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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南方

唐香燕，其父是上海聖約翰大學工科畢業的菁英，1946年懷著到

處走走看看的旅行家念頭，帶著妻小來臺灣打算小住兩年，沒想到世

事難測，在臺北一頭碰上了臺灣史上的慘痛一頁―「二二八事件」

幸得本省同事搭救庇護，逃過一劫。動盪過後，老家回不去了，就此

安家在高雄國營事業社區，唐香燕是父親五十歲才誕生的「掌珠」。

1974年她畢業於東海大學中文系，隨即回故鄉五福國中擔任二

年國中老師，又轉任臺中東海大學附屬高中懷恩高中國文老師四年。

在外省知識菁英家庭長大，卻在 1978年嫁給同是東海大學畢業的

陳忠信（筆名：杭之），成為本省農家媳婦。二十七歲那年（1979

年），爆發美麗島事件，先生因為主編《美麗島雜誌》，而被秋後算

帳、逮捕、判刑四年，海內外輿論嘩然。因為美國以人權為由施壓，

國民黨對這群政治犯家屬的管控，忽鬆忽緊，就是要這些「美麗島妻

子們」不要再把事情鬧大。肅殺的社會氛圍下，新嫁娘面對風雨飄搖

的際遇，咀嚼了炎涼冷暖的世態人情……；許多年後，隨著兒子的誕

生和成長，外省女兒本省媳婦看到了生命的出口和希望。

《長歌行過美麗島―寫給年輕的你》一書，是唐香燕隔了

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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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後寫出的回憶錄。如同她受訪時所說的：「我把這些事情講

出來，是希望後來的人不要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否則我覺得是會的，

歷史是會重演的。」本書的時間和空間跨度，從 1946年的上海，到

臺北、高雄、臺中、臺北，再到 2013年的倫敦，寫父親、母親、同

學、丈夫、友人、兒子。時代的風景和氣味，人物的風貌和氣韻，歷

歷如繪。寫出舊事，其意不在報復，而是感嘆人性的「幽暗意識」是

如此可怕而幽深。在那樣的平行世界裡，一端是受迫害者如無頭蒼蠅

般惶然奔波、哀哀求告，諸多事情陷在糾結不清的混亂裡；另一端卻

是：「我聽見麻將牌在桌上嘩嘩洗牌的聲音，外省口音的女人笑語

漫談的聲音，於是我看見一個我很熟悉的世界一絲不亂的在哪裡運

轉，……世界無事，這是美好的星期天，我撥的這通電話只是飄進屋

子，無關痛癢的一縷輕煙。剛才電話離線的女人回來說關先生不在，

請我明天再連絡。」（P146）生活繼續，世界也繼續運轉，平靜生

活的人可願打開耳朵去聆聽另一個世界卑微急切的呼喊聲？

這樣的一本書，加上了副標「寫給年輕的你」，它的意義就不只

是療癒往日傷痕，爬梳動盪時代被掩蓋扭曲的歷史，更是期許下一代

勇敢飛翔的祝福―「人生走到此時此刻，彷彿月到中天，我終於寫

下一些文字，是為我兒子，為我兒子那年輕一輩寫的，算是走出雷峰

塔的一種嘗試，也是期許年輕生命掙脫束縛，勇敢飛翔的祝福。……

這些故事摻著淚，帶著笑，一樁樁都真實發生於我們的美麗島上，而

日居月諸。我的，你的，新的故事還繼續在發生。且歌且行，且行且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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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文第一節中，作者描寫她出生的醫院（診所），從外觀到內部

擺設，哪些語句段落令您印象最深刻（請節錄）？為什麼？和現

代醫院診所有哪些不同？

二、 閱讀全文後，請回答以下問題：文中「我」在家排行第幾？兄弟

姊妹幾人？母親懷「我」和生產的情形為何？文中的「我」在懷

孕生產下一代時的情形為何？和母親懷孕生產的情形有何不同之

處？

三、 請闡釋，文章最後「我覺得，彼岸的媽媽也在笑看我帶著孩子往

前走。」的意思？

．第一節．

很少人進過自己出生的醫院產房吧？很少人知道自己出生以前的

事吧？

我進過自己出生的醫院產房，小時候，梳著兩條小辮子的小時候。

在南部的艷陽底下，那座從家裡散步過去，五分鐘就可以到的，

日本人留下的典雅歐風醫院裡，總是通風又蔭涼。一進去的挑高門

廳，鋪著方圓幾何圖案的美麗磁磚，病人在左邊的圓拱形窗洞掛號，

在右邊的圓拱形窗洞領藥。因為醫院美麗，生病似乎也帶有奇幻色彩

了。左邊的窗洞裡，在成排暗色的老木頭格架上存放了所有人的病歷

預讀引導

文本選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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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所有人，當時的我這樣認為啦。總之你報上名，裡面小姐就會找

