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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起去》 花邊柳絮
時代背景

《還起去》是我新近完成的長篇小說， 即將
在美國南方出版社出版。因為政治敏感，國內出
版社暫且不發。
有一天，我們開車去碎心湖走路觀景，我隨
口說了一句，我的小說寫完了，名字叫《還起去
》，沒想到看似心不在焉的老公說了一句： 「嗯
，這個名字很好聽！」 就這樣我確定了小說的名
字。原來一直在猶豫，是用‘穿花貼水’ 呢？抑
或是用‘還起去’。其實，二者都是形容燕子飛
去的美姿，只是後者有點失落，且更加空靈和含
蓄。二者和我的前一部小說書名《何異飄飄》一
樣，都是取自杜甫的《燕子來舟中作》。這部書
分八章，每章標題同是取自杜甫這首詩，分別為
：益沾巾、穿花貼水、為客經春、暫語船檣、燕
子銜泥、舊入故園、遠看社日、還起去。其中每
一章的名字都可以用來做書名，只是《還起去》
最貼切，最能表達書的內容。

小說講的是一群留學生的故事，一個特殊的
知識分子小群體，一代曾經十分堅韌勤奮，現在
已經或者即將隱退的中國留美學生的故事。是男
女主角搜尋靈魂，對自己的選擇和奮鬥的回憶反
思。這代人在他們留學僑居時，經歷三個巨大的
政治浪潮。第一，1989 年震驚中外的學生運動，
這對那一代留學生的事業和生活影響最大，幾乎
可以說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因為六四，美國改變
了對華留學生的政策， 也改變了美國普通老百姓
對當代中國留學生的認知和態度。第二，美國的
911 事件，改變了美國普通老百姓（包括留學生和
移民）原本安逸和平的生活次序。第三，2016 年
的選舉再一次震蕩了美國大熔爐。
政治事件不可能不影響民生，沒有影響，就
不是大政治。中國慘烈的文革開始時，我還很小
，被嚇壞了，一輩子對政治驚悸有餘。我不是寫
政治小說的人，也不想寫直接議論政治的書文。
但是我深深的體會到政治運動和戰爭動亂對生命
及人性的影響。我把三個大事件作為樞紐鑲嵌在
小說中。 比如，所有的追尋探索源於白冰雪在
911 的失蹤，尋覓象徵著探索。小說中轉點-白冰
雪和大衛的重逢發生在 1989 年六四後不久，留美
學生們在細小的生活中作出了人生的大選擇，政
治大事件改變了社會大環境，個人生命的選擇可
能性就不一樣。小說的開頭大衛寄出了 2016 年的
選票，小說結尾，大衛落崖還起去，大選落幕。
這個充滿戲劇性爆炸性的大選，對生活在其中像
白冰雪這樣的留美學生、或移民華僑，像小冰、
小粒粒和小謐謐這樣混合血統、被領養、以及在
混合文化背景成長的下一代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 就像石黑一雄說的，世界將會有更多這樣的混
合人。混合人也包括了克隆人和機器人。美國這
個白人統治的大熔爐國家何去何從？小黑冰和人
類拭目以待！
這些是小說的形式，但也是小說的內容。形
式既是內容本身。這種結構上的象徵寓意性是小
說的靈魂。它不是一部過目流水的輕娛樂故事小
說，就好像很多印象派、立體派、抽象派、象徵
派的畫，必須眯起眼睛或者用頭腦看畫，不是一
眼掃過，說聲像不像就完了。《還起去》祈求與
讀者共同思考，共同再創。

