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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兒 

 

  兒子屍體被發現時，頭朝下地倒躺在欄杆中。欄杆如樹枝般朝天空伸出隻隻

手臂。如今，兒子棲身其內，像籠中鳥試圖莽撞地衝破藩籬，卻只落得進退無路

的下場。 

  兒子雙眼圓睜，手腳全無支撐地悠遊在半空。「是你兒子嗎？」一位警官問。 

  他張嘴，覺得雙唇焦裂，雙頰肌肉牽動了他的眼瞼，淚水迸了出來。他點點

頭，以左手掩面，沉默卻狂亂地抽搐起來。某種沉重而奇異的節奏在他耳畔穩定

地鼓動，他重睜雙眼。兒子的身體依舊高高掛在原處，口、鼻、雙眼、欄杆在軀

體上穿出的創口和腦後的一個窟窿同時緩緩滲出血液，在地上匯集出一灘殷紅的

鮮血，在寒夜裡緩緩哺育著柏油路面，而地面兀自沉默地吸吮。 

  警官朝他點點頭，走到一旁，按下對講機：「報告，死者身份確認完畢。」

然後返回，「先生抱歉，手機、皮夾、他身上的證件和財物都必須先做為證物。

非常感謝您來，剩下的我們會處理，讓您能儘快把屍體和他的遺物領回去。」他

緩慢而呆滯地回答：「欸。」 

  他獨自離去，但一想到方才的畫面就流淚；許多年後，將依然如此。 

  隔天，在社會版一角，出現了一小欄報導。標題：「惡少互毆，一死三落網」。 

 

  他向公司請了半個月的無給薪休假，準備專心料理兒子的後事。當今媒體發

達，新聞卻也不再引人重視。也大概是因為他幾乎從來絕口不提自己有這個兒

子，同事間尚無人知曉這個訊息。晚上十一點，他從案發現場離開時，打了電話

給公司老闆，老闆輕鬆愉悅地同他閒聊。他只說最近壓力太大，想請假一陣。 

  他們終究會知道的，他想。隨即結束通話，點了根菸，打開車門，撥另一通

電話。 

  「喂？」他深吸了一口菸。 

  「喂。」前妻冷靜的聲音，但就這時機而言，有些太溫柔。 

  「是他沒錯。」 

  很長的靜默。 

  他坐在車裡，握著手機話筒，漫無目的地望著前方，但極力避免兒子仍懸躺

著的左方。他還無法接受兒子卡在欄杆上，這樣被倒掛著、插著，在那兒慢慢睜

著眼死去的這個事實。他手指猛敲方向盤，只為了讓周遭有點聲音填補此刻這可

怕的空虛。 

  「我明天就可以搭飛機回台灣，如果你要我回去的話。現在機票不難買。」

她聽似殷勤地答著。背景傳來她現任美國丈夫以英文詢問的聲音，低沉而有力的

嗓子。他隨即武裝起來，在駕駛座坐正。 

  「不，不用了，謝謝。我自己可以處理好。公司請好假了。」 

  沒有等她回話，他便按下斷話鍵。手機隨即又響了起來，「鈴鈴、鈴鈴」。他

沒有回答。「鈴鈴、鈴鈴」的聲響持續，他把臉埋在方向盤裡。他厭惡卻也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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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刻這巨大而沈重的無力感中逃脫。 

兒子走了。自兒子成人後，他只想著先走的會是自己。他有自信他的兒子在

成人懂事之後必定會後悔，痛悟自己年少輕狂，在父母離異後如此決斷地撇下一

切責任，離開家中。但沒想到他得面對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哀，父子居然緣盡於

此！在他的世界中，再也沒有任何可以倚靠的血肉至親了！此刻他卸下所有的武

裝，趴在方向盤上，高聲嚎哭起來，良久。 

  手機的鈴聲，不知何時已經停止了。 

 