到你的。

右邊的窗洞裡，色調不同，白如雪洞。藥劑師在裡面調製所有的

藥劑。所有的藥劑，努力墊高腳尖，探看到的情形讓我這樣幻想著。

雖然我不喜歡藥味，雖然他們遞出來的藥劑沒有一樣好吃，但我喜歡

他們的工作。拿一個雪白的小杵在雪白的小臼裡一下一下使勁按壓，

把藥片壓成粉末，粉末平均倒在攤放於桌上的雪白方形薄片紙上，再

一一包成小紙包，真是多麼有趣，辦家家似的。我會暫時忘記那壓碎

的粉末是要給我吃的。

你不會一進醫院就領到藥，你要深入醫院的巢穴，通過兩邊有木

條長椅，光風流通，外面是花草院落的走廊，去內科、外科、眼科、

耳鼻喉科……醫生在那裡等你。他看過你後，你才能去領藥，或者很

倒楣的去更裡面的一大間打針室打針。

不過即使是打針室，也有好看的東西，不是白衣天使，是光可鑑

人的不鏽鋼消毒鍋。護士會俐落的用長夾子從雪亮的消毒鍋裡夾出玻

璃針筒，再套上鋼針，從藥瓶裡抽出藥劑，然後轉身對你露出假笑。

那時逃之已晚。

我那時的夢想是擁有雪白的藥杵和藥臼，閃亮的消毒鍋、長夾子

和玻璃針筒。奇怪後來我怎麼完全沒想過去醫院工作的可能？

長大後，看到有些古典歐風建築，我會想到小時候老家附近那棟

優美的歐風醫院，不由得神遊到過去。

神遊過去。醫院的建築設計優雅大方，醫院使用的器械精巧準

確，病人進出醫院的整套流程嚴絲合縫。所有這一切，神奇又魔幻。

我是在這個神奇又魔幻的地方出生的。

產科的手術室要從外科轉進去。一般人可能不曉得外科裡面有這

間密室。多次去外科給摔傷的膝蓋手腳搽藥，並夢想擁有那裡精美的

厚玻璃藥水瓶和伏手銀亮鑷子的我，不曉得為什麼，有一次卻牽著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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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的手，轉過帷幕，幾步通過短短過道後，進入很大的雙開玻璃門，

看見完全預想不出的一個清冷大房間。那個大房間沒有開燈，只有黃

昏的自然光，因此光影幽暗，但我可以看出裡面高高低低的特殊器械。

妹妹，妳是在這裡生出來的。媽媽立在門邊輕聲說。

她又指著房間中央的高床說，那就是我開刀生妳的手術床。後來

我麻醉醒過來，看見妳已經生出來了。

這裡啊，魔術中的魔術，我出生了。在這裡，我感覺到另外一個

世界的空氣。兩個世界的流通，要經過這個房間。

．第二節．

我現在想，那天媽媽大概是帶我去外科搽什麼外傷藥，忽然想起

她在裡面的手術室經歷了生死考驗，就請正好要在下班以前去裡面做

什麼的相熟護士讓我們跟著進去看一看。

我打著寒顫，入迷的看著那個把我引入這個世界的房間，同時想

起之前媽媽講的我出生那天的故事。

那一天，媽媽說，她進手術室的時候，我的哥哥們就在醫院外頭

的大榕樹下面，邊玩邊等候消息。爸爸呢？我從沒想到要問。爸爸大

概在醫院和騎腳踏車五分鐘可到的辦公廳兩邊跑吧。爸爸是大人，我

不擔心他，哥哥呢，如果媽媽沒有平安出手術室，他們就慘了。已經

知道手術結果的我，每次進入那緊張的故事氣氛，都為他們捏把冷汗。

總之，哥哥們在醫院前面華蓋亭亭的大榕樹底下等著。那株擎天

大榕樹，是一座巨廈，樹身四五個人環抱不起，樹冠大又圓，可以遮

覆整個醫院的人，不，一兩百個人沒問題。那座樹冠是無數雀鳥的

家，傍晚雀鳥歸巢時滿天飛羽，聲勢驚人。而樹底下根走龍蛇，勢如

山陵，印滿眾多小孩順勢、逆勢走來走去的足跡。樹底下也設有石桌

椅，還有從海邊移來的多孔穴奇石，我常常像斂翅的鳥一樣抱膝蹲在

凹凸不平的石頭上面，或爬上大樹距地面最近的第一個樹幹分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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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臉擁抱穩穩上升的樹幹。

