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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稿(二)：簡媜談《紅嬰仔》 

 

時間：民國九十一年(2002)九月二十二日 

地點：宜蘭縣文化中心 

演講人：簡媜 

記錄者：許瑞秋 

 

因為身高只比鄧小平高一點，所以我先站著讓大家看我的長相，有必要再坐下

來。謝謝小說家廖蕾夫(廖風德)，也謝謝宜蘭喜歡文學的鄉親們，我差不多有十年的

時間沒有回宜蘭來參加類似的座談或演講，但是倒是蠻常回自己的家鄉。我是國中畢

業就到台北去讀書，但是在宜蘭成長的種種經驗已經內化成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地基，

看到在座的老師，讓我回想起國中的歲月。雖然在宜蘭的時間只有短短幾年，但這塊

土地的山光水色，人情物種變成寫作的基礎。我離鄉背井到台北去唸書，雖然當年在

順安國中的成績還不錯，但是各位要知道，我是五年級 0班的學生，民國六十幾年的

宜蘭還很封閉，跟都會的交通和交流不夠。鄉下國中畢業的孩子毅然要到台北去唸

書，可想而知是多大的抉擇。我記得那時我的老師都有點手忙腳亂，還問我，「你真

的要去嗎？」我說：「真的！」那時到台北考高中，是吊車尾考上最後一個公立高中，

位在新北投的復興高中。 

高中這三年很重要的是把我帶到寫作這條路，為什麼會這樣？最重要的是離鄉背

井。從純樸、充滿山光水色的蘭陽平原到都會台北就學、生活，一切全都要靠自己，

在這種環境下察覺到自己和周遭人的格格不入。舉個例子，我會暈車，在宜蘭沒有經

過汽油的洗禮，鼻腔對空氣的記憶是香的，聞到的是稻香、花香、飯香、甚至是豬糞

的味道，但是就是無法接受汽油味。從台北親戚家要坐一個半小時的車程到新北投復

興高中。沒多久，我的書包就要放塑膠袋、毛巾、酸梅、萬金油，通常撐到士林小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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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時就要下來「抓兔子」〈吐〉，到路邊先解決一下再上車，回來時也是一樣；還有，

坐電梯時會暈電梯，電梯門一關，我就有空間憂鬱症；在城市棋盤式的生活中到處迷

失。生活上的不便可以漸漸去克服，更重要的是開始感覺到城鄉的不同，城市裡的同

學對你這個鄉巴佬的態度完全不懂，你講話的素材是他們不懂的，例如「放暑假了，

要趕緊轉來割稻仔！」這種隔閡讓你在班上被孤立了，這種孤立再碰上離鄉背井的青

春期，心裡是承受很大的壓力。在這種狀況下只有兩條路可選，一是承認自己失敗了，

回宜蘭唸書；第二是克服它。對我來說，可能基於宜蘭人不認輸的骨氣，心想，「我

千里迢迢來，怎麼可能敗在汽油味和電梯上？」所以只好咬緊牙關，自我訓練，每次

上車就故意選司機旁的位置，習慣汽油味後，不須在小北街下來就地解決，我知道我

克服了汽油味。我後來在宜蘭的鄉親朋友身上，看到這塊常常淹水的土地給我們最大

的啟示就是「不輕易認輸！」 

我必須很感謝土地給我的能量，讓我在異鄉城市中慢慢適應。差不多在高二，我

還無法完全融入城市同學的世界。譬如她們常在聊：哪個男生寫字條給她？她又看上

哪個男生？假日要去哪裡烤肉？哪裡看電影？她們所講的我完全聽不懂。那麼我怎麼

去安排自己的情緒？就是透過紙和筆。我渴望朋友，也想念家鄉，滿腔的鬱悶只好藉

著「語言」或「文字」來宣洩。我選擇用筆記錄心情，自己看昨天、上個禮拜的記錄，

漸漸的在心態上起了變化，因為文字是理性思維的結果，當你用文字來書寫時，內在

已經做過了處理，在養成記錄的習慣後，回頭看自己的紀錄時有一個很重要的獲得就

是「客觀和理性」，並看到自己情感上的弱點和生活上的缺憾，心理上的慾求。在高

二時，我寫了一篇〈雨的樂章〉投稿到校刊，人在異鄉會想念家鄉的一切，在天氣方

面很想念宜蘭的雨，所以寫這篇文章，很幸運被校刊接受，我一個同學是校刊編輯，

她說：「簡敏媜〈我的本名〉你的文章校刊會登出來。」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上天在

