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olden Point Award 2017 
Chinese Short Story – Honourable Mention 
《手足》Hand in Hand by 林丽卿 Lim Lee Cheng 

	
	

1	

手足	

  							

									灵堂上胡琴声时而幽怨时而昂扬。今晚请的这班潮州善堂据说是本地 出名的，由于口

碑好，生意红火得很，能请得到真是往生者的福报，子女脸上也有光彩。整团人穿着整齐的白

衣白裤，善堂主持人是一位五十开外的男子，五官端正，一脸认真严肃的样子。穿着白衣黑裤

的孝子孝女孝媳和穿着白衣蓝裤的孙子们按辈分盘坐在席子上。主持人正唱着十月怀胎的故事，

阿真记得四十年前祖母去世的时候，她也是坐在灵堂草席上，听着十月怀胎的辛苦，竟然和姑

姑泪眼相对……动不动就掉眼泪的她这次死了阿妈却出奇地克制住了，这点连自己也觉得不可

思议。	

一		阿真	

									明天就要出殡，从此以后，阿妈就烟飞灰灭了……这几天早出晚归，睡眠不足，虚火上

升，辛苦得很。早上还听到大嫂说：“我昨晚半夜已经收拾好衣服放进行李箱里了。出殡后我

就和你大哥搬来住，陪伴阿爸。”年近花甲的女人了，真佩服她还有这般精力！	

									我想到前天早上给阿妈上香后，走到棺木旁，发现阿妈的胸脯一起一伏的，似乎还在呼

吸，吓了一跳！怎么可能呢？在医院里被医生证明已经断气的人怎么还会呼吸呢？	

								是不是这十几天来天天去医院坐在阿妈床前，看着她戴着氧气罩，使劲地呼吸，现在才会

产生这种幻觉——我叫大嫂来看，她斩钉截铁地说：“人都死了，不可能啦！”	

									中午，姑丈来了，坐六望七的男人，见过不少世面，小时候就爱听他讲诡异故事，他跟

着儿子去纽西兰享清福，前一天才下飞机，没去医院看过阿妈。我指指棺木问：	 “姑丈，你

昨晚有去看我阿妈吗？有什么感觉没有？”他凑过脸来神秘兮兮地说：“我昨晚回家时就已经

问过女儿了，她们都说舅妈躺在棺木里好像还在呼吸……”	

									大嫂又走过来说：“别乱讲，别乱讲，不可能的，是风吹棺木时玻璃在晃动。”	

二  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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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星期我也累得够呛了，作为大儿子，阿妈住院十多天，我天天去医院。后来，那个

年轻的女医生“面有难色”地告诉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再后来，听老二阿真说阿妈抱怨夜里

每个人都回家去，她要上洗手间又找不到护士——听了她的建议，我就让大家轮流过夜陪伴阿

妈。 

									阿妈临终那晚，阿真回去以前还频频问我：“你儿子答应来接替你了，为什么还没来？

如果他不来，我就留下来。”我说：“你放心回去，年轻人玩够了就会来的。”	

									可是那晚儿子食言，玩累了竟然回家倒头大睡。后来阿真对他让我独自守着阿妈的 后

一夜颇有微言。我那儿子就是爱玩，我只好笑着回她：“哎呀，年轻人是这样的，别怪他们。”	

