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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今天早上刚刚走了，不需要通知别人，就让你知道。你忙，不用特别过来。” 一

早，手机传来信息。 

 我仔细读了几遍，推敲着微言大义，直到 转暗…… 

抬头，仰天，透了一口气，我该有些什么相应的表示？  

M 是我少年时代结识的好友，处事很有自己的个性与坚持。M 与我一样，母亲都罹患失

智症。平日，我们很少见面，一年也就那么小聚二三次，手机短信传得也不密，然而每次见

面，说话都不用热身，绕过枝节，直击重心！是彼此相同的文化背景，阴差阳错地把我们凑在

一起，组成了一个特殊的“扶持小组”。我们都喜欢逆向思维，不断地扮演“反对党”，让对

方做出更深刻的思索。 

 有一次，他质疑给病人用药的合理性。他说：“失智症不能够根治，药物只是理论上

在延缓末期阶段的到来，那么，服药的积极意义何在？” 

 我听了，一时语结，足足三分钟，彼此对看，都不说话。 

 你如果以为 M 是冷血动物，那就大错特错了。为了失智的母亲，他辞了大机构高薪要

职，找了一份闲差，上午在家通过电脑视频工作，照顾母亲；午餐后才回公司主持工作会议。

为了接送母亲逛街或看医生，他把车子换成方便轮椅上下的越野车。为了讨母亲欢心，他上网

下载了许多粤剧卡拉 OK 存档，每天轮换着播放，供母亲自娱。 

 一次，我对 M 说：“我不能够为别人做决定，但是，我响应政府号召，病危不插管。

希望到我年老的时候，新加坡已经接受安乐死。” 

 M 立马回应：“子非鱼。” 

 什么子非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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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的母亲除了失智症外，还罹患糖尿病，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但是，每天起身，她就

精神爽利地在自家院子里大声朗诵唐诗宋词，然后唱粤剧卡拉 OK。你怎么断定她的生活是不

快乐的、没有质量的呢？ 

 又一次，语结。 

 失智病人，怎么自我选择？别人怎么敢为病患做出放弃生命的决定？ 

 M 说：“古语告诉我们，尽人事。” 

 每次见 M，我都有新的学习。他不咄咄逼人，很从容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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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话，对方可以说，但是我也可以选择不听。 

 独自一人，我到了治丧处。 

 M 一身素服，没见过度的悲恸，神态如常，轻松自若。 

 席上，谈及了末期护理。罹患糖尿病的母亲，皮肤糜烂，骨头一节节外露。再后变得

脆，一节节脱落，很神奇的皮肤又把骨头包住，皮肤愈合了。可是，不久，皮肤又再腐烂，骨

节再次外露，再次脱落…… 

    我注意到 M 用的形容词是“神奇”。我听了毛骨耸立，周身不自在。他如何学会了

护理？ 

 逼得紧了，最后 M 回答，骨节脱落时，我一样胆怯害怕。每天下班的归途上，总担心

又发生什么新的状况。 

 从 M 的眼神，我听出了他内心的脆弱。 

 告别时，我握着 M 的手，无语。 

 M，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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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星期后，M 给我短信，说是留了三箱纸尿片给我。又问道：医院模式的病床与轮椅

用得上吗？ 

 我说，病床用不上，会帮忙问问，轮椅就转卖给我吧。 

 M 回信，轮椅下周安排送过来。 

 M 是一个急性子，凡事雷厉风行，不含糊拖曳。 

 我回应，不需要这么急。 

 M 表示，把房子整理好，让家人尽快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提醒他应该给家属一些哀悼的时间调整情绪，收拾遗物好歹也该等到三七之后才去

处理。 

 十秒后，M 给我发了一个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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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除夕，在餐馆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螃蟹、鲍鱼、鸡、肉丸、豆腐、菜蔬一应俱

