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CHANG HWA BANK

第 6 8 卷 　 第 8 期

彰 銀 資 料

108 年度員工攝影
作品比賽入選作品

▲金色秋芒（坪林）

　大同分行—黃承顥

金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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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隧道（阿里山芙谷）

　古亭分行—林政坤

▲花開朝日（石門山）

　北一區營運處—邱炳勳

銀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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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牌獎

▲ 杜鵑花開伴青山（合歡山）

　北一區營運處—陳劍鴻

希望黃金日出（宜蘭外澳）
▲

北一區營運處—巖文金    

▲ 瀑布（三芝）

　北一區營運處—楊呈偉



Staff Communication
August 2019

CHANG HWA BANK               31

員 工 園 地

猶記得去年時序進入炎熱的七月，

指考剛剛結束，放暑假的日子引

來不少遊客往大雪山國家公園避暑。因

為前年豪雨來襲，引發土石流，沖斷部

分路基，公園關閉整修，直到 107年 4
月 27日才重啟開放，所以原本避暑聖
地的鞍馬山莊更是一房難租。為了舊

地重遊，欣賞有山林王者風範的帝雉，

好不容易總算訂到週日晚間住宿，一泊

二食，兩人房要價 3,400元，畢竟是國
家公園，價位還算合理。記得自從訂房

後，卻令人提心吊膽，因為前腳安比颱

風才從北台灣掃過，後腳悟空熱帶低氣

壓即將形成輕颱，沿著東部太平洋海面

北上，即使沒有發佈陸警，也令人擔心

西南氣流的引進，尤其山區天氣最難預

測。　

週日一早整理好背包及攝影器材，

驅車北上 1 號國道，一路天氣晴朗，藍

天白雲，在台中接 4 號國道，到達東

勢果菜市場買了高接梨及紅肉李，直

奔大雪山林場。沿路一眼望去盡是梨

樹果園，樹上掛滿灰色紙袋，裡面是尚

未收成的高接梨。15K 過後進入林道，

禁止大型巴士進入，只能通行中巴以下

車輛，兩線道的山路蜿蜒曲折，環繞山

邊，時而鬱鬱蒼木，時而碎石林立，兩

旁林相隨著坡度漸高，由闊葉林轉為溫

帶林再轉為寒帶林。來到 23K 見到左

側山邊有遊客在拍照，趕緊路邊停車，

老婆再三叮嚀路窄不要影響交通。我知

道這裡前後 500 公尺的路段正好是藍

腹鷴出沒的範圍，手持相機驅前一看，

一隻公鳥在陡峭的山坡地徘徊，望著對

大雪山賞鳥
郭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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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車道，原來右邊車道旁較平緩，適合

覓食。兩位遊客拿著手機拍攝，愈拍愈

近，公鳥有點不安，我站在側邊保持 5
公尺距離拍攝，此時正好陽光出現，寶

藍色的羽毛帶著金屬光澤，鑲著白色的

蕾絲邊，背部披著雪白與暗紅的雙色

披肩，拖著外黑內白尾巴，雙腳鮮紅，

好似穿上長筒紅鞋。兩顆褐色圓鼓鼓的

大眼睛搭上鮮紅的臉頰，分外鮮明，煞

是好看。牠佇立在約 1 公尺高的山坡護

牆邊緣，不時望著對面車道的緩坡，猜

想要過馬路覓食，果真躍下準備走過車

道，正好一輛汽車經過，嚇得牠又跳回

原地。母鳥也從樹叢出現，不時機警地

探頭張望，眼看公鳥無功而返，一同朝

林內往上走，消失無蹤。短短 2 分鐘近

距離接觸，令人雀躍不已，心想這麼快

就幸運拍到，真是好兆頭。

來到 23.5K 觀鳥平台，前年在此

拍到藍腹鷴與灰喉山椒，獨缺深山竹

雞，沒想到今日停車場客滿，或許人車

吵雜，約等 10 分鐘，沒有同好鳥友加

入，也不見竹雞來覓食，連一般雀鳥聲

音也沒有，暑假炎熱，為了避暑許多

山雀紛紛往高處活動。心想時間不對，

明日再來。沿著山路繼續朝公園收費站

前行，一路雲霧繚繞，山嵐陣陣，時而

霧裡看花，朦朧一片，時而清晰可見，

一片翠綠。山嵐嚴重時視野不到 2 公

尺，只能沿著公路模糊的白色邊線緩

緩前進。總算來到 35K 的收費站，偌

大的停車場依舊一位難求，只好停在路

邊，許多遊客自帶茶具桌椅，散居樹下

草地，泡茶閒聊。此時正午一點，和老

婆隨處找塊樹蔭下，享受早上買的新鮮

高接梨，脆又多汁，甜度又高，一顆才

15 元，真是物廉價美﹗飯後信步走到

收費站旁的大樹，這裡常有山雀活動，

安靜的站在樹下等候，約莫數分鐘冠羽

畫眉，紅頭山雀，白耳畫眉，茶腹鳾紛

紛粉墨登場，但距離稍遠，山雀又活蹦

亂跳，光線陰暗，不利拍攝。不久陰霾

的天空開始飄雨，只得繼續前行，過

了 43K 的遊客服務中心，仍是陰雨綿

綿，盤算先到 49K 的小雪山旅遊資訊

站碰碰運氣。這裡廁所旁邊的一塊草地

正好是吃素鳥兒的大本營，前年也在這

裡拍到名聞遐邇的黑長尾雉，（又名帝

雉），就是新臺幣千元紙鈔背面所印的

圖騰，屬於台灣 27 種特有種之一，獨

見於台灣，別地沒有，彌足珍貴。只有

在山林疊翠，終年雲霧瀰漫的高山才有

機會見到王者風範的美麗身影。

2 點來到資訊站，停好車，撐傘走

向廁所，只見 2 位鳥友正收拾器材往

回走，中央氣象局預報得真準，午後

雷陣雨，雨勢不小，只好躲進資訊站

小木屋，欣賞屋內大雪山日出、雲海、

山嵐、薄霧、晨曦、落日、繁星等風景

照及山羌、長鬃山羊、白面梧鼠、各種

鳥類特寫，細細欣賞一遍，雨勢依舊不

停。心想難道整個下午就此泡湯，希望

老天賞臉，至少晚上雨停可以觀星望

斗。眼看沒有雨停跡象，突然老婆手機

響起，原來是鞍馬山莊的櫃台來電詢問

我們是否入住。無奈只好離開，到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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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in 。晚餐 5：30 開放進入，沒想

