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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刺眼奪目，銳利的劃過天際，笛音、閃光，呼嘯而過，救護車內，塑

膠管從嘴巴裡延伸出來拉長許火的生命線，隨車醫護人員迅速的摸他的脈搏，掀

他的眼皮，拍拍他，昏迷指數 3 ，醫護員蒼白的額上淌著汗水，對面，許永耀繃

著臉，無意識的咬著下唇，雙于環胸，指甲深深陷入輛黑的皮膚裡，指出一道道

凹痕，他閉上佈滿血絲的雙眼，搖了搖昏昏沉沉的腦袋，他懊悔，怎麼會把父親

的血尿不當一回事呢？「那只是發個炎沒那麼嚴重！」他記得自己這樣對妹妹許

永如咆嘯過，「爸會被你害死！」永奶的這句話在此刻不斷的倒帶、重播，轟炸

著永耀的理智，他半閉著眼瞄向那些管線，思緒陷入無止境的長廊。

紅色，火光搖曳，許火的小于扶在仕上，他不夠高，只能踩著小凳子，小巧

的腦袋左轉右轉，望著父親準備著今晚的牛肉湯，他想去拿仕上的筷子，短短的

小于卻勾不著，父親笑著拍拍他的頭「阿火啊，這樣危險喔」難得今天父親擺下

工作，言午火興奮的連話都說不清楚「我，筷」訐火做出攪拌的動作， 「好！好！

馬上讓你表現」父親笑著把筷子塞到許火的小于裡，熟練的把滾燙的熱水倒入盛

滿新鮮牛肉切片的碗中，言午火把筷子伸進大碗裡賣力拌動，「輕輕的就好」父親

抓著詐火的小于輕輕攪動，溫暖的大于粗糙卻柔和，許火心不在焉的望著碗內，

牛肉由鮮紅轉為淡粉色，湯轉為淺褐色，細微的蛋白質顆粒在水中滑動著，隨著

熱水翻滾畫圈，「吃慢點，別噎著了」父親望著詐火狼吞虎口燕的模樣不禁想起小

時候那段物質匿乏的日子，怎麼會把阿火餓成這個樣子呢？父親心想。

但其實父親現在心中有件更重要的事，父親已經想了一個晚上，該怎麼跟阿

火開口？他等待最好的時機，然後引進話題「好吃吧．．．以後會有個阿娘煮給你吃

好不好？」父親的于開始磨著碗的邊緣，順著弧度感受著平滑叉堅硬的等待，一

陣靜默，「什麼？」訐火沒聽清楚，「以後會有個阿娘煮給你吃」父親的口氣已經

從疑問句變成了直敘句，「噢！」這下許火聽懂了，他頭依舊低著，思緒混亂，

他要有個娘了，那之前那個呢？父親顯然忘了，其實詐火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

場葬禮好像在他很小的時後就辦完了，許火想問姊姊們知不知道這件事，又想想

父親有些事也只跟他說，或許是因為他是兒子，也可能是因為他是家中老么的關

係，父親最疼的就是他，許火抬頭，他知道他不用問了，不管姐姐們的反應如何，

這件事就這樣定了，透過碗裡冒出的蒸氣他望見父親，父親臉上的笑容刻的好深

好深，他不記得在以後的歲月中，有再見過這樣的笑容，霧氣依舊蒸騰，許火的

世界陷入一片迷濛的白。

白色，潔淨炫日，白牆、白衣，消毒水的味道充斥著整個迴廊，不遠處傳來

金屬的碰撞聲，接著是一陣腳步聲，接獲病危通知的家屬鐵青著臉疾步走過，狀

況危急，據永冬的說法，昏迷指數 3 就是什麼反應都沒有，他扳著永耀的肩膀問

東問西，他是當時唯一一個跟著救護車的家屬，卻一問三不知，眼看著耐心就快

要用完，永耀再這副要死不活的樣子肯定是要挨三哥的拳頭，所幸在最後關頭他

咕喂了一句「指數好像有變大．．．在插管之後．．．我不知道．．．什麼意思．．．我．．．」永耀



雙眼呆滯，永冬鬆開了他的于「那表示還不會變植物人」他跌坐回水藍色的座椅

上，等著一個不知道會不會實現的奇蹟 o

永耀看見永麗從另一頭走來，她現在的頭髮蓬的讓她看起來像一頭獅子，一