全。难得挑剔的母亲称心，没有唠叨，一个关又跨过去了。 

 回家，冲洗一番，开始守岁。一边准备着红包，一边漫不经心地守着电视机，观看远

洋的“春晚”……  

 “红包，你准备包多少钱？”母亲看到了红包，寻根究底。我读懂母亲的顾虑：多

了，付不起。少了，又担心太亏欠别人。我迟疑着，盘算该怎么回答。近年来，包红包的工作

转到我的身上。虽然用的不是母亲的私房钱，但红包还是从她的手上发出去，心理上，她始终

没摆脱金钱构成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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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红包包多少钱？”从声音，我听出母亲开始恼怒了。 

 “你说呢？放多少才好？”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小时候，我们不就是两角？后来，又涨到两块钱。现在外头咖啡店一餐要多少

钱？” 母亲多年不上巴刹，对物价行情已经脱节。 

 “一杯咖啡一块二，一碗面三块半。”我答。 

 “那么，给人家两元，还买不到一碗面。” 

 “那我们就包十二元，好不好？”我顺水推舟。 

 “六元就够了。过一个年，我们得花好大一笔钱哪。”家族大，母亲辈分高，弟兄开

枝散叶， 亲戚多，过年的确是一笔开销。 

 “没关系的，就一年一次。” 

 “平时都不来往，过年就像乞丐一样来讨红包。” 

 “他们来，我也赚他们的红包哪，我甚至不用出门。”我尝试引她往正面思考。 

 “你是一个人， 他们一来就是几口。” 

 “如果不过年，那彼此就更加不来往了。” 

 “那就等我出殡那天咯。”听着，心中不禁心酸。 

 “看电视上的杂技表演。厉害！”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机会转移母亲的视线，站起来，

准备转移阵地。 

 “有什么好看？红包你包好了？” 

 “是的，明天发的时候，我才交到你的手上。” 

 “哦，为什么不是现在？”现场应对，母亲的思维还是很清晰的，可是“中程记忆”

就模糊了。 

 “新年期间坏人多，我收着比较安全。”我敷衍着，脑子里勾起去年的闹剧，母亲把

红(extra spacing)包锁在抽屉里头，拜年的客人拜访时，却不知道把锁匙藏到哪里去了。我

不想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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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节庆如果不与时并进、因地制宜，就会变成了一种压迫。年轻人可以肆无忌惮地

反弹，在习惯了承受的母亲身上，我明显看到传统礼教肆虐。单身的我与母亲同住一个屋檐

下，注定就是母亲身旁的一根拐杖，陪伴着她停停走走，也得承接她的情绪发泄。随着彼此年

龄的(extra spacing)增长，体力的衰退，压抑感更是递增。不时会想：我这一根拐杖，说不

准什么时候突如其来啪的一声就断成两截。 

 

 

5 

 兴许是年前的体能以及心理上的劳累，母亲不到十点就回房就寝。 

 解放了！——我心欢呼。  

 “喂！今晚就做你的跟班，游车河吧。”新年到庙宇上香祈福的习俗，H 已经持续了

三十年了。曾几何时，“春晚”成了中国国家政策的软促销，借着百姓过节的闲情通过热闹的

节目进行洗脑。电视节目看着无聊，于是给 H 挂了个电话…… 

 十一点，我换了件衣服，随 H 全岛各处庙宇逛逛。我对这一民俗活动感到好奇，但是

一直没有条件参与。今年，家里来了个帮佣。于是我像脱缰野马一样，重拾自由。外出，其实

与信仰诉求没太大关系。 

 H 驱车，东南西北的庙宇都各选了一处，诚挚上香。每处，都是香烟缭绕，一片迷

朦。我依样画葫芦，举起香烛，向众神默祷、祈福。期待母亲豁达地走完她最后一段路，希望

众神给我随机应变的力量与智慧。 

 回到家，已经凌晨两点。梳洗一番，倒头入睡。 

 睡梦中，隐隐约约听见房门外帮佣喃喃自语。见鬼！年夜饭吃多了，她在作噩梦？ 

 五分钟后，梦话未停。于是，撑起疲累的身躯，兴师问罪。 

 到了客厅，一看，吓了一跳，说有多夸张就有多夸张！ 

 母亲满头满脸的血，睡袍上染着血，地板上也是一滩滩的血渍。母亲跌在地上，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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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杖翻到一旁。帮佣一直在哭，不知所措。 

