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翎鷥 

雖然這件意外已經經過將近三十年，福來已經是為人的祖父輩，福來的大兒子春生結

婚生子後，住在台北，放假時只要回到祖厝伙房，擾動門庭前竹林裡的白翎鷥群起舞動時，

福來總會回想起這件事情，而春生卻是相當見羞而不太願意聊起這件往事，因為事件的起因

就是春生在不恰當的時候放了幾個臭屁，這裡所指不恰當的時候，就是在老蔣總統過世時，

春生在學校布置的靈堂內，全校師生背誦蔣公遺囑時，放了幾個臭屁，造成了一場驚動全村

的調查行動。

門前那片刺竹林總是停滿了白翎鷥，到了夜晚，就會聽到摩娑吱喳的聲音，聽習慣了

並不會太吵，反倒是如果沒有這聲音，夜裡還睡的不安穩呢! 這片竹林是劉家伙房的祖產，

尤其是那群白翎鷥，停駐時間一久，好像變成是劉家子孫的一部分，這樣說也沒有錯，根據

劉家上一輩的人講起，當初在日本時代二戰後期，庄內基本上已經沒什麼食物可以吃，於是

村里的人腦筋就動起竹林里的白翎鷥蛋，聽福來講起，白翎鷥蛋吃起來很臭腥，但是飢餓的

時候，有什麼吃什麼，畢竟這是戰亂的時代。因為有這層因緣，所以庄內長大的人，對白翎

鷥都存有一份感恩的心理，一代傳一代，祖輩總是不忘記教育下一輩，要感念在那個困苦的

時代，白翎鷥讓一代人餵飽了肚子。

到劉家伙房要經過刺竹林，只要進入刺竹林，受到驚嚇的白翎鷥就成群的沖出林外，

劉家的人聽到叫聲，就知道有人來伙房了。白翎鷥很像是劉家伙房的守衛，在平時負責看顧

祖厝，戰時負責生蛋給子孫吃，但是在福來的內心裡，白翎鷥還有另外一種意義，這是福來

一直不願意提起的往事。福來是一個老實人，平時就喜愛看書，不太喜歡講話，總是靜靜的

站在旁邊聽人講古，講到趣味之處，才露出一點點笑容，但隨即消失，總感覺笑是一件不好

意思的事情。50 年代世局動亂不安，日本人一走，國民黨政府跟著來，但生活也沒變好，

日本人和阿山仔都是一個樣，有時候阿山仔更垃圾一點，庄內老一輩總是這樣講。那時候鄉

里的初中來一位老師，帶著眼鏡很斯文，這位老師經常來庄內散步，就這樣和福來相識，一

回生二回熟，沒多久福來就和這位老師變成朋友，但萬萬沒想到，福來的歹運就這樣開始。

這一夜又刮起風了，還下起大雨，幾陣大雷聲和閃電伴隨大雨在天際邊狂閃不停，刺

竹林嘎嘎的搓磨聲打破了既有的聲音節奏，原本安靜的白翎鷥也發出焦躁的叫聲。屋裡那盞

五燭光的小燈泡似乎也跟著風聲搖動起來，福來心內出現一陣陣的驚駭，胸口開始不規律的

喘息，似乎又什麼事情要發生，他趕緊將燈泡熄滅，然後又快速的裹進棉被，露出一雙眼睛，

用惶惶不安的眼神望著窗外，天光隱隱的出現一絲魚肚白，他凝視竹林，天光未亮之前，視

線無法穿透竹林，感覺一眼望去深不可測，偶而出現幾隻白點，他知道這是白翎鷥，再往裡

看就剩下隱約而挺拔的刺竹。



那一年就是四月清明時，福來被幾個身穿軍裝的人帶走，匆忙經過竹林後，被押上一

部軍車，回頭再看伙房一眼，卻看到一大群的白翎鷥盤旋在祖厝的屋頂，和兩個瘦弱身子的

老人，跪在門口抽搐著身體，嗚嚎大哭，但福來什麼也聽不到，後來什麼也看不到，只剩下

那群白翎鷥在粉紅朝雲裡的身影。雖然已經經過二十幾年，但福來經常做惡夢，夢到被羈押

時那種夜以繼日的審問，就算是烏有的事情，軍方也要編派幾條罪名，要是不承認就用嚴刑

逼供，在無奈的情形下，福來只好認罪。這莫名其妙的禍事自天而降，福來被按下『為匪宣

傳，意圖推翻政府』 的罪名，福來就這樣不明不白連什麼 『意圖』都沒搞清楚，被關進綠

島六年。出獄之後，回到故鄉繼承了幾分祖產，耕種和兼做一些雜工維生。但是這段恐怖的

經驗，讓福來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傷害，只要聽到任何的風吹草動，都會引起他的內心很驚駭。

