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安靜 章一 

 

「有人去過那個島嗎？看起來很近啊。」 

「其實很遠的。」 

母親鳶煮著米粉，泡水，加菜頭。在鍋裡炒了兩遍，夏天她會這樣做，甜

又脆口。冬天聽說有人曾經搖櫓仔嘗試過去，結果到一半因為風浪太大，整個

櫓仔翻在海裡面。她知道是誰，但不能跟女兒講。孩子們到處會說，不會記得

自已說過了什麼的。 

她把剩下的菜頭燙過，配鹽吃。 

女兒捧著碗，大口大口吃米粉。 

門口，陽光太大，沙灘上空無一人，北風吹的她的米粉飛起又降落，她瞇

著眼。女兒很有興趣的一直問關於島的事情。妳看著島，想起太多的事情，一

時間，無法跟女兒說明什麼，只好說：「吃飽，透中午別亂跑。家裡面呆著，幫

我一起整理。」女兒仍然興致勃勃地望著那個島，像是新的尪仔物飄浮，從東

邊或是西邊大字嵵裡，日夜都看得見的虎井嶼，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對它產

生了興趣了。母親並不討海，大部分時間都顧菜田，家裡後面漸漸高起的小丘

坡，上面有主要道路，這裡所有的房子都面海，背著路。母親在山仔頂附近有

個小田，偶爾，能看見她把三牲放在旁邊的小石堆邊，年幼的女兒，仍大概模

糊的知道，那裡是小墓。 

以前，初次需要名字的時光。 

母親不會寫字。她告訴她，妳的名字叫做𡗘。 

「片？一片兩片的片嗎？」 

母親鳶她不太清楚，𡗘，能代表什麼意思嗎？ 

「沒，就是𡗘。」 

從石缸裏舀出水，在將木板蓋上。𡗘自己沖掉碗上面剩下的海水，再將水

留起來，倒回一個小水盆，傍晚要用來洗魚、洗菜瓜。吃完午餐，母親又再開

始弄晚餐了，𡗘她走進廚房，又走出來，無聊之下，又拿著母親床頭那個跳繩

甩來甩去。 

「進來幫忙啊。」 

「知啦。」 

𡗘走近母親旁，看著她倒水、置柴、生火、送風，倒也是等母親弄完灶火

後，拿著刀慢慢削著番薯，放入鼎內，煮成番薯粥，番薯多，米少。從後面拿

幾塊丁香魚乾，太陽曬得鹹鹹乾乾的，配粥吃。 

母女兩人看著彼個島，女兒問說：「有人在上面吧？昨天玩的時陣，邦仔的

大舅公在那個島上面，還有日本人、士兵。」 

「是啊。」 

「所以船開的過去的嗎？」 

「要很久才會到喔，而且現在掀北風，海湧太大了，一出去就會翻船了，



妳細漢舅才會跟妳去麵桃礁那邊扒殼仔，不然，他釣完魚都會睏中午。」 

「可是看起來那麼平靜。」 

「海很危險的。」 

中午，妳們離開了面海的屋子，那裡是南邊，母親鳶自有記憶以來，就有

不停地人們從那邊而來。現在是日本人，也後可能還會換人。妳們沿著沙灘

走，那是一個面向外海的沙灘。仍在世的丈夫說，這是全澎湖最長、最平整的

沙灘了，那大案山社的有人不信，頂北風向南，路上數次被海吞沒，水湧進

船，踩著水，一路來到大字嵵裡北邊的貝殼沙灘，那個人一看這樣的沙灘，也

不好意思說破什麼，就一路上悶在心裡，直到走上了崎仔頂上面，看見排排的

屋子面對著綿延兩座山的沙灘，海面停滿了小船、搖櫓，才一邊吃飯，一邊跟

丈夫嘖嘖說明方才的心靜曲折。 

女兒似乎很有精力地看著沙灘上的一切。 

一下蹲下挖開小蟹的沙洞。 

一下走近海裡，又跑出來。 

母親鳶說：「現在北風，別跑太深。」 

女兒𡗘說：「不會啦，這裡還很淺。」 

「這裡？」 

「啊？慘了。」 

「妳是不是偷偷下水？」 

鳶站在沙灘中間，停下腳步，看著低頭的𡗘。無論是什麼危險的事情都不

讓她碰，挑糞、下田、討海、釣魚，只是讓她去體驗一些簡單安全的事情。例

如扒殼仔這種，她也會叫自己的弟弟去陪她。但是，孩子終究會管不了嗎？鳶

這樣想。 

妳明白，真正的危險在於，想要挑戰自己的極限，但所知太少。 

但妳也明白，儘管自己無論如何在更加注意。 

遠方也早已是遠方了。 

𡗘身上還是瘦小的孩子，正在長高的年紀，十歲，所以手臂、雙腳都會看

起來骨頭偏多。但也因為四個月大的時候，就已經在這裡長大了，全社裡面沒

有孩子不會下水玩，甚至都已經在五六歲都會游泳了。 

「我問妳，妳會游泳嗎？」鳶問。 

「不會。」 

「真的嗎？」 

「真的。」 

「妳不能騙我，我真的會相信妳。」鳶說。 

過了很長的時間，𡗘瘦小的手不停地扭著，她回憶起無數次，母親在生

氣、冷漠、或是大發雷霆時的樣子。也無數次想起來自己第一次自由地在水面

上游著。那是下午的時候，這時潮汐變得平靜，水面上恰似起了霧一樣，把那

天空橘色的光芒，重新軟在水裡一樣。水變得重重的，四周的一切卻輕了起



來。 

而彼時，也恰似此時。 

「我會游泳了。」𡗘說。 

母親鳶嘆了一口氣，看著南邊的海，日人前來的海、牽罟的海。 

又看了北邊的崎仔頂，一排排屋子，向上攀爬。 

東邊有大山、中山跟日軍火炮。 

西邊西鼻尾與對望。 

海水在土地裡，沙灘白花花的，停滿藍色的搖櫓、飄著木船。女兒𡗘看著

母親，突然感到有些距離。那不是一起吃過無數次米粉、一起睡在土炕上能夠

靠近的距離。很臨時地，她想到鳥，在沙灘上，追著海浪的鳥，白色的小小

隻，細細鳥枝喙，戳破泡泡── 

𡗘抓住母親的腰。 

暖暖的，有點濕。 

摸摸女兒的頭，頭髮很細，卻感覺很強韌。妳想起自己的孩子，走過長長

的路，冷天、抱著裹布，妳感覺的到她在流汗。丈夫說，妳在家裡等一下，有

個人會來吃飯，是媽宮認識的一位商人，妳問，賣什麼的。他說，都有。過了

內海的北風，丈夫去後寮沙灘接人，太陽西下至滬旁。進門，他就心急的想說

北風有多大。 

夜晚悄然。 

他們一起吃著飯。 

月光，照亮沙灘。他感慨的說，現在電燈照到案山島上，還以為這裡會看

得到媽宮，結果是外海一片。鳶說，沙灘很好，恰可以映月光。山蟲悄悄的飛

入田中，夜晚，將海的盡頭抹去，只靠著月光，虎井島隱隱的像是一座大船。

許多人在那裡，丈夫的兄弟、自己的父親，也都在那邊，鳶想。 

慢慢變冷了，身體卻還是溫溫的。 

鳶牽著女兒的手。 

最後尋一次田。 

從牛母山嶺的沙丘走上，綠草漸生，與黑暗融為一體。鳶要女兒小心仙人

掌的刺，也要她看一下黃色的花。花在黑暗中不易看清，北風越過小田，經過

一格格的菜屋，吹低了仙人掌邊際的根，她們都頭髮都飛起。 

今日，妳要𡗘再走更前面一點。 

結果女兒碰跳地穿過了黑暗。 

小小的土丘。 

山仔頂的最高點，插著四五根木樁。 

遠方的馬公市，燈火依稀。 

妳與第一次見到這個景象的𡗘，說起更遙遠的事情。像是媽宮、像是盡頭

的大山、像是自己見過的那場戰爭、或是那個看起來暖暖的、遠方的島。像是

航行一樣，儘管漆黑，但月光與燈火伴隨身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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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仔後是小墳與樹林。 

山仔頂是田，種著高粱、番薯。 

未能在馬公看見燈火的時候，是一個男人多死的年，鳶想。 

 