聆聽我的感覺，那種喜悅是很難形容的。文章登出來後，我得到這輩子第一筆稿費

25元。文章登出來是一個很大的鼓勵，開始了解這是一條路，幫自己找到一個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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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子大了就投稿《北市青年》。如果它接受了，就回一封信給你，否則就把稿子退回。

如果我有投稿，每天第二節下課就小跑步到訓導處看有沒有我的信，看到厚厚一疊，

就知道被退稿；如果是薄薄的，就知道是好消息。所以，到高三的時候，就很確定我

這輩子會往哪個方向走，這是我很幸運的地方。因為家庭的變故，我父親很早就因車

禍過世，也因為這個變故，我決定離鄉背井去更大的都市尋找發展的機會，我覺得我

幸運的地方是我的腳踩下去都有腳印出現。很多人雖然也很用心努力，他們很用力把

腳踩下去，可是沒看到腳印，或者是腳印很模糊的。 

除此之外，我在高三時做了一件難得的事。我剛剛提到我和都市的同學之間有很

大的差距，我曾試著去改變這種狀況。所有的狀況，回到自己，就只有兩種選擇：接

受它或改變它。接受它的結果是很不愉快，每天進教室都頭低低的，教室吱吱喳喳的，

但沒有人來跟你講話，你也不知道要跟誰講話，要講什麼。於是我想，我是不是可以

做些改變，我想我應該也可以交到朋友，我也不是很差的人。我害怕和他們交朋友，

說不定他們也害怕和我交朋友；我害怕和他們交談，說不定他們也不知道要如何和我

交談。我覺得我做了一個蠻好的改變就是放開心胸和同學進行交流。在這種情況下，

到了高三的時候，我代表我們班去角逐模範生。這是一件不容易的事，因為你必須先

贏得你們班同學對你的接納，他們推選我代表班上競選，表示他們對我的期許，也代

表我對他們的承諾。我們在高三時找幾個能歌善舞，比較活潑外向的人組了一個競選

團。你知道復興高中是男女合校，高中生男女間的感覺是非常詭異的，當你走過男生

班的走廊走過時，他們會故意發出討厭的聲音，甚至故意惡作劇。你想在這種狀況下，

要踏入男生班的大樓、還要走進男生的教室，再走上講台去拉票，實在是一種酷刑。

我記得我們班競選團的成員，平時很會跟老師抬槓，可是爬樓梯的時候說：「我腳都

軟了！」我說：「不行，我們現在人都來了，男生都看到我們上樓了，如果現在下樓

的話，一定是落荒而逃，這齣戲還唱得下去嗎？」只好硬著頭皮進去。在座有很多男

生，你知道青春期的男生有多可惡和討厭嗎？進去之後，男生開始鼓譟、尖叫，開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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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吹口哨⋯⋯，老實講，心裡非常害怕，我們個頭這麼小，快要被一股洪水猛獸淹

