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哉行
You Only Live Once

「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

歡。」 ─ 曹植〈善哉行〉

這年五月，我的爺爺過世了，享年九十二或

九十三歲。

「爺爺過世了」這件事，對我而言比想像中還

超現實得多。想想有一個人，自你出生起就存在，

而且一直都存在，比你父母還久，你可能也會恍惚

誤認他就像根中流砥柱，自開天闢地以來就在那裡

了，便想當然耳地覺得以後也會持續下去，雖然會

慢慢老到華髮叢生、滿臉皺紋如地塹，但怎麼也想

不到這些表貌可以扯到「死亡」那裡去，尤其是想

到他還練過武、當過宋江陣教頭的時候：爺爺雖然

在人生末期時，因為重複的肺感染加器官衰竭，整

副肺在 X 光片上都黑掉了，神智也時常不清，但

依然健壯活躍、丹田有力、叫聲宏亮地在床榻上度

過了最後的兩三年。父母和大伯都說：身體健康真

的很重要，像爺爺那樣，就是「有家底的」練家

子，要把體內的柴火燒光還沒那麼容易。

爺爺在人生的最後階段裡，反反覆覆進出醫

院，親戚都聚集在一起，討論是否還要插管，或是

只做最低限度急救就好，讓他一路好走，免得在

身上戳出千瘡百孔，既沒必要又很痛。奶奶是個

沒讀過書、不識字，但凡事很有自我主張的鄉下

婦女，語氣的表情總是很豐富，不過同時也總是一

臉淡定；她說：「他都快九十三了，嘛活得金夠本

了。」又說：「麥擱灌什麼營養劑，灌落去啊，他

擱會活──起來──囉。」

爺爺年輕時是個「黑狗兄」，不怎麼認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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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可總是穿得帥氣瀟灑，走到村子裡閒晃把妹，

主要在下田持家的是奶奶，大伯則年紀輕輕就到外

地去賺錢，而父親負責煮飯、剁菜養豬和養妹妹，

以致逢年過節，奶奶的孩子們都會盛大慶祝，平

日也關心有加，相比之下，爺爺就算是被冷待了，

導致他時常吃味、搞破壞，有一次還砸了子女裝在

奶奶房間的新冷氣機。然而，治喪期間，奶奶在大

家一起陪她圍著電視看民視節目時，突然就哮喘著

哭嚎起來了，聲音嘶啞又非常響亮，好不容易將幾

滴黃豆大的眼淚擠乾淨，才終於用把憋住的氣，向

一條管子發射出去般的聲音說出：「不久以前還在

這裡看電視的啊⋯⋯嗚啊啊⋯⋯現在就不在這裡

了⋯⋯不甘啦！」喘到其他人都忙著幫她拍背順

氣、遞水或問有氣喘藥沒有。

因為母親和母家比較熱絡，懶得與公婆以外

的父家親戚往來，而父親也不怎麼重視家族情

感，我一向對父家的人都沒什麼交集，也說不上

真正認識誰，不過這一刻，我突然感覺到奶奶的

個性真是鮮明而性格，之前都只是聽說而已，可

無論是爺爺或奶奶，一位已經在冰櫃裡了，一位

只會講閩南語，我們之間語言完全不通，從小到

大面對面都是雞同鴨講、咫尺天涯，說想重新好

好認識也是天方夜譚。

※

後來，那成了我個人有史以來最糟糕的五

月：到這個月結束為止，遇到四件喜事、四件喪

事和兩個忌日，喜事一件都沒有傳出同溫層，喪

事倒有三件上了《蘋果日報》。其中一件喜事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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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同學兼好友 B 的，她是我碩士班時期的抗