在𡗘仍未出世，自己丈夫仍未倒下的前一年。 

那是一次颱風。 

鳶仍記得，記年是大正，飄逸的字在廟裡，成為燙黑的木匾，擺放桌滿的

祭品、三牲。血的味道，抑或是豬活著的味道，鳶聞到，帶著孩子，彼時他小

小的手，仍能夠唱歌或是發問。 

水仙宮旺盛，而正是一個男人多死的一年。夏日吹北風，風從後寮吹入中

甲，再經過短短的土地，吹入海中。海上的船搖啊晃，都皺起了眉頭，海水撲

向了岸上。 

「五六無善北。欲壞天了。」鳶和兒子說。 

「善北？」兒子問。 

「五六月吹北風，並非好事。」 

海廟旺盛。 

三大甲的社人，祈禱生命。 

鳶想起了婆婆，曾經對她相視一笑，隔日在海邊尋無人。記憶猶新，不過

鳶仍未明白，自己為什麼記的此刻。只知道，田還未熟成，一切都等待開墾。

所知、所想，得要告訴兒子才行。夏日的太陽，還有點炎熱，不過太多的雨水

從山邊流下，妳親眼看見，溢滿的水，流入咾咕的縫隙。還未成熟，不過土壤

盡失，之後連日的熾熱裡，與丈夫共同把三大簍的土壤重新搬回山仔頂。 

她的細漢弟弟，在海邊吹嗩吶。 

海與山都很靠近。 

與丈夫共同走回山仔頂的時候。 

只是土丘，海仍在旁邊。 

丈夫彎腰入井，把水桶提上。鳶告訴他，最近廟裡面在建醮，會分一些平

安，晚點會帶孩子去。「早點回家，晚上後要起風了。」聲音從井裡傳出來，朝

向天空，鳶有點聽不清楚，看著兩個遠方，一個北、一個南。北方就是媽宮、

案山，大船、軍艦都停在那裡，面著那邊的海岸，建著三個石滬，等待潮退魚

留，大部分人都得要從那邊進來，如果要採石蚵、沙蚵，一顆顆麵桃岩旁邊的

沙土上，有大部分的所需。 

爾偶，妳看見白色軍服的人，在軍艦上，看著妳們蹲在地上，愣愣地想弄

明白妳們究竟在挖掘什麼。一下子就沒入水厝的石壁後面，到南灣橋停港。 

而南方， 

就是海而已。 



一切都從那邊來臨，五月颱至此時，一切都是另人手忙腳亂，來不及把船

拉上來，她趕緊與丈夫說，不要管了，快先走回去，丈夫草草將繩綁在沙灘

上，連忙奔著雨，經過空曠的牛母沙寮、海廟，繞入狹仄的巷子裡面，鳶的細

漢弟弟牽著兒子，茫茫，看著兩人。 

因為在廟後，儘管風雨已至。 

鳶仍聽到廟裡面混亂的聲音。 

過了半天，天色已暗。 

終究得要安靜下來了。 

得要擇日再把供品拿回來了。木材燒不透、潮濕，細漢弟弟呼呼地吹著材

火。孩子與父親一起壓著門板，風聲太大、母親則是在一旁擔心，走著走著，

不過什麼也沒有完成。門被雨水打的濕濕的，丈夫問，妳是在做什麼呢？鳶有

些生氣，沒好氣地說，我在準備晚餐啊。兒子說，母啊，要不要一起來壓板。 

怎麼做？母親笑著走到兒子身邊。 

妳壓上面，我壓下面。兒子全身頂著門說。 

怎麼這麼暗？ 

沒有火了。 

笑聲從黑暗中傳來，像是搔癢。 

這一天，大字嵵裡滿風滿雨，天特黑，雨下了整個日，岸邊都是擱淺的、

觸沙的，一片亮白緋紅的魚鱗，以及毀船的木碎片。他們說聽見嗩吶以及笑

聲，從廟的後方傳來，那是鳶他們一家人，因為在廟的後面，因此天花板沒有

被吹毀，雨水沒有打入室內。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哭的，來不及從海上回程的

人，被浪帶的太遠，有些在桶盤小島上，攀著岩石度過一日，後來他們形容的

風，是冬日的三倍大，然而，因為說了太多次，只被少少的人採信了。 

直接折斷的，被棄置在海上、沙灘。 

 

鳶發現，這一年裡面，太多的災難了。 

牽著兒子的手走進海廟。 

水仙宮未能把門板守好，階梯上都是天頂落雨，儘管是夏日，仍然能感受

到涼意。一陣子，他們在廟裡面拿新的鐵板來蓋，不過眾人都拿不定說究竟要

把桌壇放後面，還是不要移動哪個比較安全。紛亂的時候，就有一個人開始

哭，哭說自己應當受罰，說起長長的故事，跪在桌壇前面不肯離去。 

孩子在為祝的人群腳縫間，看著他。 

那人額頭靠著地，折腰跪地，整個人都靠在自己的腿上，雙手坦開向上。 

一直喊著我毋愛啦──我毋愛啦── 

眾人圍著他，鳶蹲了下去，陪著孩子看著他。 

「母啊，妳在看什麼？」 

鳶看得出神。 

時常有這樣的人，鄉老勸也不聽，只是抓著他的肩，在耳邊苦苦一直說



著。法師在一旁看，眾人覺得應該是要來坑除煞，抓著他的肩，法師口裡念

法、手捏著他的眉心，大喊：退── 

我毋愛啦── 

那人哭喊著，臉都皺的通紅。法師用他粗黑的手臂，圈著那人的脖子，另

一隻手壓著頭頂，手指變白，許多人從沙灘跑來，想要湊個究竟。那人被認出

來了，他的妻子在旁邊，臉色嚴肅，與鄉老說著什麼，口氣也不好。鳶帶著孩

子，與她在海廟的前面，於能夠一眼望盡中甲的範圍，背著甫肆虐過的海灘，

問她：「公婆都還好嗎？」 

「船還過不去，但島上應該不會有事的。」 

那島在身後，望著遙晃的海，感覺很近。 

「那裡是最好的魚場了。」那人的妻子對自己這樣講，就如所有人都說過

的那樣，年輕的社人在那找居住的所在，久久駛船回來，趁著夏風即將轉為冬

風北風那時，過個年。 

但那是個多死的一年。 

鳶問：「還在歡嗎？」 

那人的妻說：「不論如何，他都沒辦法再過去了。」 

鳶遲疑了一下，還是問了：「那伊過了如何？甘有吃飯？」 

「船還過不去，所以嘛毋之影。」 

鳶不知道，這樣的回答是不是逃避還是面對。 

那人的妻與鳶是同一年結婚，孩子都差不多大，兩人也有相同的命運感。

一如他們的第二個女兒，都送往他村。全大字嵵裡，女兒們大多非自己親生

骨，聽自己的母親說起，因為要節省結婚用的聘金，乾脆就將女兒送養了。年

屆四十歲的鳶，突然感到一切都很值得惋惜。 

幸好，最後一個是兒子。 

丈夫、兒子，以及自己。 

大部分村人都是四個到六個，漸漸的縮小居住的空間。鳶不曉得，這些是

年長之後的錯覺，還是一種年長後的傷感，不過那些家人儘管沒有共用空間，

仍然比鄰而居。 

儘管會把女兒送人，但也會接收別人的女孩。 

鳶想這樣安慰那人的妻， 

不過才發現，事實上，這樣也無濟於事。那人的唯一兒子，在虎井島上捕

魚，而在家的媳婦，因為這場大雨天、大風天，一早醒來而音訊全無。眾人都

是在猜，應該是受不了自己的丈夫一年見不到數次，就暗暗離開大字嵵裡，跑

到其他的大字村莊了。而那人的妻則是猜測，自己的兒子也許就留在虎井，不

會再回來了。 

也許因為這樣的年紀，鳶還想要問的更多。 

以往在二十歲、三十歲，聽這些故事都是靜靜地，安靜讓它們進入身體。 

「那接下來怎麼辦？」 



「等過幾年吧。」那人的妻說。 

「等幾年嗎？」 

「總會想家的。」虎井島遙遙，兒子在沙灘上看著貝。 

「那還得要把家那個顧好，不然一直歡，也沒辦法。」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給人家看笑了。」 

