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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仔與來福 
 

這是一個關於旺仔與他的狗的故事，故事的場景在三芝，或許有些人不太清

楚，不怪你，三芝鄉在地圖上總是不明顯，小小的，在北臺灣一個偏遠的角落。 

 

三芝是北台灣沿海地帶中少數以農業為主要維生方式的地區，農產品豐富。

但是和大家印象中的農村風光不太一樣的是，在這裡，你幾乎很難看見幅員遼闊

的田圃，受制於地理環境的關係，這裡都是梯田，滿山遍野的梯田，三芝的地理

環境背山靠海，腹地極為狹小，為了求生存，過去開墾的老一輩們展現強大的適

應能力，在這裡發展出這樣的梯田景觀。 

從橫山或北新莊那邊往三芝的方向看，可以看到在起伏的山谷間，到處是一

階階的田畦，從這頭橫跨過那一頭，猶如綿延不斷的青綠色階梯，翻過了一個山

頭，還有接連不完的階梯，一路向天空蔓延上去。 

 

旺仔就是住在這片天地裡，更正確點來說，他的天地只有這一片。 

這不是什麼悲觀的說法，至少就事實的觀點來看，這樣的敘述是很中肯的，

旺仔是道道地地的三芝人，生在三芝、住在三芝、讀橫山國小、三芝國中。 

 

至於高中？旺仔沒有念過高中，就連國中，都是在老師的竹棍子和椅板子底

下勉強畢業的，這是很多和旺仔一樣的農家子弟同樣的困境，在每天農忙的家庭

環境底下，就連要抽點時間把功課寫完，都是一種奢侈，更不用說什麼複習、唸

書的時間。其實也不是旺仔的父母不知道教育的重要，像是旺仔的妹妹，就很上

進的一路念進了高中，再拚命半工半的讀念完了大學，對於父母來說，只要還孩

子肯唸，再苦都會盡力讓他們繼續唸下去。只是旺仔的表現實在令人嘆息，他恰

好趕上了第一屆的九年國教，從此初中不再需要考試，對於這些農家的孩子來

說，是一件何其幸運的事。但升上國中的喜悅並沒有持續太久，旺仔很快就發現

了這個事實，那些像蟲爬似的國字、符號、字母們，老是以戲謔的姿態鑽進他的

腦袋裡，引起一連串的頭痛，然後在肆虐了一陣後又悄然離開。 

他實在是讀不來。曾經，旺仔的老師指著他永遠考不及格的英文字母考卷，

大聲的斥喝旺仔，叫他最好去大醫院檢查看看究竟是不是智能有障礙，旺仔把小

小的個子站得直挺，低著頭，訥訥的聽著，他其實不好意思告訴老師，他自己也

有過這樣的疑惑。所以，對於旺仔終於能夠順利國中畢業，歡喜的人還真不少，

不僅對旺仔來說真是天公伯有保庇，對於他的老師來說也真是一種解脫。 

 

畢業後，旺仔就理所當然的留在家裡務農，田裡的日子過得比想像中的快，

在沒有人注意到的時候，三十年就無聲息的從生命裡溜走，沒留下太多什麼。 

這些年換來的，大概只有一身矮壯的筋骨，旺仔的個頭本來就不高，加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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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在田裡面勞動的習慣下，整個人的身形也顯得不夠直挺，略帶彎曲的厚實臂

膀佔據了上半身大部分的視覺，讓人覺得他似乎老是低著頭。旺仔的皮膚黝黑，

卻一點也不是什麼力與美的呈現，他的黑像是沾染了洗不乾淨的泥巴似的，被日

頭過份的曝曬，呈現一種長期乾涸的粗糙狀態，他的手掌又厚又寬，手指卻出奇

的短，每當他攤開手掌就可以看見上頭大大小小的老繭，像是天生的掌紋似的安

詳陳列著，粗短黝黑的手指上是一片鈍厚的指甲，褐色的泥巴卡在指甲的縫隙

間，混著被煙燻過的焦黃，怎麼也洗不乾淨。才四十幾歲的人，看起來卻有五十

歲似的老態。 

 

旺仔的生活很固定，在田裡忙上一整個天光，然後載著一些時蔬野菜去趕黃

昏市場，在他熟悉的老位置上一邊賣菜一邊抽菸，什麼菸害防制法的鬼東西他是

沒聽說過的，說實在的，也沒人在意過。 

 