戰夥伴 — 我們都有病，她有紅斑性狼瘡，我當時

精神有問題 — 而我是她預定的伴娘，連純白禮

服和高跟鞋都帶我去買好了，這是我們在好幾年

前就說好的事，但我無預期地成了喪家，不符禮

俗，只好作罷，在我看來，簡直可說憑空再多出

半件喪事。

買禮服的當天，一起吃雞湯鍋時，我覺得朦朧

黃的光線比原有的色度還要柔焦一些 — 我已經快

兩年沒有正對著一個人時，感到這麼熟悉、放鬆，

而且連在直覺與身體反應上也毫無戒備；她照舊勸

我要敞開心懷，多試試看和不同類型的男性交往，

只要是個溫柔良善、能常常逗自己笑出來的好人就

很值得嫁了，跟她交往多年的準老公一樣。我驀然

想起我的博論指導老師對我的評價：「妳應該很難

交到男朋友吧，畢竟脾氣怪、很難討好，眼睛又長

得高，重點是說的笑話都比男生好笑。」臨別時，

B 又送了副眼妝組給我，對我說：現在是老師了，

從今以後要打扮得體漂亮喔。

五月下旬，B 成婚的那天，我在婚宴上抽到她

的捧花，由嫩紅玫瑰、白桔梗與粉紅絲帶組合而

成，非常可愛，我總覺得這是她刻意留給我的。她

始終很擔心我一輩子都嫁不出去，我想。

※

過了大約兩個月後，我記得的喪事內容就遠

遠壓倒喜事，原因也許和蔡康永在書裡寫過的

一樣：想像有一支原始部族，遇到好事就專注地

開心，抓到大型獵物便快快樂樂升營火、唱歌跳

舞，既沒發現火種要熄滅了，也沒發現蛇已經偷

偷鑽進放嬰兒的帳篷，那麼這個部落肯定不會存

在很久吧。「負向思考」被大多數人認定是不好

的，即使被他人認定心緒表面常駐雨層雲的人如

我，有時也會這麼想，而且人生已經很困難了，

隨便釋放出負面與求助的訊息，沒有幾個人會知

道該怎麼回應你，況且，現代人的精神、情緒能

量都如此有限，不只是身邊親近的人，搞不好給

自己都還嫌不太夠，但偏偏情緒和氣場又是那麼

容易互相傳染，而現代世界要求我們表現得正

向、快樂，即使是服毒或猝死者那種死後肌肉抽

搐式的表皮快樂也無妨，因為在大家都很辛苦的

時候，沒有人想再看到哭臉，這樣會讓好不容易

保持住的氣力像被催狂魔吸走一般，換成自己憂

鬱、委頓、跌倒。但，悲觀才是哺乳類生物活下

去的根基：樂觀只要稍微多了一點，人就會衝下

懸崖，而悲觀令我們瞻前顧後、如履薄冰，特別

是不要在愚蠢的情狀下把自己殺死。

怎麼死是很重要的，一個人一生的榮辱、愛恨

和總結都倚賴於此了。

我的表姊夫是個待人親切的好人，對待我也

很和善、慷慨。在那個五月上旬的週日，告別另

居南部的妻小回新竹後，隔天一早，因為心肌梗

塞，在他學校的博士生單人宿舍裡猝死了；可能

是起身想打電話求救，又或者是站立時突然昏迷

過去，三天後，同實驗室的同學帶人開門尋查他

下落時，他被發現俯臥在地上，額頭有跌倒撞傷

的裂孔，又因為時值溽暑，破門時，房內地板早

已遍是血水。

表姊在她先生來不及親自參加、由他兒子代

父上台接受撥穗的畢業典禮會後，表情冷靜但語

重心長地對我說：「我們的阿嬤以前常講：『不

要愛你的配偶，感情普普通通、不怎麼愛是最好

的，這樣就算他死掉，也不會太捨不得。』」我的

外婆再嫁過，而她和第一任丈夫感情非常好，兩

人相敬如賓也很合拍，但在 1944 年的時候得瘧疾

死了，顯然是因為太平洋戰爭，人力及醫療資源

都被輸往戰場，台灣在那之前二十年好不容易建

立起的防疫線崩潰，霍亂、瘧疾和赤痢等早在台

灣銷聲匿跡的瘟疫又大幅流行起來，外婆的前夫

就是死在這波疫亂中，真是典型的歷史悲劇，而

且是教科書沒提到的那種，彷彿給命運和大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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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坑了一樣，連一點尊嚴跟精神價值都沒留下。