 我被眼前的景象吓着了，然而，下一秒，我恢复了冷静，凑向前检查伤口。我问了母

亲几个问题—— 

 “你看到我竖起的是第几根手指？” 

 “你把手抬高，能够动吗？” 

 “你哪个部位感觉到痛？” 

 初步判断，皮外伤，头部撞到了门框。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止血才说。我让帮佣扶着母亲进冲凉房清洗伤口，自己急忙翻出

药箱，把蓝药水棉花纱布抽了出来。让母亲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后，点上蓝药水，紧按着伤口。

还好，没五分钟， 基本上止血了。透了口气，不用召救伤车送院。 

 …… 

 “过节，众神太忙，不然怎么没听到我之前的祈求？祂是不是责罚我的膜拜不够虔

诚？”抱怨归抱怨，入房，我垫高枕头做理性分析：母亲为什么跌倒？跌倒时为什么面向前

门？是疲劳过度，失去方向感，把头撞向门框？还是母亲发觉我开溜，睡得不安稳，想“查

房”探个究竟？ 

 想着想着，心里不竟有一丝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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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日，我去巡房。母亲静静地躺着，枕头上一小片红色的血渍，说明伤口仍未愈合。

初一，普通诊所医生都不工作，上医院紧急诊所是免不了的了。于是，雇车，来到了陈笃生医

院紧急部门。 

 完成了登记手续，护理人员快手快脚地做了简单的包扎。一小时后，见到了医生，医 

生说：必须缝针，之后是扫瞄，然后是留院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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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给病人进行了局部麻醉，然后开始缝针。 

 考虑到母亲失智的状况，医务人员通融我留在手术室，让母亲安心。 

 “别做手术了，让我回家吧！”每扎下一针，母亲都声嘶力竭地惊呼，大幅度地挥舞

双手，强力挣扎，嚷着不要继续了。 

 我站立一旁，大力按压着母亲的手，说着话安慰她，分散她的注意力，避免她的挣扎

影响手术的进行。 

 “不是注射了麻醉药了吗？”我问医生。 

  医生解说，母亲的惊呼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不是生理神经上真正感觉到痛。 

 护士一旁帮腔，母亲可以感到针线在肌肉中穿行，但那不是痛。 

惊呼不是痛的反应，一个新奇的概念！那么，缄默呢？缄默是否也可能是一种隐忍的

痛？ 

 “我不要，我不要！”母亲拉开喉咙持续嘶喊。一时间，百感交集，小时候，总是母

亲在呵护着受惊吓的婴孩，而现在我俩交换了位置。 

 病房里，我想到了 M，面对困境，他是胆怯的，然而当时他只能够故作镇定。今天，

我扮演的恰是 M 当年的角色。 

 而母亲呢，当年她看着闯祸闹事的孩子，也是无奈无告、恐慌害怕吧？然而，她只有

承受。这是报复？还是报应？ 

  野马会被驯服，孩子会成长、成熟，而失智者却是不断的滑坡、颓败 。面对因果，

神也是无能为力的吧。 

对于失智者，一个人能够做的是一旁默默地陪伴。神，大概也是一样。人，是怎么成

长起来的呢？就在无休无止的磕磕碰碰之中。忽然想到电视前不久播放的一则公益广告，一个

年轻人陪伴失智症病人一起喂鸡。现实中其实没鸡，鸡是老人的幻觉。如果病人有梦，不需要

唤醒她，陪她，帮她圆梦。然而，现实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这么轻松。 

陪伴是什么？ 一种磁场，一种定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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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您尽快过来医院，您母亲已经闹了整晚了。” 清晨七点，接到医院来电。 