  手機在隔天早上響起，是昨晚的警官打來的。他沒有真正睡著，只是半夢半

醒地在床上盹著，很快便接了起來。 

  「您好。」警官說。 

  「你好。」他抓了抓自己的頭，看了一眼放在床頭的鬧鐘，早上十點。 

  「抱歉一早打擾您。」 

  「不會。」他從床上坐起，伸手拉開窗簾。閃亮的晴天，陽光肆無忌憚地流

進室內。他往窗外看了一會，才意識到中間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的沉默。「有事

嗎？」 

  他清了清喉嚨。「是這樣的。」然後又停頓了一會。「我們需要驗屍。」 

警官沒有從他那兒得到任何回應，便繼續說下去。「初步堪驗後，我們發現

您公子的身體有一些欄杆造成的創口，但頭上有一個不明物體撞擊的痕跡。檢察

官認為，有必要知道何者是致命傷，同時查出兇器為何，才能得知責任歸屬。」 

房內的陽光倏忽間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昨晚欄杆上的場景。他逐漸無法按壓

自己的怒氣，何以這個警官可以如此無感、麻木、毫無同情心地說著這些最可恨

而且殘忍的話？「死了都死了！為什麼還要管這些他媽的事？怎麼死的重要嗎？

你以為我不知道驗屍是幹啥的？你可以把他切開、割開，弄得支離破碎，只為了

知道他是他媽的怎麼死的！我只想趕快把他領回來，他是我兒子！不是你們他媽

的老鼠還是兔子！」他無法控制地叫嚷，對話筒大吼，吼出淚來，然後大口喘著

氣。 

警官不動聲色，答道：「先生，我可以體諒您的心情。我也明白死者為大。

我們當然可以不驗屍，就這樣把屍體還給你，但不知道確切的死因，也就不知道

責任歸屬，兇手也沒辦法被繩之以法。」 

他幾乎沒在聽。事實上警官要表達的是什麼他都知道。他也明白自己對警官

動怒是毫無道理的事，他們不過是奉公行事。他握著話筒，弓身至床頭去摸索菸

和打火機。他嘆了口氣：「有嫌疑犯嗎？」然後點上菸。 

「有的，他們幾個年輕人現在都被審問過了，也都在拘留當中。」他注意到

警官中規中矩的報告口氣中有某種咬字不純的憨直，應該是南部人。「您兒子和

三位友人在他的住所客廳一起喝酒玩樂。那住處，據我們調查，是他們四人一起

分租的。後來因為開玩笑過火的關係，他們一言不合，於是打了起來。」 

果然是年輕人，他搖搖頭。「什麼玩笑？」他恢復冷靜，近乎有些淡漠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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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雖然身體仍不自由主地因為話題的嚴肅而僵直。 

警官楞了一下，方才有些窘迫地答道：「不清楚。他們沒說。」 

  「喔，請繼續。」 

  「您兒子先被追打，跑到陽台，然後就在陽台被圍毆。被打倒在地之後，其

他人繼續對他拳打腳踢。您兒子勉強起身，應該是想往大門方向逃跑，但其中一

位少年從客廳或陽台拿起某樣東西往您兒子頭上砸。您兒子重心不穩，就跌出陽

台外。」警官講述這些時，頗有新聞播報員那種一絲不苟的聲調，應該是看著筆

錄或報告照唸。「剩下的，您已經知道了。」 

  住所？他從來不知道兒子有住所這種東西，居然還是屬於兒子他自己的。「那

某樣東西是什麼？」他問。 

  「不知道。」 

  喔，所以才需要驗屍，他想。 

他站起身：「好吧，驗屍吧。但驗屍前我想看看我兒子。」 

 

  午後，他提著一袋兒子的衣物在家門前等著，這是警官在電話裡特別交代，

驗屍完畢之後要給兒子穿上的衣服。警官帶著刑事堪驗車前來接他，是一台黑色

九人座，警官還特地下車來迎。 

 

  出門前，他走進兒子的房間，這是許多年來第一次。家裡請女傭按週清掃，

也因此，儘管這房間已經閒置多年，也不顯髒。他拉開兒子的衣櫥，開始一件件

挑選。 

  挑選的過程極度費時且挫折。那些衣物在他眼中都太過招搖，塞滿豔異的顏

色和不知所云的圖案。 

從國中開始，兒子拒絕穿上任何妻為他費心挑選的衣物，嫌醜、嫌老氣。妻

很難過，但一時還捨不得放棄這習慣，便佯裝若無其事地繼續買著。買回來之後，

就擱在兒子床頭。兒子只負責拆開塑膠袋，便把那些衣服揉成一球，塞在抽屜角

落，寧願捱餓和同學上街買衣服：那堆不倫不類的衣服。 

  眼見妻的好意被浪費，他大動肝火。他不能忍受自己必須無能為力地面對妻

的挫折，便扣了兒子的零用錢和餐費。妻對他抱怨兒子如何不懂感激，轉身卻又

把他扣下的錢塞進兒子口袋。夫妻再度爭吵，兒子瀟灑地置身事外，儘管戰端因

他而起。 

  他看見一件挺新的白襯衫，取了下來，才發現原來是兒子的高中制服，上頭

還繡著名字。他輕聲唸著，重複了許多次，然後把衣服摟進自己懷裡。 

   