到雨天的餐廳，遊客沒得逛，餐廳只此

一家別無分號，幾乎客滿。自助餐一客

350 元，菜色與山下東勢餐廳相比乏善

可陳，但身處深山，濕冷天氣，簡單的

熱騰騰菜飯也算豐盛，莫要求太多，當

思高山食物來之不易。客房沒有 Wi-Fi
也沒有有線電視，只有台視公視等無線

電視台，雨天訊號不佳，畫面有雜訊。

窗外雨滴不斷打在玻璃上，開了一天的

車有點累，不到 10 點早早入睡，只求

明日雨停。

隔日清晨 5：30 起床，整晚好眠，

窗外濛濃一片，細雨霏霏，溫度 10 度，

心想還是去碰碰運氣，反正既來之則安

之。驅車往上走，沿途千山我獨行，多

霧的清晨茫茫然，寂靜無聲，沒想到來

到觀景台前，竟然有十餘位早起的登山

客，準備登稍來、鳶嘴、馬鞍山。到了

46K 剛修好的路段，這裡也是帝雉經常

出沒的鳥點，但此時天色陰暗多霧，根

本無法拍攝，只好繼續前行。來到開闊

的資訊站，氣溫低，風勢稍強，雲霧被

風吹散，遠處東方露白，天色轉亮，和

老婆急忙走去鳥點。20 公尺外就見到

兩隻酒紅朱雀及 4 隻灰鷽兩隻松鼠在草

地上自由自在覓食，無人叨擾，安靜祥

和。準備好器材開始拍攝，身材圓滾滾

的灰鷽長得有點滑稽，全身暗紅的酒紅

朱雀滿嘴草籽，在綠草下格外鮮明，約

2 分鐘突然松鼠驚動竄起，鳥兒一飛而

散，留下錯愕的我和老婆。心想安靜無

人的場景，帝雉何時才出現？耐心等候

吧，不必強求，該來的還是會來。老婆

用望遠鏡巡視周邊，約莫 10 分鐘，興

奮的說 20 公尺外的懸崖邊出現一隻公

帝雉，順勢望去，公帝雉正昂首站立，

機警的注視四周，發覺無異狀，緩步

走入草地，跟著一隻母鳥兩隻雛鳥魚貫

入場，此時山嵐又起，一陣一陣，時耳

模糊時而清晰。不久公鳥跨過車道跳上

左邊針葉林小花園，雛鳥緊緊依偎母鳥

走入排水溝覓食，每當雛鳥覓食時母鳥

總是抬起頭注視周遭，保護照顧無微不

至，畫面溫馨感人。飽餐一頓後，公鳥

快步跨回車道往樹叢竄入，接著母鳥與

雛鳥依序奔入林內，消失無蹤。我和老

婆雀躍不已，有幸觀賞帝雉一家四口自

由自在的晨間覓食秀，心想是否是老天

爺彌補昨日的雨天。育雛期的公帝雉尾

巴短不似繁殖期長尾巴的飄逸。還好 8
點前來得及趕回山莊吃早餐，回頭路經

46K 處，天色陰暗，毛毛細雨，見到一

位鳥友撐著傘架好相機站在路旁等候

帝雉，路過時跟他打招呼，並告知剛剛

在 50K 的帝雉現況，預祝他拍鳥愉快。

回到餐廳差 3 分 8 點，肚子早已飢腸轆

轆，吃下第一口地瓜稀飯特別美味。

▲金翼白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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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點 check out，天氣轉晴，前往

49K 雪山神木漫步，沿途遊客三三兩

兩，絡繹不絕。雪山神木原路來回三公

里，先下後上，兩側二葉松蒼勁挺拔，

經過雨水洗滌，針葉翠綠，漫步樹下

的枯葉，鬆鬆軟軟，好像走在地毯上，

舒服極了。突然一隻不怕人的台灣特

有種金翼白眉出現山壁，不斷靠近我，

彷彿向我要食物，大雪山國家公園嚴禁

餵食野生動物，我緊握相機近距離的按

下快門留下紀錄。金翼白眉見我只顧

拍照，沒有拿出食物，逐漸跳回樹叢。

路經小溪，一對酒紅朱雀出現路旁正享

受草籽，這段路前後走過 3 次從未見過

朱雀，今天真是幸運，感謝老天爺的賞

賜。酒紅朱雀顧名思義全身暗紅，陽

光下轉為鮮紅，偶爾頭頂羽毛往上翹，

真像戴著紅色米粉頭，模樣可愛。看完

1400 年的紅檜神木，高聳挺拔，枝葉

蒼鬱，姿態雄偉，在台灣所發現的神木

中排名第 11 名。回程故意走得慢，因

為下坡容易上坡難。

再度回到資訊站已是 13：30，見

到 6 名同好架好相機等候帝雉的到來，

我向老婆約定 30 分鐘內帝雉如未出現

就下山拍深山竹雞。不到 2 點開始下

雨，趕緊下山。來到 23.5K 觀鳥平台，

僅剩兩輛車停在停車場和昨天週日車

滿為患的場景真是天壤之別，安靜晴朗

的下午應該是賞鳥的好機會。我手持相

機站在鳥兒進入平台的入口處側邊，老

婆待在車內休息，約莫 5 分鐘，之前在

資訊站拍照的鳥友也到來，詢問之下，

他清晨從台北南下，因為山中霧大不敢

開快車，來到資訊站錯過早上帝雉全家

福覓食秀，整日不見帝雉，只好期待藍

腹鷴或深山竹雞的出現。不久另一位

資深台北鳥友也來到，他建議午後 23K
拍攝機會比較大。心想一年才來一次，

此地狀況沒有他了解，三人往下走 500
公尺。正是昨日拍藍腹鷴的地方，為了

營造美景讓藍腹鷴站在有青苔的石頭

上，我搬動一顆 5 公尺外的石頭。一輛

摩托車突然停下來，是一位年輕林務局

女職員，問我為何移動石頭？我回答為

了造景。她說她在大雪山服務一年多，

這裡住著一對藍腹鷴，經常出沒覓食，

飼料可以放，但不能播放鳥音，並祝福

我們拍到藍腹鷴。一切就緒，靜待鳥兒

出現，等了 10 分鐘不見鳥影，老婆卻

出現，說好四點準時下山回家。眼看夕

陽斜照，仍不見鳥影。只好走回停車

場，卻看見 2 隻亞成藍腹鷴正在平台上

覓食，兩位年輕學生用手機拍攝，不一

會兒兩隻母鳥，三隻亞成鳥一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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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一點都不怕生，繞著周邊覓食，