鳶非常好奇，為何那人的妻可以一直保持著某種自信，能夠將所有人生的

不幸全都切開一樣，以至於，跟她說話甚至有一種潔淨的感覺。這是在人多的

廟裡面所感覺不到的── 

妳們兩個人，偶爾會像這樣重合起來。 

在沙灘的邊緣聊著兒子，像是瑣碎不重要的事。 

那是與村裡的觀念甚相違背的，略為歪斜，卻也是因為她們只是在沙灘偶

爾相遇的婦女們，在海廟、中甲的人群邊緣，因此也無人能夠在意，也不會有

人在意。 

孩子喊了一聲媽，奔跑。 

鳶有點意識到自己不太能這樣與兒子親暱，但想想做罷，也許真的如她所

說吧；無論如何，幾年後誰也不確定。兒子這個年紀喜歡黏著，手上的沙沾上

母親的衣服上，鳶蹲下來，拍拍她身上的海沙。 

那人的妻也蹲下，問說，記得阿姨嗎？ 

兒子說，不記得。 

那人的妻溫柔地摸摸他的手，不過兒子一直嘗試要掙脫，要去抱媽媽。「你

身上都海沙啊。」 

輕輕地，像是玩笑一樣推了他。 

他仍張開雙手，握住鳶推開的那隻手臂。 

「如果有將來，希望能夠讓他去台灣看。」 

「冬天時出稼嗎？」那人的妻問。 

「是啊，不希望他繼續討海、或是做工種田，去台灣卡有頭路可以存活，

寄回來的錢也不少，聽媽宮街的人說，他們兒子寄回來的前一年也有快要百多

元。」 

「現在改叫媽宮町了。」 

鳶不管她的糾正，摸一摸兒子蹲下來玩地板的手。 

「只是聽說，這樣很容易學壞。」 

「我是比較擔心以後看不到他。」那人的妻這樣說。 

「但是帶在身邊，也會慢慢長成查埔人的德行吧。這樣不行。」 

「不行嗎？」 

「不行。」鳶說。 

「澎湖的男人都好命啊，四界遊的人那麼多。」 

「所以我才無法接受他變成那樣啊。」 

那人的妻聳聳肩，正好，水仙宮那人群漸散，無力的那人晃著，坐在階梯



上，低著頭呻吟著，像是有什麼隱形的東西正在折磨著他，眾人以為是起乩，

不過後來亂一亂，治煞、噴米酒都沒有效，最後被法師趕出來了。他坐著，把

頭埋在腳邊緣，重的好像要被壓垮了。鳶問：「有喝酒喔？」 

那人的妻聳肩：「啊知，早上起床就如此了。」 

「真正是四界遊。」 

「就毋才調，我嘛毋知影要怎麼說他。」 

後來那人的妻子就這樣走了，那人跟著他在後面，緩緩地離開中甲，回到

他們北甲的海邊小家，回到仍有每日勤奮日做，冬日存著乾鰮，大大小小輪著

吃，也或許有一天從遙遠的虎井划著船回來，或許仍有點怒意，那人還是略感

到脫力一般，坐在自家的門口直到天暗。 

只不過一切潔淨地，那人的妻也沒有攙扶中途倒下的那人。 

那人就這樣一直與夜晚的燠熱、夜草、夜露， 

一直到天明。 

久而久之，那也是成為習慣。 

在這過分長的夏天，日本人來到這個島上二十二年後的夏天。 

短暫的歷史裡面，至少在鳶的短暫記憶裡面，四十年共有三個國，三種人

地來過這裡，粗暴的、無謀的、或是優雅的都無彷，也不知道為什麼，前前後

後的孩子們，送人、嫁出，以及最常發生的死亡，令她幾乎習慣了這樣的變化

性，以至於當她回想起兒時在沙灘，與尚稱為嵵裡社的村人，一起討論為什麼

那麼快就會淪陷了。 

事後回想起來，七歲那個時候初次認識到這個地方，嵵裡，其實就像個面

對南方，敞開雙手的臂彎吧。任何來自南方的人都能夠再次踏上，任何故事都

會被複寫，一如那時，鳶與父親的家族，又重新回到了寬敞的海灣。 

只記得是兩個日出日落，法軍就占領了全島。 

像是優雅的失敗那樣。 

夏天剛到的時候，六月，他們又全部離開了。 

究竟是離開了這裡，還是去更南方了呢？這是鳶一生都不能明白的事情。 

至少，太多的死亡會留下痕跡。 

法軍留下來的六個月裡面，想要建立媽宮的補給站。從風櫃，可以看見無

數艘船往返那邊，與日本人一樣，想要建立燈光。但後來，所有的人都因瘧疾

而死。戰爭優雅的勝利，與媽宮的居民留下了照片，卻因為想要建立什麼，最

終反而只能留下一做死亡的紀念碑── 

風櫃尾，那個尖尖向天空的。 

在鳶的四十歲的一生裡面，看過第二次朝向天空的尖物，那是日人學生、

軍官的實習一日，也是四月，季節轉變的時陣，松島號向天空突出煙囪，一半

沒於風櫃的尾端那片海。只要在土垺後（那片能夠尋著許多紅蟳的小開口），便

能看見那艘沉艦。 

沉艦旁邊飄著許多小浮標。 



有閒人游到艦邊為了一看，游過漆著綠色筒狀浮標。砲口在水裡，水裡面

有沉沒的軍服。那些都是聽丈夫說的，他偷偷從遠處游過，正要轉向夏日的南

風，將他送回岸邊。 

「很慘嗎？」 

「死很多人，看起來有上百。」他說。 

濕的衣服，讓她感覺有點徬徨。從風櫃尾望過去，白色的萬人塚尖碑與黑

色的煙囪對望。那時，鳶三十歲，有孩子，二女兒送人了，肚子內有仍未出世

的孩子，但尚未遭遇真正的死亡，那時候都是很遙遠的，但這件事讓她有種啟

示，接下來的尖塔、尖物、任何從海面突然冒出的形塊，都暗示死亡。 

因此，那個早晨── 

海廟清清亮亮： 

旺盛。 

三大甲的社人，祈禱生命。 

那人倒下的樣子，在幾個月之後，山仔後緩緩入土。變成尖尖的。 

至於那些其他的，都未能寫上名字，種花生的、番薯的、高粱的天裡面堆

成小土丘。上面有一塊小石碑，沒有字，鳶希望自己能寫上什麼，但她不能，

也不會。丈夫仍然偶爾會耕作、捕魚，只是更少往來媽宮了。 

「怎麼會這樣。」 

「妳還得保重，把家持好。」那人的妻摸著妳的背。 

鳶看著自己的弟弟忙碌著。 

拿著樂器跑過。 

病聽說是從媽宮來的，以前在那邊流行了十年以上，帶來的是日人、自己

人的死亡。凡外國人來到這裡總會引發霍亂，與那尖碑下的死亡一樣，儘管時

間超度了記憶，但是記憶還是會到來。 

到了四十歲多，才失去最後一個孩子的鳶，才知道，原來這裡如此狹窄。 

所謂的這裡， 

只是單純指這個島而已。 

男人多死，一切多亡的年，因為狹窄，所以離去。欲捕魚維生的，會離開

這裡，坐著船至虎井小島，與日人各佔島的一邊，捕魚維生。欲做工作的人，

會離開澎湖，乘著前往高雄的大船，經過黑水，那邊會有滿滿的澎湖印記的

人，用黝黑的皺紋的手，激動地握住下船的人── 

最後一個孩子死去的一年。 

冬日將盡，鳶在家裡好好的持家，無論什麼工作她都參與，大寒小寒離

去，她在黃色的碎土裡面，她照著那常常微笑的婆婆的方法，拌入珊瑚與肥。

雨水初降下來，在過了半個冬之後，第一次雨水回到這塊土地上時，她開始施

肥，並且獨自一人「起壟」，以尖頭犁犁出小溝，反覆來回四次，最後將土壤成

壟堆，栽上番薯苗。鳶的弟弟則是拿著畚箕，在姐姐的後面把壟好的土，在牛

犁後面，倒入底溝。最後兩個人一起把苗栽踩實。 



接著，她也幫忙種花生、高粱，花生先、高粱後。那人的妻給鳶多大約十

栽闊的地，大概兩個步伐大小，春分與驚蟄的時後，那人的妻在前面犁田，鳶

則是在後面灑種，一面用腳把土踢實，一面撥土。踢土豆、踢蘆黍時，時間飛

快，有時候腳剛剛才落下，那些有著綠根的輕小的小物，靜靜長大。東側的小

土牆檔著風，看著間作的花生與高粱，天氣冷，但是時間卻過去了。 

清明降臨， 

眾物更快地生長。 

小土丘已成了小土堆，石尖碑，看起來也不那麼明顯了。 

與那人的妻在除苗的時後，那人的妻說「兒子終於在父親死後回來了」，然

而，鳶有時候心不在焉，也無法好好的對應這件事。不過那人的妻也只是靜靜

地說著，兒子如何回到家裡，並且到神桌的祖先排前，上香並跪拜。 

除苗的為的把太過密集的高梁，縮減清除。 

手指上，有高粱苗的味道。 

痕跡很好的被洗淨。 

那時，鳶發現這是一個漫長的一年，只好認分地洗淨手上的氣味。每個晚

上她都比丈夫還要晚入睡，這一段二十年的婚姻，不過沒有留下任何什麼，很