頭兩眼腫得像水蜜桃的公獅「怎麼回事？」她瞪著永耀「你又不給他吃西藥了是

不是？」永麗現在看起來是一頭憤怒到極點的腫眼瘋獅，永耀發著抖「沒有．．．是

他自己．．．自己跌倒．．．撞到頭．．．在．．．在浴室．．．」他低著頭不敢正視四姐的眼睛，接

著是一陣預期中的咆嘯「跌倒！怎麼會跌倒，你怎麼會給他有跌倒的機會，你不

知道他有多脆弱嗎？難道你不知道他這一跌要躺多久嗎？」永麗像連環砲似的陳

蝶不休，永冬不耐煩的叫住永麗，整個氣氛叉陷入一片沉寂，現在能做的就只剩

下等待了，等待著急診室的門打開，等待著另一頭的房間內有幸運之神的眷顧，

等待著不該期待卻又忍不住期待的結果。

白色， 純潔無暇，這匹布是父親唯一能給許火的東西了，再多給一點的話，

那位“娘’， 就要開始說什麼家裡經濟如何如何的，她難道就不會去管管她那兩個

賭博的兒子嗎？開布莊的家會養不起一個兒？真是笑死人了，可是許火和姐姐們

都不想為難父親，姐姐們都嫁了，他再離家，家裡就只剩那兩位他一直不順眼的

弟弟們，這樣也好，許火心想，那才是真正的家，有完全的血緣關係 。他走出家

門，持著布和幾件舊衣，頭也不回的走了，他不想望見父親的臉，關於對父親的

臉的記憶，有那晚的回憶就夠了，那樣燦爛，那樣深刻。

許火指著布站在日本牙醫師傅面前，整個人都在冒汗，他沒有任何理由要求

師傅接受他，他說他可以做任何工作，不領錢沒關係，只要有地方可以住，可以

溫飽就好，他于上只有這匹布可以拿來感謝師傅，還有他可以．．．他．．．，言午火語無

倫次，師傅已經有一個徒弟了，看看那位忙進忙出的學徒，再看看師傅，師傅的

眼神回答了他的問題，他是該走的，眼看著師傅沉默不語，許火的心涼了半截，

忽然間覺得身旁的一切都變的那麼不其實，腦袋瓜子暈暈脹脹的，他忘了他是怎

麼跟那位師傅道別的，也忘了他是如何踏出那道門的，更忘了他是怎麼度過那一

晚的。

記憶直接跳到他大姊那窗明几淨的家，他坐在寬敞的客廳內，其實他不怎麼

願意來，姊夫是個自大到令人不舒服的人，言午火管他叫上等親家，這次來求助於

姊夫是注定要被他笑一輩子了，但是再不來許火就等著餓死，衡量之下，許火踏

入了這個讓有精緻門環的大門。

許火等著，他的思緒又陷入了另一幕回憶中，姊姊嚴格來說是被賣到這兒來

的，他記得那一天的姊姊好漂亮好漂亮，從來沒見過大姊這麼漂亮過，言午火跟著

二姊興高采烈的圍著大姊，可是大姊好奇怪，她一句話都不說，他記得以前大姊

都會跟他們一起開心的尖叫，即使只是插朵小花也能讓她開心個老半天，言午火不

懂也就沒想那麼多，而且詐火還有另一件事要開心，是關於繼母的，繼母很兇，

待他們三姊弟也不怎麼好，但今天看到大姊這個樣子，言午火想未來一定有好日子

過了，是誰說壞人不會變成好人的呀？詐火興奮的尖叫，為了美麗的大姊也為了



以後的好日子而慶賀。

迴廊傳來腳步聲「老兄，想當牙醫啊？」看來大姊什麼都說了，姊夫在許火

的正對面坐了下來，兩于交替的拍著椅子的扶于，姊夫瞄了一眼一旁的白布「我

還以為你是來賣布的欽！」他為向己的幽默而放聲大笑，許火也跟著他笑了兩聲

意思一下，「話說你怎麼會找不到工作呢？布莊怎麼會不留你呢？你朋友呢？」

姊夫一口氣問了一堆問題，眼神直逼著詐火的目光，弄得他非常的不自在。噢！

其實詐火是有朋友的，可是自他走出布莊到現在這段期間內，他的朋友群不知為

何特別忙碌，忙的連見見老朋友的時間都沒有，許火腦筋一片空白，只能乾笑，

「所以你還是得靠我，是嗎？」姊夫懶懶的攤在椅子上，屁股都快滑到椅子底下

去了「你們許家啊，果然都是這種種。」’訐火低頭最後擠出一句話「拜託你了！」’