他頭一次正眼看了警官一眼，是個四十開外的男子。車裡還坐著司機和另外

三個人，他一一向他們點頭致意：看來相當練幹的女子是檢察官、書記官則是長

得相當高大的男性，兩人都相當年輕；法醫是男的，戴著眼鏡，看來年紀大了些。 

  他穿著黑色三件式西裝，以為得體；但除了警官穿著制服之外，大家的打扮



 4 

都相當輕鬆。他自知他的出現讓所有人都感到不甚自在，他原來是個局外人。然

而，他也沒有絲毫和他們攀談的意圖，就這樣沉默地上路。外頭白花花的陽光耀

眼灼人，透過車窗玻璃投在他身上。他略感暈眩，襯衫底下微微發起汗來。 

   

屍體已然被洗淨，停靈在醫院太平間的冰櫃中。 

太平間裡面的燈光異常蒼白卻明亮。警官單獨帶著他前往冰櫃，拉開某個抽

屜，一股漂白水味隱然襲來。冷氣從臉上直沁到他心窩，在其內投下一片冰。待

霧氣散去，兒子的臉輪廓逐漸清楚，他不由得心臟一陣麻顫，向後踉蹌了幾步，

然後跌坐在地上。 

「沒事吧？」警官將他扶起。他擺擺手，拒絕警官伸來的雙手，「沒事，我

很好，沒事。」 

他全然認不出在冰櫃裡躺著的這具包著透明塑膠套，身體被綠布纏繞的屍體

是自己的兒子：全無血色，雙眼已被闔上，深棕色而略長的頭髮，兩耳各有成排

的耳洞。 

他起身，強迫自己爬回冰櫃旁，趴在冰櫃的邊緣，又一次地定睛看著兒子，

看了很長一段時間。他不知道何以在當時的黑夜中，他能一眼認出在欄杆上的那

身體屬於自己的兒子；如今他在這具被費盡心力取下，而後洗淨包好的身體旁，

卻不自主地疑惑起來。 

看兒子這樣，好像只是睡著了。臉龐依舊端正，雙唇微微張著，似乎還有氣

息游動。他深情地看著自己的兒子。待他將目光移到兒子耳際，一片向後大片延

伸的凹陷才將這美夢拉回現實。 

他猛然伸出手，指尖無可抑制地顫抖著，試圖去撫摩他兒子的雙頰。冷不防

警官把他拉住。「冷靜點。人死不能復生！」 

他不耐地甩開警官的手，粗聲道：「我沒有要他活過來！我只想知道究竟是

不是他！」然後將手指放在他兒子的額上、臉上，塑膠套光滑而細緻，而不是預

想中毫無彈性、僵直的肌肉。這觸覺更像他所熟悉的，兒子幼時的面孔。他猛然

醒悟，自己已經十多年沒摸過兒子的臉了。倘若兒子還在世，他的臉摸起來該會

是怎樣？ 

 

兒子是八歲上的小學，年尾孩子。兒子沒按照小時候的願望，在長大之後成

為醫生、總統、諾貝爾獎得主；他甚至長不到成人，雖然路早就走偏了，他選擇

的是在父親眼裡墮落、放蕩的人生。許多孩子在小時候總有頂天的志向，但在長

大之後便逐漸被摧殘殆盡。 

他沒資格埋怨自己的兒子，因為他也有過類似的夢想：他在李遠哲博士拿到

諾貝爾獎當年出生，也因此順理成章地把他當成自己的英雄偶像。當年，儘管風

波不斷，全台引頸期盼李遠哲歸國；現在他經常在下班後，一邊嚼食從路邊攤買

回來的簡便晚餐，一邊獨自看著政論節目或電視新聞，咒罵李遠哲晚節不保。 

等兒子上小學後，在家長會上，他無意間在兒子教室牆壁上看到兒子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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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志願」。他略帶羞澀和驕傲地微笑，搖頭嘆息，悄悄拉住妻的衣角：「真有

遺傳呢！」妻看了一眼兒子的作文，意味深長地對他嫣然一笑。箇中原因其實大

不相同：妻也以為兒子的這篇文章遺傳自她自己。 

為了這篇充滿注音符號的作文，夫妻著實高興了一陣，全然忽視老師和他們

面談時略帶憂心的表情和提醒：兒子經常欺負同學，對老師的懲罰也全然不在

意。妻向老師賠禮：哪個孩子不皮？老師點點頭：「也是。」客氣話就這樣被當

真。家長會結束，他和妻兩人一人一邊，牽著兒子的兩隻手，問他想吃什麼。 

兒子很高興地抬頭，輪流看著他們兩個：「真的嗎？什麼都可以嗎？」 

妻蹲下來，和兒子同高，兩人額貼額：「是真的！」兒子蹦蹦跳跳地說：「我

要吃香雞城！」他用雙手揉揉兒子高興的小臉，親暱地說：「香雞城，沒問題！」

兒子的臉頰因為興奮而漲紅，在他手心滾燙著。 

 