清明時分是枇杷採收季節，福來有幾分枇杷園在食水嵙溪東岸，西岸是劉家的伙房和

祠堂，庄內的幾個姓氏的家族差不多在 200 年前自彰化田中移居來此，主要就是看中食水嵙

溪，兩岸的土地平坦，山勢也不會太陡，耕種相對容易，加上這裡的氣候適合種水稻和水果。

福來耕種幾分地的枇杷和一分地的水稻，家中人口簡單，這幾分田地免強可以討吃生活。

福來在驚駭中慢慢的將身體移出棉被，暗罵自己一聲： 『見鬼了! 做什麼白日夢。』

昨晚那陣大風雨，枇杷園是否受損? 福來一邊罵著自己，一邊還擔心今年的收成，看著時鐘

已經五點多了， 『春生不知起床沒? 』福來咕嚕幾句，已經走到春生的房間， 『 生仔啊! 

起來了嗎? 今天要幫忙採枇杷，趕早起來，昨晚落雨有點冷，衣服加穿一點。』接著福來走

到客廳，打開電視。連續轉了兩台， 『奇怪 ? 電視變成黑白 ! 又壞了嗎 ?』心裡正在懷疑時，

電視裡傳來一陣陣令人吃驚的消息 :『 偉大的蔣總統在昨天凌晨去世，風雨變色，舉世震驚，

一代偉人驟逝，令世人無限感傷.........。先總統蔣公勉勵國人堅守民主陣容，堅持反共復國

大業......』接著又是一段歌頌偉大蔣公豐功偉業的哀樂: 『 屹巍總統，武嶺蔣公，偉偉蕩蕩，

民無能名......』新聞不斷報導昨晚那場大雨，以及隨時出現的老蔣的玉照，那張被形容是龜

神轉世的照片，不時出現在電視畫面中。

福來帶著慌張而專注的神情看著電視，但是嘴角微微的揚起，這是福來心裡變化時的

表情。老蔣的照片幾乎是印製在福來的內心，幾乎每天閉上眼睛就會出現，那是無法抹去的

鬼魅，如影隨形的 『常相左右』 ，對 ! 就是這句話， 福來此刻看到新聞聽到播報員念出老

蔣的遺囑時，猛然聽到這幾個字時，在內心揚起了幾分怨嘆哀聲。 『 二十幾年來已經常相

左右了，死掉後還要常相我左右，唉！』福來在心裡滴咕幾句，不由得又回憶起被審問的情

形。

那一天被警備隊的軍人帶走後，來到北部的審訊單位，福來所坐的對面牆壁上就掛著

老蔣的照片。審問的官員有兩位，一位是阿山仔，一位是半山，半山會講台灣話，聽口音是

南部人。半山的態度比較友善，看的出來這兩個人在扮黑白臉。



阿山仔 :『 林富民經常去找你，你們兩個人在討論什麼? 我已經查出來，在林富民的

住處有幾本書，都是禁書，你們是否在討論這些書的內容? 計畫組織活動和散發傳單？』阿

山仔的口音很重，聽不太清楚，這個時候半山仔就會在旁邊協助 :『福來，我們都是台灣人，

彼此要互相幫助，林富民來這個庄內教書，根據我們的調查是有目的，主要就是發展組織，

變成地下工作站，你是個老實人，被發展成為共產黨員你都還不自知，你會死得很冤枉，還

是照實講出來，我對上面有交待，你也可以早一點回家。』半山仔講的很誠懇，但是福來萬

萬沒想到那個每天傍晚和他在庄內聊天的老師是個匪諜。他有點不敢相信。林富民老師談吐

很斯文，對人很有禮貌。

『 大人啊! 林老師平時和我也沒講什麼，他是一個讀書人，一個外省人來到這裡教書，

經常來庄內走動，我和他不過是打招呼才相識的。』福來已經驚嚇的全身顫抖，不時緊張的

