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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木已不在人世，这是事实。但偶尔想起她的名字和音容，总觉得这事似乎不是真的。

1977年秋天某日，我于赴德州达拉斯全录(XEROX) 分公司出差前，拨一电话给其时仍在世的父
母亲致候。母亲说：”蒋木死了，⋯⋯肺癌，⋯⋯。”

在飞机上、旅馆中、会议室里、⋯⋯我的心全被一团灰蓝的云雾笼罩着。 …… 

她与我同年出生，去的时候只有三十五、六岁。若说人生七十才开始，那三十六岁该怎么说？她

从来不抽烟，而肺癌却夺去了她蕴藏着无穷希望的年轻生命，夺去了蒋妈妈、蒋伯伯心疼的爱女，夺

去了钟哥哥的爱妻，夺去了玫玫、兰兰的慈母，也夺去了与我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友伴⋯⋯。

数十年前，我们家住在风城新竹；父亲当时在一家那时候生意相当鼑盛的调味品公司任管财务、

文书等职。母亲在平日理家之余，常四处走动，结交不少朋友。当时内战后共产党占据大陆，多少人

离乡背井、逃离大陆，一旦在台湾相遇，只要稍有同乡关系，尤其是乡土相近而且姓氏又相同的，便

以亲族相认，聊以相慰。胡季宽舅舅和舅妈、李棻叔叔和友云姑姑、胡远应大姊和胡远志二姐等等，

都是母亲交来的朋友，虽非真正的亲戚，但却有亲戚的情谊。

那时候，蒋木家和我家相距很近。我家住中华路东边的一条巷内，她家则在中华路西边的一条巷

内，相距仅约数百公尺。父亲所服务的那家调味品公司及其工厂，也位于中华路之西稍为偏南的不远

处。

蒋家刚搬到新竹后不久，某日，蒋妈妈到中华路上随便走走，想熟悉一下四周的环境。经过调味

品公司临近马路的办公室前，她听到里面有外省口音的人在交谈，便满怀好奇地走进去。适巧碰到工

厂里负责化学工程的田伯伯和白伯伯。她问他们：”我们刚搬来新竹，对这里的环境毫不熟悉。我家里

有两个小孩子，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的学校让孩子们去就读？” 他们连忙说："火车道的那边
有一个新竹国民小学，但我们这里的孩子们都到稍远一点的竹师附小去读书。从这里到竹师附小，大

约不到十分钟便可走到。”

因住得很近，不消数日，母亲就和蒋妈妈相遇相识，如此便开始并延续了数十年的友情。孩子们

的相熟更是自然而然的事体。蒋木与我同年，但在竹师附小却高我一斑。蒋林是蒋木的弟弟，与耀弟

同年同班。加上灿弟，我们共有五位，外加父亲在调味品公司里诸多同事们的子女们，一大群孩子们

常在一块玩。孩子们当中，田家大哥年事稍长，不屑与我们鬼混；其余的孩子们中，蒋木和我可说是

年龄较大的，而她又高我一斑，也许就因此在无形之中成为我们的孩子头。

蒋家大门的对面有一排日式的房屋，再后或往南便是调味品公司左边的大侧院。蒋家的后门外有

一条小路，路旁有一条小溪。这小路是我每日上下学必经之路，这小溪也是我捕捉泥鳅和带着小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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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散步”及厮混之处。