乾淨、也很輕。四十歲的鳶，猶豫地懷疑，自己應該所剩不多時日。 

最後也應當作好妻的本份。 

這是留下汗時，亦或者是，看見對著海浪發呆的丈夫，心中留存的最後念

想。也應當作好妻的本份。清明過了，該點燃的香也已然熄滅，夏天來臨，天

氣變熱之後，丈夫便移入室內，有時候生命看起來正常透亮時，便出現在田裏

面，讓夏至的陽光照在他的臉上。端午過後，挑選早熟的穗子割下，綑成一塊

塊，鋪灑在土埕上面，曬乾、剝葉。最後全部再放回屋簷之下，等待全部的高

粱熟成後，再次割除、鋪灑、曝曬── 

井水裡面的水鹹鹹的。 

有時候蒼蠅聚集在黃昏的海岸。夏日晚上，牲畜腐爛，飄過了嵵裡垵長長

的沙灘，蒼蠅便以屍體為小島，慢慢向著虎井渡海而去。夜晚的時候，海水漫

漫上了長沙，海浪的聲音特別清晰。 

鳶想，餘生已然到來。 

時間匆匆靜沒留下什麼。 

想著山仔頂的高梁、番薯，不自覺眼淚弄濕了竹蓆。但很快的夏日的暑氣

就散去了它們。處暑之後，開始採收花生，用尖頭犁把花生的根全都耙起，一

個個挑著藤蔓上面的花生。藤蔓曬乾後作為草料，給牛吃。落在土裡面的花

生，丈夫會用小耙子，慢慢將土裡面的遺子選出。 

曬乾之後，有一些拿出來販賣，分裝一籠籠的儲存在屋角。 

生長優良的，會在冬天來臨的時候，挑出做為明年的種。 

剩下有一些不飽滿的、殘缺，連同花生藤、外殼拿去榨油。鳶想，作為殘

缺的部分，最終能夠用來照明些什麼，其實相當的意味深長。但鳶在那時，總



是看起來在思考些什麼，卻往往得不到精確的結論，也許餘生的念想過分的影

響她的生活，以至於，最終她沒發現其實死亡，並不會隨意的被招喚，只是靜

靜降臨。 

花生殼乾燥，拿來生火， 

最先種植的花生，擘殼結束，最後才會在冬日象徵全部農忙結束。 

小雪立冬。 

風漸漸強， 

那時是大正七年，失去最後孩子的週年。又回到了冬日，糧食豐足，鉛皮

做的軬仔，裝滿了番薯籤，那個味道有點發霉，帶著一點過分熟成的味道，有

點像夏日與那人的妻在南面的圍牆，吃番麥的感覺。 

但番麥與番薯籤的氣味差這麼多， 

怎麼會感覺一樣呢？ 

鳶想到了那人的妻，突然感到忌妒，時間並沒有站在她那邊。或者說，她

也許誤會了什麼，就跟氣味混雜一樣，與自己的丈夫最後留存在這間房。這

年，大部分都是她出門、農忙，當她出現的時候，就是一整個家族。在她的上

頭，公婆都已經離去了，這一支不知道為何，也好像走到了盡頭。 

不，也許不是盡頭。 

鳶想。 

若是自己還能生孕，或是丈夫未死，那便能夠度過。 

糧食仍然充分。 

冬日的最後，因為風大，花生的最後採收也都結束，剩下的拌土、運堆

肥，都只是後來的事情了，沒什麼需要記憶的部分。鳶的丈夫這一年長期待在

家裡，大部分的時後都在編黑網，苧麻拿來編織網目，若是編的太細，那便不

易拖行。大的比較粗的黃麻則是拿來固定周圍，用以手握、綑綁。其他的時

間，都花費在睡覺、或者是進食。 

以往要接待媽宮來的人客的時後，鳶他們也都會慢慢吃飯。 

這個冬日，糧食充分。 

鳶發現，丈夫的吃飯時間，大概會進行整個日落。而她也因為一整年的忙

碌下來，得以在冬日，慢慢的與丈夫吃飯。有時候，鳶的弟弟帶著抱墩的小

魚，他們就新鮮地吃，不用魚灶鹽醃、曬乾。像是奢侈的人家一樣，能夠吃到

新鮮的魚。 

這不是能夠理解的部分，鳶想。 

為什麼能夠豐足？ 

為什麼安靜？ 

當日時的陽光漸漸在清晨出現，有人看見海面微微突起，朝天空，便大喊

著全村的人要來嵵裡垵沙灘上，村人漸漸聚集，這是大的一次，在田裡無聊踩

著泥土、番薯斷藤的孩子、妻子，荒田的冬日，也都跑上了沙灘上。安靜而白

色的聲音，漸漸籠罩了鳶的丈夫，那是他最後一次，也是強烈的一次感到渴望



傳宗子嗣。 

鳶拿著過量的魚回家，那是一個家族的份量。 

但是過於空虛的家族。 

她說，去求了花。 

水仙王凝視著海，他們在海後面。 

鳶看著丈夫。 

「我好像知道為什麼豐足了。 

「為什麼？」 

「因為人死了，不用耕作也不用吃。」 

土丘。 

雨水遠遠指向地面。 

土丘上開滿了冬季的小菊。鳶想像黑暗，丈夫下葬的那日，她確定沒有存

有他的子嗣。她突然想到，一種很不符合常理、霸道的念頭，其實自己仍有孩

子，只是已經成為別人家的女兒了。雙頭掛、媽宮街──。如今也當有十三、

十四歲了，但生活如何呢？鳶想起那位母親，接到丈夫手上的嬰兒，不由得感

到空虛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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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丈夫死去之後，𡗘被抱來後的習慣。 

女兒看著母親出門。 

揮手。 

鳶會每四五年的時候，在清明結束之前，會沿著海，走去雙頭掛看女兒。

這一段路程是無法走水路，只能帶著便當、斗笠過去，有時候下雨，那麼一路

上就會比較涼快，不會有太熱的日光，但泥濘也會讓路程看不清楚。清明結束

前，一家人都會在一起忙碌，這時候的她過去了，有時候會一起參拜她人的祖

先，保佑自己女兒平安，或者是在多田的雙頭掛一帶，幫忙採收韭菜。 

通常待著一兩天，就再徒步走回嵵裡。 

起初，鳶想，以前仍大約半天就能抵達。 

但是現在身體也即將老邁了。 

她去看雙頭掛女兒的時候，也是老婦了。 

頭髮漸灰的五十歲。 

弟弟進仔拿地圖給她。地圖攤在桌上，他們拿著墨筆一個一個點，把路上

的轉彎、大路、上坡的點好。鳶說，她已經去了七年，三次了，弟弟說，還是

早點回來吧。𡗘玩著魚網、蓑衣，在外出的這幾天，進仔要幫忙鳶照顧𡗘，去

海邊採海菜。 

「這幾年時局不是很穩定，妳要自己走，還是得要注意。」 

「你才是要顧好她，剛學會游泳的孩子都很沒心眼。」 

鳶也會游泳，幼時，父親會教她如何觀察海面上，偶爾反光、或是深黑的



區域，亦或者是在乳仔尖山下面的巨岩之中，找到一個好釣點。某次，她就是

在水裡深深地撞到那岩石，被襲來地浪，刮傷了臉，而她的父親一把就把她從

水裡面拉起。 

水中有太多的死亡，她想。 

那是男人們面對的一切。 

因此，只下田、或是賣魚的，通常會被社甲裡面的人看不起。但是鳶想，

那一年失去孩子的年，其實自己並未曾問過丈夫，一整年都待在這裡的感覺是

如何，或許，那時未曾出門與其他人交流的丈夫，也沒有感受過那種被瞧不起

的時間感。在更早之前，內在或許已經死去了。 

正打算出門，就想著這麼陰暗的事。鳶戴上簑立。 

沿著嵵裡垵海岸，那長長一哩的沙灘，她看著海上點點的漁船。總是能看

見遠方的雲，沒有任何遮蔽，社裡的人早就已經習慣了從位置、高度，判斷今

日的天氣。但為什麼總會有人死亡呢？ 

鳶發現，自己沒有辦法停止思考死亡。 

上年紀了吧。 

「去哪裡？」那人的妻問。 

「雙頭掛。」鳶說。 

東甲的盡頭，是一個狹窄的陸灣。幾間窮困的房子坐落於此，裡面空蕩。

那人的妻與她的兒子，從後壁滬的海之中走出來。後壁滬是一個朝北的灣，那

裡水很淺，一天會有數個小時都是岩石、珊瑚，三個甲的人在那邊建了一個大

石滬，整個大字嵵裡總共有六個，不同的族氏會管裡石滬的維修，滬能生財，

一個家族，每年都會有個人管理。但鳶其實不太碰這個，也不太需要，她家就

正在廟的後方，況且年歲很高了，自然有人尊老── 

「女兒這麼大了，還是要去嗎？」 

「要啊。」 

「不知何時會又遭逢變掛嘛，該相見的，還是得要見。」鳶說。 

 