※

爺爺的喪事風風火火進行之時，我告了幾天假

暫回台中，因為適逢得回學校上大一中文的日子，

那天還請了作家來賓為學生演講，說什麼都不能請

假。然而，自接到爺爺的喪訊開始，我整個人的狀

態其實就開始變得有點奇怪，一時之間難以名狀，

但變得容易發呆或是過度亢奮，EQ 上的螺絲好像

鬆鬆的，而背後隨時帶著隱隱的黑霧。

當天，下了客運上了公車，突然肚子嚴重絞

痛，我想用最快速度去熟識的附近咖啡店上廁所，

但長得像牛的司機，看起來一臉午後倦怠 — 又或

是早已職業倦怠 — 總之一臉被摩洛哥的太陽曬昏

的表情，開車開得漫不經心，開關門的速度總是很

快，彷彿巴不得零時差地按開門鈕兩次，「啪」、

「啪」兩聲就過站，繼續往前反芻掉他眼前半消化

草團般的熾熱中港柏油大路。

因為被人擋住，我花了好些時間才撥開人群，

擠到門前，但眼前那扇膠邊摺疊鋼門已經又「啪」

地一聲關起來；那聲「啪」在我耳中充滿了落井下

石的嘲諷感。

這一秒開始，我覺得全世界都在離棄、搖撼與

打擊我。

我向著車廂前段，用我已是吃奶但其實在引

擎與人聲雜沓中根本像是鯨魚屁混在海洋裡般的聲

音尖叫快停車，旁邊也至少有三個人往前接力大喊

「有人要下車」，已經把公車開出站的司機才終於如

夢初醒，說：「啊⋯⋯那妳下一站再下好了。」旁

邊有個女孩用很同情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到了下一站，鋼門甫打開時，我便走到出入

口，用盡我的臂力、腰力和所有身體能掌握的離

心力原理，用拳頭側邊瘋狂猛揍車門玻璃，發出

一連串「砰」、「砰」、「砰」聲響 — 旁邊的人有什

麼表情我根本沒看到，也不想管，然後夾著直腸

和屁股，下車，狂奔離去。

※

自爺爺離世後，我覺得我的精神像破個大洞，

表姊夫也緊接著過去之後，我就覺得自己這個人完

全空掉了。

其實，我有和表姊夫一家，以及另一位和我

們同家族的親戚參加表姊夫的畢業典禮；除了我

們，一些與他同實驗室的學長學弟們也來了，此

外，就沒有其他人。在表姊夫畢典前夕，親戚發

臉書訊息問我：「要不要一起來？」我馬上回傳：

「一定。」在那個當下，因為時機太不恰當，我沒

讓任何母家親人曉得的是：表姊從出生開始便和

母親感情親暱，母親信任她還遠勝自己的子女，

但，可能基於某些隱晦的心理陰影，內心不平

衡，所以見不得他人太順遂快樂吧，她總是無事

生非，在母親面前挑撥她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並

且時常上網搜尋、打探我與哥嫂家的隱私，再向

母親打小報告，或是鼓勵母親加強對我的監管、

暗示她我出不了書，或是明明自己的丈夫在工作

之餘，也慢慢試圖走向學術之路，卻告訴母親

「即使當上教授也沒什麼，沒人選課就會被學校開

除」，因此一定要阻止我走同樣的路子，必須讓我

快點離開學院出去工作等等，我已經忍表姊快六

年了，在這意外發生前不久，才終於決定「就算

翻臉也無所謂」地把她臉書封鎖加刪除。

問題是誰知道今天會發生這種事啊。

但表姊是表姊，姊夫是姊夫，我確實對前者

很不滿但後者並不，我認為那是獨立個體之間不同

的關係，況且事大莫過生死，這也是對生命本身的

尊重與禮節，所以我去了，送他最後一程。不過，

我想我確實太天真。大約一到兩個月後，表姊終於

發現一直都看不到我的動態，就向母親告狀；母親

私底下偷偷對他人說：「明明就討厭她，還偷偷封

鎖她了，那去參加人家先生的畢業典禮幹什麼？就

知道這孩子沒那麼善良好心。真是虛偽。」其他母

家親戚也對我的作法表示不解，沒有人站在我這一

邊，因為覺得我「在這種非常時期還刺激她的精

神，很不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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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意識到一種東西的實存：倫理，及其帶

