生命就要結束。只是有個問題，為什麼在沒有開始戀愛以前，卻要飽嚐失

戀的滋味，而且是那麼苦澀辛楚？ 

我恨惡地追問蒼天。我覺得這是太不公平了！我究竟犯了什麼錯，得罪過誰？她竟為了別人，橫

下心片面取消約會，不再理我。 

然而，這真是不公平嗎？三十多年過去了！今天想來，不禁啞然失笑。 

這段故事的經過容有不公平，罪愆應該是在於我。「別人」是我，介入人家生活的是我。本來就

不該反倒去責怪人家的。不是嗎？不過再想深一點，我是人，人都會犯錯，重要的是，知道犯了錯

以後，便不該再犯。 

孩子，告訴你這一些，也許不倫不類。但我想乘機說明，誰都可能有別人無法理解的沉重負荷。

假如不幸地把這種負荷帶進自己架設的愁樓，同時牢牢地關上大門不讓人家進去，只怕幻愁成真，

煎熬只怕就要更加躲跑不了，最苦的，當然是自己。 

孩子，不要忘記，我們永遠是希望你快樂的。下次遇到有什麼難題，千萬可記住，家裡的我們也

許可以幫助你解決，至少讓我們一起分擔，說不定能夠減輕你一些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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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之二， 愛 

             ************* 

 

孩子，很高興你終於把心內話，原原本本地述說出來。──儘管在那過程中，你有幾次難以接

續，不得不暫停一時，受到了那種感染，我反而体會到那種重壓的痛苦。 

心內話本來就是不易明說的。詞人寫：「少年不識愁滋味，更上層樓，更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

愁。」說愁頗難，把真愁道出更加不易，但不識愁滋味的少年強說當然說得出來。等待「如今識盡

愁滋味」，真正歷盡滄桑以後，愁腸九轉，「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箇秋。」連拐彎抹

角都無法再著一愁字，因為那時節，愁緒更加濃重，悲哀更加真切。這是真實的人生，無奈的人

生。因此，雖然你等了那麼久，纔把真象揭露，我仍感到一絲安慰。 

關於你的遭遇，你說，可能為了你法文課班上那個黑人學生溫士頓成績特別優秀，時常受到表

揚，幾個美式足球隊的白人同學出於嫉妒，又不敢親身出面惹事生非，知道溫士頓和你走得很近，

竟然嗾使你，硬要你設法裁贓，誣賴他從事販賣毒品或從事其他不法行為。但你當然無法答應，反

而覺得那些白人同學真是豈有此理，你認為那些人的心態未免弔詭矜奇。因為你很清楚，溫士頓來

自頗有教養的家庭，父親是律師，平時服務社區，樂善好施；母親又是個開業醫生，遇到窮一點的

人，根據保險公司的規定需要繳付的十塊美金掛號費，她都不收。至於溫士頓本人，完全沒有沾染

不良惡習，而且要錢有錢，根本用不著為了錢犯法，而且從他身上，實在也不可能讓人找到什麼把

柄。尤其是他和你非常相得，課餘還時常有往來，有時一道參觀畫展，有時一起聆聽音樂，並且曾

經合作完成頗受好評的科學展作品，於情於理，加上你耿直剛毅的個性，實在無法答應球友的要

求。但他們完全忽視你的意見和立場，在你拒絕為他們作賤你自己時，竟然把箭頭轉向你。平時固

然出言諷刺，說三道四，就是要使你活得不自在；一到練球時間，大夥兒便故意碰撞，讓你吃盡苦

頭。但你為了原則，該攻便攻，該守便守，於是你吃的虧，愈來愈大，甚至於無法排拒。 

照說你是可以把經過向教練報告，但這種作法，又和你的性格不合。至於回家告訴我們，你又擔

心這結果，很可能導致我們向學校提出抗議。於是你開始逃避現實，連學校都不去，課也不上了！ 

此後有幾天，你到處遊蕩。一個人開著車子到聖塔蒙尼卡海灘，對海空望；也到比華利商業中心

的停車場，在車子裡面打盹；甚至於乾脆買張票進入電影院，讓銀幕上的形形影影在你面前搖晃擺

舞。唯一不做的，便是讓你的頭腦自由活動。因為你發現在一個問題出現之後，緊接著出現更多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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瑣問題，而答案卻永遠吝於到來。於是你什麼也不再去思想，或者說，想過了以後，只是帶來更多