姊夫用鼻孔呼出了一口氣「明天早點來，帶你去見人」姊夫起身「把自己弄體面

點，不要丟臉！」然後頭也不回的走了。

許火站在師兄身後熟記每個根管治療的步驟，揉棉花、浸藥水、塞入，師兄

的拇指和食指揉棉花揉得都把指紋磨掉了，這棉花要揉得剛剛好，藥水才不會吸

太多或結構不紮實，師兄又拿了一團棉花，吸乾周圍不斷冒出來的血水，抽完神

經後的護理與治療讓許火的心情大好，這名病患的牙齒還沒有到要被判死刑的地

步，所以不用拔掉，這讓他鬆了一口氣，有些人的牙要拔是難纏得要命呢！醫生

館的門被開啟，一名患者走了進來，一張嘴，許火聞見了惡氣沖天，看見了滿口

的爛黃牙，他朝師傅看了一眼，師傅向他點點頭，新于上路的許火，顫抖的坐上

椅子，雖然隔著口罩，陣陣的臭氣還是薰得他昏昏脹脹的，日午火望著眼前的挑戰，

他知道他沒有其他退路，那是他的飯碗、他的希望、他的一切，在此他默默的許

下承諾，決心要戰勝那口爛黃牙。

黃色，濃桐黏密，幾乎結為塊狀的疾順著導管被吸出體外，永如站在一旁，

不忍心回想剛才在她眼前所發生的一切。

一大清早醫護人員就帶著導管和抽疾機來到病房，醫護員戴著于套的于捏著

導管準備從鼻孔把管子插進氣管，他選了左邊的鼻孔，把管子一點一點的往前

推，他試了兩下，然後轉身過去拿了塊紗布，要求詐火把嘴巴打開，隔著紗布醫

護員一邊把許火的舌頭拉出，一邊繼續把管子往前推，一陣咳嗽後詐火再也發不

出任何聲音，然後開始抽疾，短短的幾秒內對家屬來說彷若過了幾個世紀之久，

而間歇的一分鐘叉短得令人覺得不可思議，血和疾，他抽出的血比抽出的疾還

多，醫護人員抽出管子「你們到底有沒有給他拍疾？」「這個．．．．．．他說會不舒服，

所以．．．．．．」永婉支支吾吾，醫護員臉拉了下來「不舒服還是要拍阿！醫生都交代

過了，你們都不做，這樣疾怎麼拍得出來！」病房內空氣凝成一團，靜默壟罩著

全場，最後醫護員打破沉默「先拍一拍，待會我再過來」然後頭也不回的踏出病

房。「爸，人家醫生都說了，你還是要拍個疾啦，一下下就好，我小力一點」永

婉像在哄孩子般的慢慢靠近詐火，然後一下兩下大力的往詐火背後拍過去，他的

背發出悶響，永如把頭別向一邊，等著妹妹永婉停止幫爸拍背。



病房門再度開啟，永耀提著白製的草藥湯要給爸治病，他突然停下腳步「妳

在做什麼？」他瞪著永婉「我說過了，不用拍背」永耀叉強調了一次。「可是這

樣疾會拍不出來啊，醫生也都說了．．．．．．」永婉看著他哥哥不甘示弱的反駁。「你

管那個鳥醫生在說什麼！這個病有我的草藥就可以把他治好了，聽到沒有！你哥

不信跑去信什麼庸醫？」病房內的溫度又再次升高了起來，接著是一陣冗長的靜

默，病房門再次打開，醫護員又照著剛剛的方式把管子插進了許火的鼻孔，永耀

則離開了房間，永奶看著疾一塊塊的被吸出，內心紛亂無比，夾在現代醫學和傳

統療法中間，五哥和七妹各有堅持，現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黃色，金紙棺材，許火呆然的坐在靈堂內，言午永鑫這個不孝子，走的比他老