沒的恐懼。可是就是一股不服輸的精神，讓我意識到即使是一齣最難唱的戲，但是你

已經踏上來了就要把戲唱完。也許你沒有辦法決定在唱的過程中別人有沒有給你掌

聲？別人是用什麼心態在看你？但是你唯一可以決定的是你要將它唱完，留給自己比

較完美的句點，不要留下刪節號，落荒而逃⋯⋯。那時心裡把所有聲音排除，進了他

們的教室，站上他們的講台，開始講「各位同學⋯⋯」男生也很奇怪，他們本來要用

各種招式嚇你，後來發現你不怕時，倒也願意靜下來聽你講話。這個給我很重要的體

驗，有時候你怕他，也許他只是虛張聲勢，並無惡意，當你讓他感受到你有誠意去介

紹自己，他也不是不能聆聽的。最後，我以全校最高票當選。這是可以跟兩位國中老

師分享，你教出來的學生沒有讓你丟臉。 

到了要考大學時，我就蠻確定我要讀中文系，而且要走創作這條路。我們當年蠻

慘的，對大學一無所知，學校能提供的資訊也非常有限，當時的教育系統是封閉的。

當時我們班上一窩蜂都去補習，我當然沒錢去補習，心裡會恐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

把他們補習的講義借來看，看不懂就問同學「這一題是怎麼解？」她說：「我也不知

道？」我說：「你不是下了課就搭公車到補習班去嗎？」她說：「我睡著了！」所以我

們班很多人是去補習班睡覺。為了大學聯考，我是花了一些功夫讀書，這時候就要感

謝小時候「做田」，真的對耐力有幫助。我小時候是被阿嬤、爸爸、媽媽拖去割稻，

因為「做田」可以訓練小孩子的耐力，所以到考試前的耐力比別人好，不容易打瞌睡。

我很幸運，先考上台大哲學系，後來再轉到中文系，這中間又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可是到了台大，本來在高中覺得自己的表現還不錯，可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台大有那麼多比你聰明十倍百倍的人，所以覺得自己要更努力。因為喜歡寫作，所以

課也不去上，專心寫作，那時在學校和外面都有作品發表，我還得了台大第一屆散文

獎第二名〈第一名從缺〉，但到了要轉系時，才發現轉系要靠你的國文和英文成績，

英文成績普通程度，國文成績因翹課寫文章，所以成績也是低空飛過。既然已經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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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成熟飯，真的是無力回天了。後來我的朋友李惠綿建議：「你的文章寫得這麼好，

為何不把你這些文章蒐集影印一份，然後去找系主任談一談？」我就將高中到大學的

文章整理一下交給我的同學，同學再交給她的老師，再轉給中文系系主任，當然我寫

了一封文情並茂懇求哀求的信。我心裡想，可能無法如願，因為大一的成績並不算好。

我覺得我很幸運，總是碰到開明的、願意聆聽的人。暑假留在台北打工，有一天黃昏

回來，看到宿舍信箱躺著一封台大中文系寄來的信，心想：「完蛋了，一定是一封拒

絕的信！」可是一打開，哇！看了好感動！信的大意是：歡迎你到中文系來！我心想

自己怎能如此幸運！這位系主任就是葉慶炳主任。以前中文系給人的印象就是念一些

詩詞歌賦，可是到了葉主任街系主任後，他開始對外開一扇門，大量地跟報社合作，

所以我們中文系前後期的學弟妹也有不少人走上創作這條路。這是大學前我文學上簡

單的履歷。 

文學這條路的滋味我好有一比，有個小故事，有一天老天交給一個人一隻蝸牛，

要他帶蝸牛去散步，這個人心裡想：「這不是在跟我開玩笑嗎﹖」但是這是老天爺給

他的差事，他也不能拒絕，只好帶著蝸牛去散步。蝸牛當然是走得慢的動物，一開始

他有點急，不斷催促：「你能不能走快一點﹖」不管他怎麼催促，蝸牛總是慢慢地走，

因為這樣，他有充裕的時間可以坐在石頭上等蝸牛慢慢走來，在等的過程中，他聽到

吱吱喳喳的鳥聲，聞到花的香味，因此他發現身旁的樹，也發現石頭後面的花草。我

走入文學的路，也有這種感觸，剛開始我只是藉文字來解決自己的情緒，安頓自己的

情感，去抒發自己在成長過程中的種種困境，結果整個的發展是反過來，它教會我用

文學的眼睛來看待生活，用文學的心靈來體會人世，用文字來記錄週遭重要、珍貴的

事情。後來，不是我在寫文學，是文學在寫我。有了這個感悟後，心胸就放大了，剛

開始，我們用文字來處理自己的工具，漸漸的，它帶領我們去體察社會、品味人生、

洞悉人性，收藏世間珍貴事務的恩賜。從正式提筆到現在，大約有二十五，有四分之

一世紀，如果從正式出書算起也有十七年的時間。這些年下來，還不知疲憊，還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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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窮無盡的事情需要去學、去琢磨。雖然我常收到鼓勵，但我覺得一個人在這麼早