的痛苦。最後，你打算就這樣結束「悲劇性」的生命，悄悄地告別人世。 

你消沉，你頹敗。一邊卻下意識地拿出筆記簿，提起筆，把那最後的感覺，以詩的形式赤裸裸地

記錄下來。 

沒想到寫過了以後，突然醒悟你所面對的，竟是一堆愚蠢的偏見和陋習。你覺得倘若這般懦弱地

讓自己無聲無息地消失，那不啻是對於那些愚蠢的偏見和陋習最荒謬的屈服。那種恥辱，即使在臨

死的最後一刻，你也不能忍受。而且你体會到那麼做，對上帝固是一種褻瀆，對於我們自然也是一

種難以復原的創傷。因此，你勇敢地站起來，走回我們中間，清楚的表明你要面對挑戰的決心。 

孩子，人類本來是應該進步的。偏偏有人儘可能往後倒退，存心永遠在落伍中苟延殘喘，得過且

過，而不肯跨越雷池一步。想一想，這些人也未免太沒有自信，以為力有未逮，根本沒有條件和人

公平競爭。結果在落伍的醬缸中不斷地添加偏見、懷疑、嫉妒、紛爭、自大、誇口、毀謗、辱罵、

顛狂，最後傷害別人，也傷害自己。在歷史上，已經有無數次證明，因為這類低級品質條件的滲

入，人類的生活匱乏，生命毀滅，許多人卻仍然不肯接受教訓，一味在愚昧中打滾。這是何等的可

憐？何等的可怕？ 

不過這個問題的癥結，也許比表面上所顯現出來的，還要更加嚴重。我懷疑那些白人小孩對溫士

頓的不滿，很可能不僅是出於單純的嫉妒，而是存在一般白種人根深柢固的膚色優越感。 

我見過溫士頓許多次，他是那樣的彬彬有禮，講話做人都很有分寸。一般白人朋友的小孩，似乎

不懂什麼叫禮貌，一見面，常常理都不理人。親近一點的，便大剌剌的直喊名字。溫士頓卻不一

樣，每一次同他乍一見面，他都會站起來說聲好！對人都稱呼先生、女士，而且顯得非常自然，使

人覺得很舒服，喜歡同他親近。事實上，爸和媽也常常為了你交到他這種朋友，替你感到高興。 

所謂「禮貌」，表面上似乎只是一種習慣，其實也是生活上孕育出來的智慧。這是在人與人適當

的置放一個距離，讓彼此之間有個緩衝地帶，不那麼直截了當的你來我往，避免無謂的紛爭。 

還是多年以前發生的故事，有一個很有名的台灣人叫史明，從居留地日本到美國來演講。有許多

年輕學生在發問時，都是史明，史明的直接喊他。經過幾次以後，他終於忍無可忍，大發雷霆，

說： 

「你們就不能喊聲『先生』嗎？怎麼連一個起碼的禮貌都不懂？」 

當時在場的人，一時面面相覷，不知所以。其實，史明所要求的，只是心目中要有別人。 

溫士頓做到了！你那些美式足球隊的白人同學就是沒有，差別在於膚色的黑與白。這是美國歷史

上之痛，也是永遠尚待努力處理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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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白人同事，每個禮拜都要上教堂，還是一個長老。他每個月都會固定捐出一筆錢來幫助

清寒學生，在社區一向受到尊重。有一次邀請爸和媽參加他的生日宴會，我發現到場的六十幾個

人，只有爸和媽一對東方人，其他全是白人，再沒有西裔，或是黑人。一個受人尊敬的人都有這種

態度，一般人心理上的偏差，自然更加嚴重，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殘忍、冷酷，叫人無法正視的

現實。 

你答應你將以更大的愛心去解決這一次所遇到的難題，這是很正確的做法。──以牙還牙，以暴

易暴，往往解決不了紛爭，反而很容易把紛爭擴大，甚至於到了一發不可收拾。 

不過你當然明白，愛是恆久的忍耐，繼續的犧牲，不斷的努力。基於恨，稍微動動口，動動手，

很容易就得到預期的反應；源於愛，有時全盤付與，你仍然沒有把握能夠擷取你想獲得的成果，有

時甚至於全盤落空。也因為這樣，一旦這成果在你面前或者是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顯露時，你會得

到一種難以言宣的滿足。 

孩子，願我們在上帝的祝福之下，踏實的固守在至愛的境域，享受我們的生活。 

末了，又是題外話。 

上次為了交談方便，我舉了一則不相干的故事，沒想到你大表興趣，連我過去所唱的那支歌曲，

你也要求媽媽翻譯給你聽。後來你問媽媽，可會為我過去的荒唐事著惱？媽笑著說：「爸爸現在愛

我，這不就行了嗎？」你聽罷，搖搖頭，曖昧的看看媽，然後睨了我一眼。 

我不是不明白那眼光所包含的意味，不過我不曾設法解釋。 

人在生命的過程當中，自然會不斷的累積各種不同的經驗。這些經驗，在別人的心目當中，可能

是一種是非善惡；在自己，卻只能分出真實和虛幻。真實的部份，要拂也拂不了！虛幻不實的部

份，想留也留不住。僅此而巳。 

 

             ************* 

              之後， 情 

             ************* 

 