賣了菜，補條菸或是買塊肉，旺仔又一路風塵僕僕的騎車回山上的家裡，煮

鍋飯、熱個湯，偶爾扭開那台十幾年的老電視，看著裡頭變色的人和布景跑來跑

去，不到九點他就會累得猛打盹，然後睡得呼聲大響。 

一天、兩天、三天、每天，這就是旺仔生活的全部。 

喔，對了，旺仔還得餵狗。 

 

旺仔有一條老狗，來由其實也沒什麼來由，牠是自己跟著旺仔回家的路邊野

狗，也不知道到底是幾歲來的，旺仔只記得那天在田邊的草堆旁看到牠時，還只

是隻連路都還走不太穩的幼犬，從小就展現了愛跟路的性格，一路哼哼叫著，硬

是跟著旺仔回到了家。牠應該混到了台灣土狗與狼犬的品種，黃褐色皮毛的身形

比同類大了一些，一雙炯炯有神的眼，嘴管長得又黑又正，煞有氣勢，偏偏牠卻

長了對軟趴趴的耳朵，有點裝可愛的模樣，看上去硬是兇猛不起來。 

 

旺仔趕牠不走，想著多養一隻狗可以幫忙看門，也就隨便讓牠在屋外窩住了

下來，這一窩就是十幾年。旺仔喚牠叫來福，那種在鄉間隨便一叫就會有好幾條

狗熱情應你一頓漫天狂吠的普通名字。 

 

但是旺仔的來福跟其他的狗不一樣，很不一樣。 

來福在尋常野狗的外表下，有著大家前所未見的平衡感絕技，牠有辦法四腳

穩穩的站在旺仔的野狼 125 坐墊上，一路讓他載著四處去。一開始誰也沒發現來

福的這項特殊天分，只是生性愛跟路的來福，每天非得跟著旺仔去田裡，剛開始

的時候，旺仔總是不怎麼答理牠，來福只得認命的追在旺仔的野狼後面，死命狂

奔。後來來福學聰明了，在旺仔準備要出門前，牠就先踏著引擎跳上坐墊，露出

堅持的眼神，直挺挺的站著。起先幾次，旺仔還會把牠驅趕下來，後來次數多了，

旺仔實在被牠煩得受不了，索性就不管牠，踩發引擎後自顧的騎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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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到時陣伊自己驚到，就會跳下來。」旺仔心裡單純的這樣想。 

但是來福就是厲害在這裡，牠就是有辦法穩穩的站在坐墊上，一路雄赳赳、

氣昂昂的給旺仔載著跑。旺仔剛開始總以為是牠運氣好，才沒被甩下來，但是後

來多跑了幾趟，才發現來福穩定度很夠，不管車子是騎快還是騎慢，牠總是能屹

立不搖。旺仔不是沒有試過想挫挫牠的得意，故意去騎過坡道，或是在人家刨刮

過卻還沒來得及鋪上柏油的產業道路上奔馳，顛到自己都有點頭昏腦脹了，來福

還是硬撐在後座，一臉似笑非笑的得意樣。 

 

載久了，也習慣了。旺仔不管到哪裡，除非他特地不讓來福跟，否則大家幾

乎都知道，有旺仔出現的地方，等一下一定可以看見來福。來福也很爭氣，他總

是安分的跟在旺仔身邊，不吵也不亂跑，像是經過豢養的冠軍犬似的，除了偶爾

會跟村裡拿剩飯餵牠的孩子們搖搖尾巴之外，來福總是忠心不移。 

不管旺仔是載米去磅，還是拔了茭白筍去農會貼標，更或者是摘了一布袋的

青菜要去市場擺攤，來福總是端坐在他身邊，兩條後腿收得俐落又有力，黃褐的

色的背脊挺得筆直，牠的嘴管微微揚起，瞇著眼，毛茸茸的眉心微微皺起波紋，

有一搭沒一搭的露出舌尖喘著氣。 

 

