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陳之團（1936－2012） 

    2011 年，農歷兔年，我的本命年，雖然我不信邪，但又確實事事不順。始料不及的是當

我準備送走這讓人心煩的“兔子尾巴”時，在短短的一周內，我先後失去了對我的人生影響至

深的兩位親人——僑居在紐約的叔公陳之祿神父和我的父親。我在一天之內，奔喪於中國和美

國之間，回到新加坡後，我是身心俱疲。我一直想寫些有關父親和叔公生平的一些點點滴滴，

讓後代子孫有機會了解他們生活在不平凡年代里的平凡一生，但苦於雜務繁忙，加上心里久久

難以平靜，故遲遲沒能如願。按我們福清老家的習俗，今年過年我得避免參與任何慶典活動，

這次趁著春節假期和楓及兩個女兒駕車從新加坡北上馬來西亞金馬倫高原避年，難得清靜，就

偷閑開始寫點吧。 

最後一程 

    2011 年的下半年，叔公和父親的身體每況愈下。到了 12 月中，他們的身體狀況已經相當

不妙，可我又不得不只身到南美洲開會，我擔心我在南美洲旅行期間他們會有什麽三長兩短，

那我可就後悔莫及了，從智利首都聖地亞哥飛回新加坡，路上就得耗上三十多小時。我在我們

每周例常電話通話中特別征求了父親的意見，他叫我放心地去。我在南美洲逗留共十天時間里，

父親的病情時有反復，但每次都只是有驚無險。好在妹妹已及時從倫敦趕回老家與弟弟一同分

憂解勞侍候在側，對父親精神上的安慰甚大，從而穩定了病情。 

    從南美洲回到新加坡後，我便馬不停蹄地攜全家按原計劃於 12 月 26 日飛回老家。當我們

到家時，才知道父親的情況比想象的要糟糕得多，他已沒有自理能力，消瘦得不成樣子了。父

親見到我們平安到家很是欣慰，特別是看到孫子李閩和他的女友合照時，更是異常激動，說要

按家鄉的習俗，分喜糖給全村的父老鄉親。孩子們也很懂事，毫無怯色地擁抱著臥病在床的阿



 