就被安排走上這條路，而且每一步踩下去都看得到清楚的腳印，這是何等幸運的事。

從這個角度來看我寫的書的內容，早期我寫的《只緣身在此山中》是跟佛教的義理有

關，《月娘照眠牀》是寫宜蘭農村的風土人情，後來我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台北，所以

有很多跟都會有關的事，也寫了一些挖掘女性內在世界的書，我寫的《女兒紅》就是

比較深入女性的思路、感觸。 

後來，我的人生出現比較大的轉彎，就是跑去結婚，這件事害我好幾個朋友要跟

我絕交。我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叫李惠綿，現在是台大中文系的教授，她出生六個月就

得到重度小兒麻痺症，如果她要去上課，全身的配備是十八公斤，兩隻柺杖和背架、

鐵鞋，肢體上的障礙和折磨都沒有使她放棄學習，她那種不服輸的精神實在太令人敬

佩了。我跟她是大學時認識的，二十多年來感情像姊妹一樣。李教授因為身體上的關

係，大學時就告訴我們說這輩子一定不要結婚，我們這群室友中只有我跟她肝膽相

照，也說不結婚。我們畢業後，姊妹淘們一見面，我跟李教授就惺惺相惜，那邊都是

已經結婚、懷孕或小孩剛出生的，只有我跟李教授是單身的，話題講到一半，那邊已

經結婚的就在比尿布、奶粉的價錢，在講哪裡可以買到比較便宜的衣服，還有胎教、

學齡前教育等問題，我跟李教授都會嗤之以鼻，如果受過高等教育的女性碰面還是談

奶粉、尿布、鍋子、鏟子的事情，那簡直是不能想像的淪落。我跟李教授幾乎是「歃

血為盟」，絕對不會踏進婚姻的屠宰場，結婚已經夠恐怖了，還生小孩，更恐怖！這

樣過了好多年，雖然情場上多有經歷，但一直沒有走進結婚這條路。到了我三十四歲

那一年，我覺得人生到了另一個階段，我思前想後，我確定了我這一輩子是不會結婚

的，於是我開始想，人會老，一眨眼間，你可能三十五、四十五⋯⋯，如果不好好安

排，晚景可能會很淒涼。我又是老大，仔細一想，弟弟妹妹們皆非可靠之輩啊。「長

女情節」說來話長，講一天一夜都還要流眼淚鼻涕。家中雖有幾分薄田，但也輪不到

女生來分祖產。想來想去，不做一點規劃是不行，我就找來保險公司的朋友，為我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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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一個很重的醫療險。我保險簽字那天是八十四年六月六日，斷腸時，簽完字保險公

司的人還算我一朵玫瑰花，這種情景想來有一點悲壯。 

一九九五年對我是很特別的一年。我跟我先生是在八月分認識的，我的先生一直

在美國〈科羅拉多〉教書，他是那種從小就很會唸書，功課總是名列前茅，讓人很討

厭的小孩。但是如果你要他跑一百公尺，他可能會累得不支倒地，是那種四體不勤、

五榖不分的小孩。他永遠吃不出你今天給他吃的是高麗菜還是空心菜。他的求學經

歷：大同國中、建中、台大電機系，到美國留學、教書，他教書教得好好的，那年七

月時向學校請假，回來中研院一年。我當然不會認識他，而是透過台大一個林教授認

識的。台大的林教授為何會想到把我們湊成一對呢﹖因為那年他生病了，我覺得他的

病是為了成全我們！他的病本來醫好了，那年突然復發，這個林教授長我許多〈三十

七年次的〉，他結了三次婚，也離了三次婚，一個人在台灣教書，那年他生了一場大

病，住在台大醫院，雖然台大給他一等病房，學生也不時來陪伴他，「承歡膝下」，可

是學生總會離他而去，他半夜睡不著，覺得自己晚景甚為悽涼，他不希望其他親友也

跟他一樣，所以開始想他周圍的人，尤其是好人，他認為「好人不應該悽涼」。他一

想，在女生方面的好人就是簡媜，在男生方面的好人就是他，在科羅拉多教書的某人。

正巧的是，七月這位在科羅拉多教書的數學家回台灣，林教授打電話給我：「簡媜啊！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我們一起吃個飯⋯⋯」朋友之間吃個飯是常有的事，可是聽得