主題立意
小說完成以後，先給幾位知己朋友和專家看
了。朋友熱情地想推薦給中國的出版社，要求寫
小說簡介概要。主題立意是給出版社的必要成份
，或者像我這樣明白直說，或者包含在概要裡。
於是就有了如下文字：
人生飄泊，有點淒清，但人性還是有真善美
的。
如果說我的前一部小說《何異飄飄 》講的是
上個世紀初，老一輩華僑在戰爭和動亂中身不由
己的飄泊，那麼《還起去》講的是中國新一代留
美學生自己選擇的飄泊。《還起去》通過計算機
科學家、業餘攀岩高手大衛爬山落崖彌留間的意
識回流，以及大衛自己創研的智慧文學家小黑冰
的智慧作品，追憶了大衛尋覓失蹤的妻子白冰雪
的歷程。從 911 現場的煙火廢墟，找到映虛池歸零
墓園的地獄隧道；從物華天寶的東岸都市學府，
找到壯麗淒美的大西南荒漠；在尋覓中回憶了一
生。最後一次，大衛失足落崖，還沒等到搜山救
他的人來，就飛天起去了， 留下了一個能寫他們
故事的智能文學家小黑冰。時間跨越三十載。
沒有戰爭年代的血肉相搏， 但情感和生命的
心魂相撕是一樣的慘烈。選擇、飄泊、獨立、自
由、希望、責任，記憶、時間流逝、文化差異、
生與死、愛與性…等等，都融匯在具體現實的生
活細節，以及時時刻刻的真實感觸中。這些留美
學生的生命何異飄飄？她們穿花貼水，為客經春
，漂泊尋覓，有多少淚溢沾巾？她們聚社日、懷
故園，即便都是暫語船檣，最後還是要飛起離去
。這個生命過程美輪美奐，魅力無窮；而和平時
代科技智慧的發展，又讓生命過程增添了幾許奇
幻與神秘。
人生，很多時候要忘卻，要放下很多，但最
不能放下的是愛，希望和責任。

藝術形式
長篇小說這種藝術形式，雖然在人類文明進
化史上，算比較年輕的， 但卻是千姿百態。同一
個故事可以有不同的說法。我深信不同的形式和
文字語氣可以讓同一個故事有不同的涵義。更重
要的是寫作人的體驗完全不同，對生活的再現也
不一樣。
《還起去》小說的非單一主題是由多視覺角
度來表現的。主要線索是白冰雪和大衛的內心衝
突、感情離合。 主要的側線索是，計算機科學家
和他創造的智能文學家 ‘小黑冰’的關係變化，
用這條線索讓智能飛塵鑽進人的內心深處和意識
流程，從不同的視覺角度，展示不可能有第二者
知道的即景聯想和回憶、連鎖回憶、回憶中的回
憶等。 故事情節用一句話概括：大衛和冰雪創造
機器人文學家，機器人文學家寫了他們的愛情和
生活故事。
我認為寫留學生知識分子， 只寫生活細節未
免流於膚淺。在內心和自己較勁是知識分子的特
徵， 也是本書的主要衝突。含蓄、細膩、情感豐
富也是知識分子的重要特徵。所以小說除了意識
流，還採用一些象徵比擬、抒情文字、工筆寫景
。比如，尋覓摯愛象徵著追尋人生真諦，冰雪的
前男友和現男友象徵著過去和現實、故國和居住
國， 翹翹的小紅櫻桃紅唇象徵著慾望，乳房象徵
著母愛，美國的大熔爐、中國的八寶粥、千年黑
蛋象徵著主人翁的文化和生活環境…等等。 在敘
事時間上，小說遵循人物的內心意識流的順序，
倒敘跳敘，循環流動，讓結構和文字也成了內容
和人物特徵本身。
從結構上看，第一章， 基本是用閃念和鋪敘
的手法，簡要介紹主要人物的經歷和智慧文學家
小黑冰，營造定格整部小說的文字氛圍。第二章
， 是真人大衛的回憶和智能小說的交接點，是人
的記憶變成智慧文學作品的轉折過度的章節。第
三章之後，都是智慧故事為主，從不同的視角交
叉寫大衛和冰雪的生活情感， 每一章都穿插真人
原型大衛對小黑冰智慧作品的反應。