子還快，黃色的布幕在四周圍拉起，相對於隔壁的大紅燈籠，懸挂︱、在兩旁的白色

大燈籠，宣告著他還太過年輕的事實，言午火望著靈堂裡的一切，香、照片、金紙

蓮花，還有來參加出煩的人，心中五味雜陳，這次的出積讓多年沒齊聚的兄弟姊

妹們再次聚在一起，二姊永玉、三哥永冬、四姊永麗、五哥永耀、六姊永奶、七

妹永婉，還有靈堂裡的那張照片，大哥永鑫，這是許火盼了多久的一家團圓，卻

在這種難堪的場面一了心願 o

他看著整個出積的程序，想著他還剩多少時間可以待在永鑫的身旁，他感到

胃部好像空了一大塊，轉棺、旋棺、弔祭、點主，接著發引的時辰到了，旁人遞

了一根青竹過來，握著青竹，許火的于顫抖著，三下，他根本打不下去，那可是

他的兒啊，他兩眼空洞的望著棺材，流不出任何一滴眼淚，他忘了如何哭泣，忘

了如何把于中的青竹舉起，四周騷動聲漸起，再不快點時辰就要過了，許火無力

的抬起于，青竹順勢的掉到了地上，永冬走上前撿起了青竹塞回詐火于中「爸，

你不打大哥就沒辦法出積」訐火再度握起青竹，搖搖晃晃的走向前去，他舉起于，

呼吸變的急促，青竹輕輕的落在棺木的邊角，一下兩下三下，接著他把青竹拋出

禮堂外，言午火隨即時倒在地，暈眩中，一雙于伸過來攪扶著他，他的目光順勢往

上落在那人于臂上那別著綠色毛線的別針，跳動，恍惚，模糊，就像他去出去的

竹子，那樣翠綠，那樣殘酷。

綠色，波紋數字，監視螢幕上，綠光閃動，伴隨著詐火平穩起伏的胸膛，為

整個加護病房敲著生命律動的節奏，這是歷經一番折騰後才有的結果，整個急救

的過程讓他吃了不少苦，從 200 焦耳 300 焦耳到 360 焦耳，去顫器一點都不溫柔

的對付著他屠弱的肉體，偏偏心室顫動又復發一次，這次二話不說直接從 360 焦

耳電起，機器一點都不通人情，要是被哪個家屬見著，它不被砸爛才怪。

總算一條命是撿回來了，可是到底能撐多久呢？這是任誰都說不出一個準

的，現在的許火，醫療儀器陪著他的時間比家人伴著他的時間還多，他的生命幾

乎是靠那些由金屬和管線組成的吃電怪物來維持。在寧靜的病房中，卻有一場小

風暴在許火的組織系統裡進行著，侵蝕的威力對他來說已經見怪不怪了，他的晚

年幾乎都在病房和回憶間來回交錯，他回首，駐足，然後遠走。



綠色，柔軟綿密，許火笑嘻嘻的把鞋子踢開，雙腳肆無忌J陣的接觸著軟密的

草皮，柔軟中微帶著刺的草刮著腳底，這是多久以前的回憶阿！在他的印象中，

不同時段的草皮踩起來的感覺都好不一樣，清晨的草濕濕滑滑的，正午的草乾乾

悶悶的，夜晚的草冰冰涼涼的，現在的草，讓他的心情隨著水氣向上蒸發，金粉

般的陽光灑滿他周圍的一切，眼前的桂花微微發著亮光，這一切都好不其實，他

腳踏的這塊地有好多的故事，他不想去想，他要在這個時間點，去掉過去和未來

的牽掛，好好的享受這片草地，任由桂花香去盈滿全身，滲透到他身體裡的每個

末端，每條血管，到指尖，到髮梢，到他意識裡的深處，溫柔的包覆著那些最具

色彩的回憶。

身後那幢別墅的大門輕輕的被推開「爸，吃藥了！」永如站在門口，那句話

在空氣裡擴散、沉澱、消失，許火轉過身來，望著整棟大房子，純白的牆面，巨

大的落地玻璃，被漆成鮮紅的屋頂和依舊站在門口的永折，眼前的景象模糊成一

片，他微微的點了點頭，然後叉轉回去看他的桂花。

日客暸！ 孫女筱琳拿著新買的數位相機拍下他的背影「阿公，你再不去吃藥，

等一下去馬又要唸我了。」她晃著于上的相機「來，笑一個嘛，開心一點啊，吃個