公問寒問暖。李閩特意從新加坡背回他的吉他，一邊彈著一邊跟他妹妹李融和李文一起圍繞在

父親床邊唱著天主教聖歌，父親的病情似乎一下子好轉了許多。 

    楓回到老家後，跟妹妹分擔了不少護理父親的任務，父親的吃喝和衛生基本上是她們二人

輪流負責。她們倆不辭辛苦、不怕臟累，她們無微不至的照顧讓父親很感動。父親的病情似乎

更加穩定並略有好轉。12 月 28 日，父親當時的心情特別好，當他用完午餐後，我跟他聊了一

個多小時，雖然父親的發音已經相當含糊，但我從他的表情和所聊的話題中，完全可以領會父

親所想表達的意思；雖然父親的聽力已經很不靈光，但他基本上也可以借助助聽器和我的肢體

語言理會我所說的。當我告訴父親，早上剛接到美國來的電話，叔公於 12 月 27 日（北京時間

12 月 28 日）在紐約逝世，他沈默了好一陣子後問我要不要去紐約？我說如果可能的話，我準

備趕去參加叔公的葬禮。這是我與父親之間最後一次有意義的交談，接下來的幾天，我與父親

的溝通大多是靠猜的，而且常常是沒有猜對。 

    緊接下來兩天時間，父親的病情急轉直下。2011 年 12 月 31 日，父親要我們送他到鄰近

的龍田鎮醫院住院，他當天的病情還算穩定，醫院為他做了全身檢查，似乎沒有什麽大的毛病，

可是到了第二天，即新年元旦晚上十時左右，父親突然開始出現癲癇癥狀，情況非常危急，院

方要求我們自行處理，或轉院，或回家。按福清鄉下說法，老人一定要在自個兒家里咽下最後

一口氣才算是有福的，所以我們決定當晚讓父親出院回家。從龍田醫院到文房村大約有十公里

的路程，父親已經陷入嚴重昏迷狀態，到家後，家里的親朋、鄰里和熱心的教友已經齊聚在廳

里為父親祈禱。 

    父親的癲癇一直沒有停止過，大約二、三個鐘頭過去，父親的心臟在慢慢地衰竭，手腳也

漸漸地冰涼了。當我們絕望時，大約是 1 月 2 日淩晨 2、3 點時分，父親的心臟又奇跡般地慢

慢恢復跳動，他的手腳慢慢有了溫感，神智開始清醒，並可以睜開雙眼望著我們，只是無法開

口說話，情況似乎在慢慢地好轉。三個小孩原定 1 月 2 日趕回新加坡上學，我特別征求父親意

見，問他該不該讓小孩按原計劃回新加坡，父親點了點頭，當小孩子跟他道別時，父親跟他們

微微揮了揮手，眼里灑下熱淚，其實，他心里非常清楚，這是他最後一次和他的孫子孫女道別。 

    1 月 2 日整整一天時間里，父親滴水不進，但他的神智相當清醒，眼睛總是睜開著，雖然

說不出話來，但無需借助助聽器便可以聽明白我們的任何對話。父親認得出所有來探望他的親

朋好友和鄰居教友，他跟每個人都一一揮手道別，當見到他的兄長時，他的心情特別激動，他

們緊緊握著手，兩人眼里都流滿淚水。下午時分，當我告訴父親孩子們都平安到了新加坡時，

父親欣慰地點了點頭。當天晚上，我們輪流守著父親，弟弟和妹妹守著上半夜，楓和我守著下

半夜。當我們在 3 日淩晨 2 點交接時，父親緊緊握住弟弟的手，似乎在向他道別，當楓在他的



 

身旁護理時，他也緊緊握住楓的手，眼里依依不舍。沒過多久，父親的呼吸突然轉弱，3 日淩

晨 3 時 8 分，父親停止呼吸，安詳地離世，享年七十七。 

    喪父之痛，悲從心來。哀傷之余，我覺得我其實是非常有福之人。自從 1979 年離家就讀

大學之後，特別是 1986 年去了美國留學以後輾轉長期定居海外，我與父母和弟妹是聚少離多。

能在父親在世的最後幾天，陪伴他走完算是完美的一生，我除了感謝上蒼恩賜之外，也感激我

仁慈的父親給了我這個機會。冥冥之中，我深信父親的至愛在默默地成全著我，這是我有生以

來第一次親身見證到人的精神力量，父親他用超凡的意誌力控制著自己生命的最後歷程，讓我

有足夠時間趕去美國參加叔公的葬禮。 

 

父親的葬禮 

父親的葬禮定在 1 月 5 日，禮拜四，是天主教中歡喜日子。1 月 3 日一早，親朋好友都陸

陸續續聚到我們家里，葬禮的一切具體事宜都由『教里』熱心的教友操辦。1 月 5 日福清天氣

極其的冷，溫度幾近冰點。拂曉時分，天上開始刮起大風並下起大雨來了，我們非常著急，我

的姨母，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淩晨 3、4 點就開始禱告，祈求天主降恩。可是雨還是越下越

大，排放在院子里的花圈被風吹得七零八落，更讓我們憂心的是按家鄉的習俗，老人出殯的十

六擡棺和送葬的隊伍是要環繞整個村一周後方可送去火化，如果碰上刮風下雨，不便之處可想

而知。也許是我們的祈求感動了上蒼，也許是父親他老人家在庇護著我們，奇跡竟然真的發生

了，上午 8 時左右，當父親的葬禮開始時，風雨驟然停止，葬禮的整個過程出奇的順利。更巧

的是，父親火化時排到的序號是他生前最喜歡的數字 065，新加坡國際電話區號，父親所有的

銀行卡密碼不是 0065 就是 000065。當我們安頓好父親的骨灰盒後啟程回家時，天又開始下起

雨來了。 



 

