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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故事

十年前媽媽寫了她的故事，從出生寫到結婚
。最近八十五高齡的她，終於在好友胡世瑞幫助
之下寫了續集，從結婚寫到今天。因時代變遷，
她只得到相當初中的教育。她媽媽是日本人，成
長時只講日文與台語。二十幾歲後才跟著孩子們
用中文會話，而書寫是我們離家後不得不寫信才
學的。一個小城鎮的女人，平凡中不平凡的人生
用十幾頁紙輕輕描過，只為了與孫子們分享她走
過的路。我替她在此摘要。

先生的六兄從日本回來參加我們的婚禮，帶
著一個照相機。他離開的時候忘了帶。結果婆婆
叫我用腳踏車送照相機去追他到火車站。婆婆長
年足不出戶，沒有距離的概念。我東西南北都不
知道，但是婆婆的話不能不聽呀！我是很內向的
人，其實長大過程中也絕少出門。只好走走停停
到處問人。一個多小時之後在火車站追到了六兄
。大家都嚇了一大跳，新娘子這麼歷險！
沒有心理準備的新生活開始了。我公公有糖
尿病，婆婆有胃病，高血壓，又吃素，食物上有
許多限制。鄉下買不到什麼東西，還有節儉的家
風，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米倒是有的；四週
圍都是稻田。
三七五減租後，我們留了一甲地自己耕，而
大部分的田由佃農耕。因為先生在外地上班，所
以要施肥時，我要在大太陽下騎腳踏車來回三小
時去監督，還要做點心帶去給佃農吃。孩子們一
個個生下來了。婆婆早上都禮佛念經，必須等到
她唸完經一起吃粥。然後忙著洗衣打掃上市場買
菜，接著又開始絞盡腦汁準備中飯脱每天忙個不
停像陀螺一樣。十年來沒看過一場電影，好懷念
做小姐的日子。
每年最快樂的時光就是年初二回娘家。鄉下
老舊公共汽車一路顛簸二小時，一路上暈車嘔吐
，但是一看到父母五個姐妹們就把脱腦忘了，大
家有聊不完的話。可惜短短幾天就各自回去自己
拖磨的主婦生活。
有一次一歲大的大兒子吃錯東西腸胃感染差
一點就脱水死掉。好在碰到一位老中醫用陶壺小
火煨藥才救了他的小命。可是孩子病了一年還沒
全好，身體一直虛弱。好在老二安娜又胖又壯，
還得過健康寶寶獎呢！老小也沒有太多問題，用
放養的。
婚後八年先生被派到美國接受農業經濟的訓
練。老的小的都丟給我一個人。我本來就容易憂
鬱，千篇一律繁忙的生活再加上心理壓力，最後
崩潰了，無法應對日常生活。只好把女兒托給幼
稚園老師，我則帶老大老小回娘家給媽媽照顧一
年多。我知道日子不能這樣過下去，而病情好得
很慢，後來才知道是神經衰弱。後來終於先生從
美國回來了，升級為課長，全家搬到台中縣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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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生活三年多並不愉快。宿舍一
大群孩子們玩在一起，打架是難免的。
可是官高的太太們上門氣勢兇兇的欺下
，我心裡不平又不敢言語，使我神經衰
弱又回來了。後來我得了肝炎，住院了
三個星期，瘦成皮包骨。
一九六五年先生被選去馬來西亞政府參
加農會合作金庫的建設。每次合同才一
年，所以遲遲不敢接我們去。而且又不
知道孩子們的學業要怎麼安排才好。終
於一年後我帶了孩子們飛到吉隆坡一家
團聚。
在馬來西亞的那幾年日子是最快樂
的。我學會了開車好送孩子們上學（我
好厲害！當年只有手排檔的）。馬政府
給我們安排了洋房，家裏有用人。週末
先生就帶我們吃各民族的大餐小吃，看
各國電影。有一次蘇丹皇宴，我穿上訂
製的臘染布馬來亞娘若裝，到現在還留
著呢。家裏賓客不斷，我還和朋友去上
了烹飪課，樂趣無窮。若是先生出差又
碰到孩子們暑假，就帶著我們高高興興的一起旅
遊。有時在椰樹林立的海濱，有時在濃密的熱帶
森林裡。最喜歡的記憶中有金馬崙高原美麗香噴
噴的玫瑰花，甜美的蔬菜。那高原是英國人建的
避暑勝地，我們在小別墅圍著火爐烤棉棉糖吃，
在山溪冷冰的水裏看著孩子們玩。
沒想到好景不常、五年後發生排華暴亂，我
們知道不能長久待在那裡。
長住日本做生意的六兄在一九七一年邀請先
生去與他合夥。考慮許久，先生決心改行前往日
本。
老大該上大學了，直接去美國。我們帶著女
兒與小兒子搬到川崎污染的工業區，日子好像一
下子從天堂掉到了地獄。其實先生與年輕就離家
的六兄並沒有真正一起生活過，後來發現他是一
個騙子，到處欠錢。生活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
！家裡沉重的空氣造使安娜提早偷偷申請美國大
學，算是離家出走，留她弟弟陪我們過苦日子。
三年後儲蓄快用完了，先生才得以站在自己腳上
重新學做生意。而我不得不出門幫助家計。但是
我能做什麼呢？後來在一個日本朋友那裡學會計
，每趟路程要花一個半小時，包括走路加上轉兩
趟火車。有時回家路上連眼睛都睜不開。這樣辛
辛苦苦學了一年後才有辦法幫先生的事業。
公司搬到東京後開始做雜貨的進口，雨傘是
其中之一。因為資金不足開始只能買便宜貨。結
果好多不良品被退貨。記得我們與小兒子把一貨
櫃的雨傘一支支檢查，修理，精神與經濟上都承
受了很大的壓力。這樣辛苦經營了幾年後才開始
受到信任，生活才慢慢地改善了。後來日本人流
行養鳥，我們就進口台灣竹子手作的鳥籠。這種
生意太小了沒有什麼人要做，所以我們獨家經營
，最後生意範圍包括了整個關東。
生活穩定以後，我有四位好朋友每個月固定
去喝咖啡看風景，還去跳舞運動，學插花茶道。