我們那裡的人都叫大榕樹大樹，大樹兩個字，沒有別的樹可以跟

它爭的。那天早上，哥哥們一直守在大樹下，進出醫院或走過附近的

鄰居看到他們都說他們乖。天近午時，護士出來對他們說，你們的妹

妹出生了，你們可以進來看妹妹和媽媽了。

每次聽到這裡，我都鬆口氣，好為他們慶幸，還好他們沒有成為

孤兒。

好像很乖，其實很牛，很麻煩的妹妹，就這樣進入他們的生活。

．第三節．    

之前，媽媽懷我的時候，身體很不安穩，一直好像要流產。為了

保住我，媽媽在懷孕期間盡量躺臥床上，家事是請了人來顧。不過媽

媽的手沒閒著，她倚靠床頭，一件接一件不停的給哥哥們打毛衣，夠

他們穿三年的毛衣，她說。如果她沒捱過剖腹產手術，接下來的幾個

冬天，哥哥們至少會有大小合適的毛衣穿。他們會穿著媽媽打的毛衣

慢慢長大。

後來我知道媽媽是很會做衣服，打毛衣的，我長高，毛衣變短的

時候，她會把毛衣下襬拆開，接上不同顏色的毛線打幾圈，再用原來

的顏色收邊，嫌短的毛衣就變成一件顏色協調又有變化的新毛衣。

看過那光影幽暗的手術室以後，漸漸長大的我漸漸會想，如果媽

媽沒有捱過剖腹產手術，我會怎麼樣？還會不會有我？我會在那間清

冷的房間裡被收回去嗎？再往前想，如果媽媽懷胎時沒有保住我，我

會到哪裡去？我原來是大自然要刷掉的一個不夠完美的胚胎，媽媽硬

是跟那要排除不完美的大自然搶下了我。

因此才有我。依大自然的腳本，原來是不會有我的。我是那麼一

個不牢靠、不完美，該當淘汰的胚胎啊。我並不是必然存在的。

然而媽媽搶下了我，拼命搶過來了我，因此我看見了這邊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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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清冷的房間裡，彷彿有電流通過我的皮膚，手臂上起了好

多雞皮疙瘩。我覺得，彷彿是站在湖塘邊看入水深處，我模糊知道了

好多關於來，關於去的事情。

當時那些說不清楚的事情，以及滿上心頭的感動、感激和感傷，

一直跟著我。

媽媽曾經告訴過我，我的外婆小時候讓人算命，算命的非常驚

訝，因為他怎麼算，外婆都是一個沒有命的人。然而外婆小女孩卻好

好的坐在他面前。後來小女孩長大，嫁給外公。經營糧行、魚行等生

意的外公，能幹剛強會拳術，發脾氣時一拳頭擊下厚實原木的圓桌，

能擊出一個大洞，嚇煞人。簡直像葉問、黃飛鴻一樣的外公愛重外

婆，在家不時的要叫叫外婆，問問這個，講講那個。外婆生養孩子，

操持內外，對誰都好，乞丐都知道餓的時候去找外婆，一定會得一滿

碗飯，要是運氣不好，被外公養的那隻看人低的四眼壞狗阿黑咬了小

腿，外婆會立刻抓一大把紅糖奔出來，給他敷在傷口上，止血包紮後

特別多給飯菜。軟心腸的外婆年高終壽。

沒有命的外婆活出了命。媽媽說，外婆的命是她自己修來的。緣

命複雜，環環相扣，相引相生，變化萬端。被那樣的外婆一手帶大的

媽媽，是外婆的大女兒，小時候外婆要給她纏足，她反抗不依，後來

她要讀書，也纏到外婆點頭答應，少女時代的媽媽還一人拎包包坐著

咿咿呀呀的小小篷船到省城住讀師範學校，畢業後到上海從事幼教。

她後來有點遺憾，說當時應該爭取更多一點，比方到上海去繼續唸書

的。那樣的媽媽，下定決心要讓我來到此世。

．第四節．

我來了。磕磕碰碰的也長大了。結婚後我自己懷了孩子，開始，

我除了覺得青菜豆腐變得不香了，又特別愛吃肉，尤其想吃糖醋排骨

之外，沒有特別的感覺，我從來不嘔吐，不泛酸水，所以不知道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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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知道是體內有一個新生命在指揮我，影響我，讓我不愛青菜豆