甚至為了食物亞成鳥還追逐奔跑，好不

熱鬧。去年全部在山壁樹叢內拍到藍腹

鷴，光線暗，背景雜，今日光線佳，景

深無遮，拍的實在過癮，約 10 分鐘群

鳥通過馬路走入對面樹林。我走到鳥點

入口處，原來公鳥一直躲藏在山坡樹叢

裡，不敢出來覓食，順勢拍了幾張，已

經心滿意足，多幸運的一天，帝雉、藍

腹鷴、酒紅朱雀、灰鷽、茶腹鳾、冠羽

畫眉、紅頭山雀、白耳畫眉、金翼白眉

一一入袋，最想拍的深山竹雞，白喉笑

鶇、火冠戴菊、綠啄木卻不見蹤影。拍

鳥沒有十全十美，需要一點運氣，有時

驚喜連連，有時槓龜扼腕，有時孤等無

奈，需以平常心看待，順其自然不必強

求，畢竟賞鳥不是隨心所欲，留點遺憾

下次再來。回程向兩位台北鳥友互道再

見，他們還在繼續奮鬥等待鳥兒到來，

運氣似乎少那麼一點點。一路下山，我

和老婆輕哼音樂，合著車內音樂節拍，

畫下兩天一夜大雪山賞鳥的完美句點。

我還會再來，因為與深山竹雞及白喉笑

鶇的邂逅還在等我呢﹗

帝雉小檔案

帝雉（學名：Syrmaticus mikado）
又稱台灣帝雉、黑長尾雉，俗稱羅漢腳

雉、海雉、烏雉，是臺灣特有的長尾

雉屬鳥類，分布於台灣的中、高海拔

山區，最高曾見於 3,850 公尺附近，是

台灣的雉科鳥類中棲息於最高海拔者。

帝雉被列為世界近危鳥類，與台灣藍腹

鷴同被列於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

種紅色名錄中。帝雉也是所有台灣特有

種鳥類中體形最大、羽色最高貴的，其

形象還被用在 1,000 元新臺幣紙鈔的背

面，以及中華航空於 2016 年引進的新

型客機空中巴士 A350。

黑長尾雉雄鳥全長 87 公分（含尾

羽 52 公分）。全身呈紫藍色金屬光輝

之純黑羽毛，唯尾羽有顯明白色橫帶

紋。喙角黑色，腳暗灰色以至綠褐色。

雌鳥特徵：全長 52 公分（含尾羽 20 公

分）。大都橄欖褐色，尾羽具黑色橫

斑。雌雄眼周均裸出，皮膚呈紅色。

帝雉生活在高海拔山區坡度較陡

峭的針闊葉混合林、針葉林。帝雉的食

性和雞相似，常見邊走邊用強健彎曲的

喙啄食。春、夏啄食地表植物的新芽、

嫩葉，秋冬啄食草籽、漿果、地衣，玉

山懸鉤子、五節芒、車前草等。另外，

繁殖期或嚴冬時，也會改吃葷，螞蟻、

蚯蚓、甲蟲，就變成牠的美食，搭配蕨

類嫩芽、球根、漿果素食。

帝雉個性嫻靜，但領域性強，所

以除了在繁殖季時，否則很少有二隻以

上同時出現的情形。營巢於樹上窟窿裡

或地上，以草莖等做粗糙的巢座。

帝雉在過去面臨林業砍伐森林的

壓力，數量逐漸減少，但目前得到了較

好的保護，玉山國家公園近年來野生的

帝雉族群有增加的現象。



▲藍腹鷴公鳥

▲帝雉公鳥
▲帝雉亞成鳥

▲藍腹鷴亞成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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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腹鷴小檔案

藍腹鷴（學名：Lophura swinhoii），

又稱藍鷴、臺灣藍鷴、華雞或斯文豪氏

鷴，俗稱臺灣山雞，是一種大型雉類，

雄性通體藍色。藍腹鷴只在台灣山區有

分布，屬於台灣特有種。

棲息在海拔 2,000 公尺以下中低海

拔的闊葉林或混生林中，行動謹慎，常

常悄然無聲地活動，故不易見到。以植

物的果實、種子為食，也吃一些無脊椎

動物。

藍腹鷴為深藍色的大型雉類。雄

性頭頸黑色，羽冠白色有時帶黑斑，

後頸及頸側為深藍色，帶悅目的金屬光

澤，上背白色，下背及尾上覆羽黑色，

並具有寬闊的帶金屬光澤的藍色羽緣，

肩羽赤紅色，翼上覆羽及次級飛羽黑色

具寬闊的帶金屬光澤的綠色羽緣；初級

飛羽棕色；尾羽除一對中央尾羽為鮮亮

的白色外，均為黑色並帶有藍色光澤。

雌性為雄性的暗色版本，以褐色、土黃

和黑色的條紋為主要色調。

繁殖期在每年的 4 月 ~6 月間，在

地面上刨淺坑為巢，每次產卵 2~12 枚，

呈乳黃色。孵化期大約 25 天，雛鳥兩

年達到性成熟。

—　參考資料　—

‧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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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 筋 急 轉 彎
寒易

（網路首部曲）

話說目前網路上有則笑話是這麼

流傳的：

國文系的功力：有一日上國文課，

老師說：「以後上網發言不要再隨便自

稱“筆者＂因為現在根本沒人用筆寫

字」。學生反問：「那要怎麼稱呼？」

老師說：「鍵人」。學生接著問：「那

用滑鼠的人呢？」老師說：「叫鼠輩」。

學生又問：「那智慧型手機都用觸控式

的，又沒鍵盤、沒滑鼠，又該怎麼稱呼

呢？」老師說：「叫觸生」。學生差點

沒昏倒……

（作者續集）

老師接著問學生們說，請問：上

述「鍵人」、「鼠輩」和「觸生」等身

分，你們大家覺得哪一個最不適合當作

自己的稱呼呢？答案是「鼠輩」。因為

「鍵人」就是「見仁見智」；「觸生」

則是「絕處逢生」；而「鼠輩」就是「鼠

輩橫行」啊！

註：部分文字來源取自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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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春醒過來好一陣子了，眼睛也睜

得亮了些，好久以來常覺得有片

薄膜遮蔽著瞳孔的睛翳，像被敏文洗

臉時洗掉了。這不會有的事，卻真的

發生。素春試著眨眨眼，似真的沒了眼

翳，心情自然寬起來，忽來一念，對著

在桌上忙著幫她分藥的敏文說：「妹子

啊，我忽然想喝咖啡，妳幫我花些心好

嗎？」

敏文摺著藥包，以為聽錯了，回

過身走近床舖慎重地問：「阿姐，妳說

咖啡嗎？」

「是啊，怎麼忽有這個念頭，還

有妳看看我的眼睛，兩片眼翳好像掀掉

了。」

敏文好奇地彎下身，靠近素春的

臉，燈光很足夠，她看到沒有任何遮擋

光亮的眼球：「真的呢，阿姐，眼翳真

的沒有了，太好了。」

「是妳剛才幫我洗臉洗掉了。」

素春喜孜孜的口氣。

「會有這奇怪的事。」敏文說：「不

管怎麼樣，視力變好了，還有什麼比這

更好的事。阿姐，藥給妳分好了，妳先

吃一包，我這就去煮咖啡。」敏文解開

藥包，一手端水，要素春稍抬高身子，

把藥倒入嘴，倒口水，一份五六粒的藥

片，頭一仰，全進了喉。一天這樣隨餐

後吃三次藥，素春勉為其難，要活就要

吃，不吃又不行。她恢復躺好，對著收

這一家－上

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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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桌子的背影，無奈地說：「妳就忍著，