鳳梨，唱歌和野餐。

老三

學校舉辦童子軍校外活動，規定我們要穿童軍服
，我就戴著大盤帽，匝上領巾，上學集合。跟著
童軍老師的口令，稍息，立正，敬禮，伸三個指
頭代表智仁勇，再大吼一聲 ”日行一善，人生以
服務為目的” 之後就開拔了。我個子小，走在前
面，斜揹著書包，拿小隊旗，兩個高個兒的就拿
童軍棍，背個貼有紅十字的急救包，跟在隊伍後
面，看起來滿神氣的。我們坐上運甘蔗的小火車
，到一個名叫”龍崎”的鄉下地方去遠足。
龍崎這地方是泥岩地形，有點像月世界，最近因
為亂挖山崗，破壞水土保持而引起了大家的注目
。在以前，我們小時候，看到的龍崎鄉是一個個
的土丘，土丘的山坡很陡，山澗很深，山路是在
山腰上開出來的，靠溪谷那一邊的路旁長滿了刺
竹。刺竹和麻竹的大小差不多，也耐旱，竹桿很
粗，分枝上每一節都有又硬又刺手又鈎衣服的倒
鉤。走在路上，小隊裡的高個子同學得拿童軍棍
把竹枝隔開，才利通行，但彈回來卻把我的大盤
帽給鈎飛了。走過一段刺竹路，看到了我們要到
的對面山坡，山坡上種滿了鳳梨，我們要上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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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山之間有座吊橋，人走
上去吊橋就晃，前面的同
學邁步，我就跟著晃悠，
三四個傢伙一上吊橋，那搖擺起伏的勁兒，簡直
像八級地震一般非把你盪下山谷不可。又輕又小
的我，伸手只能搆到一邊的鋼索，就斜著身子心
驚膽顫地走過吊橋，腿都軟了。一路上別人家哼
著歌、吹著口哨，欣賞風景，我卻只惦記著 「回
去還要走吊橋，我的媽呀！」 這件事。心中焦躁
，走到鳳梨園就覺得鳳梨葉子又粗又刮臉，也沒
心思看什麼鳳梨，只想著怎麼樣才能弄到一根樹
枝當拐杖，擋開刮臉刺脖子的無禮鳳梨葉，回程
又能拄著過吊橋。偏偏滿山就只有鳳梨，刺竹又
刺，硬是找不到趁手傢伙。
回程又到吊橋了，先前拿童軍棍擋刺竹，鈎飛我
的大盤帽的傢伙向我靠過來，低聲對我說 「棍子
給你用」，或許這就是當時的小孩表達歉意的方
式吧。我就拿了棍子拄著過吊橋，再轉身看後面
的同學歪歪扭扭的碎步過橋，心中升起一分對童
軍棍的感激，感激它給了我安全感和可靠感，那
時候我十五歲。
上高中，遠足，上關子嶺，走台階，我買了一根
鳥形手杖，就是把樹杈帶著樹皮雕成鳥狀，當作