腐，愛肉愛糖醋排骨。才不過剛成形，這個霸道的新生命就對我有絕

對的指導權，而我還不知道我的世界已經不一樣了。每天我早起趕上

班，照常在馬路邊上吼叫招手，跟那快要進站的公車賽跑，硬是在公

車要離站開走前一秒鐘跳上去。我這樣懵懵懂懂飛跑狂奔了起碼一兩

個月都沒事，腹中的孩子簡直像是用手腳，用吸盤牢牢固著在我身體

內裡。他完全沒有掉下來的可能。跟我做胎兒的時候完全不一樣。他

是胎兒裡的第一名優等生，神佛護持，大自然對他微笑。命運多麼奇

怪，我這個差點要被刷掉的軟弱胎兒，竟會有一個超強悍的胎兒通過

我降生。我是進手術室以剖腹產方式生下這個強悍的小孩，因為他很

壯大，我的骨盤卻太窄，醫生說絕對不能讓我自然產。

唉，畢竟原本我是要被大自然淘汰的不良胚胎啊，我有太多毛病

了，因為懷孕生產才知道還有骨盤太窄的問題，如果活在古代，絕對

通不過考驗，難產而終。以大自然的觀點來看，讓我這不良品擠過生

之窄門，讓別人費許多功夫處理我的問題，實在不怎麼合算。只是，

不認同這個觀點的媽媽不惜生命，全力對抗，大自然只得認輸，讓我

來到世上。

當我抱著我生下的強悍小孩，讓他的小手牢牢扣著我的手指時，

我想，大自然終究通過他挽回敗局，沒有輸吧。我覺得，大自然還是

賜我微笑了。

我覺得，彼岸的媽媽也在笑看我帶著孩子往前走。

＊選錄自唐香燕《長歌行過美麗島─寫給年輕的你》，新北：遠足文化，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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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唐香燕《長歌行過美麗島―寫給年輕的你》的第二

篇，描述作者誕生前後的經過，透過作者娓娓道來、寫實想像兼具的

描寫手法，讓讀者看到生命的孕育與生養是如此不易與艱險，猶如穿

過重重危難的關卡；而為母者堅持守護、不捨不棄的毅力，才使得人

類能代代承傳、開創宇宙繼起之生命。

生命的初始記憶與印象是什麼？大部分的現代人都知道醫院產房

是迎接新生命的地方，卻少有人去凝神諦視那個誕生的所在，甚至去

想像這是流通生與死兩個世界氛圍的房間，於是作者在首節，別出心

裁地從出生時的醫院寫起。透過作者纖介無遺又極具視覺影像效果

的文字，一座 40年代歐風典雅的小鎮醫院呈現在眼前―「挑高門

廳，鋪著方圓幾何圖案的美麗磁磚，病人在左邊的圓拱形窗洞掛號，

在右邊的圓拱形窗洞領藥。因為醫院美麗，生病似乎也帶有奇幻色彩

了。」與現代醫院診間羅列、人滿為患、充滿各式器械與電腦設備的

森然凜冽不同的是―「你要深入醫院的巢穴，通過兩邊有木條長

椅，光風流通，外面是花草院落的走廊，去內科、外科、眼科、耳鼻

喉科……醫生在那裡等你。」那樣的醫院不只有著懷舊的優雅情調，

透過病痛療癒、出生入死、嚴絲合縫的醫治過程，我們看到「所有這

一切，神奇又魔幻。我是在這個神奇又魔幻的地方出生的。」是的，

就在此處，每一個新生命被引來世上，猶如造物者在施展一場從無到

有的神奇魔術。

第二節作者根據大人的敘說，揣想母親生產那天進入產房時的情

景―「她進手術室的時候，我的哥哥們就在醫院外頭的大榕樹下

面，邊玩邊等候消息。爸爸呢？我從沒想到要問。爸爸大概在醫院和

文本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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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腳踏車五分鐘可到的辦公廳兩邊跑吧。」稚子的無憂戲耍，對比著