後院

餘生

從一個華人屋主手中新買的一幢老屋，是我們來
美國後所擁有的第一個家。
老屋的屋後有一個不大的院子。這院子由兩半組
成，右邊是一片草地，草地上一前一後長著兩株不
知其名的大樹；左邊是幾畦菜地和一個漆成白色的
小小雜物儲藏室。後院的周邊設鐵絲網和木柵欄與
鄰居相隔。
我家的後院，是小動物的伊甸園。一年四季，
鳥雀和松鼠幾乎天天到菜園裡草地上來覓食，吃飽
了就在樹枝上追逐戲鬧，尋歡作樂。有時小灰兔也
出現在院子裡，見到人來了，也不甚害怕，至多蹦
跳著跑開幾步，然後停下來，轉動一對長耳朵回頭
靜靜地瞧你一會兒，又俯首在青草中菜地裡咀嚼它
的美食。夏夜，螢火蟲在夜空中時明時滅，樹上的
知了叫了一整天，到晚上全休眠消聲了，但一些小
蟲卻“唧唧”“㘗㘗”此起彼伏地徹夜吟唱，仿佛
在開一場無休止符的音樂盛會。在後院，我還逮到
過一隻烏龜，足有中碗口大。我真不知道它是後院
的居民呢，還是外來的過客？烏龜對我們侵犯它的
自由作了絕食數天的抗議，在我的提議下，孩子們
把它重又放歸後院，任它隨意自在地慢慢爬去。
後院，於我和家人也是個難得的樂團。一天一
周的勞作之餘，坐在後院涼棚下的舊沙發上，面對
後院，欣賞四季輪轉的景色變換，憩息一會，對疲
憊的身心是一種良好的調劑放鬆。春天來臨，殘雪
消融，萬物復甦。草地漸綠，黃色、白色、紫色的
野花星星點點鑲綴其中。樹枝上的葉芽也一日大如
一日，很快展開成了遮蔭的綠葉。夏日，驕陽似火

主要人物
大衛
我在寫大衛的時候，腦子裡總有一種失落和
迷幻，這個人物是現實生活中好多人捏成的。我
認識很多大學教授，其中有幾位特別感動我。我
這裡要提到一位是數學教授，他娶了一位聰明獨
立，勇於冒險，喜歡跳傘的中國女人。這位教授
特別寵愛他的妻子，也喜歡獨自徒步旅行，因為
女兒骨癌去世，更經常到大自然中去嗑問，最後
跌死在美國西南的峽穀大地印第安人保護區裡。
另一位是瘦瘦高高的計算機教授，卻整天在東亞
圖書館裡讀中國線裝古書，研究紅樓夢。他有東
方人血統，與美國妻子分居兩地，卻愛上計算機
系裡一位很優秀的中國女留學生，她從台灣來，
最後又黯然神傷地回台灣去了。生活中的他們都
很善良聰明，但也很失落，承載著許多遺憾。還
有就是 911 那天，我在公司開會，突然一切都停下
了，大家跑到走道大廳裡，看電視，那時正實播
雙子塔倒塌的情景。空中有人墜落，地上有人滿
身白粉洋灰地逃命，到處烈火沖天…我的一位同
事說，她的表妹那天在 Wild Blue 餐廳等女友…
在書中，大衛很高，但長相普通，癡情樂觀
，聰明執著，很有語言天才，喜歡攀岩徒步。 有
的朋友說，大衛對冰雪的愛那麼完美，卻又發生
如此嚴重的愛情事故。我覺得也是，大衛對冰雪
的愛太完美了，現實中有，但是很少，或許更複
雜一點。但是如果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對愛情不
要那麼苛刻，不要求完美，那麼這樣的愛情在千
家萬戶裡。人之所以能活那麼長，不是因為能承
受一生中無數的錯誤，而是暫時忘卻和原諒（上
天的原諒，對自己和他人的原諒）。
冰雪
寫冰雪的時候，感覺很奇特，總有一種琢磨
不透，飄忽不定的情愫在支使我落在鍵盤上的手
指，有時眼前飄過雪花，有時飄過紅落葉，有時
滾出一粒小水晶球。而我在水晶球裡看到那個愛
跳傘的，聰明且有點任性的中國女人；還有那個
外表白皙纖細，內心豐富，聰明過人的中國台灣
女留學生；還有我周圍的許多睿智聰明，而又勤
奮堅韌中國女留學生朋友。她們的歌也是我的歌
，她們的痛也是我的痛，但是我不要呻吟，我寧
可低聲讀詩哼歌，呢喃她們的愛和善良。當然她
們的善良帶著鋒芒。這就是白冰雪 。想到她，我
的眼裡老是不停的出現淒美壯麗，讓人迷失心痛
，又永遠看不夠的美國大峽穀國家公園，飄雪的
紅崖綠河。我也彷彿能聽到莊子吟詠著逍遙游的
姑射歌。
有朋友問我，冰雪真的愛大衛嗎？是救贖還