香雞城？他已經多久沒在台北看到過香雞城了？他抬起頭，看見上面一層緊

閉著的冰櫃，裡面必定躺著另外一人。 

他茫然地讓護士和穿著防菌衣的醫生七手八腳地把兒子放上病床，任由被膠

帶封緊的塑膠套發出劈啪的銳叫，然後推走。塑膠袋上別著一個號碼牌，上頭有

兒子的名字。兒子對這些寒愴的待遇全然沒有反抗。在他記憶中，兒子從來也不

肯由他擺佈，如今卻對一群穿著雪白的陌生人們千依百順。到頭來，誰都能比他

更妥貼地應付自己的兒子，兒子生前死後都是如此。 

昨晚，那些警察又是怎麼把他從欄杆上給取下來的呢？ 

他臉頰又濕了一片。他低頭看自己的手，握拳。他還可以感覺到兒子當年的

臉和手是多麼小巧，牽住他的手時又是抓得多麼緊。當時溫熱又濕黏的觸感，如

今騷動著他掌心的神經。 

 

警官交給他一套防護衣。「你有參觀的權利。」還是那一貫缺乏表情的聲音。

「沒問題嗎？」他接了過來，點點頭，心裡想：「沒問題，是自己的兒子，當然

沒問題。」 

他被領到另一個房間，一位醫生很仔細地檢查了他的全身，要看他身上有沒

有傷口，然後讓護士推了一針。面對他質詢疑惑的目光，護士略顯抱歉的神色，

低聲道：「這是Ｂ型肝炎針。」然後要走他替兒子帶來的衣服。這時他才有些不

好意思，客氣地賠禮：「是他的高中制服，我不知道該帶什麼樣的衣服來。」 

小姐微微楞了一會，隨即客氣地接過裝有衣服的提袋，擠出一絲微笑。這就

是兒子換上壽衣前的最後一套裝束，在世最後的模樣。終究輪到他來作主了，他

想。 

 

解剖室很大，所有人和燈光卻全都聚集在同一個地方。大家圍繞在兒子身

邊，聚精會神地低聲談論，反倒像是召靈的儀式。 

法醫過來同他握手，但他沒認出他曾經和這被手術袍、圍裙、靴子和手套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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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包裹的人同車。法醫戴著手套的手握來冰涼涼的，握手的方式也全然不誠懇。

法醫本想主動解釋解剖的流程，他有禮地謝絕了。他完全不想知道他們將如何對

待自己的兒子，因為他就會站在一旁看著。 

他把這視為對兒子的一種補償。兒子在世時，他沒能看著他長大；而這是兒

子的最後一程，他覺得自己有義務在場，儘管他知道這份補償的心意已來得太

遲。他知道兒子不見得會高興，但如今兒子也不會出聲反對了。 

 