摩擦著腹部，扭曲那雙長年在農地耕種而乾癟瘦弱的雙手，眼神不時的瞄向阿山仔，原本就

充滿哀怨的臉龐，此時更萎縮成滿臉不平的皺紋，一條比一條深，好像是一首悲歌刻錄在多

舛的生命紋路裡，在這不平靜的世代，福來躲過了二戰末期美軍的轟炸，年少時受過日本巡

查的皮鞭，被辱罵為二等國民，日本戰敗後台灣來了一群新的統治者，這群來自大陸的統治

者，對待台灣人這樣惡質，比日本人更兇狠，福來突然間有點搞不清楚世局的變化。台灣雖

然光復了，但是生活卻比日本時代還要艱困，米價比任何時候都要來的貴，稅交的比以前更

多。 負責審問的阿山仔是一個很凶狠的人，自從進來審問室後就已經吃過他幾次拳頭。聽

牢友講，更悽慘的手段還在後頭，什麼坐飛機，灌水，拔指甲.....。看著福來沒有招出他們

需要的答案，就隨時揚起腳狠踢福來，瘦小的福來在審問室裡很像是皮球被這樣踢來踢去，

沒死也去了半條命。福來經不住幾番毒打，在地上翻滾著，迷糊中福來望見老蔣的相片，掛

在牆壁正中，微笑的看著自己如狗一樣哀嚎，在意志力崩潰的同時，罪名也同時成立了。

福來:『 春生啊 ! 趕來看，電視報導老總統過世了，今天電視節目都變成黑白了。』

春生從床上連忙翻滾下來，跑向客廳瞪著電視，完全不相信眼前的事實，這個每天出現在教

室和操場司令台的人，立在校園銅像的人，朝會時聽著校長和訓導住任的訓話，只要聽到蔣

總統三個字就要馬上立正，從國小到初中，在春生這群年紀的孩子眼裡，蔣總統幾乎是個神

明，大概跟村子裡奉祀的洪府王爺差不多神勇，也許比祂還要厲害。老師經常說，蔣總統是

民族的救星，既然是個神明，又是個救星，怎麼會死呢?  春生盯著電視看著，聽著哀戚的國

樂，緩慢的在客廳流淌著，心中不覺泛出一絲悲涼。

昨夜的大風雨，門前的食水嵙溪的溪水明顯的泛黃，竹林的白鷺鷥群因為人的走動而

嘎嘎的叫著，門前一大片枇杷樹在風雨過後顯得有些凌亂。春生跟在父親的後面來到果園，

腦海還殘留著蔣總統躺在棺材的畫面，身上還披著一個彩帶，官員圍繞著靈柩瞻仰遺容，躺

在棺木裡的蔣總統慘白臃腫的臉和教室裡懸掛的肖像一點都不像。這個畫面對春生衝擊不小，



『 民族救星為什麼會死呢？電視不是常播出蔣總統萬歲嗎？在學校那麼多人一起高呼，我

總是喊最大聲，老師還誇我呢 ！』春生往枇杷園路上走著，心裡沒想著今天的工作，卻不

斷浮現蔣總統躺在棺材裡的畫面。而走在前面的福來，雖低頭不語目光卻飄向前方的竹林，

望著那些白翎鷥，回想起當年被抓走的那一幕，如影隨形的恐懼，伴隨那個著軍裝或長袍的

身影，和圍繞在他四周宛如魑魅般的劊子手。

福來擔心枇杷受損，腳步不覺得加快了。春生幾乎是小跑步才跟上。雖然偉大的蔣總

統過世了，但是採收枇杷的工作卻一刻也不能耽誤，春生心裡不禁抱怨起父親，這麼偉大的

人過世了，也不會覺得難過，真是不愛國！想著想著將腳跟前的一顆小石頭踢的老遠。福來

回頭望了春生一眼 ：『 桶子拿著，從前排第一株開始找起，要仔細，不要遺漏了。』採收

枇杷簡直是春生的惡夢，從小就被要求來枇杷園工作，採收後撿拾那些套袋，或是將稻梗浸

濕作為套袋的索繩，或是幫忙檢查套袋裡的枇杷是否黃熟，透過袋上的小孔，看著袋內那些