三  阿真 

								老三小妹嫁给德国人，孩子正要准备考试，这次匆匆忙忙回来奔丧，打算头七过后就回去。	

									头七那天下午，大哥大嫂说他们晚上有事，走人了。躺在阿爸客厅的沙发上，这才感觉

到这间四房式组屋从此就没了女主人。阿爸和阿妈向来不恩爱——阿爸年轻时，常听从祖母的

谗言，尤其是逢年过节，为了拜神祭祖，常让阿妈忙得不可开交。祖母也很忙，她忙着指桑骂

槐，添油加火！	

									旧时的锌板屋，厨房里有个天井，记得有一次，年关将近，阿妈坐在天井边的矮木凳上

忙着杀鸡宰鸭架炉生火，阿爸坐在八仙桌旁吃粥；经不起祖母的唠叨，加盐加醋，竟然抓起扁

担作状要打阿妈，以消祖母的气——幸好祖父抢过扁担，可以想象阿妈当年是如何把眼泪往肚

子里吞的。	

									阿妈曾在睡房里摆着一大瓶农药，垂下蚊帐不起来。早上，祖父等不到阿妈去果园劳作，

忧心如焚。我也忐忑不安地上学去……听说祖父一直就守在阿妈房间外头又是劝说，又是责怪

祖母，那恶家婆倒是轻松串门去了。刚巧邻居阿嫂送些鸡蛋过来，知道情形不妙，连忙进房劝

解，祖父见着阿妈无恙，才松了一口气。	

									祖母老了走人了，家里顿时平静下来。后来，阿妈也老了。奇怪，阿妈常常抱怨唠叨阿

爸，阿爸却默不作声。外孙们倒很同情外公，他们感觉外婆喜欢苛责外公，背地里总说外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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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他们不知道，外婆其实是把年轻时所受的怨气回吐出来，外公不回嘴可能是在默默忏悔和

承受吧。	

									头七，阿妈会回来吗？我不敢跟妹妹说那些有关头七的灵异故事。	

									今晚，就在这里陪着阿爸和妹妹过一夜吧。阿爸家客厅的窗口朝南，八月天的夜里，西

南风吹来带来了阵阵凉意。躺在客厅沙发上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一夜无梦，安睡到天明，也

不知道阿妈半夜有没有回来过。	

									我倒是希望，也怕。	

								老幺阿明和弟妇去年才搬离老妈的家，住到自己的新家去。我记得，弟妇搬走那一天，满

脸的不舍，阿妈就是不待见。	

								“阿妈，保重身子，有事叫我们。”记得，她是这样说的。	

								这话，我也从美莉那儿听说过，隔着山隔着海，隔着时空与风雨，美莉从她家乡传来的话

语 是难忘怀。	

四  阿亮 

									老婆对我说：“我们今天就搬到阿爸家住。你是孝顺儿子，阿妈不在了，我们就说怕阿

爸寂寞，担心阿爸的安全，搬来陪伴阿爸。我们的五房式组屋就让儿子和未来媳妇住，反正屋

子是我们的，跑不了。”	

									我和老婆俩躺在弟弟的床上，还挺舒服的。这几天累得够呛的，我很快就呼呼入睡了。	

								“天气怎么这么热，热得睡不着——”朦胧中听到老婆不停地埋怨，“老公，阿妈半夜一

直来赶我回去，她说阿明搬走后，前房凉快，她生病时晚上都来这里睡，叫我不要睡在这里！

还说我自己有房子，不要来抢她的家！她一直推我出去！”	

									女人就是啰嗦，没完没了。	

									阿妈托梦赶我老婆走，搞得她一夜没睡好，怎么办呢？	

									——这话如何说出口。	

									再睡一晚吧，找个借口，哦，是了，老婆，你就对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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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的家实在太热了，整晚睡不着……”	

									哪怕先前	已经向大家宣布要来陪阿爸的。	

五  阿真 

									大家都知道，阿妈 疼爱大哥，几个月前她不停地叨念：“他们夫妇俩几个月都没来，

不知道是不是我讲了什么不合听的话惹他们生气。唉……以后不讲了，以后不讲了……讲了惹

人厌……”				

									阿妈再这样郁闷下去，迟早会闹出病来的。	

									带阿妈去诊所检查，忽然查出了肺癌，末期。这事一定要让兄弟姐妹知道，可就不能让

阿妈知道——亲戚朋友患癌走掉的不少，阿妈肯定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就告诉她是肺长东西，

只要听医生的话乖乖吃药，放松心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给大哥打了电话：“阿妈病了，

你得空就打电话跟她说说话，你住在附近，不然去坐坐吧，坐在沙发上，有话就说，没话看手

机，好吗……”	

									每当大哥去看了阿妈，过后阿妈就会在电话中兴高采烈地告诉我：	

								“你大哥今天早上来了，还买了鱼粥来，我吃不完，留着晚餐再吃。”	