是犧牲奉獻？我回答，白冰
雪的求贖帶著自我犧牲的味
道。露露說過，冰雪的個性
富於犧牲。這在《何異飄飄
》中表現的比較濃，她和大
衛結婚有自我犧牲的成分，更多的是對一個不公
正的制度和社會意識的反叛。到了《還起去》選
擇潔身自好，拼命讀書，爭取獨立自由，又有點
自我中心地變態追求極致完美。這是冰雪剛到美
國時候的奮鬥和自救方式。《還起去》後半部寫
她對大衛感情轉變也不是求贖，而是表現她本身
善良大愛，而且她的愛和善良仍舊有鋒芒。她在
大自然中蕩滌靈魂，頓悟昇華。我花很多功夫在
第四章以後用點點滴滴的鋪墊 setting 來完成冰雪
對大衛的感情的發展。1 冰雪和小思嘉有緣份，小
女娃勾起冰雪本能地母愛，2 小粒粒需要幫助，
小粒粒是中國孤兒，冰雪本能的憐愛她。3 小菲意
外死亡，托孤小謐謐給冰雪和大衛。 4 冰雪也確
定自己被大衛吸引，就像在金星島一樣。在這種
情況下，白冰雪的個性決定了她的選擇，不像前
半部年輕時那樣任性直接，而是成熟理智的。意
在歌頌瑣碎平凡的，拖兒帶女的，看起來並不浪
漫，但是卻大愛汩汩的日常男女生活。六四動亂
的發生，讓她堅定地選擇留在美國，並決心要把
媽媽接來。我想說，其實冰雪對大衛和郝江河兩
個人都可以愛，但是命運機緣，讓她和大衛在一
起了。那就好好的過日子吧，這是冰雪的個性使
然，她什麼都要盡力做好，學習要全心拼命，日
子也要過好，愛孩子，愛老公，愛這個家，這是
她最可愛的。冰雪青梅竹馬的男友郝江河象徵了
她的過去和故國，大衛代表了她的現在和居住國
。
金英子
寫金英子的時候，是我比較享受的，我很喜
歡她。我彷彿看到了我在馬裡蘭大學讀書時的一
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女友，她是個精緻的韓國華僑
，她喜歡中國文化，老說她前身是中國的妃子。
畢業後她隨先生去了拉斯維加斯附近的一所大學
教書。想到她，我的感覺很淒美真誠，眼裡老是
晃著美國西南荒蕪上看到的金色的小花海。還有
一次旅遊時，我們碰到的一對夫妻。四十左右健
康體面的男人，有一天清晨竟好像認識我們似的
，和我們一起跑步聊天。後來他的妻子遠遠地喊
了他一聲，他立刻就回去和她一起跑步。妻子後
來說他已經開始早期失憶，但對她的聲音辨認之
靈敏，令人難於置信。妻子總是守護他身旁，帶
著他到這到那的，滿滿的都是愛。她的樣子怎麼
地就讓我想到我的韓國閨蜜，其實毫無關聯，一
個是金髮的，一個是黑髮的，大概是神似吧，都
是善良的女人嘛。
小菲和露露
寫小菲的時候， 我感覺很悲情，這是一個說
話理性，用情很深的聰明女孩。寫她的時候我最
常想起我再馬裡蘭大學時的女友。這個女孩非常
的聰明，考試分數經常是班上最高，她畢業的時
候拿的是計算機，心理學和護理學三個學位。讀
書期間，我們一起做功課，白天除了，我去打工
，她去不是電腦的課外，我們幾乎形影不離。她
自己住在一位馬裡蘭大學教授的遺孀家裡。小說
中愛琳娜家的故事離現實只有一步之遙。她是香
港富商的女兒，家裡給她錢都不要，追隨在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讀書的男友到美國獨立奮鬥。她的
男朋友是幾次美國東部六四遊行的聯絡員之一。
當然小菲和羅恩並不是他們。還有我小學的時候
還有一位好朋友，她長得很秀氣，經常穿外來的
洋衣裙，漂亮極了，卻活躍在田徑場上，曾或市
裡小學生跳高冠軍。她和奶奶住在廈門，媽媽卻
住在香港。爸爸媽媽並沒有離婚，後來她到香港
讀書了…
寫露露的時候，我感覺豪邁氣爽，美感滿滿
的。她的個性仍然是我的香港閨蜜的另一面。她
其實很有故事，我有打算專門寫一本關於她的書
。小說就是小說，文學再創是必須的元素。
小黑冰
小黑冰， 小藍雪和小露珠是大衛團隊創造的
機器人，但是小露珠形體上像人，小黑冰和小藍
雪一個長得像小地球，一個長得像小月亮，可以
被捏在手心。她們是女性文學家，寫作口氣像女
主人翁白冰雪。小藍雪和冰雪一起失蹤了，所以
故事都是由小黑冰來講。小黑冰創作智能文學的
真人原型是大衛。講的故事是大衛的靈魂搜索，
是大衛和冰雪的愛情故事，是這部小說裡的大頭
故事，是故事裡故事。如何創研小黑冰是故事的
框子。很多科幻小說重在科普，這部小說雖有一
點科普，但重在小黑冰所寫的故事。用結果產品
來證明智能文學的可能性。開始的時候，介紹了
智能技術，小黑冰是大衛回憶的對象，被敘述者
。漸漸的讓小黑冰的華麗轉身，敘述者，講大衛
和冰雪的故事。先引出短篇，逐步引出智慧長篇
。小黑冰後來又想模仿大衛，小黑冰其實很想做
人，因為自己只是一粒圓球，所以特別想要翹翹
的小紅櫻桃唇，這是大衛的慾望，也是小黑冰的
慾望，但是我又不想把整篇故事寫成機器人想當
人的主題，這只是花邊而已。小黑冰或許象徵了
主人翁對美國價值觀中‘科學技術’的追求，大