「來福，來走啊。」那些鎮裡的孩子最期待聽見旺仔這樣的叫喚，那代表來

福又要表演牠的特技，只見牠輕巧又俐落的攀著引擎，後腿一墊再一縮，就穩站

上了坐墊。這時的來福總是站得又直又挺，一臉的神氣，牠的眼神專注的看著前

方，微微溼潤的鼻尖會在陽光的照映下閃閃發亮。 

 

「伊三八啦！」旺仔總這樣跟人家解釋，他相信來福一定很享受被這麼多人

類投以讚嘆眼光的感覺，才會這麼愛跟路。 

但是旺仔也挺喜歡載著來福四處跑，這種感覺他也說不上來，看見人家對來

福投以羨慕或欽佩的眼光時，自己也有點莫名的得意，他老是一副見怪不怪的口

氣，「不成猴啦！三不五時就愛這樣展！」然後溫溫吞吞的哈一口煙，旺仔瞇起

眼睛，一臉戲謔的躡腳接近站在車上的來福，然後「呼」的一下，把煙吐在牠的

鼻管周遭。 

來福像是遇到了農藥的小昆蟲一樣，瞬間瞪大了雙眼，倏的跳下了坐墊，還

不忘哀怨的看著旺仔，連打了兩三個噴嚏。 

「哈哈哈哈……伊甘那驚這個而已啦！」旺仔很得意的笑了笑。 

 

山上的產業道路總是蜿蜒，迎面吹來的山風帶著點近海鹹鹹的氣味，來福在

後座總是安靜，旺仔很享受這樣寂靜卻又不孤單的陪伴，只有當風掠過臉旁時，

會偶爾傳來斷斷續續的趴搭、趴搭聲響，那是來福垂垂的耳朵被風吹動的緣故。

想到那畫面，旺仔就忍不住越騎越快，然後聽著後座越來越頻繁的趴搭、趴搭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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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吃傻笑。 

 

不過來福絕對不算一隻溫馴的狗。除了對擅闖勢力範圍的閒雜人等從不客氣

外，牠自己也很會沒事找事。來福的身上滿是傷，每次旺仔帶他到田裡去，牠總

是一溜煙的不見狗影，山裡鄰家不知道住了他多少的朋友，想當然，仇家也不少，

常見他回來這裡傷、那裡跛的，回來就一屁股蹲在田埂邊舔個沒完沒了，旺仔也

只是看在眼裡，沒打算多阻止牠些什麼，只是當來福又帶著新的傷痕回來，舔得

自己悶哼聲不斷時，旺仔還是免不了要停下手邊的工作，半是心疼、半是揶揄的

看著牠：「擱去打、擱去打啊！返來舐得甘若貓仔咧，金見笑喔。」 

 

來福只是抬起眼來望著他，尾巴熱情的晃呀晃的，很是開心。 

 

每天要餵完了來福，旺仔的這天才算完整的告個段落。把剩飯菜扣進牠的碗

前，旺仔總會偷偷和點豬油，他知道來福喜歡這味道，即使牠從來不說，旺仔都

知道。在臨睡前，還聽得見來福在屋外嘖嘖咀嚼的聲音，在幽深的夜裡，與唧唧

的蟲鳴和成一種微妙的節奏，旺仔微微的得意，然後睏著。在許多寂靜清冷的夜

裡，旺仔都知道來福會偷溜進他的房間，窩在他的床腳邊睡，一大一小總睡得鼾

聲大響。旺仔與來福，就是這樣的一種關係。 

 

這天比平常早醒來，空氣裡還有著山間溼漉漉的霉味。旺仔習慣的望向窗外

還灰濛濛的天，摸索著下了床，在床邊漫著陳年騷味的尿桶上解放了清早的第一

泡尿，這才感覺整個人真的清醒了過來，晚春的早晨泛著清冽的冷氣，從身體裡

冒出一個顫抖，像是濃湯在沸騰中咕嚕而出的沸騰氣泡，「啵」的一聲爆破瞬間，

總令人忍不住瞇起了雙眼，不知道究竟是因為溫度還是來自內部的暢快。 

 

旺仔隨手抄了條掛在牆邊的毛巾，搖搖晃晃的走向屋後的小水溝，那是一條

從山裡面流出的泉流，從旺仔有記憶開始，這條溝就從沒有乾涸過，總能在四季

裡提供最舒適的水溫，隨便梳理一下，就可以神清氣爽的開始一天的生活。 

 