許氏人蔘
含多種西洋蔘皂角苷、多糖、揮發油、多種氨基酸及
10種以上的微量元素等營養成分，其中鋅為胰島素及
多種酵素的重要成分，參與核酸及蛋白質合成，參與
能量代謝；鈣能維持骨骼及牙齒的健康；鐵質則是組
成人體血液的重要成份；同時花旗蔘還含有錳、鍺、
鉬、矽等珍貴的微量元素。
西洋蔘所含的各種氨基酸，可促進皮膚膠原細胞再
生，對愛美的女性而言，是養顏美容的最佳輔助食品
，對男性而言，花旗蔘的多種營養成份，能滋補強身
，增強體力，並減少疲勞感，特別是花旗蔘屬性偏涼
，對於體質燥熱或想要在夏日進補的人而言，花旗蔘
會是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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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我名叫李碧玉。剛滿二十歲就結婚了。先生
是我大哥的同學，我唯一的男友。因為他英俊又
幽默，父母也贊成，就決定跟他結婚了。我娘家
在台中附近。父親經營自己的公司，家裡有司機
，自來水和電。先生是從西螺鄉下來的，婚前我
們認識一年，從來沒有去過他家。那時西螺大橋
尚未建立，所以我的陪嫁家具是由台中用火車送
到斗六，再用牛車慢慢拉到夫家。結果新婚旅行
完了回到新家，牛車還沒有到呢。

農會宿舍。

聖路易新聞



先生年輕的時候是舞王，我也跟他跳一點社交
舞。最難忘的一個經驗是我們終於請了職員。
日本的傳統，職員結婚要請老闆當榮譽媒人的。
難得我穿了正式的全套和服上台講話。我一向怕
羞，從來沒有過這種興奮又緊張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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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辛勞，沒過過多少好日子就永別了！從辦
後事到清出公寓只有十天時間。住了十多年的家
一下子就空蕩蕩了脱那種惶悲，到現在想到還會
掉眼淚。

後來孩子們都在美國定居下來，我們也只好
計劃到美國休士頓養老。慢慢地把生意賣給一位
老顧客，在幾年內辛苦來回做空中飛人，弄到美
國綠卡與公民。我已六十多，一心只想過平靜的
生活，不幸我們沒有平靜的命！先生覺得有必要
繼續做事業，結果買了一間汽車旅館來經營。也
是因為資金不多買了一家大錯特錯的，位置在販
毒犯罪者出沒的地方，又不太會經營常常被警察
開單。頭痛的事情接二連三，心力交瘁。又加上
被信賴的員工騙錢。七十歲的先生本來還一身肌
肉，每天慢跑的。在這個打擊之下，身心每況愈
下。一九九
六年四月我
們因更新居
留權回日本
。有一個早
上突然他坐
在地上不能
說話，一直
出冷汗。第
二天在醫院
已昏迷不醒
。第三天孩
子們從美國
趕回來，可
是先生永遠
再沒有睜開
眼睛了。我
相信他有聽
到孩子們在
叫喚他吧？