 到了紧急病房留医观察部门，透过玻璃门，看到母亲的身影，她正尝试开启大门。 

 母亲一脸憔悴，身后的帮佣也目光呆滞。 

 母亲一看到我，便央求说：“我们回家，我要睡觉了。” 

 我看了她一眼，淡定地说：“要回家就先得把医院的衣服脱下来了。” 

 “为什么？” 

 “这衣服是医院的，你得穿自己的衣服才可以走出医院。” 

 母亲听信了我似是而非的理由，顺从地随帮佣去换衣服了。 

 趁着这一个空档，柜台上的护士向我反映，母亲昨晚一夜没睡，一直坚持说这不是她

的家，她必须回家，孩子在家里等她。菲律宾籍的护士绘声绘影地复述，我半信半疑，因为母

亲从不说英语。母亲一直说自己的学生时代，全部科目都得高分，唯独英文赤字。 

 “会呀！她懂得英语。”护士抗辩，继续投诉，“不让回家，她就不依，把头撞向墙

壁，甚至对护士拳打脚踢。最后只好给她注射了两剂镇定药物……”母亲懂得英文？她大半辈

子都在“潜伏”？还是情急智生，到了临门一脚，终于找到一雪前耻的机会？  

 “现在，就让我带她回家吧。”我说。 

 护士说，依照惯例，医生巡房后，十一点才会发出出院通知。 

 “哪来这么多规矩？你们要扫描，要做的观察不都完成了？留下来，只会添乱。不是

吗 ？”我反问。 

 护士怔怔地看着我的强势，也许她惊讶地看到我也遗传着母亲的倔强。最后，她点

头，答应尽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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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失智症病人，规矩都是不管用的。重点是：机智地找到合理的处方避开负面情

绪，化解两败俱伤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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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出院第六天，我请 M 过来给母亲拆线，省掉医院候诊的麻烦。 

 M 欣然赴约，见到母亲，马上以广东方言寒暄：“哎呀！Auntie，你的头怎么了？” 

 “我的头怎么了？”母亲满头雾水。 

 “你初一过去医院缝了九针，对吗？” 

 “有吗？” 

 “快照镜子看看。” 

 帮佣递过镜子，母亲用手摸着额头上爬着的大蜈蚣，咧开嘴巴笑了起来。 “哦，这么

大件事，我怎么全没印象了？” 

 “Auntie， 我现在帮你拆线，OK？” 

 …… 

 拆线完毕，为了表示感激，我请 M 到就近的小餐馆祭五脏。 

 我问 M 生活是否有了新的重点？ 

 M 表示接下来几年，会给自己的工作更大的挑战。 

 我很想问 M，母亲晚年的陪伴，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可是转念一想，这根本是个无

意义的问题。每个失智症病患都会依据自己的个性、年轻时的经历发展出各异的行为，不可能

有标准答案。 

一餐下来，M 抢着结账。 



 
 
 
Golden Point Award 2017 
Chinese Short Story – Honourable Mention 

《陪伴 》By My Side by 黄嘉一 Wong Jia Yit, Thierry 

	

	 10	

 我有点失落，不为了争不到机会道谢，而是我意识到我们这一个“扶持小组”是时候

解散了。 

 餐馆外，天不知怎的，下起倾盆大雨。M 绕道，执意用车子送我一程，前面挡风玻璃

上的雨刷一划一划规律地滑动，抗议着猛烈进攻的雨点。 

 到家了，再大的雨，我不可能一直在车上滞留，我跳下车，冲进屋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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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里，母亲双脚踩在高凳上，一手拉着窗口栏杆，一手重新布置窗口的新年饰物。 

 帮佣制止不了，唯有紧张兮兮地守在一旁充当护花使者。 

 我像热锅蚂蚁一样地大喊：“快下来！危险哪。” 

 母亲轻描淡写地回答：“我都干了三十年了，没事，别自己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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