兒子長大是在一夕之間。對他而言，兒子到小學畢業為止，都跟當年在地上

爬的那嬰兒沒多大差別。他很少費心觀察兒子在做些什麼：工作、政治、股票、

菸酒、其他女人、他和妻偶一為之的交合，都比在他視線之下逐漸生長的兒子更

令他感興趣。 

他不知道該如何作一位好父親，卻也無意去學，因為在旁人眼中他已經盡到

了所有責任。他負責簽兒子每晚睡前拿來放在床頭的聯絡簿；出席學校的懇親座

談、運動會、畢業典禮，種種學校利用各種名目編織出來的重要場合及對兒子而

言具有重大意義的節日；同時貌似投入地和妻聆聽老師們談論自己的兒子。 

因為他知道有妻子替他打點一切，因此他可以如此放膽地心不在焉。父親的

威嚴來自於疏離，以及對兒子永不滿足的挑剔。這是他從自己父親身上得來的印

象，卻忘了也是他和自己父親關係緊張的原因，乃至於甚至將之奉為圭臬地執行

著。 

妻的不滿逐年上升，他沒有想到改變自己，只想到該拿出更多的錢和禮物，

或使用爭吵和暴力來取悅、鎮壓自己的妻子，同時奉上糖果和拳頭。愛意和憎恨

拉鋸，但一種安全而淡漠的態度在他們的關係中滋長，逐漸取得優勢，讓他們相

安無事許多年。愛意仍在，但往往只是突如其來；默契在對彼此個性的瞭解和生

活習慣中被培養，同時彼此之間變得越來越陌生。 

離婚協議書是妻子準備的，在一頓早飯之後被輕輕地放在餐桌上，沒有簽

字，當時國中將畢業的兒子看在眼裡。兒子沒有出聲。在他記憶中，許多年以來

兒子都是沒有聲音的。離婚後兒子歸他，但兒子卻像是跟妻一同下堂求去似的，

三天兩頭不在家。狐群狗黨取代父母的愛和關注，他這真正的父親功能如今只剩

提款。 

兒子在國二時身高開始抽高。他之所以有印象，是因為妻特別向他多要了許

多錢讓兒子重新買衣服。妻痛惜那些在一夕之間必須淘汰的服裝，裝了三大垃圾

袋，然後獨自費勁地拖著它們過街，塞入街尾的回收箱。 

一個月之間，兒子從自己的腋窩長到和自己幾乎同高。兒子以成長進入了自

己的視線，但這帶來的不悅遠多於驕傲。他驚訝於兒子眉宇之間所散發出的氣質

和妻如此相似；但從髮型、衣著到談吐，血緣能遺傳給兒子以外的地方，無一使

他合意。然而他始終沒有機會大肆整頓自己的兒子，離婚後兒子和自己如此疏

遠，事事和他作對，後來乾脆習慣性地不回家。他沉默地每晚開門、鎖門，把黝

黑的家用燈光點亮，接著以電視填補屋內的空寂。後來外食漸漸吃怕了，便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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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打掃的歐巴桑，一週來一次，順便做完一、兩道家常菜才回去。電燈、微波

爐和遙控器成為他最熟練的家電。 

 

他感到很意外，手術燈這麼大一盞，發出的光竟也填不滿這房間。只有中間

那張床和躺在床上的兒子被照了個透亮，房間的其他角落都還是暗森森的。正對

著門，床腳的左邊牆角放著一張椅子，法醫對他示意，他點了點頭，往那兒走去，

但沒有坐下。 

床邊有許多儀器，但兒子的生命已然終止，它們也就沒有運轉的必要。除了

冷氣運轉和腳步移動聲外，房裡別無聲息。 

兒子已經從塑膠袋中被取出，安放在病床上，醫院的綠布還圍著軀體。法醫

和助手們將它緩緩卸除，漂白水的味道又幽幽地流淌出來。兒子週身蒼白，全然

放鬆而順從，頭顱放棄似地垂下，以一種頸骨似乎不存在的方式懸掛在胸前，後

腦勺的坑洞張大絳紅、險惡的嘴，全身的孔洞都被泡過漂白水的棉花球塞著，助

手將它們一顆顆用鑷子取出；同時，兒子年輕卻略顯瘦弱的軀體逐漸展露出來。

面對兒子的裸身，他略覺尷尬，微微別過臉去。 

自兒子上中學之後，他再沒看過兒子的裸體。 

回過臉後，兒子全裸地躺在手術台，和當年他來到人間時一模一樣。不，兒

子變了很多，眼前躺著的這個年輕人和當時他在產房外焦急地等著迎接的那嬰兒

差得太多了。那嬰兒是天使，是希望，怎麼可能和眼前躺著的是同一個人？他頓

時感到呼吸困難起來，雙眼灼熱，喉頭發緊，大口地喘著氣。 

 

用過晚飯後，妻子開始陣痛。他亂了方寸，拿了鑰匙就要去開車，妻子掙扎

地阻止他：沒那麼快。妻扶著大腹便便的肚子，緩步移動到電視機前，把電視打

開，但心思根本不在節目上。她雙眼半睜半閉，和絲絲擴散至她全身的痛覺奮戰

著。 

他實在無法忍受這樣的焦灼，便央妻趕緊到醫院。妻坳不過，只得答應了。

她記得母親的交代，便執意用走的，步行到其實不遠的醫院，這樣會比較好生。

於是他和妻手牽手散步，穿過未來兒子將無憂無慮地玩耍的公園。 

年邁的醫生命令妻把雙腿張開，便笑著對他說：「還有得等。」追問之下，

才知道妻的陰道根本還沒打開，就算開到四指半才送來，也不嫌太遲。妻對他露

出蒼白的微笑。他咂舌，舉起自己的右手，說：「四指半？」醫生點點頭，隨即

緩步離去。 

護士建議他先回家休息，妻也這麼說，於是他回到家，餐桌上飯菜尚有餘溫。

儘管陣痛逐漸頻繁地來襲，妻在醫院還是設法睡了一覺，他則徹夜未眠地等待天

亮。 

剛過中午，兒子被生了出來；在此之前，他就在產房外瘋狂地踱方步，一語

不發。電視八點檔或廣告慣常有個深受感動的父親對著嬰兒哭泣，他卻全然麻木

無感。當嬰兒被捧到他面前時，護士帶著燦然的微笑恭喜他，他被嬰兒剛出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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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皺摺的皮膚深深驚嚇：原來嬰兒如此醜陋。 