身體好了，就不必吃了。」敏文說：「阿

姐，我就去張羅煮咖啡的東西，妳就再

小睡一陣子，總之我都在隔壁房，有事

就花些力氣叫我。」

「好，好，我知道，妹子，我只

會樣樣添妳麻煩。」素春時刻不忘記該

說的就說。

敏文在隔間的壁櫃找出煮咖啡的

爐子，察看還有沒有酒精，玻璃瓶放在

櫃子的另一層，還要裝咖啡豆的罐子，

找到了，幸好還有小半罐的豆子。研磨

機呢？它較佔空間，較重，東看西看，

終於在櫃子的最下層發現。找齊了，花

了不少時間，汗水都冒出來了。敏文

把這些東西小心搬到房間的桌上，心裡

想，那條筋讓阿姐突然想到要喝咖啡，

喝咖啡的習慣一定是八九年前老爺還

在時養成的啊。

自從跟老爺從大陸來台灣，老爺

放下全部的工作，幾乎都不外出。來家

的朋友倒多了起來，可以說天天都有談

話的伴，只是待長待短。任一位朋友

來，他就要敏文泡茶，敏文不在，就叫

素春動手。有一天，老爺叫素春到咖啡

店買整套煮咖啡的瓶子及爐子回來，老

爺說來的朋友有喜歡喝咖啡不喜歡喝

茶的。閒扯裡就多了咖啡話，一旁的敏

文從不識咖啡，到喜歡，最後也成了專

家，所以煮咖啡的櫃子裡就有了七八種

咖啡豆，也懂了咖啡的妙處，知道世界

各地產的不同咖啡各有滋味。老爺喝著

喝著，也有了興趣的品牌，午睡起來，

常常第一個交代：「敏文，換個南非的

來喝看看。」敏文立馬動手，先找出豆

子，再仔細研磨，一杯量，用多少豆

子，不必細揍，小手一抓，恰好。剛好

有客人來，她就多費心，用大的燒杯，

花幾倍時間，燙過的瓷杯排開，熟手一

倒，當然，她端一杯給一旁剖瓜子吃的

素春：「阿姐，南非產的少煮，這杯妳

試試滋味」。有位客人尤仇很少來，是

老爺的遠親，對敏文和老爺的過去很有

興趣，像今天，他喝口咖啡後，道香之

餘就說：「嫂子啊，妳這一手咖啡是在

大陸蘇州就會，還是來台灣學的。」

「老仇，她來這裡學的，還是素

春教的，你覺得奇怪嗎？」老爺幫著解

釋。

「有這雙巧手真好。」尤仇嘴讚，

可還有弦外之音。素春懂，心怪尤仇看

尤仇一眼的眼光帶著不屑，好像說老娘

素春都疼敏文，你一個外人有什麼閒話

可說，所以有次素春就對老伴建華說：

「以後你這遠親來，我要交待敏文不必

花精神煮咖啡。」

建華笑笑：「唉，不要跟這種人

一般見識，他不懂得尊重我，說是親

戚，仍少我兩三歲呀！」

「做人簡單的道理都不會嗎？」

素春說，她注意到一旁的敏文都聽到

他們的對話，雖然敏文的臉不向他們這

邊，表情一定不好看，所以她說：「妹

子，妳就當沒有聽到這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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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在意的，阿姐。」敏文轉

過臉來笑著，就像真的不放在心上。

也許老爺說過尤仇吧，從此就不

曾見他來串門子。

敏文磨好咖啡豆，久沒有做了，

拿東取西就有些笨拙，要把酒精燈上

火，有些心虛，小心翼翼，好在只是

遲頓些，終於點燃火了，把玻璃瓶放上

後，輕易調整好高度，適量的咖啡粉

和水，也合度到瓶子的腰上。先小火，

再調高大火，好像只有一分鐘功夫，水

動了，動了就是滾了，那又是幾秒鐘的

事，粉沫被滾水欺凌生氣了，由下向上

浮起，敏文急忙用竹棒攪拌，也把火調

小，不停攪動，咖啡的香味從瓶口陣陣

冒出來，長久沒有聞到生疏的味道再次

蒸散房間。敏文及時不慢一刻熄火，從

煮杯的鋁鍋中夾起一只放在篩墊上的

瓷碟，把熱氣蒸騰黑色液體小心倒入杯

子。倒個七分就好，敏文想起來了。她

找砂糖和牛奶就要移步，只聽素春清晰

的聲音說：「妹子啊，咖啡煮好了。」

「好了，阿姐，妳沒睡嗎？鼻子還真

靈。」「是瞇了眼想睡，沒有真睡，咖

啡香味一出玻璃罐我就聞到了。」「是

加糖、牛奶？」「不加也沒關係，有

人不喜歡加這些，冰箱還有這些嗎？」

「應該有，我加了就端給妳喝。」敏文

在冰箱找到方糖和大瓶牛奶，轉身添混

好了後端到床邊，素春已自己坐起來

了：「聞香，精神就都來了。」說話像

孩子拿到糖般高興。

敏文拿起湯匙要餵素春，素春說

有盤子不燙，她自己喝。敏文取笑素

春：「阿姐，早知道這給妳提神早就煮

給妳喝了，免得餐餐吃藥片。」

素春說：「是那條筋提醒我的，

好像喚醒了腦裡的記憶。」

素春啜個小口，敏文在一旁拿小

湯匙拌動，又說：「還燙著，小口喲，

阿姐，小心燙到。」

素春笑起來，瘦巴巴的雙頰還能

凹下個酒窩，這是敏文跟素春見過幾次

面後就發覺的，而那時距今已有十幾年

了。敏文記得素春冷冰冰像母老虎要吃

人的表情，她還不敢正面看她。

她這時候只好想起建華體貼對她

一再說的話：「妳放心，她人很好，當

然人都有脾氣，何況是女人。女人啊，

男人被另一個女人竊了心會有不生氣

的嗎？」敏文那時近乎是顫抖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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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怎麼說都是我不對。」那時她才

十八歲，在蘇州。素春第一次千里迢迢

從台灣飛到上海，那時還從香港轉上

海，建華叫他的司機老唐到虹橋機場接

她。從上海到蘇州的路蠻遠的，接近黃

昏時，車子才抵達工廠。敏文跟在建華

後頭在工廠門口等，然後車子慢慢開到

大樓門口，建華上前開門，搶在老唐前

面，探頭車內，向素春伸出手，嘴說：

「對不起啊，阿春，我應該去機場接

妳，不巧下午有一個官方開的會。」臉

色遮不住刻意打理過的美妝，她的手是

給建華了，卻是自己跨出車門。眼前是

一堆人、有拍手、有驚叫、有嘖嘖稱

讚，好幾位高級幹部趨前向素春敬禮，

說歡迎董娘來蘇州，一小陣子騷動，還

是建華急說：「好了，好了，讓太太先

到裡面休息。」跟著對素春說：「阿春，

我先給妳介紹一下，這位是敏文。」敏

文一直就隨在建華後面，這時跨前兩步

到素春面前行了一個深深大禮，怯怯地

說：「阿姐，我是敏文，這趟辛苦您

了。」直到此刻，素春沒有說一句話，

敏文的話是清楚的，但素春仍是不動聲

色。

「妹子啊，妳煮得跟以前一樣呢﹗

濃度恰恰好，妳自己有喝嗎？」素春不

到兩三分鐘就把這杯咖啡喝光了。

「我等一下子喝，我先給阿姐再

添個杯。」

「妳先喝，不喝怎知道我說的話

不假。」素春高興著，喜形於色。是真

的開懷，幾個月來身體的不舒服，被這

杯咖啡提開了精神。

敏文又給素春添了七分杯，自己

才喝另個四分杯。她心情放鬆，她沒有

忘記煮咖啡的竅門，看到素春又喝光續

的杯，敏文說：「阿姐，以後妳想喝就

說一聲。」

「好，好。妹子我想到院子的椅

子躺一躺，今天不熱，是秋天快到了

吧？」

「是啊，阿姐，重陽過好久了，

近來的陽光天天都軟了，風也不大，」

敏文說著彎下身給素春穿上軟鞋，扶她

下床，一手給枴杖，一手扶在素春腋

下，出了房間，小步踱到庭院裡的花圃

旁，讓素春坐下來，躺下來。素春有不

少日子沒出房門了，看到花園裡的花開

得熱鬧，高興地說：「這些花都是誰在

照顧的呢？」

「阿姐，我喜歡花，我手閒的時

候就來拔拔草、鬆鬆土、澆澆水，好像

這些花也喜歡我，自在高興地長著。」

敏文說。

素春看花的眼睛轉到敏文身上：

「真為難了妳，妹子，不是有老劉做這

些事嗎？」

「他也會做，他是勤快的人。」

「老爺雇用的，不會錯的。」素

春躺好身子說：「妹子，我想說個故事

給妳聽，我沒說以後就沒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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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文喜孜孜的：「阿姐，我喜歡