出他電話的怪異，他透露一點口風，言下之意，是要幫我介紹和他認識。我平生最恨

相親，覺得「相親」這兩字多尷尬、難為情，多顯示自己的無能。所以我說：「你要

搞這種遊戲，我們也別吃飯。」就回絕他了。我告訴他說：「我基本上比較信任我在

馬路上碰到的。」林教授就說：「我會把他設計成你們在馬路上碰到的。」我們常開

玩笑，所以也沒把他當一回事。 

有一天，林教授打電話來說：「簡媜，吃個飯吧！」因為他孤家寡人，所以他邀

約吃飯，基本上，本著做好事的想法就陪他吃飯。結果一到餐廳門口，我到，他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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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後面還跟著一個人，我突然立刻醒悟他的詭計。他介紹說：「這是某某某，剛從

科羅拉多回來的朋友，這是簡某某！」我當時的反應很沒風度，雖然兩人是在馬路上

碰到的，但這跟相親友什麼不一樣呢﹖因此整個晚上都沒好臉色。而且他們是外省

籍，約著去吃麵食，什麼水餃啦、湯包啦、餡餅啦！而我是吃米食長大的，不太能接

受這類麵食。所以我當時是非常沒有風度的，雖然不至於說出不得體的話，但當時是

不茍言笑的。後來去喝咖啡，喝咖啡時林教授就慫恿這個數學家，要他說一些數學上

有趣的事來製造話題。你知道數學家每天最常做的就是，坐下來，對著天花板思考數

學方面的問題，和《美麗境界》裡相似，口才不是太流利。他要把數學界有趣的事講

出來，基本上聽的人要有一點數學基礎，你知道我們的數學從小就不是令人滿意，所

以當他用數學名詞時，我們也只能瞪大眼睛，很禮貌地看著他，完全不知他在講什麼。

但我感覺到，他很認真想打破僵局的誠意，我開始有點同情他。當然林教授也要我講

一些台灣文壇、文化界、出版界的事情，企圖把氛圍弄得熱絡一點。後來，林教授也

熟悉出版業，我們因對某些事務的觀點不一而起了爭執，倒冷落了這個數學家，使我

有第二層的愧疚感。結束時，正好我住深坑，他住木柵，我說：「正好我叫一部計程

車，我送你回家！」這對他簡直又是另一種打擊，居然是女生要送他回家⋯⋯ 

往後的發展當然有些出人意料，到後來我們決定要結婚時，我低調處理，以免掌

自己的嘴。但是多年的好友不能不讓她知道，我訂了喜餅，打電話給李惠綿教授，她

知道我要請她吃喜餅時，她頓時呆若木雞，接著傳來啜泣聲，她覺得我背叛了她。後

來我把喜餅送給她，交代一下我跟我先生認識的始末，她才破涕為笑。婚後一個月，

我包了一個咖啡廳，請了一些藝文圈的好朋友，約五、六十個人吃簡單的晚餐，李惠

綿在致詞時，大大地數落我，說我大學時答應她老時要去住養老院，又說將來要在牆

壁打個洞，互送食物，我這個朋友居然見色忘友，離她而去⋯⋯。令在場的人印象深

刻。 

一個人夜路走多了，會碰到一些不可思議的事。我之前斬釘截鐵、信誓旦旦地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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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輩子一訂不會踏入婚姻，也不會生小孩，後來，丈夫有了，孩子很快也來報到，開