兒子上國中後，長相經常被人稱讚。他從來不苟同，略帶輕蔑地嗤笑，因為

這過於強烈的第一印象已經在他腦海中根深蒂固，無法改變。但兒子在國中二年

級開始急速地成長，從男孩轉變為男人：將近一年的破鑼嗓，毛髮開始生長的下

巴和陰部。 

和妻離婚後不久，他休年假，沒去上班，但還是習慣性地早起。他抬頭看看

時鐘，已經是早上將近九點，但他還沒聽見兒子出門去上學。莫非兒子大清早就

出門了？他決定去確認一下，便起身走向兒子房間，拉開房門。兒子和他四目相

接，全身一絲不掛，右手握著勃起的陰莖。 

他楞了一會，兒子連忙拿棉被遮住自己，然後他默默退出去。 

他又羞又喜地站在客廳。羞的是看到不該看的畫面；喜的是，兒子真的長大

了。他一時間不知該如何反應，便坐在客廳沙發上發愣。轉眼之間兒子已經穿戴

整齊，肩著書包，旋風似地穿過他面前，一語不發，連看他一眼都不肯。 

當晚，兒子沒有回家。從此之後，兒子經常徹夜未歸，他很少能再見到自己

的兒子。 

 

  他定睛看著法醫舉起手術刀，朝兒子的胸膛深劃下去，自己的心臟不自覺地

緊縮起來。他深吸一口氣，卻不敢吐出一絲一毫，直到由撕裂兒子皮膚的刀尖傳

來的細銳聲響刺穿他的耳膜。他幾乎可以感覺那椎骨地痛，聽到兒子的慘叫，然

後看見殷紅的鮮血流出。但一切都沒有發生。兒子仍是木然地而貌似安祥地躺

著，血沒有從創口賁然湧出，而是在臀側、腿上及上背的肌膚印出狀似薔薇的斑

路。血液已經停止流動，如今兒子體內是一灘死水。 

  視線停留在兒子發青的雙唇。他很慢地眨了眨眼，用指尖拭去額頭、鼻翼和

臉頰冒出的冷汗。他覺得自己無法站穩，鋼條穿過兒子身軀後打開的創口似乎對

著他一張一合。此時醫生再從兒子胸口上橫劃一長刀，從左肩到右肩，熟練而冷

靜，甚至沒有刀具碰撞的聲響。法醫移動腳步，鞋底傳來細細的摩擦聲，而後停

頓；法醫對準左下腹，刀鋒從軀體側邊往上滑。 

兒子前半身就被這麼掀了起來，帶著四個成排的小孔。手術台的燈光被那四

個孔穴篩落，清晰地照在略呈青紫的腸道上。腸道仍溼潤有彈性，帶著水份的光

澤。 

原來身體內部是這樣的，他緊揣自己的心窩，但無法控制作嘔的慾望；而後

定定端詳著兒子的心臟，感覺到自己胸腔裡激烈的搏動。如今在眼前的兒子的種

種，難道不是他賦予的？何以他感到噁心？是他帶領兒子來到人世，只是兒子的

身體已然成為燈光幽暗的博物館，森然陳列著生命的過往，不再承載生命本身。 

法醫不再下刀，戴著橡膠手套的指尖略略拉開兒子的心臟和肺臟下端，形狀

完好無缺。 

兒子的前半身被闔了回去。放得不好，邊緣有些凹凸不平，蒼白的肌膚現出

黝黑的陰影和一長條肉紅。他看了內心很有疙瘩，相當難受，坐立不安起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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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和助手沒注意他的反應，自顧自地將兒子翻了身。助手一時沒抓穩，兒子的手