聽。」

素春今天的精神很好，話說得多，

想到喝咖啡，出來院子，好多天來連下

床都懶。

素春想了想說：「那時候咖啡是

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敏文睜大了眼睛：「那時候是什

麼時候？」

「我十八歲多一點吧，在一家汽

水工廠工作。那家工廠規模很大，產

量很大，工人也很多，老爺也在那裡工

作。我整天在裝好汽水的瓶子貼標籤，

老爺的工作是檢查每一隻瓶子，經過他

檢查後，一票人紙箱綑紮。我們同一

個角落工作，天天見面就熟了，也常交

談。那時他叫江河，建華是好多年後才

改的名，那時都是做工的身份，又土又

笨，每個人的家都窮。江河在我們這些

工人中長得高，臉形端正，雖然跟其他

男工人一樣工作，他特別勤快，老闆看

上他，所以才交給他出貨前最重要的檢

查工作。還有一點特別，他每隔一段時

間就剪頭髮，所以不像其他工人頭髮留

得像流浪漢一樣。應該是一塊兒工作一

年多後了，我開始注意他，一天總會看

他兩眼，他身上穿的不像別人邋遢隨

便，洗得乾淨。有一天吃飯的時候，他

坐到我身旁的位子。工廠提供的飯菜，

吃多少挑多少，他看看我的盤子說：

「阿春，妳應該多吃一點，這裡的飯菜

總比我們家吃的好。」我一時沒有話回

答他，覺得害羞，因為前後左右還有很

多人在吃。隔天，江河似有意又坐到我

旁邊來，他快吃完時對我說：「阿春，

我們做朋友好不好，也許我不再在這裡

工作了。」我好奇問他要改做什麼工

作，他說要到一家鐵工廠工作，可以學

到技術，工資比這裡高。他緊跟著問我

還沒有回答他願不願意跟他做朋友。

「我們這樣不就是朋友嗎？」

江河很有男子氣慨，他膽大地說：

「我喜歡妳，我們先做朋友。這樣好

嗎？明天是禮拜天，休假，我在公園路

的那家紅蜻蜓冰果店等妳，下午兩點，

希望妳一定要來哦﹗」

「那年代，我一個二十歲土裡土

氣的女孩子，突然被男孩子約會，頭暈

了，羞死了。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雖

然一塊兒工作一兩年，很熟了，總是讓

人羞得不敢看他。正想開口說不要，他

已經走遠了。現在回頭想，很好笑啦！

妹子，這就是戀愛吧！我知道工人中有

一對對戀愛約會的同事，怎麼自己也碰

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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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姐，長得很討人喜歡吧。」

敏文笑著。

「我那樣子，高是高了，可是又

黑又土，要是像妳就好了，不然老爺怎

麼會看上妳。」

「阿姐，我也不美，我跟老爺是

另一種緣份。」敏文說：「阿姐，老爺

一定有說給妳知道，聽完阿姐的，我再

說給妳聽我們的。」

「好呀，真好，老爺從大陸回來

說了一個晚上要我原諒他。」

「阿姐，我還是說對不起。」

「這都過去了，還有什麼對不起

的。」素春興致真好，笑著：「這都是

緣份，天註定的。」

「阿姐照時間去冰果店了？」

「去啦，那天整個早上像失了魂，

不管陽光很大，就到菜園拔草翻土，闢

新菜畦。這塊園子種的菜足夠一家七八

人食用，因為出外做工，只有利用禮

拜天忙在這裡。整個早上沒有一句話，

這不像平日話說不完的我，被母親發現

了，她好奇的口氣問我是不是和人吵架

了，怎麼半句話也沒有。我笨拙地回

說沒啦，其實啊，我痛苦得拿不定主

意。午飯後收拾好一大堆碗筷，不管

三七二十一，偷偷騎上車出門。到冰果

店門口，看到江河傻傻地站在那裡，眼

光相碰，他微微笑起來說：「阿春，我

剛剛在賭妳一定會來。」

「阿姐，他那麼有自信。」

「他就是這樣的男人，有勇氣，

有自信，所以他這一生做事成功，妹

子，妳怎麼看他？」

「阿姐，會說給妳聽的。」

「就是在那冰果店第一次喝咖啡，

什麼叫咖啡，苦嘛，江河幫我添糖和牛

奶，教我攪拌，又喝了，發覺真香真可

口。」

「要再喝一杯嗎？」大概江河看

到我像牛喝水一樣，兩口就把一杯喝

完，意猶未盡的傻樣子。

「第一杯多少錢？」

「第二杯不要錢。」

「為什麼？」

「這是咖啡店的規矩，叫續杯。」

江河不等我說要或不要，回頭向櫃台人

員比比手。待了幾分鐘，果然又端來另

一杯。這樣的生意讓我第一次見識，做

生意有各種花樣，你以為薄利吃虧，才

不是，這從好多年後我們開了五金行印

證到。

「阿姐，妳們從這一次相見就結

婚了？」

「哪有這麼快。」素春回憶：「以

後每個禮拜天都約來冰果店喝咖啡，聊

天消磨時間。我感覺到和江河聊天，心

情就舒服。同樣是鄉下孩子，江河也只

讀到小學，他為什麼懂那麼多事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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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他突然告訴我要離開汽水工廠，要

到一家規模很大的鐵工廠工作。」

「為什麼要換工作？」

「在這裡繼續下去沒出息。做汽

水簡單，開一家卻要一大筆錢，這種賣

水的工廠像在騙人。」

「不是小成本大利潤嗎？」

「喝的人不多，生產有限，賺不

了什麼錢，每天經過我眼睛的瓶瓶罐罐

都沒有增加。」江河桌上的手有意無意

碰我的手：「妳有換工作的念頭嗎？」

「你說的鐵工廠那麼遠，那邊有

適合我的工作嗎？鐵工廠不是都骯骯

髒髒，聲音吵死人。」

「那是小事情。」江河好像看很

多看很遠：「沒關係，阿春，我先到那

邊學點東西，我不想一輩子都做工人。

希望妳不要忘記我，我們一樣每個禮拜

天在這裡見面，好嗎？不能忘記喲。」

這就像要分開，一時素春難過起

來。像這樣聊天至少有半年了，一次

沒見面，就失了魂落了魄。在這段日

子裡，素春注意到江河常向已經很熟的

店員說替他留舊報紙，每次不是整個禮

拜一大捆，也多多少少有幾天的。江河

說這些舊報紙是他的食糧，沒有錢訂報

紙，下工有時間就從這些舊報紙吸收很

多知識。江河很高興換了工廠，見面就

說他忙得吃午飯都在人家後面，這情形

給廠長注意到了，廠長也是吃後段班

的，菜常被吃光了，要江河時間一到就

先吃，他向廠長說他習慣工作有個段落

才吃飯。他到工廠半年就升了組長，管

一個零件部門，他升組長讓多少同伴羨

慕和忌妒。他講給素春聽，素春笑他自

討苦吃，給忌妒是應該。

「妹子啊，妳知道嗎？江河說不

被忌妒的人就是沒有用的人。現在想

想，江河那時候是二十四、五歲，會說

這句話真不簡單。」

「阿姐，你們往來多久才說到結

婚的？」敏文好奇。

「那是江河又從那家鐵工廠辭職

後的事。」素春臉上泛上得意愉快的表

情：「江河又不幹了，那才叫我吃驚，

但他不是水底無一處暖，而是要自立門

戶開家小工廠，他需要人才。『阿春，

妳就嫁給我吧！』」他這個人就這麼

直來直往，想做什麼就動手，連要我

嫁給他，也都早早想好了，沒有猶豫的

餘地。他自己找來我家，說我們認識很

久了，早該結婚了，不過嫁給他會很辛

苦，因為要弄一個工廠，雖然是小規模

的，但五臟俱全啊，而且先虧本，不知

要多久才會賺錢，所以阿春有時也要

跟我一樣，有一餐沒一餐的。妹子啊！

阿姐問妳，如果妳是我會答應嗎？我的

阿爸阿母都沒有讀書，也不會講話，聽

到江河這一堆說辭也不知怎麼回答。當

江河離開，阿爸板著臉問我：「阿春妳

是瘋了，怎麼交這樣一個男孩子。」阿

母一樣沒有好臉色罵我：「給妳自己外

出做工，竟然愛上這種人，這樣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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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我半句也沒有回應，我想起江河