，後院卻樹葉扶疏，碧草成茵，菜蔬復畦，瓜果滿
棚，自有一番農家樂的情趣。秋風一吹，經霜的紅
葉翩翩飄落，地上的草也日漸枯黃，落葉枯草在寒
露中瑟縮。菜地裡種的蔬果多已收摘，只有耐凍的
蔥蒜依舊碧綠。寒冬臘月，朔風呼嘯，後院顯得有
些蕭索。忽然一夜之間，整個天地白茫茫，後院變
得晶瑩潔白，陽光一照，分外耀眼。白雪不但遮蔽
了荒涼，也帶來了歡樂。這種時候，孩子們最高興
，急急地穿起雪靴，圍好圍巾，戴上線帽，到院子
裡去塑雪人，笑著喊著追逐著互擲雪團，其樂無窮
！而我，有空閒時喜歡在春夏之日獨自面院靜坐。
天朗氣清，惠風徐拂，陽光和煦，滿目皆是盈盈生
機，便忘卻了人世間所有的恩怨榮辱，卸下了人生
的一切重荷，大有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此時，
精神和肉體全都融入這方天地裡了！
後院是個聚寶盆。一年中除了冬季，其餘春、
夏、秋三季幾乎每星期有蔬果可以上桌，蔥、蒜、
韭菜，絲瓜、黃瓜、扁豆、冬瓜、南瓜、苦瓜、秋
葵、西紅柿等等，不斷輪換，這些自種的有機食品
，既節省了菜錢，又吃出健康。有時豐收自食有餘
，還成為饋贈朋友和鄰居的佳品。在地裡收穫農產
品的同時，不論是我們大人還是孩子，都學到了許
多種植和護理農作物的知識，成為農科知識的實驗
園地。
後院還是個鍛鍊身體的好場所。春夏之季，草
長高了，得推割草機去刈割，有時直推得手起水泡
，汗流浹背。那幾畦菜地，春天需翻地播種，夏天
得施肥澆水，拔草除蟲。地裡的絲瓜、扁豆、蕃茄
等長茂了，還得搭棚支架。秋天，落葉遍地，自然
又少不得幾個星期耙葉掃葉的忙碌。------ 在後院的
勞動，既健全了體魄，也凈化了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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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和冰雪的故事則是對美國價值中的‘自由民主
’、‘獨立自強’、‘個人幸福’的追求。所以
小黑冰是這本書僅次於冰雪和大衛的主要人物之
一。
小黑冰更多的功能是代替白冰雪和大衛內心
世界，只有智慧飛塵才能鑽進冰雪心裡，看冰雪
想什麼，特別是冰雪不在了 absent。小黑冰寫大衛
的心態，讓大衛來應證，證明瞭智慧文學家可以
寫出以假亂真的文學作品。我一直在考慮是用前
人已有的方式和口氣寫智慧人呢，還是讓智慧人
更聰明自然？是更突出她們的非人性智能呢？還
是仿人性智能？ 最後，還是決定讓他們的作品本
身去表現她自己超智慧的仿人性。這部小說思緒
萬千，是刻意的。我很希望更多地把作者排除在
外，書中的觀點，不完全代表作者的觀點（雖然
有作者的體驗和認知），這一切是小黑冰幫我完
成的。小黑冰模擬了大衛彌留之際的湧溢的思流
，同時也是一個有選擇失憶症人的思流。正常人
的思流其實都是紛飛的。閉起眼睛細想，我們的
思路那一刻不是很跳躍？完全遵循了外界時間的
順序嗎？當然，作者有責任梳理現實，也有責任
再現真實，真難啊。有朋友說，小黑冰的情節設
計和敘述結構很奇幻，關於 「電子飛塵」的描述
，讀來生動有趣。其實我自己也非常喜歡小黑冰
，要是有這樣一個小黑冰，每天寫好書給我看，
該有多好呀。
寫長篇小說心理過程很複雜。有時候自己很
投入很享受，有時候很卡克，很迷茫。我常常想
起 Willam Zinsser 威廉-津瑟的英文寫作聖經 《寫
作寶典－On Writing Well》其中的一段話 ：
為誰寫作？ 這是個最基本的問題，當然也有
最原則的回答： 為你自己寫作。千萬別幻想有什
麼大眾讀者。大眾讀者從來就不存在 —— 每一個