他先到竹林挖了五枝新筍，然後在菜園為新爬高的四季豆換了新棚架，給銷

路最好的大陸妹加了一趟肥，又在老是鬧蟲的水果玉米上撒了層藥。這時節的菜

都長得正好，再幾天又可以收成一批，但這時的蟲子也是正活躍的時候，疏忽個

兩天，往往賣相就差得連送都沒人要，旺仔一點都不敢含糊於照料。 

然後要去田裡巡兩圈。秧苗正在抽長，喝水喝得兇得不得了，田水太多會爛、

田水不夠會乾，得像是在呵護孩子似的天天去巡田，適度的補水與放水，注意雜

草的的出沒和福壽螺的動向，還得擔心天公的臉色，和秧苗們的養分，然後才能

用溫柔的眼神看著他們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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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裡的生活只有四季，卻沒有歲月。 

就這樣一天又一天，旺仔早已經遺忘在自己手裡，究竟收成過了幾回，從衝

動懵懂的孩子，轉眼間竟也冒出了不少白髮，他只能在越來越容易發痠的腰桿子

上，才意識到自己已經不再年輕。 

 

但是，農忙始終如一，旺仔的生活卻越顯得捉襟見肘。旺仔其實並不懂什麼

物價指數或主播們口沫橫飛討論的 GDP，但是旺仔知道一件事，就是錢一年比

一年還要難賺、難用的事實。 

 

去年秋天，一向安靜而溫和的旺仔就曾經難得的發了一頓脾氣。 

 

十月底的三芝，有一項迷人的特產，茭白筍，公所還為此連續好幾年舉辦了

「茭白筍節」的活動。大家都知道三芝盛產茭白筍，但是很多人不知道的是在產

期後三星期左右才熟成的「慢種」，才是真正茭白筍中的極品，小小的個頭卻支

支肉質細嫩鮮甜，每一穗都飽滿潔白，即便是生吃，也爽脆得像是在吃水果般。

至少，在旺仔的生命經驗中，這是他所種過最棒的。 

旺仔喜歡自己種的「慢種」茭白筍，除了培養極品的成就感外，更重要的是

他們是好價錢的品質保證。那天旺仔在田裡忙了整整一天，才把成熟的茭白筍全

都採割下來，今年天公有照顧，茭白筍幾乎穗穗都結得飽滿，他足足走了五趟才

把今天的收成全挑回來。 

採收回來又是一件大工程，他得先把堆成座小山的茭白筍給分類，長得最肥

碩的得額外挑出來，除了要賣錢之外，還要留給兒子。 

 

喔，旺仔有一個兒子，今年九歲。那是在三十多歲那一年，父母幫他從越南

娶來的新娘為他生下的一個男孩。 

 

家裡的人口簡單，只有旺仔、爸媽和一個妹妹，而旺仔的生活只有在田裡，

日復一日，他沒有太多機會去認識女孩，他也害羞的認為，不會有一個女孩喜歡

像他這樣的作田人，這可急壞了家裡的父母。在旺仔三十三歲那一年，爸媽拿出

了老本，幫他取了一個越南新娘。 

那個女孩才二十歲，白白淨淨的臉蛋，和一身柔軟纖細的身材，嫁過來的她

從來不多話，只是在家裡默默的幫忙著，後來還給旺仔生了一個健康的胖兒子。

旺仔是覺得虧欠她的，一個乖順年輕的女孩子，嫁給自己這樣不好看又粗里粗氣

的漢子。遠嫁到這裡，自己沒給她過什麼好日子，田裡、家裡的事倒是一樣也沒

讓她少，所以當後來的某一天，爸媽氣急敗壞的告訴旺仔，應該在家的老婆突然

失蹤的消息時，旺仔一點也不生氣，他只是抱著被妻子留下的兒子，看著他睡得

安穩的小臉，默默的接受了這個事實。 

後來爸媽陸續過世，旺仔又不知道該怎麼帶這樣一個軟綿綿的孩子，常常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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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背到田裡，就會聽見孩子在田裡哭上一天。那一次，就是因為孩子哭到發高