離開我家時，一腳跨上腳踏車那利落充

滿力氣的樣子，多麼漂亮的背影呀！倒

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對著鏡子看自己，

問了又問，我配得上江河嗎？

過了兩天，這天外面下著雨，是

禮拜天，我在內間聽到阿爸在外面的客

廳對阿母說：「老吔，我想了又想，這

孩子，他那天老實說如果阿春嫁給他會

遇到有一餐沒一餐，老實說，要是我，

我就說不出口，這樣的孩子很有志氣

喔，就讓阿春自己決定吧！」

我們就這樣結婚了，江河在租的

地方隔一間作為洞房，其他空間為工

廠，把那幾年學的一樣一樣添置，從生

產工具到進原料，沒日沒夜生產產品。

我跟他生活真得很艱苦，只要我能做的

都拿來做，年紀輕輕，油頭垢面，沒

有一點兒結婚女孩子的快樂。但是苦是

苦，累是累，心情卻很踏實，老想著一

個問題，這些年江河是怎麼奮鬥來的。

經過三四年，租的地方退了，又找到一

個更像樣的地方當工廠，也掛上廠牌，

有一天江河說：「阿春，我決定改名，

我覺得建華這名字比較像讀了書，在社

會能和人家比頭畫臉。」我哪會有什麼

意見，他決定的，我都高興。

「阿姐，說這麼多話，妳累了，

休息吧，以後再說。」敏文體貼說著，

身邊茶几上一碟瓜子躺著亮著光，炒的

時候，鍋底抹過一層香油，粒粒光淨的

生瓜子才有這誘人的面孔。敏文耐心地

一粒一粒剝給素春吃。

「不會。」素春嚼瓜子也起勁：「是

喝了咖啡的關係吧，精神都來了。」

「 我 怕 阿 榮 回 來 知 道 妳 待 在 外

面這麼久，又說了這麼多話，會不高

興。」

「放心啦，這孩子比他哥哥俊英

好脾氣懂事。俊英在他父親身邊那麼

久，也清楚他了。」

「是，是，倆兄弟對我都是阿姨

長阿姨短的。」

「俊英跟梅香怎樣？在那邊，我

什麼也看不到，只有他父親回來對我說

那倆口子很認真，工廠也愈做愈大，倆

兄弟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那邊都經營得

有聲有色。老爺最後決定放心回來，就

是看到了這一切。俊英一看父親的病非

回台灣醫治不可，更要父親放心。妹子

啊，阿姐想知道老爺決定回來，妳覺得

怎麼樣？」

「阿姐，不瞞妳說，好多天心情

七上八下，不曉得怎麼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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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呢？」　

「當然我決定過來，不然，我現

在怎麼在這裡。」

「 妳 不 怕 過 來 我 冷 落 妳， 欺 負

妳？」

「不怕，老爺為我說了很多，最

重要的是我對老爺不能留一絲虧歉或

遺憾，何況不是有女人嫁雞隨雞，嫁

狗隨狗這句話嗎？我是老爺的人，我的

命和他的命連在一起的。」敏文說到這

裡，聲音變了，眼眶溼了，再說不下

去。

素春把敏文的話全兜在耳朵裡旋

轉，相差二十來歲數的敏文能委身於可

當她父親的男人，她的心怎麼掙扎過，

她也許可以想到這個男人有一家大工

廠，有金錢，但人家有兒子管著，那有

什麼好處落到她身上。她接獨這個家

庭，先接觸的是俊英，他到她工作的醫

院找她，和她談了一個多鐘頭的話。

「敏文，」素春歇可以了，又想

起敏文說她會講她跟老爺的事給她聽：

「妳跟老爺是怎麼認識的？俊英在電話

裡告訴我他見了妳的事。」

「是呀，他一再告訴我父親需要

幫忙，介紹他來醫院的是他工廠同事建

議的，俊英說得要哭出來了。他們夫妻

倆都忙，又天天在工廠，家裡的父親

沒有人陪，他是不放心，也是不孝的兒

子，聽得我都心軟了。」

「敏文，現在我想想，真委屈妳

了，照說我要過去蘇州照顧他。」

「阿姐，我見了老爺先感覺他是

這麼好看的男人，只是病深了，身上的

肉都沒有了。他痛苦著，但他擠出笑容

看我，感謝我答應來照顧他，他有許多

病一起纏在身上。」

「妹子啊，我去蘇州為了就是想

看看老爺恢復的身體，那是他生病後一

段時間的事了。他那天已不像有生過病

的人啊，整個人就像以前的樣子，只是

老了些。俊英在電話輕鬆地說，老爹一

切好了，這幾月都是敏文用了心。」

「回頭想，妹子，妳怎麼照顧手

腳不靈光，又是吃不下飯的人？」

「阿姐，其實我不是有牌的護士，

是總務部門的臨時工，但在醫院裡，天

天遇到的是病人，聽到的是怎麼治療生

病的，偶爾病房護士不足，幫忙去代

班，只是這樣呀！」

「俊英說妳很有耐心，比我們兒

媳婦都討老爹歡心，妹子，妳說一些給

阿姐聽。」

「也沒什麼啦，每天按時餵他吃

藥，三餐熱粥餵他，阿姐，熱粥，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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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人都懶得做，用生米熬到好總得等