枇杷，彷彿另外一個世界，那個世界裡有不愛言語靜默的父親，和電視裡沈睡著的蔣總統。

星期一上課春生來到學校，一如往常走到走廊中央，脫帽向蔣總統銅像行鞠躬禮，但

是發現學校的老師形色忡忡，訓導室裡面似乎在討論著什麼，教室也比往常要來的安靜。

學校開始廣播讓全校師生到操場集合，校長走上司令台，然後用很沉重的聲音宣布蔣

總統的死訊，校長要大家稱呼 『先總統蔣公』 ，而且跟以前一樣，只要聽到先總統蔣公時，

馬上要立正，這對學生來講是很容易遵守的，從國小到初中，已經養成習慣了。校長在司令

台做了一個很標準的立正動作，全校師生也跟著做，有些穿皮鞋的學生還會故意在併靠雙腳

時，製造很響亮的聲音，這樣可以讓老師覺得特別尊重先總統蔣公，是個有愛國心的好孩子。

春生在隊伍裡，低著頭看著自己的腳，穿著一雙破布鞋，怎麼樣也發不出聲音，一下子稍息，

一下子立正，就是很沈默而不帶聲音的動作，很像一個被遙控的機器人，而指令密碼就是蔣

總統，或是先總統蔣公。這種反射動作，讓每個孩子顯得很聽話而且守規矩，這讓校長和老

師們都很欣慰。

校長在司令台上宣讀了先總統蔣公的遺囑，而且要求每個學生都要會背，一個星期要

抽驗，讓老師們進行默寫考試。每次朝會校長總是向國父遺像行禮，然後默念國父遺囑，春

生心裡想 :『 現在又多了蔣總統遺囑，那以後朝會要念哪一個 ? 』這種想法似乎是多慮了，

沒等春生回過神來，老師已經走到隊伍前面，讓班長將刻印好的蔣公遺囑發給大家，全校開

始在訓導主任的帶領下，逐字逐句的念蔣公遺囑 :『 自余束髮以來，無時不以總理信徒自

居.......。』因為蔣公的過世，學校的教學受到一些影響，老師都用上課時間來抽驗同學們背

蔣公遺囑的進度。

同時音樂課也開始教唱蔣公紀念歌，學校還要求老師務必在一周內讓全部的學生都會

唱，下課時間學校就播放蔣公紀念歌，於是整個校園不是同學在大聲背誦蔣公遺囑，就是三



五成群唱著蔣公紀念歌。春生當然也很賣力的背誦和唱和著，甚至回到家後，還主動讓福來

驗收背誦結果。

春生 :『 爸爸，我唱蔣公紀念歌，讓您來驗收。』春生將歌詞拿給福來後，就規矩的

站在神明桌前面，立站站好，雙手緊貼在褲管邊上，手臂微微的往前。福來坐在門庭前的小

木椅上，仔細的看著手上的歌詞。心中又浮現在綠島排隊大聲唱反共抗俄歌的情景，眼前的

春生和當年自己的處境竟如此相似，雖然身體沒有被圍牆給禁錮住，但圍繞在春生四周的是

厚實但卻又觸摸不到的圍籬。

『 總統蔣公 您是人類的救星，您是民族的長城......』 春生扯開喉嚨大聲的鼓唱，身

體因為過度用力而起伏著，兩隻手緊握著拳頭，下顎微微抬起，臉上赤紅，福來見著，突然

有種不忍的思緒，目光一轉又接上門庭前的竹林，和那群安靜幽雅的白翎鷥，食水嵙溪因為

風雨過後溪水顯的濃濁。春生將蔣公紀念歌完整的唱完後，福來緩緩的站起來，有著一絲鼓

勵帶著淡淡的同時有著一絲惆悵的笑容摸著春生的頭，若有所思的說：『 很多事你長大就

會懂了 ！』

又過了一天，學校總務課發下了黑紗，老師宣布請同學回家讓父母縫在手臂上，全校

師生開始為期一個月的戴孝活動。福生看著春來拿回來的黑紗，配合著針線將黑紗縫在學校