來的「限定」與「資格」之網。在這張網子以外的

人，是沒有立足之地且喑啞的。

此時此刻，我生出了這輩子都未曾有過的強烈

欲望：我要結婚。

※

B 送我的新娘捧花，因為天氣太熱的關係，在

婚禮當天稍晚，其實就有點焦黃了；提回家放了幾

天，就裝在一個白色袋子裡頭，始終不曉得應該怎

麼處理這束如被火焚般，急速落屑、蜷黑的冰淇淋

狀繡球圓束花。

丟？還是不丟？做成乾燥花如何？

一定神，我卻看見袋底似乎有細如牙籤頭的青

綠色蠕蟲，正彷彿自顧自沉思、散步般緩慢地移動

著，此刻就別無選擇了，只能忍住背後密密麻麻的

不悅感，把整個袋子提去戶外垃圾場扔掉。

※

那張「倫理之網」，在我眼前一日一日地漸漸

具象起來：世上所有人，都是被網子綑綁住的，懸

空於無底峽谷之上，成為空中一個一個的節點，

雖然動彈不得，但只要你附近有任何一人從網中落

下，墜進你看不見的黑暗之中，繫在你身上的無數

繩子也就「啪啪啪」地脫斷、彈飛好一部分，而你

在網子上的具體位置便下沉一些，而且隨著年月流

逝，迸裂的繩子必然有增無減，如果不積極增加繞

身的繩子數量，那等到有限的繩索全耗盡了，你也

就在某一日瞬間鬆脫出網外，掉進腳下的無底深淵

裡，張開嘴巴、使盡全力吶喊也不會有人聽見，因

為再也無人與你真正有關。

我想製造家人。

我的倫理焦慮被爺爺的死真正觸發，而之前已

有隱隱的病灶。自成為博士生兼講師開始，我被多

要求了許多未曾想過的技能，譬如說，「妳要自覺

地像個老師，很多事情與言行以後不能做」、「妳要

學某某老師擅於做人和社交，讓學生自己樂意跟隨

妳」、「已經是大學姐了，總該主動栽培學弟妹吧」

（連佛都只渡有緣人啊）、「妳像以前那樣內向和自

顧自地生活，是不能在學院立足的，妳得全都改

掉」、「快點成為後輩的模範」。我試著丟掉自己並

照做，因為我也想知道怎樣才是對的？怎樣做會比

較好生存？但完全不合本性，結果就是把自己送進

了諮商室。

後來，我在陳夏民的演講裡聽到他說，其實最

近兩年來，他過得很不好，而自己經營出版社，同

時也是個編輯，所以許多人都會問他：「文學與出

版界怎麼了？」但他內心真正的回答是：「我怎麼

會知道！我連我自己怎麼了都不知道！」也許有人

會存疑：只不過是個工作，有這麼嚴重嗎？但就是

有。他已經快要不曉得脫掉「出版人陳夏民」、「寫

作者陳夏民」等身分之後，還有幾個人可以真正看

見、在乎他身為一個血肉之軀的喜怒哀樂、有限、

疑問與困境。

有個講話非常直的學妹對我說過：有一次，我

剛下課時和她湊巧遇見，對她擠出笑容打了招呼，

但那笑不如哭，非常難看，簡直像是用石膏打成的

「好老師」面具，在上完兩堂課以後就龜裂破損了，

其中一半還掛在臉上，而另一半就在她面前掉下

來，露出內部的真面孔，而裡頭都是血。那時，我

的感情世界正出問題，而且打了一場國中生般、不

堪的，且回想起來覺得真是自辱的泥巴仗，並在那

之後與相關人際圈全部斷絕，換句話說，我社交圈

的半壁江山全垮，一時間連可以說話的人都幾乎找

不到 — 單身的老朋友都在外縣市，剩下的不是有家

庭就是要加班；年紀差距太大的，許多事情都還聽

不懂；奇怪的是，自我身分轉變起，在待了快半輩

子的系所內，竟然一時之間只剩同事，而朋友全無。

大家都說過「既然是成年人，有事就要自己消

化，別人沒有義務聽這些，心裡真的有苦就回家對

媽媽哭好了」這樣的話。回老家向母親抱怨這些，

她只是背向我：「妳當講師，還出了書，多少人想

要妳這些都還得不到，妳不要得了便宜還賣乖。」

連看也沒看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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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孤單到快要瘋掉，不知道為什麼好不容易