一個多鐘頭。老爺的胃承受不起硬的

東西吃，不適合吃，勉強吃，吃了又傷

胃，我先把他的胃功能恢復過來。他一

天比一天吃多了，無形中體力增加了。

我隨時扶他走步，整個人讓他依靠著，

一天比一天走更多的路，還從家走到工

廠，讓看門的工人都驚喜拍手，一回家

就是滿身汗水。」

「洗澡呢？」

「我動手呀，阿姐，第一次我害

羞，畢竟我還是處女之身呀！」十多年

前的事情了，她也快四十歲了，回想這

一幕，她仍然不自在。

阿姐的眼光正對著敏文，她回想自

己和老爺結婚前初次坦誠相見，真情流

露，就沒有顧忌的事啦。她這樣，敏文

不也是這樣嗎？而那時老爺仍在病中，

沒有健康的身體，敏文初對不是男人生

龍活虎的身體，讓她奇怪和失望吧。

素春閉起眼，歇一會兒，腦裡想

的是當時敏文怎麼服侍老爺的身體，而

那副身體卻是她熟悉的啊，只是時光流

轉，年輕的身體變成萎頓鬆散的形態

吧。素春睜開眼，感慨地對敏文說：「真

委屈了妳呀！」　

「阿姐，我們進房間吧，風大些

了，有些涼意。」

「進去吧，說多了話，肚子提早

空了，妳就熬碗粥給我吃，妳年輕，

這一點就比我這阿姐厲害。先前我們

倆人只認真工作，我也不會熬個粥給老

爺吃。或許就因吃粥容易餓，從不這麼

做，只想奮鬥，不眠不休，努力把工廠

擴大和人比，不輸人家，阿姐又要照顧

孩子，像牛工作著哪。」素春眼看敏文：

「妹子，妳和老爺一起就沒想到該生些

孩子。」

「我想過，老爺也問過我，他說

女人啊沒有生個一男半女，老了沒倚

靠，會後悔的。我真心告訴老爺，有

兩個孩子都成器，也有了孫子，這個家

很熱鬧很健康了，我再添個娃娃，我是

更滿足了，但俊英兄弟怎麼想。這麼久

的日子過得快樂，俊英阿姨長阿姨短叫

我，我心滿足了。女人都有女人的命，

不是有兒女才會幸福，我家親娘就跟我

說過這個問題。」

素春坐在廚房的高背藤椅看著敏

文準備餐食，也跟敏文說這一段話，忽

然從敏文說她的親娘就接著問說：「這

麼久了，我不曾問妳娘家的事，娘家父

母兄弟呢，怎樣的一個家？」

「我家在水庄，是蘇州上海間的

一座古城，一片水鄉澤國，可是很久的

歷史了，那裡有錢的富可敵國，有學問

好門面的人家也不少，現在可是著名的

觀光地方了。我家有個小舖，父親的功

夫是製蹄膀高手，我娘會刺繡，和父親

的行業不一樣，但一樣在這舖子招來很

多客人。我從小離開水庄，到蘇州上

學，我從護校畢業有一些能耐，所以考

入醫院謀了個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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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會後悔委身老爺嗎？」

敏文笑著：「阿姐，我反問妳，

妳後悔這麼過一輩子嗎？」

「我不後悔，但知道老爺把妳收

了房，我會不生氣嗎？」

「對不起，阿姐，老爺是這麼細

心體貼的人，常常，那生病的日子，我

坐床畔注意他的病況，一到深夜，不知

不覺靠著床沿睡著了。老爺醒了，看到

了，一定把我拍醒，要我睡到旁邊的小

床上，他說我要是累倒了，他會心疼，

責備自己的。」

聽敏文說得這麼坦白，素春心裡

也起了漣漪問自己：「江河是對她很

好，可是沒聽過他說心疼這樣肉麻的辭

句，她是老了，竟也忌妒起來，只是沒

有說出口。」

敏文沒有注意到阿姐心情變化，

換了話說：「阿姐，當年老爺的工廠要

到大陸設廠，妳沒有意見嗎？」

這話頭倒勾起素春的記憶來了，她

拉高音調說：「怎麼會沒有意見，吵了

又吵，知道我不過去，他一個男人不會

二心嗎？寂寞可以想到，但女人就是女

人啊，心地狹小，自然的，但我還是敵

不過他們父子倆人一條心。俊英有妻有

子了，這邊工廠的規模也已夠大了，有

多的錢無處伸展就想要更大的發展。俊

英也是腦袋清楚，想法開通，他總是對

我說：「娘，老爹有我照顧陪著，妳放

心。」素春現在無奈地回想：「我怎能

放心，老子是老子，兒子是兒子，他管

得了老子嗎？漸漸地，她是放心了，老

頭也沒有傳出什麼緋聞，卻那麼生起病

來，又是肝臟的病，我只能說他年輕到

現在一直賣命工作才造成今天的結果。」

「妹子，妳就這樣踏進這個家，

我 理 解， 也 應 該， 我 反 而 要 感 謝 妳

了。」

「阿姐，不要再說這些了，妳吃

我熬的粥。」

「加了什麼嗎？」

「有，生貝、活蝦、豬肉片，都

熬成一塊了，我試了，來，我餵妳好

嗎？」

「我還是自己來吧，手還行，免

得讓人知道了說我欺負妳。」

敏文笑不可抑，也很少這麼笑，

就像孩子說「阿姐，沒有人看到，怕什

麼，我做妹子的這麼做是應該的。」她

坐近素春旁邊的小凳子上，一手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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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持匙，挑一匙送到素春的嘴邊，素