母親離開家門後，𡗘跑出了家門。 

在沙灘上，她慢慢往下走。 

嵵裡垵沙灘，往海的地方看去，盡頭就是塊黑黑的島，那是虎井。沙灘的

右手邊，是一個高起的沙丘，那是牛母山嶺，有些人也會稱做發音類似的牛母

沙寮，沙被困住在山丘的感覺。再更往上，穿過仙人掌合歡樹，就是山仔頂，

家田便在那邊。她往上爬，看見了那日晚上，模糊不清的黃花與仙人掌，想起

自己那位有點生疏的母親。 

母親的面貌模糊，記得的部分大多是她的手，或者是說話的方式，她總

說，不要在我看不見的地方亂跑。𡗘心想，會不會從此忘記母親的樣貌，記憶

被吃掉，芒草生長，成為土地的養分。它說：「不會的，溜下去吧。」 

「好。」𡗘說，一隻腳懸空，整個人坐在沙子裡面，滑到了水邊。 



從下面看，芒草在𡗘身高兩三個以上的高處，遙遙地說：「再來嗎？」 

「好啊。」 

𡗘開始往上爬，手腳並用地在微熱的沙灘上，向山頂爬去。途中她跌倒一

次，停下來一次，停下來的時候她看到虎井島的好鄰居桶盤島，有幾艘船，黑

黑的，在清藍的水面上，靜止不動。她也靜止地看著。 

看著海。 

看膩了。 

向下滑了一下。 

沙子從山嶺的斜坡飛下，沒有碰地。 

待她爬上去的時候，芒草高高升起，搖了搖說：「好玩嗎？」 

「好玩啊。」她說。 

芒草湊近了她的臉，搔癢鼻子，她笑著躲開。芒草問她：「要不要跟舅舅去

游泳？」「哪裡？」「下去啊。」阿進伸出他的腳，失去平衡，屁股坐在地板，

笑著就滑下沙寮，𡗘玩瘋地跟著跳下去，海浪打上他們的腳，但他們沒有停

下，一直跑、一直跑，不知道跑了幾步，像是用盡全身的力氣那樣── 

水深及腰。 

𡗘說，她能在水底下睜開眼睛。 

一開始刺刺的，但後來就能看見。 

阿進說，應該是模糊的啊。但𡗘堅持地說，我會啦──我會啦──。那妳

要不要游過來？𡗘潛下去，手滑個兩下，頭抬起來用力吸氣後，又盡力地碰到

阿進的衣服。「阿舅──」。嘿，再來，再繼續游。小小的浪打過來，𡗘抬頭便

喝到海水。 

她站起來，咳了兩下。 

阿進想，這小孩應該已經會游泳一段時間了。姊姊鳶出門之前，特地交代

要完全確認𡗘真的會游泳，前幾日女兒跟她坦承，但是沒有時間可以確認，便

要離家了。這看起來至少會游泳一個月以上了，但是對海的好奇心還是很強，

朋友隨便帶一帶就會到其他地方了。這樣不行。阿進知道，有時候孩子能夠活

下來，就是能夠活下來，無論受到什麼打擊、意外，最終會奇蹟地獲救。 

他牽著姪女的手。 

走過鳥兒奔跑的細沙。 

「我發現我能夠跑很快喔。」姪女𡗘說。 

「等──」阿進來不及阻止，𡗘像一隻丁香衝出去。 

她想，農田、青草、或者發出香味的章魚乾、臭肉魚乾，一切都可以跑的

完。沙灘與陸地連接，木麻黃稀疏地生長。有一股味道，自小在母親身上聞

到，現在稀疏了，她發現，停下來的時候，好像體內有什麼在膨脹，卻也填不

滿，為了不要繼續成長，她接著跑。中甲的中心，就是海廟水仙宮，牛母沙寮

在西北側，所以𡗘繼續跑著，往母親離去的東南方，東甲那邊跑去。住所的房

子原本從上漆、彩磚的樣式，逐漸變為單平小房，有些用咾咕石弄程的牆壁，



或者堆放濕透的木麻黃木材，而不是空曠地曝曬魚貨。再過去，就出村了。她

愣愣地看著遠方：嵵裡東甲的盡頭與井子垵圍成一個小灣，海水漲滿，快要淹

沒陸地，海面上沒有人，大家都再吃午餐等帶退潮。 

𡗘看見，遙遙的對岸，帶著簑笠的母親正踽踽獨行。 

不過她沒有辨認出來。 

不如說她認為，這麼快就跑完了。好像，這裡沒有她所想的那麼寬敞了。 

然而，年幼的她又聰慧地認知到，與母親一起活著，也很好。 

沒什麼不好的。 

「跑這麼快，唉、唉──」阿就舅舅像牛一樣喘。 

「再過去是哪裡啊？」𡗘問。 

「井子垵、雞母塢、鎖管港、鐵線尾，經過長長的林道，就會到妳阿母今

天住的雙頭掛了。」 

「為什麼她欲去雙頭掛。」 

「因為喔──因為喔──」阿進，想了很久，非常久，他突然發現自己無

論如何解釋這些事情，都沒辦法好好地說。會不會太久了，她忘記鳶曾經與她

說過的事情呢？幼時，曾經鳶很生氣地對著𡗘大罵，並且用竹編打了她，阿進

過去勸姊姊，不要對小孩下手這麼重，但他聽見𡗘說，不要──我要回家。回

去哪呢？ 

所以是忘記了嗎？ 

阿進帶著𡗘去抓螃蟹，因為剛跑完步，深清氣爽。他們從東甲走回嵵裡，

有兩條大路，一個是有著白色令人印象深刻的海灘，也就是𡗘與阿進剛剛跑過

的那條臨海道路，一個是從中間穿越，山坡悄悄上升，大部分的行人都會經過

這裡，北甲的中心。附近有幾個小廟，姑婆宮、普徳寺。接著，道路變會夾在

兩個更高的山頭中間：山仔頂、紗帽山。 

他們走過兩山。 

便可以看到一個黑色岩岸平臺，有著一顆顆的小圓石，像是燭台。 

更往前，就是粗粒的珊瑚貝殼沙灘。烏石腳，那邊往風櫃看去，就能夠看

到烏石西，一塊塊岩石散置。四月這個時候，有許多的生物，因為海水變暖，

能在沿岸棲息。這個時候海底有很多蝦蛄（hê-koo），在船上，網上綁魚肉，向

下沉底，並且讓潮水帶船走。如此反覆等待紅色的蝦蛄上鉤。 

阿進用小舢舨載𡗘向前划。 

大概在三十尺的地方，阿進放下了蟹網。 

等待螃蟹時，阿進感覺此刻能夠說了。因為喔──大部分的人都把女兒送

人了，為什麼會送人呢？我也不知道，聽說我的阿母，也就是妳的阿祖，也是

給人家抱來養的。沒有錢鋪張辦婚禮，大部分都是這個理由，但也很現實，這

是現實。阿進一邊看著𡗘的反應，𡗘非常認真地聽他說。現實呢，就是這樣，

嘛無人可以避開，不是所有女孩子都能像妳一樣，在這裡抓螃蟹、四界游，她

們從小就得要做事，或者是去女工幫忙。𡗘說，我知道，阿娟就是這樣。 



某日，她的玩伴說要去風櫃尾。 

隔了大山。 

以及蛇頭山的尖塔。 

「啊，有了。」𡗘突然指著繩籠說。 

「快拉上來。」阿進說慌忙地抓住繩籠的那端，把蝦蛄網緩慢抵抗水流地

上拉。 

「但是為什麼我沒有被送走？」 

𡗘又突如其來地，像是不小心扯下了什麼， 

問了這樣的問題。 

 