制服上，而內心卻百感交集，看著春來年少的臉龐，想到自己在牢裡逝去的青春，和出獄後

遭受異樣的眼光，對春來就抱著一絲絲的歉意，而這些問題春生是無法理解的，如今造成自

己困境的罪魁禍首過世了，還要求受害者的後代為他戴孝，在這特別扭曲的時代，這種冤屈

只能含在心裡，何況春生還在念書，總不要因為自己的問題而受到學校老師的刁難。因為福

來有這段不堪的遭遇，連帶的春來在學校的紀錄也是不好，在家庭訪問時，春生總是受到特

別的詢問。這一點讓福來非常的不滿，有一次福來去學校當面向老師和校長抗議，福來本來

就是老實人，就算有滿腹的冤屈，也沒法理直氣壯的跟人相冤家，福來向校長表示，當年發

生的代誌是上一輩的，不能將罪名按在下一代的頭上，福來萬萬沒想到的是，當年莫名其妙

被抓的代誌，會跟著一輩子，，甚至連累到春生這一輩，福來越想就越悲哀，對春生未來的

前途感到非常的悲觀，對自己這一生的遭遇和面對社會的黑暗充滿埋怨和不甘之意。

學校為著蔣公的過世，在大禮堂布置著莊嚴的靈堂，跟家裡死去長輩完全一樣。春生

和班上的同學被安排布置靈堂，忙了一天後，回來跟福來講著學校布置蔣公靈堂的事情，還

有全校在靈堂背誦蔣公遺囑的活動。校長和全校的老師都安排要去台北瞻仰老總統遺容，於

是春生班上這個星期有兩三天都是自習課。同時調整學校的作息，校長宣布朝會的時候改在

靈堂舉行，唱完國歌後，就帶領大家唸總統遺囑，然後唱蔣公紀念歌。下課後都降旗儀式結

束後，全體師生要到靈堂行禮，然後背誦蔣公遺囑。



不只是學校如此，連僻靜的村裡，也有了一些不同於平常的活動。村長是一個很熱情

積極的人，看到各地都在招呼坐遊覽車去台北瞻仰蔣總體儀容，也邀請村里的大小上台北看

蔣總統，這些純樸的鄉下人聽到要去台北都非常興奮，林阿舍的老婆還特別包起肉粽，她說

外面的東西吃不習慣，還是自己準備好。不只是這樣，還有幾戶的婆姨們，相約去鎮上買新

衣，她們說，不要穿的太粗俗，會被台北人看不起。於是村子突然熱鬧起來，跟辦廟會差不

多，不同的地方是廟會大家都大呼小叫，招呼來招去，但是北上看蔣總統遺容是內心興奮，

表情卻是要裝著哀戚，這是村長特別交代的，畢竟是要去瞻仰偉大領袖的遺容，算來也是國

家的大事，雖然是鄉下人但是愛國的心不輸給都市人。福來說什麼也不願意去看，理由是枇

杷園的事頭還很多，又是採收期實在是走不開，任憑村長用不爛之舌勸說，福來也是不為所

動。

台灣社會因為蔣總統的過世，整個氣氛好像也變的低沈，生活的安排一下子被打亂，

出門在外要整肅儀容，如果穿的太花俏，衣服顏色過於艷麗，髮型特別奇怪，就會有警察前

來關切，嚴重的就會馬上被帶去理髮院剪去警察認為不對的頭髮，於是蔣總統過世後，那些

穿喇叭褲的，模仿秦祥林，秦漢蓄著長髮的男生突然在街上消失了，穿著特別暴露的女孩子

也不再上街了，廣播電台每天聽的除了蔣公紀念歌，就是國樂，或是符合社會氣氛的輕柔音

樂，電影院不放電影，電視節目裡的藝人也少了平常的嘻笑，接受訪問來還會裝的很嚴肅，

特別是豬哥亮這些諧星，不裝還好，這時候嚴肅起來卻又有點滑稽。不過是一個總統過世，

平民百姓的生活就變成黑白的了?