藥沒那麼嚴重啦，我要拍囉！」喀暸！那一瞬間，許火想起了幾十年前父親的那

個笑容，他也笑了，相機裡的許火好開心好燦爛，筱琳把螢幕秀給許火看「拍的

好不好看呀阿公？」「很好，很漂亮，阿琳好厲害」訐火笑著，但他其實什麼都

看不清楚，他的眼睛已經花得什麼都快看不見了，他聽著孫女開心的聲音，心裡

默默的描拾著她開心的模樣「那麼，我去吃藥囉！」「好，快去快去，每次你不

吃藥老媽就嘴曉明明的」筱琳一個箭步衝上階梯去開門「別管鞋子了啦，快進去，

我不會跟媽說的」 0 §午火笑著還是笨手笨腳的把鞋子穿回去「阿斯剛掃完地，別

再弄髒它」隔著鞋子，他跟這塊地的距離真的越來越遙遠了，橘紅色的夕陽映著

他的腳步，他瞪上階梯，步入了那個他晚年生活裡唯一的一個家。

橘色，燦爛活躍，陽光，透過掀起的窗簾，延著床邊勾勒出許火的輪廓，光

點在四周飄浮跳動，在吸氣與吐氣間擾動，普通病房的空氣瀰漫著一股甜甜的太

陽味，今天的許火好有精神，他坐在床上，出院的日子總是令他雀躍無比，等著

永如來辦出院于續的時間卻是悶得發慌，他伸于抓住他的拐杖，到病房外四處繞

繞，潔白的醫院有著粉紅色的病房，亮橘色和淡藍色交錯的塑膠椅，粉綠色調的

服務台和鐵灰色的病房門牌，他從來都沒有注意過原來醫院這麼的彩色。

他繞過一個彎，突然想起永如會在十點多過來，他折返，然後急急忙忙的趕

回去，他踏回病房，永如已經站在那兒，是來接他的吧！他高興的展示著他能行

動自如的事實給寶貝女兒看，永如笑了一下，然後表情突然嚴肅了起來「爸，你

再多待個幾天好不好？剛剛醫生說他們在給你做的檢查報告中發現了一些問

題，醫生說切個片就好，明天做，後天就可以出院了，嗯？好不好嗎？」聽到這

口氣，言午火還有說不的權力嗎？看來今天是出不了院了，言午火點了點頭，無力的



坐回了床上。

橘色，青春活潑，二十幾歲的妙齡少女，枯瘦的四肢，大大的圓眼睛，黑褐

色的皮膚，她來自印尼，初次見面，一身亮橘色的裝扮帶動著富有朝氣的氛圍，

蒂卡，除了許火以外大家都是這麼叫她的，不知為何每次詐火在呼喚“蒂卡”時

都會叫成“卡琪，，，有時他叫完後隔了兩三秒就自顧自的笑起來，他知道自己叫

錯了，然後大家笑成一團，那時候的他看起來真像個小孩。

他很喜歡蒂卡，雖然她笨手笨腳的，言午火的說法是，她第一次當印庸，或者

更正確的說法是家庭看護，有這樣的表現已經很不錯了，短短三個月的試用期讓

許火和蒂卡變的如好友般，永如也樂見這樣的結果，畢竟要再回去和仲介接洽也

是很耗時間的，所以共識很快的便達成，蒂卡就這樣成為家的一份子。

但事情還是不如預期的圓滿，永耀一直極力反對整件事的發展，他一直覺得

蒂卡笨成這個樣子根本不配做一個專業看護，他交代過蒂卡說許火有哪些東西不

能吃，吃了會對他配的草藥湯療效大打折扣，結果蒂卡還是聽詐火的話，偷偷給

許火吃他想吃的東西，這讓永耀好幾次對蒂卡發飆，這也讓許火對蒂卡的歉意日

漸加深，有時他會在半夜醒來時，聽見蒂卡偷哭的聲音，他聽著卻無力出聲安慰，

他就這樣睜著眼，望著窗外深藍色的夜空，繁星點點，心想印尼應該也有一樣的

夜空吧，就這樣他帶著那份憂鬱藍的歉意等待天亮。

藍色，陰鬱灰濛，隔壁病床的那位患者，噢！不，他不確定他的靈魂是否還

在他體內，總之他被推了出去，在一陣緊急叉忙亂的急救之後，言午火不知道他的