幾乎得到想要的一切，卻走到這一步去。那時候幾

乎天天在街上徘徊，有時看見夜裡的十字路口，就

想停下來哭歧路難，隨便第一個開口慰問的我的人

想帶我去哪裡就去哪裡。在朝馬轉運站前的十字路

口，我打手機給這輩子認識最久的老友，對她說：

我和 B 見面吃飯以後，驚覺研究所畢業之前認識

的老朋友們有多重要 — 那時我簡而言之，就是

貧、病、倒楣同時纏身，導致整個人有些醜惡，且

一無所有 — 當時，他們誠心接受了我，而即使逾

年未見，我都還是非常確切地感覺到，他們都記得

我從前的臉孔。

還有人記得我以前長什麼樣子，對現在的我而

言，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

※

蜜月過完沒多久，B 因紅斑性狼瘡引起肺炎住

院 — 這對她而言已經是例行公事了，所以包括她

在內，誰也沒放在心上。這次，卻在出院前突然併

發敗血症，短短一天之內就撒手人寰。

B 的新婚丈夫傳訊息告知我這件事時，我一

個人坐在漆黑的房間裡，與其說是哭，還不如說

是慘叫。

※

在想要人陪的、很長的時間裡，我都泡在酒

精之中，直到有個學弟 I 把我從酒裡拖出來，改

泡茶和學沖咖啡，從磨豆開始做起；起初非常不

耐煩，要讓狂躁的人靜下來畢竟困難，在他彈整

夜唱曲、彈三弦時更是格外想揍他，後來，竟也

就習慣，並漸漸轉向那方面的嗜好了，此後改泡

咖啡因。

某日，他對我講解了一個縮寫句：YOLO。

※

I 堅持如果要介紹他這個人的話，一定要講：

「說話像布道，上床像布施」。他感情像磨不成鵝卵

的原石，從上游滾到下游還是稜稜角角，總也附和

不上同志圈男性對戀愛與關係的需要，但其實只是

家族與父母都不和，有家庭創傷，加上本性太過浪

漫又改不掉，乾脆放下屠刀，立地成肉身菩薩。

YOLO 就是「you only live once」的縮寫，一

開始在西方是個還挺苦中作樂、帶有勸勉意味的流

行語，與「c'est la vie」的語境差不多，但被一些

行事不計後果，又愛為自己找理由開脫的青少年拿

來自我標榜，從此就變成一句很惹人嫌的標語。I

說，包括他在內，很多人在同志交友軟體上，都會

刻意避開自我介紹欄位裡註明 YOLO 的對象，因

為他們很可能是「用藥者」，這時候的 YOLO，和

「High」、「Fun」就是同一個意思。

不過，I 在某次返鄉約砲時，不巧就約到一個

這樣的人：對方用 Line 傳飯店房號給他，在踏進

房間的瞬間，I 就看見對方正拿著瓶身上好像寫了

什麼「摩洛哥玫瑰精油寶石液」字樣的瓶裝物件狂

吸，表情迷離而魂飛九天。一問之下，他在用的

是「RUSH」，近來流行的迷幻藥，問 I 要不要來一

點，I 努力掩飾但內心害怕地拒絕了，對方也沒有

想積極推薦、分享的意思，他樂得自己享受。

真到搞起來的時候，對方一柱擎天，而 I 一看

就知道他在藥 High 了。有個電腦術語叫「超頻」，

意思是某些電腦玩家會把零件的時脈速度提升到

高於出廠時所設定的速度，進而提升性能，不過很

可能縮減電子元件的壽命，更有一定的機率使硬體

溫度過高，進而毀損。藥 High 其實就是超頻。平

常時候，身心感官再怎麼刺激，到了一個上限，也

就頂到天花板了，之後再怎麼刺激亦只剩麻木，然

而透過使用藥物，感官機能的天花板就會被掀掉，

彷彿機械拉掉安全閥，以全速、過熱、隨時要冒出

火花地那樣運轉；此時此刻，人的性慾將被強烈抬

升，如同完美的跳水與溺水，如果可以的話甚至願

意用肉體開花。

雖說拈花微笑才是菩薩的證道之路，況且大丈

夫能屈能伸，但 I 的男性自尊跟剎那間萎縮成小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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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膽子，各自吊掛在天秤的兩頭，拉著他起起落落 