村長在福來的伙房待了一下午，眼看著目的沒達成，正想離開時，門前的竹林裡走出

兩位先生，眼尖的村長馬上認出是學校的校長和訓導主任，村長馬上向前熱情的伸出雙手，

很活絡的向兩位老師打招呼：『 真難得，今天那有時間來庄內，陳校長和林主任要來也沒

有事前通知，不然我就騎摩托車去載兩位。』村長稍微弓著身體趨前迎接來訪的客人。

『 劉春生的父親在家嗎 ？』陳校長對村長的熱情好像沒什麼反應，臉色鐵青的兩眼

直視劉家伙房。『 劉福來先生在家嗎 ？』對著屋內拉開聲音喊著。

『 什麼貴事 ？馬上出來 』福來急忙的從屋後跑出來穿著雨鞋，一件已經已經認不清

是白還是黃色的襯衫。『原來是校長和主任，很罕見來庄內，來裡面坐吧 』福來趕忙將客

人引導到客廳，招呼客人坐在已經有點污損的藤椅上，村長也馬上跟上來，只見三個人擠在

長條的藤椅上，略顯的擁擠。福來急忙在客廳的角落拿出幾個枇杷，堆在客人前面。『不好

意思，鄉下地方沒什麼好東西可招待，這是自己種的枇杷，正是這個時節產出。』福來略微

緊張的站在旁邊，順手拿了一張板凳坐在這三位客人的前面，兩隻手緊張的不停搓揉，眼神

不太敢直視陳校長和林主任。



『 事情是這樣的，劉春生今天在蔣公的靈堂上公然大笑，結果全校的學生也跟著嘻

笑。這事情是非常嚴重，學校在今天下午隨即召開檢討會議，主要是討論以劉春生為首的學

生是否涉及思想問題？為什麼在這麼重要的日子，在國家元首的靈堂上嘻笑，是很嚴重的事

情，我們做老師的有理由懷疑，劉春生是受到外面的影響，思想可能已經受到污染了，因此

對總統蔣公的過世，才會鼓動同學用歡樂的心情看待。為了瞭解春生背後是受何人影響，查

證是否和共匪組織有所聯繫，有沒有必要將今日發生的事情報告給警備總部，林主任在學校

是負責教導和學生思想工作，建議劉先生到學校一趟，一起協助我們老師和劉春生當面談

談。』陳校長一口氣將今天來的目的講清楚。林主任坐在旁邊也不住的點頭。學校負責人二

和安全的老師都知道福來是有案底的人，因此今天春來在學校所設蔣公靈堂嬉鬧的意外事件，

校長和主任不假思索就認定是福來在背後影響了春來。

福來聽了校長和主任的一番說明，心中那股悲憤好像被導火索引燃，臉色隨即黯淡下

來，伴隨著怒火，臉色一陣紅一陣青，兩手因為憤慨而握緊拳頭，青筋如榕樹根盤據在拳頭

上。『 這是什麼意思？十幾歲的孩子會有什麼思想是犯著政府？我雖然年輕坐過監獄，留

下案底，這件事情也經過二十幾年了，難道我當初莫名奇妙被抓去坐監獄，這種冤枉的事情，

連帶著我的後生後輩都要跟著被污衊和侮辱？』說到激動處，福來站了起來，因為動作快又