臂重重地撞了床沿一下，他全身就著這個聲響劇烈地抽搐。 

在冰櫃躺了半天後，屍首的肌肉的彈性盡失，血液沉往低處，因此後半身呈

現絳紅色。兒子的臀部皮膚殷紅，被壓出許多紋路，而且放棄似地塌陷，鬆鬆地

浮動在骨架上。和身體正面相應的四個小孔依然張著嘴。法醫仔細確認兒子後腦

勺上的窟窿，才輕輕一壓，便柔軟地凹陷下去。頭蓋骨是碎了：他聽見極細微，

彷彿腳尖踩過碎石小徑般的摩擦聲。雖然屍體已經被清洗過，助手還是重新拿了

棉球沾酒精，把傷口上的凝血拭去。棉球在傷口上游走，那塊地方也就跟著波浪

起伏起來，被撕裂的皮膚間閃現出白鮮鮮的區塊。他很想崩潰地大喊「夠了！停

手！」但他終究沒有出聲，只能握緊拳頭，頹然地走回椅子旁。 

他注意到兒子的左後肩隱約有些髒污。但隨即轉念一想：不可能！畢竟屍首

已經清洗過了，便停下腳步確認。 

是一個刺青。俗氣的心形，鑲上黑邊，中間三個英文字母，大概是女友名字

縮寫之類的。他露出詫異的神情，沒想到兒子能被沖昏頭到做出這種事，為一段

稚嫩的戀情在身上劃下難以抹去的印記。 

 

他反覆唸誦著那三個字母，但無法和任何臉孔做出連結。他常誇口自己年輕

時的風流帳多不勝數，真要回想起來，那些刻骨銘心的過往也只能是此刻腦海中

的一片空白，比他所瞧不起兒子的一場青澀戀情還不如。但這個刺青，就是他對

兒子感情史僅知的部份了。 

兒子小時候經常欺負人，那些打架、霸凌的歷史和不錯的長相倒也贏得不少

女孩的好感。家長會時，可以看見一些不把制服正經穿好，嚼著口香糖的女孩子

對著他指指點點，低聲卻難掩興奮地說：「是他的爸爸耶！他也好帥喔！」那些

女孩他總覺得沒氣質，但妻很喜歡拿她們開兒子玩笑。大概兒子的心上人也是其

中之一吧？兒子不但不生氣，反倒害羞地低下頭去，微笑起來。妻看見，便更要

逗下去。他看見兒子這帶著臉紅的微笑，無名火陡然升起，不自覺地想破壞兒子

的快樂。他發怒地對著兒子充滿稚氣的笑臉高聲大吼：「笑？你給我聽清楚！沒

到大學不准談戀愛！該專心讀書的時候不專心，你敢談戀愛，我就打斷你的腿！」 

 

他回過神來，看著那刺青。不知為何，他很高興兒子這回沒聽他的話。對許

多人而言，愛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如今兒子好歹沒白走人間一遭了。 

法醫對他點點頭，示意他過去，他便站到法醫身旁。他知道法醫要跟他說什

麼。法醫清了清嗓子，指著兒子後腦勺的窟窿道：「致命傷是這裡。」他木然地

點點頭，說：「我知道。」 

法醫緩慢地點頭，放下手術刀，擺擺手請他回去。他清楚地看見法醫額上的

汗珠，和已經被汗水浸濕的手術帽帽緣。助手拉來推車，然後取出針、長剪刀和

線，穿起線頭來。半透明的，是貓腸線。助手穿了一條又一條。他明白法醫和助

手是要把兒子的身體縫合，不會再動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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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被翻了回來，如今蒼白的肉身打開了一道肉紅的窗戶。這次法醫和助手

們很細心地把這片窗對好，然後闔上。 

解剖過後，有些殘餘的凝血黏在皮膚上，助手們很仔細地將它們擦拭乾淨；

然後和法醫分頭，開始一針一線細密地縫著。他們用金屬夾把身體和被打開的前

半身夾住，也不用手拿針，而是用另一個金屬夾子鉗著。雖然有點疑慮，不知道

這樣會不會影響成果的細緻，他還是被這些專注的神情打動。看見自己的兒子被

如此仔細地對待，身體漸次恢復原狀，心情也跟著漸次明朗起來。 

其實離原狀還很遠，被縫合的前半身和軀體邊緣有些凹凸不平的皺摺，但他

不能介意了。他走到病床邊，看著兒子，這個擁有他血肉、妻子眉眼的兒子；曾

脫離他管束，如今歷劫歸來的兒子。他非常想伸出手去摸摸他、抱抱他，告訴他

不用再害怕了。 

 

他忽然很懷念過去戀愛時，妻子經常定睛看著他，那雙蕩漾笑意和愛意的雙

眼。他想衝過去，把還在無聲縫著兒子的法醫和助手們推開，接著掰開兒子的雙

眼，好讓他能回味那段時光。 

他的眼神愛憐地撫過兒子如今已經閤上的雙眼。不，那雙眼睛其實還是半張

半閤的。兒子此刻必定相當放鬆，也或許是已經決定放棄掙扎，從眼角可以讀出

隱隱的亮光。一層薄膜在兒子的眼球上蔓延，讓那道亮光變得混濁。 

怎麼這雙眼變得這麼小呢？兒子小時候要他抱，或者想玩被一再拋向空中的

危險遊戲（擔心成性的妻總心驚膽顫地看著這幕，以至遊戲結束之後總爆發一陣

小小的爭吵。也因為如此，逐漸地，他再也沒機會抱兒子了。），總把雙手伸長，

眼神晶亮地望著自己。他無法抑制自己的柔情，乃至於不自覺地也伸出雙手去迎

接，迎接從妻子分出的眉宇、自己的血肉，還有自己的驕傲。 

 