─「這個狀況，明明就很可怕啊，我好想逃走」的

念頭一浮出，他就漸漸疲軟垂落 ─「不行，身為

男人的自尊不能被抹滅，而且跟人出來約還陽痿，

太丟臉了」的意志一昂揚，他又憑著堅毅與想像

力，抬頭挺胸了回來。

最後，I 還是逃出了飯店，每經過一個轉角、

藏過一只大花瓶的背面，就探頭探腦看一次對方有

沒有像瘋子或喪屍一樣跑出來追他，並掏出手機封

鎖一種與對方的聯絡管道（但其實對方當時的腦子

大概早已像灘泥一樣了，根本也懶得來追吧），不

過即使他從各方面來說，都被嚇得快魂飛魄散，但

之後還是繼續邀約陌生人，戒不掉。說穿了，一時

的愛、可能的迷濛與溫暖，就是他的 RUSH。

像他那樣地為著寂寞而消費、獻上自己的肉

體，何嘗不是一種善哉。

※

「姊夫的事對妳衝擊為什麼會這麼大，我覺

得，跟姊夫的死法有關。想想，他們夫妻可以走到

現在也很不簡單，這事實無論認不認同他們都不能

否認，實際上也很值得被祝福；說起來，表姊也是

個情路多舛的苦命人，現在總算得到幸福了，但沒

想到竟然是這種結局，而且還死得這麼慘。如果姊

夫當初一倒下就被發現了，沒有之後那些屍水四溢

的情節，也許任誰都會好過一點。」大嫂在我去她

家作客時，避開包括母親在內的一干親戚，終於跟

我談了這件事情。

表姊比表姊夫大了超過十歲，但最初是婚外戀

的關係，她那時的丈夫，是位離過婚的日本人，而

此時的表姊夫是個前途茫茫的社會新鮮人，因為表

姊鼓勵的關係而去讀研究所、改變穿著談吐好「像

個男人」等等；這樣的「穩定」關係維持了幾年，

直到表姊懷孕。她那時已有相當年紀，也期待生一

個孩子，再推算一下時間，確定這孩子是日本人的

無誤，便歡歡喜喜地向先生報喜。

「親愛的，我懷孕了。」當時對方正坐在沙發

上讀報，猛抬頭，一臉錯愕：「我已經結紮了。」

結果誰也不欠誰，和平離婚。

但孩子是誰的，這下可真不知道了。表姊本想

打掉胎兒，表姊夫便立刻買車票南下跑到她面前，

對她說：「妳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生物學上是

誰的我不管，我也不要驗 DNA，總之，我們結婚

吧！」孩子出生以後，為了怕表姊多心，他也去結

了紮，表明這輩子就只有這個孩子，只愛惜、全力

養育這個孩子。

就這樣，即使她的不安全感令她像把霰彈槍一

樣，吵起架來嘴巴總是利得像把刀，彷彿本來就預

料到孤獨宿命似的一心要把人往外推，也見不得有

人活得比她快樂自在，但她還是持續被接住、包容

了；就這樣，他們一路走過二十年。

問題是誰知道今天會發生這種事啊。

然而，大嫂又略為激動地開口了：「我不認同

媽媽、表姊和外婆說的什麼『不要愛你的配偶就不

會傷心』那一套，剛好相反，正因為愛無常，連恨

也無常 ─ 因為愛恨是一體的 ─ 所以今天我跟妳哥

開心在一起，也絕不是因為還沒想到生死別離那一

塊去，但我不會因為明天可能就要死了或分開，便

放棄趁今天去愛一個人。」

※

B 的丈夫也會同意這一切吧，我想。

就在 I 又跑去追尋新戀愛而暫時消失的那一

陣子，B 的丈夫與我們這些老同學一起聚餐，生

活一樣充實而努力，忙著健身、工作與交朋友，