始過著「正常」的家庭生活。因為在我阿嬤眼中，我過的都是不正常的生活。她像誦

經團一樣天天念著：「你這麼多歲了，不去找一個對象，一天到晚關在深山裡面，也

不去找一個較正當的⋯⋯」雖然我阿嬤、媽媽天天念我，可是等我有一天回家告訴她

們我要結婚的消息，她們也瞪大眼睛，很難想像。 

結婚前我把他帶回家，因他們的語言不通，他從美國回來，不會講台語，所以我

必須居中翻譯，這樣有個好處，你可以加油添醋。譬如說，我跟我媽講：「伊講一定

要來看你，是什麼款的老母，把查某囝教養得這麼好！」跟這邊就講說，「我媽媽說

你很憨厚、很老實、很靠得住！」做翻譯一定要有這種本事。雙方見面後，我媽就回

來宜蘭看日子準備要結婚，這個過程真的非常順利，就好像我求學的過程，雖然有一

點波折，但一腳踩下去，都看得到腳印。也因為這樣，我開始去體會一個正常家庭的

世界。我跟各位講過，我國中時父親因車禍過世，從此我們家開始分裂，我對家庭運

作學習是有缺陷的，在這種狀況下成長的孩子，他心裡有一個結，就是對正常家庭運

作是害怕而沒有信心的。在過去的經驗中，我們也聽到太多家庭經營扼殺女性的發展

空間，一旦結婚，生兒育女後，女性就無法按照自己的藍圖去規劃實踐，抑制女性的

自我實現，因而產生很多不快樂的女性。也許有很多女性能享受經營家庭的幸福，享

受兒女在她手中成長茁壯的喜悅，但現代很多女性對自己的人生有更多的期許，職業

婦女要在工作場合與人競爭，一方面又要兼顧家庭的運轉，並照顧小孩。如此，她很

可能累得五馬分屍，心力交瘁。如果她付出這麼多心力，卻沒有人看到，沒有人肯定、

支持，到一定的階段，也許七年、八年過去了，她可能會爆發，這時週遭的人會覺得

很奇怪，認為她是無理取鬧。只不過告訴你，基隆河氾濫是經過長時間的累積，不是

突然氾濫。 

我自己在進入家庭時，年紀是比較大，又生個小孩來亂我心緒。成為一個作家，

雖然沒有人要求你什麼時候要完成一本書，你還是要保持一個高度的警覺，你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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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就像運動員，雖然曾經保持紀錄，但是只要幾個月不練，腳就會抽筋。作家也是

隨時要保持寫作、思考的狀態其實是很重要的。文學一定是思考的結果，你要思考，

你的心性要收束在一個焦點清楚的思考，當家裡有個哇哇叫的嬰兒時，如何去思考

呢﹖一方面我感受到自我成長的壓力，一方面又感受到三十五歲才去帶小孩的折磨。

小孩就是蠻族入侵，每個小孩都是野蠻人對文明的破壞和挑戰，當兩歲的孩子手一揮

將你從法國買回來的花瓶弄破了，你第一個反應是他有沒有受傷，再來才想到自己心

愛的珍愛的花瓶破了。孩子會改變你很多的思考、價值觀念，甚至是生活的步驟。 

針對這本書，除了剛剛提的生活轉變、體悟之外，另外，我還想跟各位分享。第

一是，家庭的經營，夫妻倆必須攜手同心，互相做對方背後最大的支援。我跟我的先

生都是年紀很大才學會做父母，生小孩是本能，但對小孩的呵護、養育是必須學習，

但社會上很少提供這類支援。我自己碰到問題會去找資料、找書籍，但這方面蠻欠缺

的，這是日後可以努力的方向。第二，因為我自己當了母親，對我的阿嬤、媽媽尊敬

起來。她們那個年代大約都生五、六個以上，她們一生的精神和青春歲月都耗在養兒

育女身上，她們怎麼去呵護、教養，怎麼去訓練，都是一門學問，其中有很多的智慧。

她們養育學就像哈利波特的魔法學校，有時帶著很神祕的學問。譬如：小孩晚上哇哇

哭不睡覺，我媽就會教我晾衣服的時候，把「衫仔」顛倒一下。以現在的眼光來看，

有點無稽之談，可是我會從中感受到女性對待事務細膩美好的部分，另一方面也是女

性治療自己孤獨的部分，是女性的自我安慰，因為育兒的漫漫長路，是要她們獨自去

承受。因為身為母親，我開始有興趣去紀錄老一輩的育兒智慧。在《紅嬰仔》中有一

部分是我刻意將我的媽媽和阿嬤告訴我當年如何「對付」嬰兒的技巧保留下來，如果

這些東西不紀錄下來，等老一輩過世後，這些東西就從生活中消失了。透過文學的筆

法紀錄一個社會曾經運轉的模樣、思考的模式、生活的樣貌，這當中就是小小的傳承。

我寫的這本書，大概是剛懷孕、或剛生小孩的女性看起來最有感覺，她們簡直是把這

本書當教科書來看。寫這本書讓我有機會讓我看到生活的另一面，那一面有很多的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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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和溫馨，所以，我更能體會我的媽媽和阿嬤的偉大，因此，我在書的扉頁題獻給她