    料理完父親的葬禮之後的第二天拂曉，我便悲上加悲地從福州取道北京飛往紐約參加叔公

的葬禮。人生無常，我會終身不忘這短短幾天所經歷的兩起刻骨銘心的生死離別，我深信叔公

和父親的在天之靈時刻在庇佑著我和家人，是他們的愛從精神上在支撐著我，讓我能堅強地面

對這一切。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從紐約回到新加坡後的第二天，當我主持我研究小組的討論

會時，電控的電腦投屏竟然前後兩次莫名其妙地自動卷起，這種現象以前和以後都沒有發生過，

我在會上戲稱說這是我的叔公和我的父親給的信號，表示他們也來參加我們的會議了。 

坎坷少年 

    我父親陳之團，本姓李，1936 年生於福州城一戶李姓商賈人家，他一生極其坎坷，歷盡

了人世間的興衰沈浮。父親出生時，李家家業興旺，我的曾祖父在福州城鬥中街一繁華地帶開

設商鋪『李順記』經營角梳生意（角梳號稱是福州三寶之一），與其兄以『李盛記』為號福州

著名的角梳『三發記』（李發記、李祥記、李厚記）同出一宗。我曾祖娶有妻妾三房，正房無

後，二房（我曾祖母）遲遲也無子，便領養了我的祖父李一春。我祖父和祖母葉珍育有二男一

女，父親是李家的大少爺，從小養尊處優，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闊少生活。李家後來家道

漸落，我的曾祖父去世後，李家也由興盛轉向衰敗。 

    1941 年日本鬼子入侵福州城時，李家舉家南逃到福清鄉下江鏡鄉一帶，我小曾祖母和她

的嫡孫（我堂叔）最後落戶在江鏡鄉林厝村，我的兩位姑祖母則嫁給鄰近蔡厝村的兩個農民為

妻。我祖父時在省城當憲兵，由於兵荒馬亂，自顧不暇。祖母無法獨自撫養幼小的兒女，她先

是經一位天主教神父將她的幼子（我叔父）托付給長樂縣的一戶人家收養，後又將她女兒（我

姑母）李秋芳寄養在福州一家天主教教會辦的孤兒院。李家逃離省城時，祖母帶著五歲大的父

親一起流落在福清鄉里，為了生計，她忍痛割愛將我的父親托付給文房村的陳西祿和何金宋夫

婦（我的福清祖父和祖母），自己則四處為傭。 

    我的福清祖父和祖母也是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但他們倆菩薩心腸，都是十分虔誠的天主

教徒。他們自己一生沒有生育，先後收養了從印尼回國避亂的伯父陳金堂和後來成為我伯母的

陳寶宋，還有我父親以及姑母陳（林）寶玉，同時還收留年幼喪母的侄兒。我的福清祖父體弱

多病，在大躍進後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中活活餓死，我的福清祖母是個典型的舊中國農村婦人，

裹了一雙小腳，不足三寸，一生熱心為善樂於助人，2006 年 10 月壽終正寢，享年一百歲。 

    我的小曾祖母小家碧玉，也裹了三寸金蓮。在我的記憶中，她終生抽煙，在當時的福清鄉

下，算是非常另類，她在我上初中二年級那年去世，逝時近九十歲。我的福州祖父在日本鬼子

投降後隨民國軍隊到了臺灣，大陸解放之前，曾回閩省親並到過福清看望了父親，國共分治兩

岸之後便音信全無，不知所終。我的福州祖母也是個很虔誠的天主教徒，戰亂後回到省城從事



 

木雕工作，1989 年 4 月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三歲。我的姑母李秋芳從孤兒院出來後便和我祖

母一起生活，在福州從事醫務工作，現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由於當時經手的神父早已作古，我

的叔父流落到長樂縣之後就失去聯系。 

 

我的福州祖母、父親和姑母（1988） 

 

我的福清祖母、父親、母親和弟弟（1988） 

平凡農民 

    父親的一生基本上與田地為伍，年輕時當過農民工，開過山，造過路，做過小買賣，打過

短工，步入中年時，他在村里的一家糧食加工廠供職，但大多時間還是以拉板車為生。父親生



 