04 

最終，阿進想到抵抗死亡的方法，就是繼續活著。 

非常籠統、粗糙地，但當那個女嬰交到鳶的手上時，阿進認為自己做了一

件大事。沒有討海、沒有種田、沒有家，四處吹著嗩吶，有時候那邊打打工、

有時候駛著自己的船，在烏石口釣魚、抓螃蟹。像他這樣的男人，總會聚在一

起，有時候在海邊聚了很久、很久，直到月亮高掛，拿著花生油燈的人在海灘

求海，他們會發出哈哈地大笑，有時候是聽見討厭的人淹死了，有時候是聽說

哪個姑娘又改嫁── 

鳶最後一個兒子死去之後，他也失去某種照顧姊姊的聯繫。 

而姊姊的丈夫死後。 

必須要做點什麼的欲望，又重新在酒醉醒來的清晨，再次提醒他。 

月亮在嵵裡海灘，侵入陸地。 

因為海水得不停地打上岸。 

走入海水。 

幾個喝醉的男人，在水深及腰的海上，一面聽著海浪那種吃力的拍打聲，

一面繼續喝酒。他們說，自己是詩人，李白月亮很白。閃閃發光，討海的男人

說要在這個滿月好日子，抓小管，撲通一聲就消失在海面。 

以水繫命的生物們，抬頭仰望月光。 

緊閉鰓孔，躍出並落下。 

如此反覆。 

等待明天。 

阿進發現原來自己還是在昨日，這個微小的發現，幾乎打擊了他當時所有

的信心。但事實上，現實就是這樣，他對自己說，你一世人就剩這樣了，那麼

努力的人都過的這個痛苦，你還剩什麼呢？在所有人的人人生邊緣活著的他，

不知道自己除了能夠喝酒以外，還能做什麼。 

入夜時，他一個個把漂浮在海上的朋友，拉回沙灘。 

「進仔。」 

「咦？」阿進看到遠方，非常遠方，在這種黑夜裏面幾乎看不見的，光芒



的盡頭。他慢慢靠近牛母沙寮的地方，看到那些溢出的水，從沙寮的中間滲

漏，那是連日大雨的水分，將山仔頂的田都積滿了水，最後一個冬日結束時，

春日雷聲鳴鳴。水緩緩溢出，不致命地，慢慢將那個聲音往下拉。 

沒有任何掙扎， 

那個聲音只是指認所見。 

「進仔。」 

「姊？」 

後來無論如何怎麼追問，鳶都不承認她有到過牛母沙寮，毫不抵抗流沙地

躺下。那時候阿進認為，自己彷彿看見一個樹或是仙人掌之類的，不，更為纖

細，應該是芒草，垂垂、沒有遠方。 

遠方是這樣， 

澎湖南方是一個彎曲的尾。那個尾的盡頭是風櫃，鄰居是嵵裡，與小案山

的浮島遙遙相對，向內形成風平浪靜的內海。因此，嵵裡大字這裡常常能看到

那個繁榮的港，來往而模糊的軍艦，或者白色的紅點旗幟。而阿進則是走過這

些路，相當地頻繁。 

為什麼能夠看見呢？ 

也許是他得拿著樂器，與樂團四處奔波，吹婚喪喜慶。亦或者是，他常常

站在高處，那些墓的所在，便能清楚而明白地看見他們的關係，有沒有站得遠

遠地孩子，或是孤坐地母親，或者黃昏發亮的城。 

「歐姓？」 

「對，他們姓歐，住在案山的海邊。有個長長的斜坡下去，就是港了。」

阿進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想說這些，啊，是這樣吧，也許有一天這個孩子想要

回家看看自己的生母，生母比較親，這是事實啊── 

還只是個非常非常小的孩子，𡗘安詳地睡在他們的懷裡。 

不吵。 

只是睡著。 

「還不錯啊。」鳶說。 

「什麼？」 

「這孩子還不錯，我看了那麼多的小孩，她會好好長大。」鳶接著說，「就

像我做夢那樣，記起她所有孩子的名字，為陳家傳宗接代。有這個預感。」 

「要叫她什麼名？」 

「頂天立地，丨以及天。」她在地上畫出𡗘這個字。 

「這怎麼念？」她問。 

她們毫無頭緒，只好向熟識的鄰居問，那人的妻問兒子，大家都沒有頭

緒。到海廟附近，找到鄉老，鄉老在吹海風，與廟裡的大法對坐，不知道在聊

些什麼。她們站在她們身後許久，才開口問說，這個字該怎麼唸才對呢？鄉老

看著這個字半天，大法也口中念著音節，不過這個字實在是太簡單了，天？大

概是天吧，大法說。 



「應該是 phiàn。」 

「片？」 

鄉老看著海邊，說起他當年多麼努力，仍未考上中榜的的時光，那時候他

到書院，對，那個時候的書院，不用學日文，他拿著說文解字，跟著已故的老

師，一個個把文字寫下。 

「對。就是這樣。」他篤信地說。 

第一次日本人國勢調查的時候，他們挨家挨戶，問著有沒有吸鴉片、纏

足，會不會發音，來，啊──。那人的妻愣愣地說，什麼是鴉片？有些裹小腳

的女子已經出嫁，剩下的像是鳶這樣的老婦，都在廟前看熱鬧。那時，𡗘兩

歲，剛學會走，給阿進抱著玩，阿進拿芒草插在𡗘的衣服裡面，她笑著玩著花

綿。普查的日人看著嬰兒，對著她笑。 

「幾歲啊？」 

「大人，她兩歲。」阿進說。 

「叫什麼名子啊？」 

「𡗘，這樣寫。」村人與日人低著頭，在海廟的白色沙地上，劃出𡗘的名

字。日人喃喃地說，phiàn──。 

 