病友會被推到哪兒去，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他不會再回來了，這樣的清晨，被一

層厚厚的氣氛壟罩著。

有好幾個日子，同樣的事件不斷的在上演，不同的開頭，有的緊張，有的平

靜，但卻是一樣的結尾，被推出去的人幾乎都沒有再回來過，有好幾個夜晚，許

火在恐懼中度過，他知道將有一天，他會成為另一人眼中被推出門的那位可憐

人，可是他沒有辦法去想像，去接受那一天的到來，他覺得病房的空間越變越小，

他覺得隔壁床那位老先生的靈魂正在擠壓著他，他感到空氣被抽個精光，感到四

周圍有無形的牆正在朝他慢慢逼近，他想出去走走「卡琪」他無力的叫著，沒人

回應，他又叫了一遍，最後他認命的躺回床上，想起了年輕的時候，那時的他只

要隨便一開口就會有人聽，有人應，有人做，而現在離那樣的日子好遠好遠啊！

憂鬱的星期一早晨，許火沉浸在他回憶裡的王國，在那裡，他是國王，是法則，

是權威，是一切。

藍色，澄澈透明，那樣的天空，讓他想起了那年夏天雲層的頂端，第一次出

國的許火好緊張，捏著護照的掌心不斷的冒出汗水，終於輪到他了，他遞上他的

護照，海關先生抬頭看看他又看看照片，再看看他「哪裡來的？」海關先生伸于

去拿印章，許火愣了一下「呃．．．台．．．台灣」他腦袋一片空白，海關人員握著印章



的于懸在半空中「我知道」他晃著于上的台灣護照「我是說縣市」海關用疑問的

眼神看著他，許火尷尬的扭了一下「台中」他看見海關先生的牙齒，考慮、著要不

要建議他去做個檢查，但在他想好之前海關就把護照還給他了，言午火直接走向在

步道 k等他的永麗，永麗以很奇怪的方式笑著，許火這才發現他同手同腳的越過

了半個大廳、 o
飛機的座椅擠得讓許火有種窒息的感覺，環在腰部的安全帶更讓他覺得好像

被綁在刑架上，燈光暗了下來，他感到整台飛機高速的衝著，在頓了一下之後正

式離開地面，整個城市越變越小，接著他發現他們一頭栽進了雲端，霧氣不斷的

往後沖刷，若隱若現的藍天在褐色的虹膜裡閃動著，薄霧漸漸的褪去，那樣的藍

映著他的心田，他放下已抓起相機的于，他決定，這樣的藍他不要用照片去詮釋

它，他要把它擺在回憶中，每天每天去把它洗得更明更亮，他眨眨眼，像相機般

一幕幕的拍下永恆的印記。

褐色， 光滑柔軟，金屬製的框架，褐色的皮製坐墊，兩旁的大輪子吸引了幾

乎所有的視線，言午火怎麼也沒想到，他有一天會坐上這個金屬大怪物 ，輪椅，這

東西對他來說應該是要很遙遠的，但他那不爭氣的于腳卻日漸無力， 帕金森氏症

侵蝕著他的軀體，拿杯子時于也越抖越厲害，到最後就算不拿任何重物，于也會

不由自主的抖著。他的步伐從穩健大步變成了幾乎是小碎花步的狀態，走路搖搖

晃晃，整個重心也移到了前面，為了不要跌倒，他越走越快，重心也越傾越前，

他的腿根本沒辦法伸直，接著他開始倚著拐杖行走。

過了一段時日，他在自家的浴室跌倒了，這一跌，讓他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

從自家的床上又躺回了醫院的病床，那是在他生日的前夕，本應當穿著那件一直

都捨不得穿的西裝褲，跟著永如去餐廳、吃大餐的，可是現在這幅光景，眼前只有

醫院的便當伴著他，言午火望著那些飯菜，菜的配色讓他食慾全無，他看了看叉擺

回一旁的小几上。

他的目光不由自主的瞄向那輪椅，嚴格來說那是他的生日禮物，其實他早就