性聰慧，但苦於家境清貧，沒有機會受太多教育，一生只是上過半年的小學，但憑著自己的努

力，平時讀報看信還是勉強可以應付。父親年輕時本可入伍當兵在部隊里發展，但因我的福清

祖母擔心他從此遠走高飛，早早便為他定了親成了家，我的福清祖母和我外婆是對同母異父的

姊妹。父親六十年代初就加入共產黨，其組織也有意要培養他，但因我母親極力反對，父親一

輩子連中國最小的官——村官也沒當成。我的母親陳亦玉，典型的農村婦女，一輩子任勞任怨，

勤儉持家，她小農意識極濃，鬥大的字不識幾個，但正是她的英明，使我們全家在文化大革命

的那場浩劫之中免於許多兇惡。 

 

我的父親、母親和我（1965） 

    父親雖然沒有上過學，但在窮鄉僻壤的文房村還算是個“文化人”，在村里威望挺高的。

他剛正不阿且又樂於助人，特別是在那左和右都不是人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多的父老鄉親都

對那些時上時下的村幹部無所適從，無官無派的父親卻成了他們排憂解難的首選之人。在別人

互相鬥得要死要活的時候，父親為了養家糊口選擇了做些小本生意，他每天起早貪黑翻山越嶺

四處叫賣，換來的薄利勉強可以維持家里生計，這在那人不人鬼不鬼的年代，已是相當難能可

貴了。做小生意固然辛苦，也時時冒著被當成投機倒把分子給逮起來的風險，父親卻因此躲過

了文革期間派系爭鬥中的許多是是非非。 

    在文革後期，中國的社會相對穩定了些，但大多農民就是一年到頭沒時沒日在田里勞作，

所得所獲也無法填飽自己的肚子，可憐的平民百姓幾乎個個是食不果腹，面黃肌瘦。父親當時

在村里的一家糧食加工廠供職，有時他會趁著工作之便，廉價弄些麥皮等一些粗糧回來，母親

會將這些所謂的粗糧拌些野菜給全家人改善生活，讓我們時常有“吃飽”的感覺，這在當時似

乎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全托這些健康食品的福，讓我曾經也苗條過，記得在我十五歲大學入學



 

體檢時，我的體重只有四十多公斤，身高一米五八。沒想到時過境遷，這些連豬都懶得吃的粗

糧野菜，現如今卻成了許多達官顯貴們桌上的美味佳肴。 

    不是很久以前，文房村前一列排開如同筆架的五座石頭山中還有很多石頭，當時采石在村

里算是一大產業，采下來的石頭被加工成建築材料後源源不斷地供給鄰近的村落，有的造房，

有的修墓。父親和母親的另一副業便是拉板車，用板車幫人家運送石材，有時路途比較遠，來

回一趟要一整天，所以他們每次都會盡量將板車裝得滿滿的，有時還不得不叫上我和妹妹跟著

幫忙推車。說實話，我算得上懶人一個，為了逃避勞動，我平常都裝著很用功讀書，雖然在那

年頭除了毛選外，也沒啥書可讀。可是這推板車跑長途的事情我還是比較樂意幹的，因為每次

這個時候我都可以在房東家吃上一頓飽飽的地瓜稀飯。記得有次在我放開肚皮大吃特吃時，女

主人的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我，唯恐我吃得太撐了，但她嘴上卻一直在誇我：這孩子個頭不大，

飯量可真不小啊。記得還有一次回程的路上由我掌舵空車，途經一大斜坡時，由於下坡加速和

我人小身輕，我整個人便飄了起來，雙臂浮掛在車前的拉桿上，兩腳懸空，車子幾乎完全失控，

差點沒把坐在車上的老爸老媽一起掀翻到坡底的深水塘里；每每憶起都有些後怕，要不是在最

後的一剎那，我的雙腳神使鬼差般地落回到地面上，我恐怕是早已在閻王府上當差了。 

    父親是個孝子，他對分別居住在福清鄉下和福州城里的兩位母親之間的愛是平等的，所以

他特地為弟弟取名“福平”。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每隔一兩年都會帶上許多我們鄉下的土特產