澎湖南方是個彎曲的尾。尾上臨著海，四處都可以看見海，這裡的人普遍

比較剽悍，討海並用小小一栽一栽的土地，耕作並生存。合歡、木麻黃、以及

小小乾枯的芒草，聞到乾燥的海風，中午時，太陽太大，村人會覓起，在家睡

覺或是打牌。因此，日正當中時，相當的安靜。 

沒有回頭， 

鳶繼續獨行。 

有一個相當好辨認方位的方式，也就是當離開嵵裡的時後，海會距離岸邊

相當進，北邊的內海、南邊的外海，被短短的陸地分隔，那大約是三十米的距

離，就像走在分開的海上。平房偶爾出現在某測海岸，會看見孩子們在這個時

後的中午，路上無人的時刻，自己玩自己的海。代表，井垵就要到了，井垵是

一個彎曲的海岸小村，背後就是一座大山，說是山也沒有很高，但是那也是他

們在澎湖所見的山的標準一樣。他們稱作凸角（phòng kak），日人在上面建了

砲台，入口有些耕作的田地。有軍車開過的痕跡，路中有漫漫生長的樹林，遮

蓋了天空。 

鳶沿著大路走，陽光使她老邁的肌膚，起了點疙瘩。 

進入井垵，她到烏仔，看了看井水。井水似乎把時間凝固著，透著涼爽的

氣齊。旁邊的村人看她白髮已經鄉間了，幫她從井底打水上來。舳艫轉動的時

後，她看向井垵北極殿，前些日子，才方才改建完畢，大概是八、九冬前吧，

她想。現在後面成了一片綠園，茂盛地襯托出廟的飛宇，附近幾個營口小小

的，上面還燃著香。 

喝完水，她繼續趕路， 



那個閒來無事的年輕人幫她拿包袱，他曬得黝黑，是個標準的討海的少

年。大概年歲十六、七，經過問了之後才知道，他明日就要娶妻了。與妻子的

香燒了三天，在神明的桌案前，累積了厚厚的灰燼。 

鳶祝福他們。 

像是祝福自己的孩子一樣， 

「阿婆，汝欲去哪裡？」他問。 

「雙頭掛，去見我的女兒。」 

「那欸不坐車去呢？」那個少年這樣問，鳶也只是笑笑。後來，他們看見

了群鷹飛過了凸角山頭，盤旋、下降，隨後又離去。他們看著遠方的山坡，井

垵的邊緣有個大概五十米的上坡，路旁被整理的乾乾淨淨，旁邊隱隱的還有些

番薯田、蔬果田。少年折下一根木棍，給鳶當拐杖，鳶一面緩慢的向上走，一

面想起那個曾經來國勢調查的日本人，身上也都掛著汗珠，濕透了衣。帽子放

在騎來的單車上，黑黑的在海灘前，特別顯眼。 

如果有單車可以騎就好了。 

鳶想， 

不過也是自己無孫吧。若是有孩子，他們就會叫牛車慢慢爬上去，一邊吆

喝地走。井垵的盡頭是一個緩緩的上坡，上去後，就是上帝廟後面一片樹林。

那少年在山坡下面揮揮手，跑了上去，又跑下來：「幫妳把包裹放在上面了。」

鳶道謝，他就露出灰黃色的笑容，又跑回井垵海岸的漁船。 

像是這樣的少年，許多村落都有許多。 

他們通常去過媽宮，喜歡在海灘比拚力氣、打架。多半是很閒又好事，對

待鳶這樣的老人家，往往都會展現善意。記得清清楚楚的是他曾經在海上，又

撈到什麼大漁、看見了什麼海邊的奇景。 

或許對那個年輕人來說。 

這段十幾哩的路程不長吧，半天就能走完。 

到了坡頂，鳶重新拾起自己的包袱。 

不停地走。 

從這裡開始前行，會直直穿越兩個村莊的中間，這一條往東北的路，介於

上方的雞母塢、豬母水兩村之間，路上樹林高大，南洋杉、木麻黃相間生長，

鳶想到在木麻黃樹林枝間撿拾枯枝的冬天，會拿掃把畚箕，村人都搶著把樹枝

掃回家生火。隔日一早，又會有新的落枝落葉。 

拿出地圖， 

斜坡上去後，阿進直直的畫了一條線，代表在這裡只需要一直直走即可。

一直以來，嵵裡、井垵兩村南北兩邊臨海，無論在何處，都聞得到海的味道。

不過到了這個茂密的小杉林中，反而是在樹林的鳥叫聲，格外清楚。南方的風

吹過了樹臨，細小摩擦，把陽光都磨碎了。 

某處，她停了下來，樹林中的墓群，靜靜地在路邊焚香。 

她又重新想起來，原來接近清明了。 



那是一個奇異的小空間，池塘冒出水來，小小的靜止不動，上面有青蛙、

浮萍。靜水被樹林包圍，旁邊生著一些綠色的水邊小草，而墓群則是在一旁，

爾偶有飛過的鳥鳴。樹林最隱蔽的地方，有個破舊的小屋，石磚砌成、功能

感，但是往那間小屋的路都已經雜草蔓生，而屋頂也開著花。 

鳶並沒有多想， 

或許是日人的防備衛所，只是廢棄了。 

這條路也是唯一一條快速通往井垵、嵵裡、風櫃尾的路，路寬僅管不大，

卻也不是裊無人煙，漁販、郵差、警察、菜車，鳶有時候也看得到無法辨認目

的地之人，他們的身影就向自己，把命背在自己身上。 

經過了兩個小時的趕路， 

鳶坐下來喝水。 

身旁， 

一位高挑的郵差，穿著澎湖郵便局辦公廳的制服，整齊的中山裝，戴著帽

子，拿著望遠鏡，看著遠方的天空。身上的郵局背包是半滿的，應該是中午休

息。許久，他才轉頭，用流利的台語說：「那些老鷹真是美麗呢。」 

鳶看著他，牙齒根部都完好，露出完整的笑容。應該是有錢人家的子弟。 

兩個人起身，繼續同行。 

那位郵差騎著腳踏車，因此讓鳶坐在後座。 

路途上，鳶問了一些在馬公的近況，像是澎湖郵便局的工作、他來自哪裡

等等。他說他住在東衛，有個姑姑住在風櫃，他每個月都會獨自一個人走過整

個澎南半島，當作一種人生體會，當然，他們的家庭已經是國語之家了，他

說，總有一天，他會到東京讀書去。 

鳶問，東京是什麼？ 

那個少年愣住了，一時不知道要如何解釋。 

逐漸靠近鎖管大字，這個地方用台語命名，就是「小管」之意。海風又重

新回到了山坡上，那是一個五條路的交會處，繼續向北就會是鐵線尾，向南則

會到豬母水，往東則是到鎖管港海岸。相傳鎖港這個地方，某次一個颱風，就

把山頭吹往南邊，那個被吹走的山頭填平了豬母水的海岸，從岸邊看去，很像

母豬在海裡的樣子，因此被稱作豬母水。 

鎖港飛了沙，豬母水堆了灣。鳶向少年說，少年一付聽的津津有味的樣

子。 

兩人繼續騎車前行。 

兩個人沿著大路，繼續向北。 

他看見在半路點仔的地方，有一口古井以及榕樹，旅人在那邊休息、洗頭

髮。據說他們從村內的某個山坡地上面，挖一塊黃土，那土可以來洗去頭髮上

的油汙、腥臭，鳶打算回程的時候，再來這裡拿一罐回去。 

陽光漸西。 

斜影長長。 



少年的單車騎過鐵線尾，載著一個人，努力騎上最後一個彎坡。鳶想，如

果未來自己的女兒，也能和她一起去雙頭掛，看自己另一個女兒，那該有多

好。從很早以前，鳶就在孩提時跟𡗘講過，她的原來的家來自案山島。 

在過分長的樹林，彷彿看不到盡頭。 

那時的對話，就跟此刻同樣── 

在陽光的盡頭， 

遠離海的高處。 

「為什麼會把孩子送人。」春日的風微微吹過，適合談話的風。 

「因為養不起──應該說女孩子本來就是不一樣的人生。」 

少年難以置信。他小心翼翼地問，像是怕把泡泡戳破那樣：「那妳的女兒會

送人嗎？」 

「不，不會。」 

「我養她，是因為她是我的女兒，而不是別人家媳婦。所以我很怕她受

傷，或是交了壞朋友。我給她取名字的時候，是希望她傳承家裡的香火的。」

鳶說。兩人穿過了樹林與合歡樹，前方出現兩個彎路。那個送信少年，要回去

媽宮街，向左轉到臨海的橋、墓園最後接回菜園的大路。而鳶則是要繼續直

行，前往充滿水流、小河的雙頭掛。 

說了道別地話之後。 

那個少年跨上了單車，向著下坡的小路奔去。鳶看著他，想起了自己的孩

子。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獨自看著自己步伐的時光，而陽光好像是倒流，越來

越亮。 

最後， 

她打算唱著一首歌，慢慢前進。 

那是一首，她聽過的歌，唱過，也曾經遺忘過，只是像是陽光一樣，悄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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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多墨魚。夢裡面的港，深藍、透明的小管漂浮，𡗘在裡面玩，阿進舅舅