料到永如早晚會把這東西送來的，只是他一直不想去承認罷了，永婉今天下午會

過來，言午火猜她會送的生日禮物應該是更貴的健康食品吧，他記得前年是深海

紋，至於永耀，想都不用想，一定送加大份量加強功效的草藥湯，或許筱琳的禮

物會讓他開心點，她會送他照片全集，關於詐火和他周圍的一切，讓他就算在醫

院也還是可以看到家，許火想起了那晚的對話，他問永如讓筱琳這樣瘋狂的玩攝

影真的沒關西嗎？永折回他說只要孩子知道她自己在做什麼就好，言午火心想那永

如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接著他想起了永耀，他知道她知道的，而他也知道。

褐色，安靜沉穩，一排排的鐵架隔著一片片的木板，上面擱著一大堆連名子

都叫不出來的乾燥藥草，枯褐的葉子蛤縮成螺旋狀，有的筆直，有的彎曲，乾硬

的纖維宣告著生命蒸發殆盡的事實，而一身的精華卻鎖在這副乾枯的軀殼裡，這

房間裡的所有夥伴們都有著相同的命運，像是在一旁看起來像木片的東西，有著



褐色調的各式色彩花紋，還有另一頭不算便宜的金線蓮，它們用這副枯死的身

軀，去等待一個可以創造重生的機會。

這裡是永耀的小天地，他細心的分類、整理各類藥草，依其功效及使用上的

搭配，把整個擺放藥草的房間區隔成三大區塊，煮藥和烘乾的機器則放在正中

央，為了放下整套器材，他把床搬出房間，一些大型鍋子則不規則的堆疊在房間

一隅，永耀整個人攤在那些大鍋子邊，他的頭歪著呈現著注定要落枕的角度，左

于落在鐵架的最下端，右于攤在地上，掌上還殘留著些許粉末，混雜著泥土和藥

粉，雙腿以舒服的姿勢擺著，他累癱了，他根本調不出這種藥，要消炎，要去水

腫，要修復，要一堆啦哩啦雜的功效，他找出所有具有那些功效的藥材，然後消

除掉會相剋或交叉作用的種類，參考許多藥帖，最後挑中幾種藥材，再慢慢來試

劑量，相生相剋的概念擾了他大半個月，他熬了一鍋又一鍋的藥，提了一罐又一

罐的精華每天準時到醫院報到。

他根本不信那些西醫，那些醫生根本不懂得治本，不懂調和 ， 不懂中庸，只

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找出病變就全身上下東切一塊西割一塊的 「那腦殘是不是

就把腦袋砍掉就好啊！」訐火第一次要做于術把腎臟切除時，永耀就拿這句話去

頂撞一位主治醫師，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永耀卻依舊記憶清晰，因為那天，他

看到那顆腎臟被放在不鏽鋼盆裡拿出來的模樣，成為他揮之不去的噩夢，他常夢

到那顆腎然後驚醒，之後他再也不吃豬腎了。

斗大的汗珠流下永耀的額間，他發著抖，又做惡夢了，每次太累就會這樣，

他頹然的坐在地上，想起了那天的光景和那個不鏽鋼盆，他告訴自己一定要調出

那種藥，一方面是為了救父親，另一方面是為了證明給許火看，學藥草並不是那

麼的無用。

他撫著鐵架，想起了關於鐵架的一切，那天清晨，許火怒不可遁的出現在永

耀的房間門口，握著一根長竹，那時永耀的房間裡床還在，沒有鐵架和器具，藥

草也只有幾種，一切都剛開始起步，許火衝上來往永耀的背上就是一下「跪下」

詐火大聲咆嘯，永耀想解釋，許火卻用更強烈的氣勢叫他閉嘴「藥草．．．藥草能當

飯吃嗎？叫你好好學當牙醫，你不學．．．不學，不學！」竹子一次次的落在永耀身

上各處「這門功夫﹒．．你爸我花了三年四個月當長工換來的﹒．．你現在跟我說不屑﹒．．