课余和周末，我们在工厂的大侧院里消磨掉不少时间。大侧院里停放着运货的大卡车和兼载人货

的中型吉普车，也贮放着许多盛置诸般化学材料的瓶瓶罐罐，更有不少大大小小的用以包装调味品货

品﹝酱油、味精、酱油精等﹞的木箱子。因为那里尽多躲藏身体的处所，我们便常在那里玩官兵捉强

盗或捉迷藏之类的游戏，有时会四处寻找些破烂的东西来玩扮家家酒，有时也玩过医生、护士、病人

的游戏。

我们也花过不少时间在中华路柏油路面两旁的行人道上。某日，我们看见一位衣衫褴褛的中年人

坐在路边地上呻吟；不少行人在旁围观。走近一瞧，才发现他的右腹上有个寸来长的子弹伤口，已生

了脓，看来着实可怕，令人心中打颤。他说他是退伍军人，伤口是国共内战时在一场战役里中弹造成

的。他向四周的人们乞求一些金钱用以疗伤。

南北纵贯铁路旁的田野间，我们除了在稻草收割后仅存着稻梗的田地上胡跑乱跳之外，也曾挖洞

引火烤红薯来吃。有一天，蒋木、蒋林、耀弟和我在火车轨道旁的一个正在兴工却尚未完成的房屋附

近玩耍，蒋木小便急了，来不及赶回家上厕所。她说她要在那栋房子一处隐蔽的角落里小便，并且厉

声对我们几个男孩子们说:”你们不许偷看，偷看的人脸上会长东西出来！” 我们果真都乖乖地在外面
等她，没有偷看。

有时候，我们到竹师附小去玩。有一次，我在校门口看到一只彩色鲜艳的蝴蝶，连忙从地上捡起

一颗小石头朝它扔去，想把它打下来。没料到不但没有打中，却打破了教务室窗上的一片玻璃。窗子

猛然被推开，一位老师探出头来大声怒叫：”是那个打破的？” 一向跑得快的我早已在惊吓之余逃脱

得远远的。

蒋木长得蛮清秀，有一双聪敏的大眼睛；肯用功，功课好。她和弟弟蒋林很亲近，但顽皮的蒋林

常常挨她的骂。蒋木管蒋林是管得蛮紧的。在我的心目中，能被她骂是幸福的事，可惜她从未骂过我。

我们之间一直都相处得很好。我一直都很服她，因为她自幼就拥有一股温暖的气质，不冷漠，不自私，

常顾及他人，是一位温暖的女性。

多半的亲友们，包括我自己的家庭在内，多多少少都难免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所谓”家家有

本难念的经”。在我的观察中，唯独蒋家比较安祥正常，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内部纠纷和冲突。蒋

伯伯和蒋妈妈都是学化学的大学毕业生。那时，他们的家虽在新竹，蒋伯伯却在一所位于台北的公家

化学药品机构工作。其后，他独自赴美深造数年，回台后主持某大学的化学系教务，之后又执教于辅

仁大学的化学系。蒋木是老大，蒋林是老二；他们家在迁往台北后，蒋妈妈又生了老三蒋森，老三蒋

森是小妹。他们家那时候还有奶奶在。也许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完美，但在我当时的心目中，蒋家是一

个正常的好家庭；慈祥温暖的父母亲，内外品质优良的孩子们，和祥的家庭气氛，在在都令人好生羡

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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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木从竹师附小忠孝里毕业之后，蒋家搬到台北，住在徐州路旁距蒋伯伯、蒋妈妈工作地点很近

的一栋房子里。虽然一在新竹、一在台北，母亲和蒋妈妈仍然借着往返的书信互通讯息。从蒋妈妈亲

切的信中，我们得知蒋木在北一女的成绩一直很优良。

有一次，蒋木和蒋林回新竹玩了几天，住在我们家。蒋木那时已初一了，我还在小学六年级。她

的明朗和愉悦的个性不但是我一向喜欢和敬服的，也博得所有大人们的欢心。父亲生性特别固执，对

于一般的孩子们没有什么耐心，常嫌他们讨厌，却唯独对蒋木不同，每见到她便露出笑容，现出难得

一见的温柔。有时候蒋林看在眼里不服气，认为他根本是在偏爱女生。其实父亲所偏爱的也不过只有

蒋木一人而已。

在一起痛快地玩了几天，他们姐弟搭车回台北，分别时真有依依不舍的感觉。特别是蒋木的离去，

顿然竟使我的情绪降入低潮，心中若有所失。那种感觉和听到蒋木离世时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我尤

其怀念那时候蒋木叫我名字的声音和姿态。说实话，我心中一直对蒋木怀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情感。

进入初中以后，某夏日午后的课余，我跟随几位同学到新竹与竹北之间的头前溪去游泳。因河水

湍急，我几乎随流而去，所幸猛然使力拨水，方能到达溪岸，但不免喝了一些溪水，因而使得少量的

溪水进入了肺中。其后胸中有些不适，父母亲带着我赴台北检查，也乘便带耀、灿两弟同去。在蒋妈

妈的陪同下，我们去台大医院。医师在经过了透视后诊断我有肺浸润的现象。说实话，直到如今我仍

不确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借着那次机会，能再见到蒋木和她的家人，心中是颇为高兴的。

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六年的时光分分秒秒、月月年年地过去，然而时过境迁之后却让人有一种

稍纵即逝的感觉。六年当中，蒋妈妈所写给母亲的书信不曾间断，那些或长或短的信件带给我们有关

蒋家的消息。蒋妈妈的信中洋溢着真挚的情感，读其信如见其人。我们每隔一、两年也会去台北看看，

不是住在云姑、棻叔位于永和的家，就是住到台大法商学院附近的蒋家。我们都会受到和煦、亲切如

春风、暖阳般的照顾。

蒋木不断地努力读书，在北一女的成绩一直很优秀。毕业后她顺利考取台大化学系。蒋家真可谓

化学世家；蒋伯伯、蒋妈妈、蒋木和蒋林先后都学化学，蒋森后来也学了相近的化学工程。蒋林曾开

玩笑说：”在我们蒋家，蒋森是唯一的 black sheep。” 蒋木、蒋林和蒋林的妻子千千后来都先后得到
了化学博士的学位，蒋森于之后不久也拿到她的化工博士的学位。