在旁抓石頭公，螃蟹掉入海中，在水裡側步游著，像是落葉一樣穿過了重重的

小管們。𡗘睡醒了，第一件事就是去水缸裡看螃蟹，她與阿進舅舅兩個人一起

玩到傍晚的成果。螃蟹們動也不動，在睡覺，𡗘到海邊去撈了一桶水，重新加

入缸中。螃蟹們走動了一陣，在清澈透明的水中，蟹螯似乎想要抓住什麼，向

水面的光影揮擺。 

阿進舅舅仍在睡覺。 

發出了打呼的聲音。 

她爬回床上，一面思念著母親，一面等待入睡。 

身旁小小的擾動 

阿進醒來時，摸了摸身旁𡗘的耳，確認她是不是又好好地睡著了。前幾



天，他們一直玩，跑遍了紗帽山。聽著阿進站在兩座小山頂解釋地理，一個是

山仔頂，一個是牛尖山，牛尖山其實也就是紗帽山，日人則是用這一座山代稱

了整個嵵裡，他拿出地圖，這樣的東西他很多張，因為阿進自認對地圖有某種

神祕的欲望，如同剛成為水手的少年，對於海上每個島都充滿了衝動。指著案

山那邊的小島，阿進說：「妳就是我從那邊抱來的。」 

他們帶著螃蟹籠──實在抓太多了──養在自己加裡的大水缸。 

每個早晨與傍晚，𡗘都會去海邊換水。 

那是她第一個飼養的生物。 

她抓一些沙子，讓螃蟹可以安心地躲在沙中，有時候會灑下海草、浮藻，

不過阿進舅舅說，他們是不吃這些的，至少，不是主要吃這些。他們這幾天都

煮螃蟹吃，把螃蟹悶煮，加水蒸，𡗘燒著番薯枯枝，阿進則是偶爾翻開鍋子，

想要反覆確認螃蟹熟了沒。 

兩個人吃著螃蟹。 

清明幾處有新煙，海廟旺盛，人群絡繹不絕。有人燒紅了煎臺，把麵粉鋪

在檯上，中間放一些碎魚肉、青菜，擠一些芥醬，祭祀完的村人買回春餅，在

路上走著吃。阿進帶著𡗘前去祭拜父親以及兄弟姊妹，雖然前幾日去過了，但

是她們仍帶著掃帚、墓紙，走過家門前的水仙宮。鄉老坐在海廟旁邊，好像已

經熟睡了很久一般，聽著海音潮來潮去。 

再一次地， 

也是無數次地，𡗘與阿進舅舅走過嵵裡垵，長長的白色殼沙灘，偶爾蹲下

來，撿拾一片褐色的貝殼，或是看見灰小透明的沙蟹穿過沙灘，躲入小洞。兩

個人走著，一直到牛母山嶺。沿著沙子路向上攀爬，可以看到山仔頂的新煙裊

裊。這是一個靠海而狹窄的地方，𡗘有時候停下來，喘著氣。 

「以前我跟阿母有一起去過案山吧？」𡗘問。 

「是啊。」阿進很意外，為什麼𡗘會突然想起來呢。不過他不知道的是，

小孩子總會在一個時間點，意識到自己為什麼能夠活下來，為什麼擁有關愛，

像是第一次學會養育什麼生物那樣，把擁有生命這個概念解離出來。 

阿進舅舅那時， 

在船上說。 

因為妳是她的女兒，也把妳當兒子養。 

舅舅說起長長的故事，從他如何與鳶一起長大，兄弟姊妹們的四散，以及

最後在嵵裡這個臨海小村，只有他們沒有離去。沒有裡去應當換來的子孫滿的

拓展，卻沒有因此實現，許多年，許多死的日子，最後阿進穿過了遙遙的荒原

十六里，抱著哭過的𡗘，回到這個村。 

「我的案山那邊的阿母長的怎麼樣啊？」 

「妳忘了嗎？」阿進問。 

「忘了，不記得了，舅舅你記得嗎？」 

「她喔，瘦瘦的，臉型跟妳一樣，不過你的眼將像鳶。」 



「為什麼會像啊？」 

「因為生活很久吧，自然就像了。」阿進說。 

「如果我去的話，他們會認得我嗎？」𡗘問。 

「會啊。」 

「會嗎？為什麼？」 

「因為妳是她生的啊。」 

「那我偷偷摸摸走進去，偷偷摸摸地離開，她會發現嗎？」 

「會啦、會啦。問這麼多做啥？」 

路上許多人在祭拜，孩子們也興奮地跑來跑去，因為清明的時候，三牲、

春餅、各式各樣好吃的食物都有。她們走到父親的小墓，儘管鳶一家並非小

戶，日子豐衣足食，不過不識字的鳶，以及四處流連的阿進自己，並未為丈夫

購置一塊大的墓園，而是一個輕輕小小的墓碑，上面法師寫著𡗘父親的姓名、

兄弟姊妹的名字。𡗘並不會認字，鳶也是，她看著墓碑上的字詞，有一種陌生

的敬意，在心底淡淡的漂浮。 

「阿母什麼時候回來？」𡗘問。 

「今天吧。」阿進舅舅說。 

「好久喔。」 

「想她嗎？我們再去抓螃蟹啊。」阿進慫恿著姪女。 

「不要，我要在家等她。」 

兩個人把小石子重新放好，並且在底下放置墓紙。最後繞了一圈，告訴父

親，他們要離開了，彎腰，插上線香。𡗘放上帶來的馨香，阿進舅舅則是負責

點火。 

兩個人慢慢從山仔頂走回家。 

芒草、枯葉、合歡木。 

在路上，𡗘在空氣中划著水。 

傍晚。 

家裡她們煮最後一隻石頭蟹，螃蟹煮好後，熱氣騰騰，阿進撥開一隻蟹

腳，用石桌的邊敲開，蟹殼裡面的水四濺。哇，怎麼這麼瘦，阿進舅舅說，放

太多天了，都沒有肉了呢。𡗘等待母親，頻頻看著窗外，一九二八年的清明那

日，就是十五號，月亮正圓，月光把雲朵照的層層分明，連海浪的聲音聽起來

也十分清晰。 

啪咳。 

水花濺起。 

撥開蟹殼，水從蟹肉與蟹殼之間流出，並非事前蒸蟹用的水，而是來自於

螃蟹本身的內裡，一隻螃蟹的蟹水，幾乎可以流滿半個桌。𡗘看的很出神，問

阿進：「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水？」 

「放太多天，沒肉了啊。」 

「肉會變成水？」 



阿進舅舅歪頭想了想，說道：「對啊，會變成水。」 

「螃蟹好奇怪。」 

𡗘說。聽著阿進舅舅吸簌旁蟹肉的聲音，她想到海想到水，想到螃蟹想到

變瘦，想到流出的腥味蟹水流入海，也想到海面上的月光浮沉著雲，想到母親

說，以後妳也會養孩子，也會有個老公，也會有女兒，很多女兒。沉沉地睡著

了，夢中什麼都有，也什麼都沒有，在夢中划水，水就會退散，漂浮而清晰。

有鹹鹹的味道。 

醒來時， 

𡗘是抬著頭才看見母親的。 

她躺在門口的水缸旁，透過桌子、門擋，看見母親坐在椅上，高高地，與

阿進聊著旅程的種種。有許多陌生的名字，也許長大後會知道，不過那些就像

是味道，屬於𡗘這個年紀獨有的陌生味道，如此一來，母親的身影才會十分熟

悉而溫暖。 

揉著眼，慢慢走到母親身旁。 

趴在母親的肚子旁邊，有只屬於鳶的味道。 

鳶摸摸她的頭髮。 

只是𡗘不想抬頭，她只想繼續趴著。 

呢喃著孩子語。 

太遠了，鳶想。鳶摸著自己的女兒，想起了離開時的一切，與回來的時

光，儘管沒有什麼變化，但是仍然感受到一種距離的因果。𡗘在撒嬌，孩子般

的撒嬌。𡗘年紀更小時，有時候會一言不發，就只站在她的腳邊，臉臭臭的。

鳶作為母親，便會將她抱起來，放到自己的肩膀上，然後拍拍她。 

有時候能夠溝通。 

有時候則是像只有五歲的孩子。 

阿進看著她們，則是想著，如果自己有小孩，那麼什麼時候會教導他一切

呢？其實，他真正想知道的是，會不會只有母親才能與女兒這樣，屬於她們的

時光。 

「你有教她游泳嗎？」鳶問。 

「有啦，我們還去抓螃蟹、扒殼仔，還跑上紗帽山。」 

「那裡有路嗎？」 

「有，我們一起發現的。」 

外面風吹過，鳶突然想到似的。 

「東天剛過，還游泳，這個小孩真是的。」 

「小時候也是這樣啊，能玩就玩，不像我們小時候還得做事、討海，沒有

工作就沒飯吃，人那麼多，最後才能吃到飯菜，都剩下菜尾能吃而已。」阿進

說。 

「你有幫她洗頭嗎？」 

「沒有耶。」 



鳶說：「好吧，我有帶一罐可以洗頭髮的。鎖管港那邊有人賣，我回程有拿

一罐。」她推推𡗘，女兒仍舊趴在她身上，她說，阿母幫妳洗頭，洗一洗卡好

睏。阿進則是站起來，走向放柴枝的後門，拿了一綑柴火，並看見後門的月

光，微風、清明後的青蛙在積水塘鳴叫，滿月格外清晰。 

他突然意識到， 

或許這是自己唯一一次的童年。 

也是嵵裡的稀少童年。 

沒有多死、也無分離。 

升起火。 

火材的聲音帶他回到過去，並且也悄悄的提醒他，但提醒他什麼，其實並

不清楚。比較像是這個時候聞到的柴味、溫暖的火，或者是一種精神，隱隱而

微的顫抖。後來他發現自己手指上，有柴火的碳香味。 

伸出手指， 

恰好擋住月亮。 

 

──多年後。 

𡗘的第一次出遠門，鳶與阿進輪流背著年幼的𡗘，走在路上。 

比雙頭掛更遠。 

比任何一座山都更遠。 

走過鎖管港至媽宮旱路十六里，他們最終抵達了案山。臨港，彼時媽宮城

墻已被日人拆除，媽宮港方方被建成，有一種過於新式的不諧感，不過他們沒

看見那些出入港的日本兵、穿著白色襯衫的行人。只是走過小案山的海橋，𡗘

聽見了海浪的聲音。像天空揮了揮。 

不遠。 

此時𡗘已十五歲。騎過單車，也走過旱路。 

乘著海船，也去過虎井島。 

童年，已經相當遙遠了， 

臨海、狹長的嵵裡，她獨自能夠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