你什麼意思！」訐火的火越燒越旺「學藥草．．．你最好能養活你自己！」訐火幾乎

失去理智的鞭抽著永耀「最好可以賺夠多的錢養活一家老小﹒．．最好可以．．．可以﹒．．

你說什麼？！銅臭味？！你爹我如果沒有靠當牙醫賺那麼多錢，你哪來的車

子？！孽子！你給我好好反省！」訐火的竹子往永耀的臉上扔去，然後大步步出

房門。

那天下午，永耀賭氣的衝出家門，訂製了放藥草的鐵架，他才不管什麼牙醫

什麼賺錢，他不能理解父親的銅臭味怎麼可以重成那個樣子，他要當藥草師當定

了，誰也不能阻止他，他壓根兒沒注意到，他買鐵架的錢，是他口中那銅臭味的

出產物。

多年後，許火望著整架的藥草，深深的感到大勢已去，輕觸鐵架，許火老淚



縱橫，黑眼圈浮現著他的生命印記，好幾個夜晚，他為他的兒擔心受怕，卻沒注

意到日漸枯萎的體力讓他的生命邁向一個黑色的地帶。

黑色，煩悶窒息，半夜，這已經是不知道第幾次的病危通知了，許火的肚子

脹的跟什麼似的，膨肚短命，這是他好久以前拿來罵人的話，現在卻是描布會現況

的最佳寫照。

一位年輕的醫師朝著家屬群走來，看起來應該剛畢業沒多久，他吸了一口

氣，這八成是他第一次開口跟家屬說這些事「看你們要不要放棄急救，救回來的

機會渺茫」醫生拿著放棄急救同意書形同宣告著詐火的衰亡「如果再繼續注射藥

劑，他的肚子會越來越膨，而他根本沒辦法吸收」醫生的臉越趨蒼白，這下大家

都呆住了「那肚子會破掉嗎？」永玉突然蹦出一句讓大家都驚駭的問題，醫生微

微的點了頭，永冬的無名火突然升了上來「什麼意思！」他幾乎是用質間的口氣

在說話，醫生呆了一下「死相可能會．．．呃．．．不太．．．呃．．．美觀」他緊張得要命，家

屬們面對著這樣一張薄弱的紙，上頭卻承載著一條原本應該厚實的生命，名字一

簽下去，他們就會停止所有的急救行動，拔掉所有的管線，拿掉全部的藥物治療，

然後等待著死亡的到來。

沒有人敢說話，沒有人願意動于提筆，永耀頭一扭去下一句「你們這些學西

醫的一點都不可靠」就走了，永冬的臉越拉越長，他問了醫生一些專有名詞，確

定他所有可以施打的藥劑全打了，然後想了一下「那我簽」他提筆簽下了他這輩

子最不願寫的一次簽名，醫生轉向其他人「還要再一個人」他怯懦的說著，永如

望著永冬，永冬的眼神呈現一片死灰，就像那天他們的母親過世一樣的眼神，永

如明白了，她第一次體會到原來簽個名可以這麼的難受，那天的夜空不再發出閃

閃的藍光，而是令人萎縮的黑，禁銅了六個靈魂和一條生命。

據說人在消逝之前，生命中所發生的事都會一幕幕的飛逝過眼前，言午火很好

奇到底那些片段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呈現？又有哪些片段會被挑中而重播？然

而，許火什麼都看不見，他只看見許多色彩像幻燈片般不斷變換，紅色，白色，

黃色，綠色，橘色，藍色，褐色，黑色，各種顏色混雜分離叉混合，許火不懂，

這是他人生篇章中的哪一段呀？不過那已經不重要了，他的呼吸正在緩慢的轉弱

中，慢慢的，在呼出最後一口氣的那一段時間內，一切事物都漸漸的明朗了起來，

他己看完了他人生中所有的章節，而且是完完整整的看過了一遍，原來．．．．．．他的

人生．．．．．．一直都是．．．．．．彩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