我高三毕业，填写保送志愿单时，心中懵懵然，不确知该选何种学系；因见蒋家均学化学，便也

效尤，填写第一志愿为台大化学系，第二志愿为台大电机系。单子尚未交给学校之前，母亲带我走访

她所结识的湖南同乡竹中数学老师彭商育先生。相谈之下，彭老师认为电机工程对我较为适合，建议

我改第一志愿为台大电机系；就如此注定了我一生从事电子、电脑等事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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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入台大的那个暑假，为了熟悉环境，我只身从新竹到台北，在蒋家小留数日。蒋木陪着我搭公

共汽车至台大校园。走遍了广大的校区，且不断向前后左右指点着说：”⋯⋯这是文学院，⋯⋯理学院

在那里，那是森林馆，⋯⋯这是化学系大楼，你知道钱思亮校长是学化学的吗？⋯⋯那边是临时教室，

你大一的时候很多课都要在那里上的，也有些课在新生大楼上的，⋯⋯这是福利社，你要不要喝点汽

水？⋯⋯”

在台湾亚热带的大热天里，顶着炎阳，蒋木带我一直走到近山小溪旁的第七男生宿舍。她说：”你

开学之后就住在这个宿舍里。对了，就是这个房间。⋯⋯你看，还有不少学生在暑假时留在宿舍里

的⋯⋯。”

走了很多路，转了几趟车。跟在蒋木身后，我心中感激她助人的热诚和友情的温暖。

台大数年中，蒋妈妈见我只身离家在外求学，常邀我到他们家吃吃饭、聊聊天，借以冲淡我思家

的情绪。我巴不得常去，一则想沐浴在蒋妈妈和蒋伯伯如春风暖阳一般的温情中，再则能看到蒋木，

另则可与年幼的蒋森小妹谈笑。

蒋木的四年大学生涯如箭般飞去，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纽约大学的奖学金，赴美深造。那时是我

的大三暑假，我正在成功岭上提着M-1步枪在沙地里打滚，没有能赶往松山机场为蒋木送行。这一别，
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人一生里有太多的生离，也有太多的死别。在成功岭晚上值班当哨兵时，

月光下心里头想着不少事情，唯独不曾想过的是：与自己青梅竹马、一同长大的蒋木，居然会没有再

见一面的机会。

在美国忙碌的课业和实验生活中，蒋木抽空写了一封信给母亲。信中除描述繁忙的留学生涯外，

也附言说：”伟宗将来出国，若路过此地，我一定带他参观尼加拉大瀑布。”

两年之后，我也来到美国，停留在四季如春的南加州，一待就待了数十年。最初数年中，我听到

蒋木与钟哥哥结婚的喜讯，并闻知她与他一得化学博士、一得物理博士，双双赴北卡罗林纳大学任教，

并双双获得 tenure，生活和事业均获得保障。其后，又听说他俩生了两位可爱的女儿。我自身先忙碌
于学业，继周旋于婚姻、事业、子女、房产之间，荒疏了多少的亲戚朋友，也一直未曾与蒋木和她的

夫婿取得连络。甚至当他俩西来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分部从事一段时期的实验、研究工作时，也未能

见得一面。

1977年秋，母亲在电话中说：”蒋木死了。” 那怎么可能？如此的才学，如此温暖的气质，如此
的好女儿，如此的好姊姊，如此的好妻子，如此的好母亲，如此的好朋友，如此的好女性⋯⋯。那怎

么可能？蒋木怎么可能已经逝去？为何我没有再见她一面的机会，与她聊聊在新竹的童年时光？

1982年底至 1983年初，我立下了几项新年的意愿：其一，重新开始间断了十数年的写日记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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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其二，重新拾起尘封了十几年对于写作的爱好；其三，尽力找回荒废了多年的亲朋戚友。因为人