燒，旺仔的妹妹實在看不下去，在幾經商量之下，妹妹決定把孩子接到石牌的家

中去住，至少有人照顧。 

這一住就是七八年，為了不要讓孩子離開已經適應的環境，孩子順勢在石牌

念了國小，戶籍也遷了過去。旺仔知道自己不是個稱職的爸爸，但他還是常常想

起這孩子，每當田裡有哪些好收成，他總是不辭路遠的從三芝騎車到石牌去，即

便不見得每次都能見到孩子，但是只要想到孩子可以吃到這些，他總覺得甚麼都

值得。偶爾，旺仔也會塞點錢給妹妹，他知道那些錢真的不算什麼，但是這樣至

少讓他覺得自己還像是個爸爸，所以，他很認真想把茭白筍賣個好價錢。 

 

但是那些惡質的大盤，卻拿中國進口的一些作物單價來跟他們談，往年價格

很好的「慢種」，今年大盤竟然一開口就砍了對折的價，旺仔跟大盤談得臉紅脖

子粗，最後氣得乾脆甩頭不賣，他寧可自己零星的賣，賣不完的就拿給妹妹去四

處分送，他就是覺得讓人家這樣踐踏這些茭白筍，實在對不起天公伯的照顧。 

 

讓旺仔無奈的事還不只這一樁，公所把山上的幾戶人家都召來，還以為公所

要辦桌吃飯，旺仔還帶著來福一起去，打算給牠吃一頓好的，後來才知道是說有

什麼新法案要跟大家商討，旺仔著實失望了一下。聽講向來就不是旺仔的強項，

所以他清醒的時間實在屈指可數，只記得昏昏沉沉間，聽說新法案叫做『農地更

生條款』。 

介紹法案的幾個年輕人，臉上閃耀著理想的光芒，口沫橫飛的解釋著： 

「個人農地的持有就是有太過於零散的問題……」 

「分散的農地對於機械化沒辦法，生產又沒有效率……」 

「要農村休閒化，政府或財團可以近來投資，你可以把農地改建一下……」 

屋頂上轟隆隆的風扇吹不動凝滯的空氣，屋子裡滿是黏膩的溫度，公所的小

夥子穿著漿過的襯衫，身上背著哪個地方代表的背心，耐著性子跟大家解釋這個

新法案的內容，一滴滴的汗珠不斷從他的額頭上滾落下來。 

 

旺仔不懂，那小夥子為什麼還堅持要把領帶打得那麼工整，他不熱嗎？他的

襯衫都濕了大半，這樣不會難過嗎？ 

旺仔也不懂自己現在的生活到底哪裡不好，所以他不懂為什麼大家一直希望

財團進來，他也不明白，這個什麼『農地更生條款』為什麼老是要大家要把自己

的老厝好好修整，好經營什麼在地產業、什麼觀光民宿，旺仔覺得阿爸的房子很

好，他很喜歡，就算是再過一百年他還是很喜歡啊！ 

旺仔搓搓眉心的皮膚，掉落了些許皮膚的碎屑，怎麼連臉上都是黑的？他玩

弄著那一條條皮膚的汙垢，漫不經心的。來福也是。 

 

來福這兩天老是提不起勁，老是躺在那兒，整個老狗樣都出來了，看著來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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慵慵懶懶的德行，旺仔突然間也覺得有點疲倦。 

 

懶洋洋的來福多半的時候都在睡覺，只有在看見旺仔的時候，才會站起來搖

搖尾巴。 

聽完說明會後的旺仔已經沒什麼胃口了，他把大半的飯菜都倒進了來福的鐵

飯盆裡，來福意思意思的晃了晃尾巴，把鼻子探進飯盆裡碰了幾下，卻半口也沒

吃，來福興味索然的看了看旺仔，然後趴下蜷曲起身子，逕顧自的瞇起眼來，只

剩下一張個黑黑的嘴管微微吐出舌頭，哈著氣。 

 

「阿你是按怎？連你碼沒胃口喔？」旺仔摸了摸來福的大耳朵，「阿沒碼要

飲水。」他把另一個裝著清水的小鐵盆挪近了點，拍拍來福的後腿，催促牠站起

來喝水，來福不太情願的站起身，老態龍鍾的模樣。 

旺仔蹲著，來福站著，他這才發現來福怎麼都白了鬍子，眼睛旁滿是乾過又

濡溼的眼屎，真是隻邋遢的老狗。 

 