們：「她們教我在湯裡放鹽，在愛裡放責任。」寫這本書是要告訴讀者，生活當中應

該做何準備，以及人生各個項目的重新調整，才不會像我這樣，在多方的壓力下，胃

也壞掉，十二指腸也潰瘍。最重要的是，我們從孩子身上重新認識生命的可貴，我覺

得生命真的是為別人而存在，我們從嬰兒到孩子到現在，走的都不是一條好走的路，

每個人的生命都有一些傷害、困境，當我們承受這麼多的考驗，意義何在﹖我想就是

要獻給其他生命。 

 

現場提問(一)： 

你在書上說：「男人不是太懶就是太鈍，要不就是幼稚地驕傲著，總是學不會如

何善待女人。最壞的情況是，偏又雄辯滔滔，天底下的道理全都捏在他手裡似地。」

我覺得這太以偏蓋全，至少我就不是這種男人。 

簡媜： 

從你的談話中就可以發現你是一個細膩的丈夫和爸爸。如果嫂夫人在座的話，請

接受我們嫉妒的眼光。男性從小就被教導「有淚不輕彈」，有的是因個性關係，有的

是受社會制約，他不會在第一時間在家人、配偶面前表達感情，而是將情感擺在一旁，

而女性要求你在情感的對應是及時的。如果一個女性問：「你還愛我嗎﹖」男性可能

說：「唉！累了！問這種蠢問題做什麼﹖」或不理不睬。男性沒有回答的原因可能是：

我對你的愛還須講嗎，我一路走來始終如一。但你沒有直接表達，通常會造成女性感

情上的失落，會讓女性像枯萎的花朵一般，慢慢失去某方面的信心和喜悅。所以甜言

蜜語是婚姻的必需品。就像佛家所講的口中生花、妙語如珠，一句好的話、安慰的話、

體貼的話，可能會激發一個人的信心。 

另外，男性面對問題的態度和女性也不一樣。我跟我的先生也曾經經歷過一段溝

通的磨合期。我們兩個人的個性不一樣，成長環境、生活背景都不一樣，兩人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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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屋簷下，要對同一個議題進行溝通，當然須經一段磨合期。我在這方面頗有警覺，

懂得站在他的立場解讀他的言行，久了之後，就知道怎麼跟他溝通。這方面女性比男

性有利，女性切換語調的速度比男性快，她可能一面跟人爭執，一轉頭馬上以和悅的

聲音跟另一個人講話。夫妻之間最怕的是不再對話，不對話如何溝通呢﹖不溝通怎麼

產生共識呢﹖沒有共識如何同心呢﹖不同心怎能同行呢﹖ 

 

現場提問(二)： 

繼《紅嬰仔》之後，妳以文學的筆法介入歷史書寫，請問妳創作的動機是什麼﹖ 

簡媜： 

你問到一個沉重的問題。人會改變，看事情的角度也會改變。今年三月聯合文學

為我辦了一個新書發表會，除了我在發表會上講創作歷程之外，主持人很幽默地說，

我為了寫這本書，蒐集資料，弄到頭髮都白了。第二天，主要的報紙都在寫簡媜的頭

髮都白了。這給我一個需要調適的經驗：一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悶著頭做事情，因為

他認為這件事是重要的，至於麼別人怎麼看並不重要。對我來講，《天涯海角》這本

書有一定的脈絡可尋，它是在《紅嬰仔》出版三年後才寫的。在《紅嬰仔》的後記上

我寫著：紀錄孩子生命的誕生和成長。這本書的副題是：一個女人與她的育嬰史。既

然是「史」，就有時間的流程和變化，包括事務的改變、心情的改變，感悟的改變。

如果把《紅嬰仔》當成一個生命從孕育到生出，到成長的歷史來看，這是我送給孩子

的禮物，當孩子有興趣回顧自己的生命時，他會發現媽媽幫他準備的這份禮物。也因

為這樣，我會回到我自身，問我自己是怎麼來的﹖我也漸漸老了，因此我會從歷史的

架構中去找答案和線索，反映在寫作上，就是家族史的處理，一般家族史的處理會追

溯到自己的上一代或前三代，基本上約百年左右的歷史。我當時並不打算從這個角度

寫，而是將它放在台灣開發的過程這段歷史，是因我當初在追溯自己是從何來的，很

關鍵是我的祖先當年冒著生命的危險從福建渡海來台灣，那段歷史也是在座多數人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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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渡台的歷史。我們都是幸運的人，史料告訴我們：當年來台的人六死三留一回頭，