大人的奔波焦急，還有產房裡那與生死拔河的產婦。臺灣俗諺形容婦

女生產的危險是「生得過雞酒香，生不過四塊板」；作者卻從稚子何

辜的角度來刻劃生產的艱險，如果產婦熬不過九死一生―「哥哥

呢，如果媽媽沒有平安出手術室，他們就慘了」，熬過的話―「好

為他們慶幸，還好他們沒有成為孤兒。」，就這樣，一個美麗的奇

蹟，一個新生命、新成員就如此來到人間、進入家庭。魔幻啊魔幻！

第三節則往前回溯，描述母親懷作者時的情形―「媽媽懷我的

時候，身體很不安穩，一直好像要流產。為了保住我，媽媽在懷孕期

間盡量躺臥床上，家事是請了人來顧」，對於懷孕的母親而言，她不

但要奮力保下肚裡的胎兒，還要為圍繞床邊的稚子設想，為那不可預

知的命運，儘可能地幫孩子備好一切所需―「她倚靠床頭，一件接

一件不停的給哥哥們打毛衣，夠他們穿三年的毛衣，她說。如果她沒

捱過剖腹產手術，接下來的幾個冬天，哥哥們至少會有大小合適的毛

衣穿。他們會穿著媽媽打的毛衣慢慢長大。」在那看似必然，其實充

滿許多不測的「如果」裡―「如果媽媽沒有捱過剖腹產手術，我會

怎麼樣？還會不會有我？我會在那間清冷的房間裡被收回去嗎？」要

不是母親的堅毅、強韌、與拚命，一個不夠完美、脆弱的胚胎，如何

能孕育成長，如何能安然來到世上？透過作者對事物結局的兩面擬

測，同時見證了母愛的偉大！

接著，作者的筆鋒一轉，再把生命的線頭往前拉，拉出了外婆，

一個把「沒有命活出了命」的人―「外婆的命是她自己修來的。緣

命複雜，環環相扣，相引相生，變化萬端」，是那樣慈心、又那樣強

韌、與命定對抗的外婆一手帶大了媽媽―血液裡同樣流著與大自然

命定對抗的基因，是這樣的母親下定決心要讓一個原本不完美的生命

來到世間。

第四節則將生命的線頭往下拉，藉由作者體內那渾然不覺的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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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再度施展一遍生命孕育誕生的魔術。從外婆、母親、作者、兒

子，延續四代的生命承傳，雖然每一代的生命奇蹟不同―「腹中的

孩子簡直像是用手腳，用吸盤牢牢固著在我身體內裡。……命運多麼

奇怪，我這個差點要被刷掉的軟弱胎兒，竟會有一個超強悍的胎兒通

過我降生。我是進手術室以剖腹產方式生下這個強悍的小孩，因為他

很壯大，我的骨盤卻太窄」，但大自然以化腐朽為神奇的手，讓強弱

相輔相承，生命得以世世代代延續下去。

這樣一個述說生命誕育的故事結束了，但真實的人生還在繼續往

前行，薪盡火傳。舊的世代會過去，新的世代會來臨；若不是舊世代

的堅毅強韌，新世代無法在風雨中長養；而舊世代的哀傷沉痛將成為

踏腳石，讓新世代能無憂無懼往前行！（王靖婷撰）

一、 本文第一節中，作者寫著―「魔術中的魔術，我出生了」，為

什麼作者認為人的出生像「魔術中的魔術」（請引證文中字句說

明）？您認同或不認同這個說法？為什麼？

二、 您相信「算命」嗎？文中第三節描述「沒有命的外婆活出了

命」，請依個人觀點詮釋其意。並分享您對「命」與「算命」的

看法。

三、 關於「算命」，您認為是天生的命決定了人？還是人的所作所為

決定了命？

四、 文中提到「如果她沒捱過剖腹產手術，接下來的幾個冬天，哥哥

們至少會有大小合適的毛衣穿。他們會穿著媽媽打的毛衣慢慢長

大。」、「如果媽媽沒有捱過剖腹產手術，我會怎麼樣？還會不

課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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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我？我會在那間清冷的房間裡被收回去嗎？再往前想，如果

媽媽懷胎時沒有保住我，我會到哪裡去？」對於上述描寫，您是

否想過，您生命中的「如果」？請嘗試描繪。

五、 文中第四節描述「命運多麼奇怪，我這個差點要被刷掉的軟弱

胎兒，竟會有一個超強悍的胎兒通過我降生。」請以「軟弱」

「強悍」為關鍵詞，您認為真實的人生歷程中，哪些現象屬「軟

弱」？哪些現象屬「強悍」？並說出個人對「軟弱」與「強悍」

的看法（定義）。

六、 讀完本篇，您認為生命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七、 看完本篇後，您認為本篇的主題有哪些？若為它重新命名，您取

的題目是？

本文中提到，生命的「來」與「去」都不是必然的存在，「懷孕

生小孩」對每一個母親而言，都是歷經一次生死關卡，對新生兒亦

然；生命的「來」是如此不易，又如何能輕言放棄生命？

因此，請寫下您自己或聽聞過的「艱苦懷孕」、「辛苦生產」或

「難產」的故事。

寫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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