來福喝完水，就溫溫吞吞的踱回窩裡蜷著。 

旺仔打量著來福的窩，簡單的兩片木板在屋邊價出的小小空間，只有一件自

己的舊衣服給牠當眠床，旺仔總覺得這老傢伙會著涼。 

 

來福什麼時候也瘦了，土黃中帶黑的毛色下，是一根根的肋骨，那紋路隨著

來福每次的呼吸，會突然的隆起，再突然隱沒。倒是牠的肚子挺不小，一個圓滾

滾的小腹攤在地板上，像是中年男人的啤酒肚似的。 

旺仔摸摸牠被皮毛蓋住下的肋骨，「阿你是欲去做仙阿是不是？」 

來福沒回答，只是睜著多淚的雙眼盯著他。 

「無爽快嗎？要不今仔日予你入來厝內睏好不好？」 

來福搖搖尾巴，旺仔知道，來福一定什麼都懂。 

 

第二天旺仔醒得很早，他昨晚怎麼都睡不安穩，整個晚上好像都聽見來福悶

哼的聲音，心裡不太平靜。早晨的天光不夠明亮，北台灣的天總是潮溼多過於晴

朗。旺仔睜開了眼睛，意識卻怎麼也清醒不起來，滿腦袋裡還是昨天公所人員講

的那些話，頭昏腦脹的，他總覺得哪裡不太對，卻又說不上來。 

 

他沒精打采的走到後水溝去洗臉，山裡的霧氣濃重，連身上感覺都沾染了點

泥水的氣味。旺仔對著臉潑了幾把的水，才勉強清醒了些，用他開了花的牙刷沾

了些潔牙粉，刷出了一嘴的白沫，然後把毛巾蘸得溼透，一陣的希哩呼嚕整張臉

就沖洗得乾淨。 

 

被薄荷味充斥的鼻腔裡，突然對於氣味變得敏銳，總覺得屋裡瀰漫著一股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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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不舒服的氣味，那味道腥腥的，還帶著若有似無的臭。 

他把毛巾掛在脖子上，又伸進一角在鼻孔裡摳了摳，「味還在？甘會是便所

擱塞住了？」在心裡狐疑著，他尋著氣味往前找，氣味是從屋裡穿出的，然後他

看見了一大攤的血。 

 

來福躺在地上，看見旺仔走近的身影，勉強的搖了搖尾巴，卻沒有站起來，

牠的尾巴都泡在血泊裡，那攤血中混雜著些許的糞便，腥臭得嚇人 

 

旺仔瞪大了雙眼，「幹恁祖媽咧，你就勿通給恁爸死在厝內，恁娘咧，給恁

爸斷氣試看麥，打到你叫不敢。」他氣急敗壞的站在來福身邊破口大罵，但與他

平日說話的聲音不太一樣，帶著點不確定似的，黝黑的臉龐上滿是驚慌。 

 

來福只是努力的搖動著尾巴，他連頭都沒有抬起來，沈重的眼皮好像就快要

掀不開似的。 

 

「啪……啪……」這偌大的房子霎時間變得好安靜，只有來福的尾巴不太規

律的拍打著血水，發出的微微聲響。 

 

「幹，是欲按怎？欲按怎……」旺仔像是僵直了身子似的，怎麼也動不了。 

怎麼會流了這麼多血？旺仔不明白，昨天不是還見牠好好的，怎麼會受傷

的？自己不是把牠放在屋裡睡嗎？沒理由會受傷的啊？ 

流了這麼多血，會不會痛？旺仔擔心的伸出手，想順順來福的毛。粗黑的手

指按壓在牠土黃色的毛皮上，想在牠的身上尋找可能的傷口。不知道是牠累了，

還是旺仔的撫摸很舒服，來福輕輕的閉上眼睛。 

 

突然間，來福的身體裡傳來一陣很輕微的顫抖，旺仔必須要把整個手掌都貼

在牠的肚子上，才能感受到的輕顫，伴隨著某種低低的聲響，像是來福每次吃得

太飽時，腸胃頑皮似的蠕動。 

 

然後，來福小小聲的放了一個屁。 

 

大量黏稠的血液，隨著這小小的動作被排出來。 

很臭，這血裡除了有糞便，還帶著一種不知名的刺鼻味， 

旺仔終於知道這一地的血是怎麼來的 

 