急，結果將板凳踢落倒下，這急忙的態勢，也讓校長和主任緊張起身而起，村長在旁邊隨即

站在兩方之中，好像雙方隨時要起衝突，提前預作一些防備。

村長實在沒有料到平時老實靜默的福來也是有脾氣，特別是講起那段黯淡的過去和莫

名的罪名，福來為了要讓春生好好在學校唸書，什麼冤屈都可以忍受，就是不願意讓春生感

到委屈，特別是為著他自己坐監獄的事情。福來總想著將來春生入社會之前，一定要將自己

年輕時所受到的冤枉一五一十清楚的告訴春生，不要誤解自己的父親。村長按耐下福來，但

是福來似乎情緒還沒緩和，『 我是有案底的人，但是我不服，我只是認識學校以前的林富

民老師，後來林老師被叛亂罪判死刑，因為這樣我就被牽連入內，不明不白被關了六年，二

十多年過去了，為什麼還不放過我？現在連春生都不放過，』福來背對著校長和主任，大聲

的講出這些年來心中的委屈和長期壓抑在心中的陰影。校長和主任一臉無奈的表情，靜靜的

站著，對福來的說詞並不表示任何意見。村長只得站在福來旁邊安撫他的情緒，同時避免過

激的情緒引發雙方的衝突。

春生在蔣總統的靈堂，全校師生的前面帶頭嘻笑，在當時台灣戒嚴體制下的社會，如

果不好好的處理，要是經過安全人員傳報給警備總部，那校長和主任的責任是很難承擔。因

此必須找到春生的父母，尤其是有案底的父親，這樣寫入報告時，比較有個說法，上面要是

查起來，至少有個福來可以當作是藉口，至於春生是否會受到調查，這不是校長和主任所考

慮的事情。



『 福來去一趟也好，看兩位老師這麼緊張，我也跟你去一趟，不一定有事情的，只

要你和春生將事情講清楚，讓校長和主任可以寫報告，對事情有所交待，也許事情就到這裡

為止。。』一旁的村長也趕忙安撫著福來的情緒，一方面的催促著。於是福來也不顧著還穿

著工作服和沾滿爛泥巴的雨鞋，扔下滿屋子未來的及裝箱的枇杷，直接跟著到學校。

學校的靈堂設在大禮堂，中間擺著一幅蔣總統的巨幅肖像，旁邊布置不少花圈。只見

全校學生都跪在禮堂中，大概已經跪了很長一段時間，學生因為腿酸的緣故，不停的挪動身

體。春生和其他幾位同學因為是帶頭嘻笑的，不是在學生群中跪著，而是被老師要求跪在靈

堂的右邊，面對著全校學生。福來一進禮堂就看到春生，頭低低的，上半身直挺挺的。這個

情景對福來是很熟悉的，但是今日所面對的是還未長大成年的小孩子，這是令遭受過暴力監

禁的福來在感情和理智上感到錯亂的地方。

在被監禁的六年中，福來的身體被有形的牢房所囚禁著，但是心神上還能有自由喘息

的空間，特別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總是在內心不斷回想起伙房前那片竹林和那群日夜相伴