回想祖先渡海來台的意志，那個部分對我來講是感動的，我看到其中的悲壯。〈浪子〉

那篇重點不在追溯我的祖先是誰，而是追溯到其中的悲壯。〈朝露〉寫的是抗日的歷

史，是我對台灣這塊土地無知的告解。當年跟著《聯合報》到福建漳州訪問，給我印

象最深的是，在逛街時無意發現巷子裡的一塊碑：〈簡大獅蒙難處〉，那塊碑給我很大

的撞擊，就是我不了解台灣的歷史，我們從小念了很多歷史，其實和自己的社會，和

台灣這塊土地的發展是無甚關連的。這讓我產生一些羞愧，我對簡大獅生平事蹟完全

沒有認知，我就是帶著這種愧疚去閱讀台灣的歷史。除了〈浪子〉和〈浮雲〉之外，

寫得最多的是抗日的歷史。這個社會雖然充滿不同的聲音和牴觸，我覺得台灣是個得

來不易的地方，我身為台灣的子民，面對血淚斑斑的歷史，唯一想到的是要對前行者

致敬。除此，還有一部分是和「地理」有關的，其中有一篇叫〈水證據〉，寫河川。

我們在宜蘭長大的人從來沒有失去和水的關係，水對我們來講，就像母親一樣，母親

的淚水、口水，台灣除了宜蘭等少數地方，其他地方的河川紛紛死亡。寫〈水證據〉

這篇文章也帶著默哀的心情，看看我們在追求現代的過程中對土地做了些什麼，後面

幾篇是紀錄我認為珍貴的價值，有一篇寫童年，另一篇是寫少女夢想的追求，另一篇

是寫給愛情的，那是我乾媽的真實故事，她先生死後在墳前豎個小碑，碑上寫著「愛

永不渝，至永恆的一對」。在現在社會中，我看起來是錯亂而敗壞的，可是我把我心

中珍藏的價值藉著文學紀錄下來。 

 

現場提問(三)〈提問人徐惠隆是簡媜的國中老師〉： 

我把妳這本書推薦給很多朋友看，美國麥克阿瑟寫了一篇〈為子祈禱文〉，在妳

心中，妳的兒子姚遠長大後妳要如何為他祈禱﹖ 

簡媜： 

其實徐老師知道我當年根本沒參加過作文比賽，反而對漫畫比較有興趣，留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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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是漫畫、演講比賽的獎狀。剛剛徐老師提到我對孩子的期望，有時當我不知怎麼

辦時，我會問自己是怎麼長大的﹖每個生命都有與生帶來的特質，這個特質會讓他靠

近不同的路，不用急著在三歲、六歲、十歲時去檢驗。透過回想自己的成長歷程，提

醒自己不要陷入這種焦慮。其實我自己真正踏上寫作這條路，也是在高中以後。因為

他是個獨生子，首先，我期望他能獨立思考，勇敢選擇，並勇於承擔所選擇的一切，

做一個獨立的人。第二，希望他對社會是無害的，不要做危害社會的事，或任意傷害

糟蹋別人。如果他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個敬業認真的人，我會更歡喜。至於他要不要揚

名立萬、成為富豪、名人﹖晚上睡覺時，我看他的長相，就知道不太可能。做一個媽

媽的願望很簡單，我不希望他做一個頭角崢嶸卻不快樂的人，最後把他的不快樂丟給

別人，製造更多不快樂的人。希望他找到一條他喜歡的路，坐在他喜歡的位置上，他

能夠 enjoy他的生活，承擔這條路上所有的困境和挑戰，也能獲得他該得的喜悅，我

覺得這樣生命就很美滿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