生苦短，而友情、亲谊毕竟是难能可贵的。

居然还真如所愿，我果然有机会见到了在那之前十多年未曾相晤的棻叔，找到了在那之前十多年

不曾见面的台大同学及好友敏泰、昭广和嵩德，会见了在那之前二十多年未曾见面的高中同学荣嘉，

也寻得了在那之前十余载未曾谋面而从马利兰州搬来南加州的蒋林。

找到蒋林的时候，他和千千暂居于号称”小台北”的蒙特律公园市内一个租来的房子里。蒋妈妈

前此随着蒋林夫妇及他们的一对宝贝双胞男孩和他们的一只狗，千里迢迢地从东岸开车到西岸来。抵

达洛城不久，蒋妈妈就跨洋过海飞回台北，去与蒋伯伯团聚，打算于千千寻得工作、开始上班后，再

赶来南加州照顾两位孙儿。

当我扶起学校旁公园里被顽童们推倒了的垃圾桶时，望见一部汽车里有人朝我招手。稍微走近一

瞧，见是蒋妈妈及蒋林一家。我引领他们到我家门口，把车停在车房前的水泥地上。在那之前十多年

未见，当年瘦高的蒋林发福了，长得又胖又壮。千千是女作家潘人木的女儿，那次是我第一次与她见

面。看到久别的蒋妈妈，我难免稍感心疼，因为当年福福泰泰的蒋妈妈明显清瘦了很多。我也在蒋妈

妈的脸上见到了岁月的痕迹。

妻子菊龄忙着在厨房里准备菜饭、包饺子；千千陪她聊天。蒋林边望着双胞胎男孩与心笛、凯翔

玩耍，边和大家讲话。我拉着蒋妈妈到后院，坐在长桌旁的长板凳上，听她亲切的湖北口音谈蒋木的

事：

“⋯⋯森森那年从北一女毕业，直接到伊利诺大学读书。在没开学之前，为了得到进大学的许可，

森森必须通过一项考试，所以先住在木木家。考试的时候，森森一点都不紧张，因为一方面事前木木

已经替她找到了各种相关的参考书，帮她温习了好一阵子；另一方面，考试进行的时候，木木一直耐

心地坐等在考试教室的窗外。森森心里上觉得就像当年考中学时，妈妈在试场外边坐着等她考完一

样⋯⋯。森森考得很好，顺利地进入伊利诺大学⋯⋯。”

“⋯⋯木木得病的时候，吩咐蒋林、蒋森和其他的人不要把坏消息通知我和蒋伯伯，所以我们一

直都不知道。⋯⋯不久之后，有一天木木打电话来，她的声音显得异常的微弱。蒋伯伯放下电话，不

知如何哭了起来，也许他预感到事态不太对劲。⋯⋯后来，我们知道她的情况似乎好转过一阵子，她

所负责的那个实验部门的学生们和其他同仁们还促她回去上班。⋯⋯木木后来同意要我到美国，我就

开始赶办出国手续。⋯⋯可是她的病情突然恶化，从腺性的肺癌又兼患了急性的肺炎，很快就过去

了。⋯⋯蒋林、蒋森和木木的先生，她们没有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却通知了台北的亲家。第二天，台

北的亲家打电话来，叫我不必急着赶去美国了。蒋伯伯听到这个消息，就一下子昏倒了过去。⋯⋯”

蒋妈妈谈至此，声音有些颤抖，眼里漾出的泪水止不住地从眼角淌出，她显然在努力地控制着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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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哀伤。我抚着她的肩头，紧握她的手臂。蒋妈妈继续说：

“⋯⋯伟宗，不是我偏心，说实话，我一向最喜欢木木这孩子。⋯⋯当初在新竹，李伯伯什么孩

子都不睬的，唯独对蒋木不一样，见到她就笑嘻嘻的，好像是换了一个样子。⋯⋯我猜想木木得这个

病，很可能与她在实验室里和放射性物质多所接触有关；她那时候正从事与抗癌药物相关的实验。⋯⋯

蒋林认为我不该如此想，他说他们既然已入了这一行，便只好面对和接受这一行里所可能发生的一切。

任何一行都有它特有的危险性，常常不得不去冒险。我现在觉得这话也对。⋯⋯”