的白翎鷥，伙房的炊煙升起時，就是白翎鷥回巢的時候，夕陽將白翎鷥在天空飛過的身影如

同映畫般的鑲進食水嵙溪寧靜的黃昏暮色裡，這是最溫暖的時刻，福來的阿公經歷過日本人

的統治，在二戰時期物資食物缺乏的時候，總是吩咐年幼的福來，去竹林裡撿拾白翎鷥蛋充

飢，在這艱困的時候，白翎鷥是家裡最好的朋友，總是帶著對未來顧盼的希望所在。

春生擁有自由的身軀，不過心靈卻被無形的高牆所束縛，這讓福來對未來感到一絲的

悲哀。

看著全校的學生在大禮堂跪在老總統的肖像前，福來心裡一顫，眼角滲出一點淚滴，

隨即拂手擦去，不讓其他學生看到，特別是春生。春生的跪姿讓福來彷彿看到在牢裡的獄友。

只是現在這個場景裡的主角是自己的孩子被當成是思想有問題的學生。由於全校學生長跪已

經有一段時間，看著學校老師神色匆匆進出辦公室開會，加上校長和訓導主任聲嚴厲色的指

責犯錯的同學，大概心裡有感覺事情不太對了，不少女學生心頭一驚，便啜泣起來，起初聲

音不大，但隨著哭泣的人越來越多時，變感染其他學生，沒多久整個禮堂就充滿了哭聲，福

來看了校長一眼，但見校長嘴角揚起但隨即消失，主管思想和安全的訓導主任看著全校的學

生的表現，原本因為緊張還臉部緊繃的表情，突然間放鬆很多。

一行四個人走入禮堂，走到跪在地上的春生前面，主任要春生站起來，跟著一起來到

訓導室。福來看了校長和主任一眼，對著春生說道：『你老實講，為什麼要在靈堂上帶頭嘻

笑？』福來帶著憐憫又疼惜的眼神一下子讓春生情緒整個崩潰，眼淚一下如決堤般的直落下，

但春生不敢直接講話，微微抬起頭來看著校長和主任。



正式的審問工作就在訓導室，主任讓福來父子坐在長會議桌的一邊，校長和主任坐在

對面，而村長就類似監察員坐在雙方的中間。福來感覺有點荒唐和啼笑皆非，其實大家心裡

都明白，在這個訓導室裡面，心裡最無底和驚恐的就是校長和主任，雖然是老師，是讀書人，

但是最在乎的是能夠領政府的錢，有份安穩的工作，要是失去教職，一家的生計就要出問題

了。所以對於春生在老總統的靈堂嘻笑一事格外重視，甚至召開全校老師會議，至少要先確

認學校老師中沒有潛伏份子，於是調查的重心就是在春生身上了。

校長和主任坐好後，很正式的拿出紙和筆，要做會談紀錄。福來和春生安靜的看著主

任，春生一臉的愁容，他萬萬沒料到事情會這麼嚴重，但是對福來而言唯一感到悲哀的事，

是春生在這個年紀卻要面對大人世界裡荒唐的精神折磨和心靈無法突破逾越的高牆。

主任很嚴肅且很正式的詢問春生下午的情況，春生以微弱膽怯的聲音回應著，福來將

手搭在春生的肩膀，示意著春生慢慢的講：『 今天下午在背誦蔣公遺囑時 』春生講到蔣公

兩個字時，很自然的馬上將放在桌上的手，迅速的收了下來，端坐上半身，『 我不小心放

了幾個響屁，當時我很想忍住不放出來，但是禁不住。站在我後面的賴大頭，豬哥源和陳三

雄就先笑出來了，豬哥源還踢了我屁股一下，陳三雄本來只是笑而已，卻又模仿我放屁的聲

音，他一發出聲音，賴大頭笑的更大聲。』春生很快的交待在靈堂發生的事情。春生和這幾

位同學經常一起上下學，雖然功課都不是很好，但至少還算乖，家裡農忙時都還願意下田幫

忙。

春生繼續說：『 後來我推了一下賴大頭，想叫他不要笑，但是他一點都不聽，於是

我們班上就開始嘻笑和講話，隔壁班的也開始 。』

當時主任就責罰全校學生罰跪，同時緊急召開全校老師會議，討論學生在蔣公靈堂嘻

笑的事件，背後是否受到有心人士的鼓動，同時詢問各班導師有關學生最近的思想言論和行

動是否有異常。

主任詢問後，徵詢校長同意後，馬上擬寫出一段文字：

『 查新綜國中一年級丙班學生劉春生在先總統蔣公逝世紀念靈堂，因行為不當造成

全校學生群起效尤，擾亂靈堂秩序，根據學校學生特殊行為輔導規定，訪查該生家庭，劉春

生同學在思想和言行上並沒有受到污染，也沒有參與不良反動組織，但其行為已經造成本校

師生莫大的困擾，特記大過一次，並責罰勞動服務一個學期。』

福來和村長都看了這段宣告，心想只要春來沒被退學，或是被提報為思想犯就是萬幸

了。主任和校長見福來沒什麼意見，整個事件應該可以結束 。

春生回到禮堂繼續跪在原地，其他三個同學陸續被叫到訓導室，只是他們家長沒有被



請到學校。福來知道這其中的原因，二十幾年來還不是這樣走過來了。

走出訓導室前，福來回頭向校長和主任點頭示意：『 不好意思，這對你們的工作沒

造成什麼影響吧 』校長和主任微微點頭，露出淺淺的微笑。

多年後與春生聊到這件事，春生都會感覺很不好意思。『 門庭前那片竹林的白翎鷥

群不知繁衍了幾代，那是台灣土地上與農民共生共存的自由使者，台灣人尊重保護白翎鷥，

讓它們在水田，果園和溪流邊自由生活，象徵著台灣人的自由心靈一直是存在著 』，曾經

是福來的朋友林富民老師總是望著竹林，意有所指的講出這段話。

春來後來北上唸書，當台北的學生發動野百合運動時，福來還特別打電話給春生：

『食水嵙溪的野百合花長很多，要不要採摘寄給你們 ？』福來在步入老年後，才感覺到這

一生被禁錮的心靈終於解開了。

人的心靈是沒法被禁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