他突然想起鎮上有一間獸醫院，他也突然忘記自己曾經有多不屑那些「開禽

牲仔錢」的笨蛋，他滿腦袋裡只有髒話，和剛才來福便出的那一攤血。連想都沒

有想，旺仔抱起來福，他只想趕緊發動他的野狼，趕緊抵達那個該死的獸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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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失去力氣的來福連站都站不穩，根本沒辦法站在車上，旺仔試了幾次，

來福都只能癱軟的趴在坐墊上，睜著一雙過於多淚的眼睛看著他。 

 

「幹恁祖媽，你擱假以後就麥予你對路啊！幹恁祖媽，你給恁爸站起來喔！

你當作恁爸是在奉待阿公啊，幹恁祖媽咧……」 

旺仔的手沒有停下過，用著跟說話語氣完全不搭嘎的模樣，像是在處理什麼

價值連成的寶貝似的，一雙粗黑的大手，動作輕柔得令人覺得想笑。但來福像是

一團溫熱的麻薯，任憑旺仔搬弄著，卻老是擺不出他要的姿勢。 

 

旺仔突然想起些什麼，連忙拔腿衝進屋裡，鏗鏘匡瑯的一陣作響，他在收納

以前老婆雜物的櫃子裡翻找。他在找背帶，兒子襁褓用的背帶。 

「在叨啊？幹恁祖媽是放在叨？」他不知道自己在嘮叨個什麼勁，總覺得要

講點什麼，心裡才會舒坦些似的。幸好櫃子裡的雜物不多，沒有太久他已經翻出

了那條泛著霉味的嬰兒背帶，他惦了惦背帶的大小，認真得像是在鑑定些什麼藝

術品般，然後微微點頭。 

 

旺仔把來福放進背帶裡，不擅長使用這玩意兒的他壓根不會固定，反正看到

帶子就抓起來打結，一個結不夠穩就再多打一個，直到把來福牢牢的固定在自己

的胸前為止。來福的兩條後腿剛剛好伸出背帶，安安穩穩的垂掛著，兩隻前腳也

伸出背帶，乖巧的掛在背袋兩側，彷彿一副要人環抱似的臂膀，而牠毛茸茸的前

胸貼就在旺仔的肚子上，熱熱的，還有牠急促的心跳，怦怦的跳著 

 

來福仰著頭，不太溼潤的鼻子磨擦著旺仔的脖子，刺刺的，還有種來福特有

的口臭味，牠的毛老是呵得人癢，有牠令人熟悉的味道。 

 

旺仔衝得很快，他幾乎是用自動導航的模式在騎車，他無法思考，他得要一

直不斷催油門才能避免自己一直胡思亂想。 

 

好不容易來到鎮上，肚子前的來福卻突然開始舔舐旺仔的下巴，旺仔趕忙把

野狼停下來，只見來福一雙眼睛變得有點渙散，牠越來越喘，越來越喘。 

旺仔輕撫牠眉間的毛髮，一遍又一遍，來福卻一反往常的沒有閉起眼睛來享

受旺仔的撫摸，牠的眼睛變得很亮，直直的揪著旺仔望。 

然後，來福對著旺仔發出一聲好長好長的哀鳴，閉起了眼睛。 

 

旺仔知道，來福在對他說再見。 

 

旺仔把來福的屍體載回山上，用他當初抱著牠的姿勢，原封不動的把牠帶回

牠最熟悉的田裡，然後旺仔開始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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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仔邊挖邊罵：「什麼死狗放水流，幹恁祖媽哪一個沒智識的，是無知影說

放水會爛得臭死喔。幹恁祖媽，恁叨死狗，大家是免食水喔。」 

他越挖罵得越大聲，晚春的近午，太陽已經豔得刺人，他一身的汗流浹背，

索性把汗衫一脫，打著赤膊繼續挖。 

這一罵就是一個多鐘頭，等他罵夠挖好，已經挖出了足足有半人高的土坑，

旺仔一身灰頭土臉，蹲在田埂上，瞪著土坑發了半晌的愣。 

 