其實我的平靜人生從那個時候才開始。眼看
著孩子們也一個個人生起伏，各有千秋，我把自
己的生活安排好最要緊。年輕時沒有機會學習，
在休士頓才開始看書，唱歌，學素描，油畫，慢
慢的發現自己還不錯，還參加了好幾次長春會的
畫展。先生過世後我再不跳社交舞了。後來參加
了德州排舞，民族舞，呼拉舞，元極舞脱跳了二
十年，最近告老退休。除了二〇〇四年動了一個
卵巢癌大手術之外，身體還好。希望繼續努力養
生，幫助比我更老的人，求佛祖保佑平安走完這
一生。

握把的手杖，杖上還刻了”關子嶺紀念”，因為
我需要這份安全可靠。

天，一躺就睡了，原住民朋友們則還圍著營火喝
著從山下扛上來的大桶米酒。

上大學，事兒就多了，不再有”遠足”這類”公
辦”活動”了，跑到風景區就叫郊遊，跑進山裡
叫做出野外或是田野調查或採集，出門一趟回來
，八成會拄根竹竿或木棍，除了花錢買的登山杖
，卸下背包後，手杖大多就都扔了。扔了的手杖
其實都留下了紀錄，幻燈片裡倚杖而立的影子，
在三角點，在草坡，在溪床，在隘路。以前的人
不會伸出大拇指還喊 Yeh! 讓你拍照，那多不好意
思呀，多半是扶著順手撿來的竹枝木棍照張像，
此照頗有”能上得山來不是吹的”之深意。我一
張一張幻燈片放著，檢著，丟著，一幕幕人和自
然的故事回味著，撐著我上山渡河的不全是毅力
和決心，還要依賴撐著我左手的那根棍子給我的
安全感。

剛入睡，猛然被周圍騷動驚醒，就聽見上游的人
大聲喊叫 「山洪暴發啦，趕快逃命呀！」。 河水
馬上淹進了營地，一陣丟盔卸甲，一拄狗骨拐杖
我跳上了高坡…。事後我的同伴告訴我，當時我
拄著拐杖，望著急流，口中唸唸有詞： 「永生難
忘–永生難忘」令他永生難忘。

常登山的人都有自己的登山杖，像我這樣碰到就
順手採一根的也不少，好手杖捨不得扔，像狗骨
仔這種灌木植物的木頭又直又硬，就是好手杖，
我就有一根刮去樹皮寫著”鹿野狗骨” 的傳家寶
，意思是在鹿野溪沿岸採的狗骨仔手杖。那時候
是要沿著內本鹿古道往深山裡走，手上就拿著這
根鹿野狗骨，我們一行人貼著山壁走過隘路後就
在河邊紮營過夜。天上下著小雨，我們折騰了一

那次深山之行被山洪轟出來了，空著手，睡袋也
沖走了，留下的是一根”鹿野狗骨”登山杖、一
句永生難忘和幾位老友情誼，年年相聚。
五年前老友動了膝蓋手術，告訴我他正在復健，
情況良好。還捎人帶來兩根它削好的登山杖，附
張紙條: 「留著用，不要逞強」。
三年前另一位好友也是不良於行，動了手術，我
帶了根狗骨仔去看他，方知他要的是多功能手杖
，四足的。
去年得知老伴兒膝蓋不太靈，前天出門，想到老
友金言 「不要逞強」，又怕她腳累，特別帶根狗
骨仔，讓她當”文明棍”使用。她把手杖交給我
，把手臂伸給我，厲聲說： 「扶著」。
我一手扶著老伴玉臂，一手抓著鹿野狗骨，倚杖
向前行，甚麼都不驚。

新貨上市
買六盒贈送保溫杯

8517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聖路易新聞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