  法醫脫下手術帽和橡膠手套。他趨上前去，和法醫握手。面對他猝然伸出的

手，法醫顯得有點遲疑，但還是握了。他看著護士替兒子穿上他帶來的制服，這

時才注意到兒子某些部位的肌肉有些僵硬，但衣服遮蓋了過去這段時間內發生的

一切。身體和屍體只有一線之隔，如今兒子當真是屍體了。於是進手術房之後，

他頭一次意識到冷，縮起脖子來，猶疑起兒子會不會介意是女生幫他穿的衣服。

護士退了下去。 

  這身端莊的打扮是他希望兒子被塑造成的形象，和兒子的耳洞，還有被染成

棕色的長髮很不相襯。他站在兒子身邊，碰了碰兒子的手。他心裡很清楚，現在

這份歉意和疼愛已經來得太晚，但他還是對兒子點了點頭。他的手指勾住兒子涼

硬的手背，默默地對兒子道歉：對不起，我不是個好爸爸。 

 

  結案時，警官打電話告訴他，兒子是被煙灰缸砸死的。當晚他在電視新聞上，

看見了兒子高中畢業的大頭照，還有兒子的「三位友人」。雖然新聞沿用了報紙

標題，仍然用「惡少」作為兒子的頭銜，但高中畢業照看來正正派派，怎麼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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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個逞兇少年。而且因為未成年的關係，所有人臉部都上了馬賽克。 

  他沒有去法院看看他們的廬山真面目，只盡心把兒子後事辦完。他接了妻的

電話，告訴她一些細節。前妻冷靜地聽著，然後兩人商議，決定讓兒子火化；兒

子的房間則保持原樣，等妻回來看看。 

 

  火化選在一個晴日，下午兩點。他知道在殯儀館火化越早越好，否則容易摻

雜到別人的骨灰。這結果無法讓他滿意，即使他已經盡力了。那整個早上，許多

人到兒子靈前來參拜，人一群群的來，但他誰也不認得。 

他有些訝異有些人流了淚，在他們眼中的兒子和在他心中的必定相當不同，

或許他們之中的其中一員就是刺青的主人吧？ 

他們也比他更瞭解兒子，特別是兒子最後的時日。許多年輕人有著兒子的髮

式、耳洞和衣服，笨拙地跟著禮儀社的指示對兒子拈香、行禮。在世時，兒子和

他們一國；此時，他隻身一一回禮答謝，像以往他曾為自己和妻的雙親做的。然

後他捧著靈位，和執事一道推著兒子的薄木棺，往火化場走去。 

火化場內十分陰涼，他對兒子的靈位上了一炷香。在過程中，他的情感始終

木然。他已經習慣自己的生活中沒有兒子，但此刻他卻覺得兒子離他不甚遙遠。

他還是不瞭解兒子，但如今在薄棺中，那長髮和耳洞已經不再刺眼。在他腦海中，

這會是兒子的最後一個形象。 

執事對他說，當棺木送進火化爐時，要非常大聲地喊：兒子，很熱，快跑，

然後在燒完後頭也不回地離開，絕對不能回頭。他點點頭，同樣的事情已經做過

許多次。執事便走向機器，按下按鈕，鐵門緩緩打開，輪軌「轟轟」地響起，棺

木隨之往前移動，熱氣散到他臉上。他忽然感到不捨，兒子已經沒有了生命，如

今連身體都要被剝奪。他睜開眼，視線緊緊跟著那逐漸遠去的棺木，感到心臟上

一陣陣椎痛。執事焦急地對他打起信號，他會過意來，把雙手放到嘴邊圍成圓筒

狀，一次次拖長聲音大吼：「兒子！很熱！快跑！──兒子！很熱！快跑！──」

鐵門關了起來，他一邊吼著，一邊感覺到熱度急速升高，於是發狂地吼起來，希

望兒子真的能聽見他的警告，躲開這灼身的火焰，然後安心地離去，去做自己，

做任何想做的事。執事朝他走來，推了他一下，「走！」他不解，還拼命地吼著，

帶著歉意和焦灼。執事又推了他一把，說：「現在！記住無論如何都不要回頭！」

他連忙轉身，然後朝門外的陽光義無反顧地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