春小舔，然後整匙吃進嘴巴，嚼著嚼

著，高興地笑起來。

「行嗎？阿姐。」

「太好了，我怎麼沒想到早要妳

熬粥，這讓胃口大開哪，有多的嗎？這

一手從那裡學的？」

「我娘就常熬粥給奶奶吃，奶奶

愛吃甜，牙齒早掉光了，我娘天天熬，

我看慣了，今天一時沒生魚，加生魚像

鯧魚啦，上碗前加胡椒粉，那才好滋味

哪。」

「生魚簡單，就叮嚀阿榮的媳婦

每天上市場時找鮮魚回來。妹子，我這

條老命會因吃這碗粥加長哪 !」素春喜

形於色，臉色一下子紅潤了似的好看起

來。「對了，妹子，我忽然想起來了，

老爺的忌辰就在這月底吧。」

「 是， 是， 我 記 著 的， 這 月 的

二 十 六 號， 我 會 提 早 準 備 祭 拜 的 東

西。」

「唉呀，這麼快，三年忌了吧。」

素春臉色沉了下來，顯出一份淒滄，停

了好幾分鐘才又說：「妹子，替老爺燉

塊蹄膀，他一生就喜歡吃這一道，現在

吃不了了，還是給他奉一道，讓他高

興。」

「我會的阿姐，我們就盡個心，

我想起在蘇州，他就到江南飯店，偶而

去了西子湖就到山外山，這兩個館子做

的他最喜歡。」

「這些妳是比我清楚，」素春黯

然，有一臉她沒有做到的歉疚。停了會

兒，她對著吃粥的敏文說：「妹子啊，

有天我走了後，妳用什麼祭拜我呀，我

可不只是空眼看喲。」

「阿姐，」敏文噗哧笑出來：「講

這不吉利的話做什麼，妳要吃到一百二

呀。」

「那有這福氣，如今要走就隨時

會走的。」

「不說了，阿姐，再說我就找烏

賊給妳吃。」

「要死了。」素春的口頭禪來了：

「我死了，妳還想折磨我嗎，明知我早

咬不動那些海怪、多腳魚。」

敏文說：「不會啦，說著玩的，

我扶妳到床舖歇一歇，再過個時辰，我

再幫妳洗澡。」

阿榮回家時已八點多了，只有他

一個人，還不見瓊華。

「還沒吃飯吧？伊芙早做好了，

怕都冷了。」敏文說：「我去叫伊芙再

熱鍋一下。」

「不急，阿姨，瓊華還在工廠收

拾些東西，明天是發薪日，現在的帳

多了些麻煩，弄些花樣，管會計的就頭

痛。阿姨，我娘今天精神好嗎？」錦榮

自己去用綠茶包沖杯茶，坐上椅子。

「阿姐，今天很好，說了好多話，

吃了我熬的粥，還添了半碗。」



50               CHANG HWA BANK

第 6 8 卷 　 第 8 期

彰 銀 資 料

「 我 是 去 醫 院 找 江 醫 師， 我 們

約今天看我娘的檢驗報告，談了不少

話。」

「你不先吃飯？」

「不急，五點鐘的時候和幹部吃

麵談事情。」阿榮一副心事重重的樣

子。「阿姨，江醫師對檢驗報告不樂

觀，他是我爹當時的主治醫師，當時他

對我爹的診斷很正確，妳記得吧，當時

江醫師說最多拖個半年，結果不是不到

四個月就走了嗎？」

「你說這些讓阿姨心疼，他怎麼

說你娘？」

「他說她的主要病痛已到了末期，

沒有化療就沒有別的特效藥了，而且還

擴散到胃部，她不是吃得厭煩嗎？」

「是啊，熬的粥可吃得順心，胃

口大開。」

「阿姨，我做人兒子的，看到阿

姨這麼用心，我很感激的，當年我爹的

後段也全賴阿姨沒日沒夜的照顧，伊芙

雖然也是好孩子，畢竟懂得不多，常常

惹爹嘮叨。」

「伊芙來咱家這麼久，我認為她

很盡心，有些外佣就沒她的一半好，有

耐心照顧倆個老人，我們不能嫌人家更

多。江醫師下一步有怎麼說？」

「不說了，瓊華回來了，先吃飯，

我們想想再告訴阿姨。瓊華有醫學常

識，她會說她的看法及做法的，阿姨放

心。」

「好吧，你們去吃飯，我叫伊芙

來幫我把你娘抱到浴池，水弄好了，有

兩天沒有在浴池泡了，你娘一聽泡澡就

高興得像孩子玩水。」

「有沒有一萍或重嘉掛回來的電

話？」

「今天沒有，功課忙吧。」敏文

喜歡錦榮的這兩個孩子，隔幾天都會掛

電話來問阿嬤的健康，比起在大陸俊英

的兩個女孩子懂事多了。

浴池在這棟房子的後面，是前面

四間房間後頭較低的房間。熱水從一公

里外的溫泉區引過來，是老爺中年時工

廠賺大錢後設置的。池子不小，平常一

個人只能用水龍頭的水，因為不用可省

下不少水費，老爺要家人不能隨便浪費

流滿池子。直到他從大陸回來，進池子

保養身體才不再提節省的話。現在，敏

文和伊芙就用輪椅把素春推過長長的

走道，來到池子前卸衣的小空間，硫磺

味道把整個小空間襲滿了。素春被卸衣

服，吸吸鼻笑著說這味道不錯，像吃飯

時菜加了特別的香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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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以前沒感覺到嗎？阿姐。」

素春說。

「應該有的，今天特別敏感，奇

怪我的身子換了樣了。你們沒有感覺

嗎？」素春望著伊芙。伊芙笑著，素春

身上只剩下白絲綢柔軟的內衣就被兩

人扶著慢慢坐入池子光潔的瓷磚上。

「會很熱嗎？」敏文細心問素春。

「不會，剛剛好，舒服。」她回

頭看看敏文。

敏文在旁的小椅子坐著歇息，就

讓伊芙在水裡幫素春身上按摩擦洗。素

春被熱水泡得血液流動加速，舒坦了，

臉色紅潤，眼也瞇起來了，像孩子吃

了喜歡的糖果般開心，讓敏文想到自

己是不是也有過這副模樣呢 ! 老爺不給

伊芙動手，非要敏文下水就皺起眉頭。

敏文這時候也高興，想法子讓老爺心情

快活。她還彈性十足的胴體，任老爺枯

乾如樹枝的手指挑戲，她也樂在其中。

她是感恩報恩，她的人生是老爺給了再

造，如果他們之間有一個人不喜歡，有

了嫌隙，這池子裡就沒有漪妮風光，也

影響了這個和諧快樂。

伊芙用濕毛巾擦下素春額頭上的

汗珠，告訴伊芙說該把大奶奶扶出池子

了。敏文說：「阿姐，不能再泡了。」

也出手幫伊芙把素春扶出坐在椅上，忙

用大浴巾包著，從上到下擦乾著，用袍

子幫素春穿包著帶上輪椅。素春似意猶

未足：「繼續泡著也很好啊。」

「不行，阿姐，妳冒汗了，再多

冒汗就離不了池子，我就罪過了。阿姐

喜歡，天氣也變涼了，適合泡，我們可

以隨時想泡就來泡啊。」

錦榮和瓊華吃過飯來到母親房間，

母親已躺在床上近乎睡著了。

錦榮說：「娘，妳睡著了？」

瓊華說：「她剛泡過澡，阿姨說

好久沒有看到阿姐泡得這樣愜意。」

瓊華說：「泡澡有助血液循環，

也不能水溫太高，阿姨，這妳可要特別

小心。」

「你們在嘀咕什麼，阿華妳很忙，

忙得過來嗎？不是有個會計幫助妳。」

「是啊，必需多細心。」

「阿榮，一切都順利吧？現在什

麼都競爭，沒有像我跟你爹創業的年

代，只要努力就走在人家前面。」素春

句句清楚，說得有條理。

錦榮和太太交換個眼色，是他們

倆人吃飯時談過的擔憂，也就是江醫師

的交代，現在看母親的情形又像沒有那

麼嚴重。

「娘，阿姨熬的粥很合胃口是不

是？」

「沒錯，你阿姨的耐心是她最了

不起的地方，你們要學，瓊華更要學，

做個女人忙事業固然好，理家煮飯燒菜

也要學會，娘是訓練自己來的。妳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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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夫好像無師自通，其實不是，是她

一次又一次要求自己。」

「娘，妳放心，我會做到，妳休

息了，我們回房間去。」瓊華對著敏文：

「阿姨，偏勞妳了。」錦榮叫敏文移一

步說話：「阿姨，我娘的情形出乎平常

的情形，這反而是我們掛心的，就請妳

小心些，工作叫伊芙去做，妳就多在我

娘身邊。」

「我知道。」敏文認真開口：「我

照顧過你爹，不曾有一點兒閃失，但到

他最後，甚至連神仙也救不了他。」

「抱歉了，阿姨，我話說重了，

請不要放在心上。」錦榮這孩子和哥哥

都一樣懂事，難怪這個家，沒有別的家

能比。

照說時間還早，素春不知不覺很

快睡著了。敏文打理好自己，就在素

春對面的房間看連續劇，八點檔大戲，

今晚楊貴妃剃髮入寺為尼。這強悍女

人，任老尼動刀，不變神色，好像我

光了頭還是女人啊，有頭髮沒有動髮，

我一身如羊乳滑膩的胴體，皇帝一樣朝

思暮想。對著小尼接著落下油光閃人，

柔和柳絮的美髮，敏文還是動心難過。

這是楊貴妃蓄養了多少時光才有這麼

好看迷人的啊，假如常人會不如自己了

斷了吧，女人沒有這一頭美髮活著有什

麼意義，何況不知皇帝會不會從此冷落

了她，敏文記得皇帝初次臨幸貴妃的畫

面，一雙握劍血戰過沙場的粗大手掌輕

輕撩起那頭長髮，引起貴妃一陣輕顫，

怎麼是這樣的感覺，貴妃都不曾有過這

樣的體驗，這麼敏銳的感覺，而又是這

樣撼動到靈魂深處啊，皇帝不是她第一

個男人，而過去的男人就沒有這雙魔

手。敏文想著，電視幾秒的廣告停止了

這讓她心動的情節，想到錦榮對她說的

話，阿姐到底是哪裡不對了，他又沒有

說仔細些。一年多來的病痛，從不舒服

到不喜歡吃喝，看了一次又一次的醫

生，她的一身肉在不知不覺中逃掉了，

這是病，不平常的病。今年春天，她抵

不過阿榮夫妻倆的勸告住進了醫院檢

查，待了三天，折磨了她不曾有過的經

驗，住的是特等病房，包括伊芙，不時

有幾個人陪她，服侍她，當江醫師笑著

對她說可以出院了，對著鏡子，素春還

是一個樣子，不是正常一個人嗎？媳婦

兒子一樣的笑容，只有一次她無意中看

到了阿榮眉宇間的一株愁緒，她才動了

腦筋，難到說她出了什麼毛病？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