這真是晴天霹靂，怎麼想都無法了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當我們接到警察的通知時，口說，不可能！不可能！心裡頭更是大叫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一到醫院，醫生說一切都太遲了，我們還是不死心，緊緊地握住你的手，一聲聲地呼喚著你的名

子。可是，孩子，我至愛的兒子，你竟然一句話也不說，就這樣離開我們，永遠的離開我們了！ 

醫生說，你是酒醉駕車，撞上大樹。這根本就叫人無法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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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喝酒的。不！不是不喝，而是不能喝。有一次參加公司的聖誕派對，有個同事端了一杯橘

子汁給我，喝了幾口，只覺頭暈目眩，後來實在受不了，便回家睡覺。原來同事惡作劇，滲了一點

酒在我的飲料，結果害我無法參加那一次的宴會。 

你也是一樣不能喝。幾年前，你看到舅舅把一杯飲料放在桌子，可能是好奇，你拿起杯子往嘴裡

倒，突然大叫一聲，說是好苦，好難喝。當時真正也沒有喝下多少，結果還是醉得不省人事，害大

家飽驚一埸。 

後來在聊天時，你曾經問我： 

「上帝怎麼會發明『酒』？」 

我說：「上帝沒有發明，而是人，自作聰明的人發明的！」 

「為什麼人要喝酒？」 

「因為他們要作樂！」 

「喝酒那麼痛苦，怎麼能夠得樂趣？」 

「我也有同樣的問題，可是一直沒有答案！」 

對，我們是滴酒不沾的。甚至於在宴請客人時，除非客人開口，通常我們是不準備酒的。我知道

在美國，大部份人能夠理解，也能夠接受這種安排，但在台灣或日本，說不定我們會成為社交的邊

緣人。可是，我們實在很難從俗，因為我們實在怕酒，甚至於覺得那是毒藥，喝了都有可能喪命。 

想不到你一個怕酒不喝酒的人，竟然醉酒喪命。這是可能的嗎？ 

事後溫士頓帶他爸爸來見我，說是他從人家嘴裡聽到你為了溫士頓吃了許多苦頭。後來為了和

解，那些白人小孩逼你喝酒，最初你堅持不能夠喝，到底拗不過他們，還是喝了！一條命，也就如

此葬送。 

我不知道和解也有這種方法，第一，我就不能了解，他們都沒有達到法定年齡，怎麼能夠拿到

酒，自己喝了不說，還逼迫一個不會喝酒的你，一起違規犯法。 

可是，孩子，難道你不知道喝酒是不可以開車的嗎？ 

溫士頓替你辯解，可能為了趕快甩掉那些人的糾纏，你不顧一切的開車離開。我說不行還是不行

呀？ 

但是，孩子，責怪也好，疑問也好，你再也不會給我任何答案。 

溫士頓的爸爸說，為了你的死亡，──孩子，我只是聽到那字眼，眼淚又掉下了！──那些白人

小孩子一定要負起所有的責任。刑事的部份，警方會處理，民事的部份，他要義務代我們出面。 

我謝謝他的好意，同時告訴他，刑事的部份，我沒有話說，而且說了也沒有用。至於民事的部

份，所爭的不過是金錢。我想，就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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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平常的用度還算節省，錢，是夠用的。過去為了你的學業，早就準備了一筆基金，那筆錢，

你再也用不上。而且為了你的緣故，額外拿到的一分一毫，在我們使用時，必然椎心泣血，我們一

定會更加受不了。 

溫士頓的爸爸說，他不懂我的想法。其實，世間的事，有許許多多是難以使人理解的。我的決

定，只是我想要的，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這幾天，媽媽一直茶飯不思，有時唉聲嘆氣，但大部份時間，只是靜靜地坐著流淚。 

剛開始，我有一陣子淚流不止。也曾責問上帝，為什麼要讓我背負這麼重的十字架？也曾埋怨

你，為什麼你不顧我們會憂傷，竟然忍心離去？至於那些白人小孩，想到你曾經有不解、生氣，後

來決定以愛去感化。我很清楚為了這個，你付出太大的代價，甚至把我們的希望也一併犧牲掉。至

於他們有沒有受到感化，這當然是未定之天。但，有一點，我很清楚你是不會懷恨他們的。既然如

此，我怎麼能夠違反你的意思，倒去責怪他們？ 

同時，漸漸的，我想到有生必然有死，只不過依理我應該先走，如今卻是由你先走。不過，孩

子，我曾經夢想過很多次，一切何不重新來過，那不知道該有多好？什麼都是原來的樣子，你不斷

的讓我們分享你的愉快，也讓我們分擔你的痛苦。假定我們之間一定要有人先走，就由我來。但

是，可能嗎？孩子！告訴我，親口告訴我！ 

我不知道往後的日子，我們會怎麼過。不過，我想你會永遠與我們同在。不管是白天黑夜，不管

是在夢裡或是現實的生活中！ 

孩子，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