讀者都是不同的人。也不要去猜想什麼樣的書，
編輯們會喜歡，或者此時人們時髦閱讀些什麼。
編輯和讀者其實並不知自己要什麼，並且他們總
是尋求新式樣，你是追不上的。如果你突然間沈
浸在一段幽默或文字中，讓你自己在寫作過程中
得到享受，那麼把這段文字放進去。 不要擔心讀
者是否讀懂了（不適合的時候還可以拿掉， 但只
有你自己能把它放進去）。你的寫作主要的還是
釋放你自己，如果你自己享受這個寫作過程，那
麼你也會娛樂讀者，那些你值得為他們寫作的讀
者。
我選擇了對我個人來說最自然最自由的表達
方式。 我本身就是大熔爐冶煉出來的產品，我在
中國生長，在美國成熟。思維方式，表達方法，
文字語言都無疑地受到了東西文化的影響，所以
小說中會有多種元素混合也是自然的。長篇小說
肚量大，可以容下人間萬種情懷，也可以容得下
我的迷茫和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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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長篇小說是一個孤獨的創作過程，但初成
後，有好朋友、專家和讀者的指導、回饋和交流
，就變成一個絕對曼妙的工作過程。在此我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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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師長、朋友、讀者和社團。廈門大學 77 級中文
系的葉之樺、陳輝、柴海濤和王永志。馬裡蘭大
學的校友、文學博士和作家張泉。聖路易逍遙游
文化沙龍的劉慧和倪鑣。北美華文作協聖路易分
會現任會長王琪和創會會長李淑蘭。 你們的回饋
讓我受益匪淺，謝謝！！！感謝聖路易時報為
《還起去》連載，讓我得到許多珍貴的回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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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塊」
。當年那
是我們地
方極富盛
名的特產
，十分昂貴。媽媽的慷慨大方，讓我的同學在
40 多年後仍然感念在心。
媽媽除了克苦耐勞外還特別愛乾淨，她每
天ㄧ早起來必先提桶清水，將那磨石子的樓梯
從三樓頂層ㄧ直擦到底樓，ㄧ階階抹得閃亮光
潔。各個房間的垃圾桶她也要天天倒空並清洗
擦乾，我們有時都捨不得隨意丟垃圾，以免弄
髒了這乾乾淨淨的垃圾桶。
媽媽從年輕到老都很愛美，80 多歲時還要
我帶她到診所去割眼袋、雷射去斑。可惜都被
醫生以年齡太大有危險等理由拒絕而失望回家
。每次到醫院看病媽媽都是慎重其事，梳妝打
扮穿上漂亮的衣服鞋襪。有次媽媽告訴醫生說
她從昨天到現在一粒米都沒吃，醫生訝異的問
她是否胃口不好？她說 「我只吃了兩個肉圓、
三個包子以及一大碗麵線，真的一粒米也沒入
口。」媽媽的幽默和純稚逗得醫生們哈哈大笑
！
我們三個女兒遺傳了媽媽細緻的皮膚，含
笑的眼睛以及善良隨和的個性。大姐學習了媽
媽的慷慨仁慈，常常賙濟有需要的人。小妹得
了媽媽的真傳，家中永遠窗明几淨一塵不染。
我則效法媽媽適時讚美鼓舞他人，深記與人為
善、柔能克剛。
我們從母親身上傳承得到的美德，價值勝
過千萬錢財的遺產。因?這種遺產永遠不會花光
，而且還是越用越多，代代相傳。