且一點都不避諱談她，以及他們之間各種好笑快

樂的事；他從背包裡掏出她笑靨如花的相片，

說：「我現在常常出去玩，都會帶著她的相片一

起⋯⋯但是她很過分喔，上個禮拜下雨，我去看

她，但覺得好像不太對，感覺不到她在，我就擲

筊問：『今天妳在家嗎？』沒筊，就再問：『是出

去玩了嗎？』聖筊。我下雨都沒得出去玩！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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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啊！」說著，我們都笑了。

還記得可能是爺爺葬禮的最後一個白天，我在

空檔時間休息放風時，發現布棚上牢牢趴抓著一隻

體型中等、翠綠燦亮的金龜子，急忙呼叫四周親人

來看：「欸欸，這會不會是阿公啊？」

父親從背後走來：「不要亂講話。」

大家都轉過頭去看他。「阿閔尚細漢的兒子有

說了，阿公在我們唸經時，攏在供桌前面吃蘋果

啦！伊攏底咱後面啦！」

眼前僅存的這一切，只比荒原還要茂盛那麼

一些些，但夏風拂過，依然會膩微地、柔軟可愛

地顫動；然後，或許有新的情感與牽絆要如野火

生發出來，或許仍舊朝華晚敷，或許，還有更大

的災禍要來。

來日有大難。

誰知道今天還會發生什麼事啊。

但即便如此，即使開到荼蘼，又何嘗不是一種

善哉。

莫澄創作教室

曾經看過一篇訪問某散文家的訪談稿，記者坐下來採訪的開口第一句話是：「散文是藝術技巧

最低的一種文類。」不過受訪者很有風度，有好好解釋「散文雖易入門，但其實最難寫」，而且也

彬彬有禮地讓對方採訪完。

寫作文和寫散文的不同，是前者專為某個目的而寫，譬如聯考或專題徵文，而後者是為自己而

寫，需要的寫作技巧與美學質素都是要求甚高的，既可以從電影中汲取轉場和視覺效果的運用，由

詩歌裡攝入文字的節奏感及意象、符號的使用技巧，也可藉小說式剪裁促進敘事流暢⋯⋯但寫散文

最需要的，是誠實：對曾經發生的事實解讀誠實、不自欺，也拒絕過度的自戀或自貶，進而在此基

礎上，對自己誠實。

不是每個人都有膽量直面自己內在的真相，更少的人願意把它講成實話，而大多數的人一輩

子都言不及義，或者言不由衷。小說家兼文學教授黃錦樹便曾說：「散文和小說原就充斥著隱私 — 

傷痛、傷害、不堪的欲望、幻想。」

然而，張愛玲也這樣形容過某種只盯著自己私事瞧的文章叫「肚臍眼文學」，那麼，要怎樣才

能寫盡心底話，又不至流於此境？這除了關乎技術上的磨練外，其實便是：打開心門，領著他人走

入你內心的城市，穿越並理解城市裡的迷宮，看見本只有你才看得見的夕陽與星辰、幽微與壯麗。

形上與形下的經驗累積沙聚，堆疊成就我們的生命，而散文的質素包含了哲思與詩性，對映著

自身的生命，組成一座純粹的、你用盡一生感動和思索打造出的城市，名字就叫「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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