望着蒋妈妈清瘦的身影和容颜，我回忆起在那之前的十多年前她的影像。我深知那些年来她忍受

着失去爱女的哀痛，心灵上受到极深的创伤。在我的心目中，蒋妈妈是极有爱心的女人，她的温暖无

私及体谅他人的气质、内涵，也都是蒋木所拥有的。我一向从心底敬爱蒋妈妈，那次见她因失去蒋木

而受创的身心，难免深深同情，但没有说在嘴上。

蒋妈妈继续说：”⋯⋯木木病重的时候，躺在医院病房设有氧气帐的病床上。到后来连讲话都有了

困难。问她话，叫她用轻微的手式来表达是或不是、对或不对、可或不可。在临去之前，她所间接表

达的意愿是：一切别无牵挂，唯独两件事情是她最关心的，其一是两位年幼的女儿，其二是爸爸妈妈。

钟先生叫她放心，保证一定会好好照顾到这两件事情。⋯⋯木木去了以后，我来美国帮着钟先生照顾

玫玫和兰兰。⋯⋯蒋木虽然是蒋伯伯和我的女儿，钟先生也是我们的女婿，但我们觉得他及玫玫、兰

兰都需人照顾，因此，我们都鼓励他早日续弦。前些时候，他在台湾找到了一位学护理的女孩子，人

很好，很有爱心，对玫玫和兰兰都很好；这使我们很放心。他们结婚之后，我们对钟先生说虽然他答

应过蒋木要照顾蒋伯伯和我，但他目前有他自己现在的岳父母，而蒋伯伯和我还有蒋林和蒋森，叫他

不要太挂意我们。钟先生实在是一位好人。⋯⋯”

蒋妈妈的眼里闪烁着慈祥的光，她继续说：”⋯⋯伟宗啊！当初你妈妈和我都太好强。这些年来，

许许多多的事情告诉我，人不要太好强。⋯ …木木过世之后的这些年来，我很会原谅人。⋯⋯这之前
不久，北卡大放映一部”永恒的爱”的国语片，他们邀请钟先生和我去看，我们实在都没那份心情去

看。⋯⋯”

菊龄和我在”小台北”蒙特律公园市附近的一家中国电影院里，曾经看过那部影片。片中影星贾

思乐所饰演的男主角，是一位从香港赴美留学的男孩子，其父是一位在香港办报的作家。此电影是其

父就其生前死后的真情实事所写的书所改编而成的。男主角在北卡大求学期中患得癌症，在行化疗期

中，病情时好时坏，但他仍奋力进修。后来，他母亲自港飞美，照顾爱子的起居。他去世的消息达到

香港时，他父亲咯血于正在在行文的稿纸上⋯⋯。影片感人至深，观众纷纷落泪。难怪蒋妈妈和钟哥

哥在失去蒋木之后不久不愿去看这部影片，为了避免触景伤情啊！

多年前那次和蒋妈妈对话之后不久，我赴纽约探望当时仍在的父亲的病时，当时仍在的母亲曾说：”

蒋木的丈夫说蒋木是个完人。” 母亲又说：”我有时候和蒋妈妈在电话中聊天，蒋妈妈谈到蒋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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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在电话里忍不住痛哭流涕。”

光阴似箭，1999年一月，喜欢蒋木的我的父亲去世；之后蒋伯伯也去世。 2006年八月，喜欢蒋
木的我的母亲也去世。在她去世的次日，蒋森和她的夫婿在完全不知悉母亲已然病逝的情况下突然带

着蒋妈妈出现在耀弟位于纽约小颈市的家门口。那天早晨，蒋妈妈说很久没有看过李妈妈了，要去见

见李妈妈。但李妈妈却于前一天晚上辞世了。蒋妈妈虽仍记得李妈妈，但她已患失智症数年了。多年

前在我家后院对我侃侃而谈蒋木的蒋妈妈已经完全不认识我了，当初眼中充满着慈祥和智慧的蒋妈妈

似乎显得茫茫然。在耀弟的前面客厅里，已经不认识我的蒋妈妈突然之间开始背诵起三字经来：”人之

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最后还加进一句”冰淇淋”当作三字经的ㄧ部分。在听到她说”

冰淇淋”时，大家不免都笑了起来，但我的心中却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哀⋯⋯。

宇宙中，我们所能见、能闻、能感、能触、能思、能想的诸多巨细事物，比较起我们所未见、未

闻、未感、未触、未思、未想的物质界和精神界的事物，真可谓：”小巫之于大巫”。诸般事物中，尤

其是是属于精神和灵魂领域里的，并非不存在，而是因为有限的我们尚未达至得知其存在的更高的境

界。如同在可见、可触的物质领域里一般，精神领域中亦长期存在着善之力与恶之力之间的斗争与冲

突。 ”时间”在物质领域里展现其无情或慈悲的面孔；而”永恒”在精神领域中亦散发其无穷的引力。 ”
永恒”将发生于”时间”之后，抑或共存于不同的境界之中？

我愿意相信宇宙中某处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世界：那里有一条永远流着生命之水的生命之河，河旁

两岸有永不腐朽、永不褪色的生命之路，河水与道路之间长满了供给永恒生命、永无匮乏的生命之果

的永青之树。那地方有永恒不息的平安喜乐。我愿意相信，蒋木仍在，就在那个地方，而她也并不寂

寞，因那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善良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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