然後他點著了一根長壽，有一口沒一口的吸著，旁邊是來福，安安靜靜的躺

著。旺仔第一次發現，這山林靜得不像話，額間的汗水隨著臉部的稜角滑近眼睛

周圍，好鹹的感覺，帶著點熱辣的疼痛。 

 

山間吹起微微的風，煙快要燒完了，來福還是沒變過動作的躺著。旺仔看著

來福，觀察著，牠的嘴半閉不閉的，舌頭微微的露出齒間之外，這老傢伙的嘴管

旁什麼時候都長了白毛，沾染著微微的血跡。旺仔像是想起什麼似的，趕緊把手

裡的長壽吸了一大口，然後試探似的對著來福吐了好幾個煙圈。 

 

「沒效……」旺仔自言自語著。 

 

「福仔，你應該未擱痛阿吧？」他看著來福髒髒的毛皮，用自己也沒聽過的

聲音，小小聲的這樣說。「你後擺若擱給我在厝內放屎，我就不要予你入來阿喔！

聽到無？」 

 

來福微微張開的嘴巴，好像在笑。 

「幹！福仔，恁爸給你挖這麼大坑，有夠意思無？」旺仔看著來福，露出似

笑非笑的表情。 

旺仔動手想抱起來福，但卻又在手掌碰到的瞬間，觸電似的收手。「幹，你

哪會腳手攏冷咭咭……」他不知道自己是在對來福說話，還是在自言自語。 

 

他後來跟來福講了很久的話，還陪牠看完了最後一個日落，旺仔才願意開始

蓋土，把來福一個人留在田裡。 

 

回到家中，旺仔看見門邊的箭竹筍，才想起今天原本要給妹妹送筍過去的，

都說好了，怎麼都忘了。旺仔拖著突然很疲憊的身子，又回到野狼旁，油箱上還

擺著沾著血的嬰兒背帶，怎麼忘記連這也一起埋了呢？旺仔對自己氣得都想掉眼

淚了，這一路下山的路程他沿路掉眼淚，旺仔也不知道為什麼會這樣，眼淚就是

這樣不聽使喚的一直往下掉，揮去了眼淚，鼻涕就流下來，再伸手一抹，滿臉又

糊成了一片。他覺得自己像個沒出息的娘們，所以他一路騎，一路罵髒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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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他終於受不了，在山下的一間加油站停了下來，悶著頭走進了廁所裡，

狠狠轉開水龍頭，顧不得水花噴賤，大手掬起水來，就是又搓又擤的把整張臉用

力洗個乾淨。 

旺仔望著鏡子裡面的自己，眼睛紅得發腫，連黑黑的鼻頭都帶著點紅，他深

深的大吸了幾口氣，然後長長的嘆出一聲氣息。 

 

跨上摩托車，他用力踩了幾下踏板，等待那轟隆隆的引擎把油給轉順了，旺

仔習慣性的喝了一聲：「來福，來走啊！」 

 

然後眼淚又來了。 

 

騎到石牌時，都已經晚上九點了，他心裡暗暗叫糟，妹妹有交代過他，兒子

還小，睡眠對孩子的發育很重要，九點以後就得讓他睡覺才會健康。 

果然，當旺仔按下妹妹家的電鈴時，探出頭來的就是妹妹一張充滿火氣的

臉：「哥，我等你等一天了！電話也沒人接，也沒消沒息，這樣我都不知道該不

該出門了。」 

旺仔沒接話，只是逕自的把箭竹筍塞進妹妹手裡：「這些的筍仔我已經燙過

了，很青，要趁青緊吃。」 

妹妹看著旺仔，嘆了口氣：「哥，你要多跟孩子相處，學校老師說他的成績

很好，可是作文寫『我的爸爸』，卻交了白卷……」 

旺仔絞著自己的手指，像是孩子在聽訓般。 

「還有啊，哥，你以後不要再這麼晚來了。」妹妹的聲音裡，聽不出是埋怨

還是生氣，她只是無奈著一張臉，眉頭鎖著。 

 

「勿會啊啦，以後攏勿會啊啦。」旺仔點點頭，輕輕的承諾，別過頭，眼淚

就滴了下來。 

 

告別了妹妹，旺仔矮矮的身影，隱沒在電線桿下的陰影裡，踩發了老野狼，

旺仔在引擎轟隆隆的聲響裡，終於不由自主的哭出聲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