媽媽的遺產

母親在 99 歲高齡離開人間，她一輩子沒有
上過學校，大字不識一個，從小被送給祖父家
當童養媳，後來 15 歲和父親送作堆。父親早逝
，母親總共守寡 36 年。她經歷顛簸曲折的人生
，卻絲毫沒有改變她純良和善、風趣愛人的本
性。
有回我們三個姐妹返台，圍繞在媽媽膝前
逗她開心。她長時間凝視著我們，發出讚嘆說
： 「我自己長得醜，居然能夠生出妳們三位如
此漂亮的女兒，皮膚白、眼睛大，我真是好命
！」一位近百歲的老人，還不忘正面熱情地肯
定自己徐娘半老的女兒，這真是少見。
有一次她看到我在練習書法，無限羨慕的
望著我的筆墨硯台，微笑的說： 「真好啊！妳
能夠寫字、讀書、看報紙，真是厲害！」霎那
間，我覺得自己真是無比的聰明和幸運！
母親雖然不識字，但是她卻能協助父親經
營全鎮上生意最好的老字號雜貨店。舉凡磅秤
、算帳、找錢、招呼客人、推銷貨品，她都做
得順風順水。而且不論是生張熟李，她都能讓
客人們感到親切滿意。
母親極富愛心，常常要我們拿雞蛋、雜貨
送給窮困的鄰居和遠房親戚。我北上唸大學期
間，她為我準備了好幾床棉被，讓我能夠借給
怕冷的室友。室友們都還記得每到夏天，大家
歸還我的厚棉被，常佔據了我床位的大半面積
。每回我由家中返校，同學們多早已等待著，
準備品嚐媽媽讓我分送大家的名貴 「炭烤五香

吳淑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