									崭新的政府医院大楼，柜台墙上偌大的牌子中英对照，写着“肿瘤医治中心”，阿妈不

识字，看不懂 cancer，更看不懂肿瘤二字。一踏进诊室，我急着用英语知会医生不要让阿妈知

道她患癌，就说是小病，服了药就好。医生也是明白人。		

									年轻瘦削的肿瘤专科医生决定采用靶向治疗，她微笑着说：“这药有个很漂亮的名字叫

易瑞沙。”				

									阿亮问：“医生，请问多少钱？政府有津贴‘建国一代’吗？”	

								“一盒 30 颗，一天服用一颗，一颗大约$100。每月可扣公积金保健储蓄$1200。”他听了

吓一跳！	

								“大哥，不要紧，可以扣阿明的保健储蓄。”弟妇马上说。也好，小弟阿明一直以来在工

厂工作，他有保健储蓄，就让他来负担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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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很贵，大哥大嫂后来说了好几回——弟妇自告奋勇分担医药费的事却不提，他们应该

不会忘记。	

									兄弟姐妹四人，除了远嫁海外的妹妹，能够带阿妈上政府诊所、去肿瘤中心复诊的就是

我、大哥和弟妇。我和大哥已不再年轻，体力不济，仍需工作，这额外的任务还真吃力！	

									阿妈服药后，日子更难过，服了易瑞沙，皮肤干燥，全身乏力，昏昏沉沉。我三天两头

过去打扫房子，两老的餐食则由阿爸打理。阿妈怕楼下邻居问长问短，不敢下楼去，在家里闷

得慌，从前我少打一通电话过去，她就会打来骂：	

								“这么久也不打电话来问一声，我死了你们都不知道！”	

									后来，我打电话去，阿妈只说了几句话就有气无力地喊累，说要去躺下……	

六  阿亮 

									那天肿瘤专科医生对我说：“你妈妈肺积水，等医院一有床位就立即进来抽水。每个肺

癌病人都会这样的。”					

									隔天我开着德士把阿妈送进医院。我总不能不管她。	

									阿妈躺在医院病床上，医生看着她瘦弱的样子说：“积水不多，暂时不要冒险。”	

									医生复诊，说是服了易瑞沙三个月，肿瘤范围反而扩大，问我们要让病人进行化疗吗？

还是为了让病人舒缓，能安详地离去，给她进行电疗。	

									社工约见，说：“你们要做个决定，等你阿妈出院，是要接她回家，还是送临终护理疗

养院？”唉，这问题还真为难……	

									阿妈呼吸越来越困难，吗啡从注射改为插管输送，氧气从鼻孔插管变成氧气罩。	

									儿子告诉我，说是女朋友有了喜。老婆问神得知阿妈日子不多了。双方家长见了面，订

了下聘的日子，也议定下个月举行婚礼，避开媳妇大腹便便结婚的尴尬场面。	

									——什么？下个月举行婚礼？阿妈不知会挨到几时，到时要是撞上阿妈的丧礼怎么办？	

									阿真一听就有意见，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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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阿真 

										阿妈真的走了，孙子在百日内匆促办了婚礼。	

										——呵呵，这事竟如他们所愿，也许是阿妈不忍看到儿子难堪吧。	

   		我和大哥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小弟迟婚，女儿才上小学。弟妇说那天去探望阿爸，他指

着《晚报》对她说：	

								“你看，隔壁座组屋有一个独居老汉死在家里，尸体发出恶臭才被邻居发现。”	

									看得出阿爸忧心忡忡，她连忙说：“阿爸，我早就请您来我们家住了，您这间房子出租，

租金够您零花。”	

									阿爸后来终于搬过去，可是天没亮就回来了，他抱怨整晚睡不着。老人家特会认床，一

换床就睡不着……	

									阿爸来了电话：“阿真啊，昨天你阿妈的干女儿美莉打电话来找阿妈，我告诉她阿妈不

在了，她听了嚎啕大哭，怪我没通知她，把她当外人。她说孩子在彭亨州由家婆照顾，他们夫

妇俩想要搬来同住，租金照给，还帮打扫房子。”		

									隔着山隔着海，隔着时空与风雨，长途电话总是不灵光，美莉从北方乡间传来的话语肯

定让阿爸听得好辛苦，我却就记下心。	

									美莉为人很随和，从前还没结婚时在隔壁搭房，常常过来吃晚餐，她下班迟，其实也只

不过是剩饭剩菜，她却甘之如饴。饭后就和阿妈窝在沙发上亲热地说着话，她们总有谈不完的

话题。我狐疑，这女孩是不是阿妈从前流产的女儿回来认亲娘呢？	

八  阿亮 

									老婆这几晚不停地在我耳边絮聒。	

									不可以让美莉住在阿爸家！我们叫儿子媳妇去住老爸家，请个女佣照顾宝宝。我们都出

外工作，女佣在阿爸家，有阿爸看着才不敢虐待我们的孙子。	

									我回问老婆，孙子还没出世，为什么急着请女佣？	

								“先让她来学煮饭打扫啦，你儿子媳妇住那里，谁给他们洗衣做饭呢？”老婆笑着回我。	



Golden Point Award 2017 
Chinese Short Story – Honourable Mention 
《手足》Hand in Hand by 林丽卿 Lim Lee Cheng 

	
	

7	

九					阿真	

									这天我给阿爸打电话，这才知道大哥的儿子载他去了建屋局，要把自己的名字取代过世

的阿妈。我吓了一跳，忙问：“爸，那，你签名答应啦？”	

								“建屋局职员劝说不要把名字放进去，要不然以后他们就不能申购新组屋。”	

								“爸，你要小心啊，房子是你的，你如果被骗，会被赶出去的。”一急我说了重话。	

									是的，她得照看这个一直想着息事宁人的阿爸！	

									弟妇给我看短讯，是大嫂传给她的——我们请女佣来照顾阿爸，煮吃、洗衣包括打扫房

子。阿爸大家有份，你们也应该出一半费用！	

									太霸道了！女佣是他们预先请来照顾宝宝的，关我们什么事？小弟在工厂打工，孩子还

小，需要大把时间和金钱来栽培，怎么有义务出钱帮他们请女佣呢？我简直气炸了。	

									真巧，在老爸家撞正那个被枕头风吹得晕头转向的大哥。	

								“大哥，宝宝还没出世，你就请女佣来，没事做，好像很浪费钱哦。”我极力挤出满脸笑

容说。	

								“女佣请来煮饭打扫，照顾老爸，不是照顾宝宝的。”大哥竟答得自然。	

								“爸，你需要女佣照顾吗？”我当下铁了心，既然阿爸和大哥都在场，就把事情说个明白。	

								“我走路比女佣还快，我若需要女佣来服侍，那就惨咯。”阿爸一句话令大哥顿时语塞。	

								“阿爸如果搬去小弟家住，把这间组屋出租，每月 少可收千多元，他就吃住无忧了。”

我持续用力挤出笑脸说。	

								“你的意思是要我叫儿子媳妇搬回去，这里出租，好，我马上告诉他们！”没想到大哥恼

羞成怒。	

								“没有啦，阿爸也喜欢和自己的孙子住在一起啦，我只是说，外面的行情是这样的。”我

依然挂着笑脸——就是要让晕酡酡的大哥明白：大家其实乐意让他儿子、媳妇和女佣住在阿爸

家。他儿子媳妇挣的钱比小弟多，年轻人爱玩乐爱挥霍，可是不该太过分。怎么可以咄咄逼人，

强要小弟帮他们分担女佣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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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啊，明说暗示总算把话说明白。和弟妇、侄女走出老爸家，心头像塞着一团棉花似

的，郁闷。	

									兄弟如手足，我又想起了美莉……过年过节，她从家乡带来的文冬姜、文冬粽以及各种

各样的土特产。	

									那怕长途跋涉，山路弯弯，美莉从来也没皱眉头，敲门探头第一句就是：“阿爸阿妈！

我来了。”她不仅带来吃的，也带来了浓浓的情意。	

									手机群组里常见的生活哲语，我不能全信也不想照搬，比如那句话——男人啊，小时候

听妈妈的话，长大了听老婆的话，老了听女儿的话……	

									将心比心，守丧那晚我始终没掉眼泪，想起的正是大嫂的种种。	

									同为女人，我可不能学大嫂……	

								“姑姑，老师告诉我们‘兄弟如手足’，那是什么意思呢？”小侄女拉着我的手问。	

								这，让我想一想才告诉你……																												（连同题目和标点符号字数 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