到福州城里探望祖母，並同祖母和姑姑一家一塊過年，每次他都會帶上一兩個小孩跟著他。從

文房村到福州城，有一百五十多里，路面崎嶇不平，為了省錢，父親一般都是騎著自行車進城

的，路上一般要花上七、八個小時。雖然我們坐在自行車後座一整天挺難受的，但能跟父親進

城過年是件很幸福的事情，除了有好吃好喝好玩之外，還可以見識許多平時聞所未聞的東西。

我是個地道的鄉巴佬，記得當時我是見什麽都新鮮，一路上總是沒完沒了地問父親這個那個的，

父親總是非常有耐心地回答我的問題，由於我的問題大多都是莫名其妙的或是無中生有的，害

得他有時不得不搜腸刮肚或臨時編些答案來應付我。 

父母親先後生下了我，妹妹月玲和弟弟福平，我們仨都已成家立業並各育有三個兒女，由

於父親原來李姓，他的六個內孫全數復姓陳李。在我小的時候，執政者時而神經錯亂、時而顛

倒是非，鼓吹讀書無用，全國的教育系統幾乎癱瘓，那時大多的農村孩子在學校里混了幾年父

母便會讓他們輟學回家幹活。父親是個開明的人，打我和弟妹三人懂事起，他就跟我們約法三

章，只要我們在學校里混得下去，只要不留級，只要我們願意讀書，他就會讓我們一直在學校

里呆著。感謝上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黑白顛倒的中國社會總算又倒回來，父親不懈的堅持

沒有白費，我和弟弟最終上了大學，妹妹也有機會上了衛生護理學校，父親自己一生未了的夙

願算是有個圓滿的結局。隨著中國社會制度的變革，父親和母親八十年代初便在村里經營了一

爿雜貨鋪，家里生活也漸漸有所起色，我們不用再餓著肚子過日子了。 



 

 

父親、母親和兒女們（2011） 

南洋之旅 

    父親和母親是 1994 年底來到新加坡的，當時我們剛剛添了老三陳李文，他們的到來不單

減輕了我們照料孩子的負擔，也給孩子帶來了許多天倫之樂，仨小孩如今能說那幾句福清方言

大多是跟父親和母親學的，孩子們在潛移默化之中也漸漸地意識到遠在中國的福清老家是他們

的根。父親的適應能力很強，他很快就熟識了新的環境，經常一有空便騎著腳踏車四處溜達。

父親待人熱誠，很樂意幫助從家鄉來新加坡打工的鄉里鄉親，他也喜歡參加一些社團活動、如

新加坡福清會館和福州會館的聚會和新年團拜等等。也許是勞碌慣了，父親總是閑不住，老想

出去打點零工為我們減輕些生活負擔，他先後在南洋理工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校園里的學生

餐廳做過幫工，有時還起大早挨家挨戶派發報紙。 

    也許是過度勞累，1997 年 3 月的一天早上，父親在去上班的路上突然暈倒，後來在國大

醫院被診斷出患上晚期鼻咽癌，父親對這突如其來的厄運坦然處之。在好友林醫生的建議之下，

我們決定讓父親回國到福建省腫瘤醫院就醫。福建和廣東兩省是全國鼻咽癌高發病區，醫生見

多識廣，視鼻咽癌如同重感冒一般。父親的心態很好，該吃時便吃、該睡時便睡，雖說是晚期

癌癥患者，精神卻相當樂觀。父親的治療效果似乎不錯，自從腫瘤醫院出院後到他去世這十多

年的時間里，他再也沒有踏入過腫瘤醫院半步。父親分別在 2008 初冬和 2010 年歲末曾兩次入

住福建省協和醫院，一次是為了治療嚴重的高血壓，另一次則是為了切除腦部一良性腫瘤。也

許是因為腦部手術的後遺癥，父親從此元氣大傷，導致他最後病逝的主因就是腦部衰竭和高血

壓。 



 

 

新加坡虎豹別墅（1995） 

 

全家福（1997） 

黃昏歲月 

    父親晚年時的生活很有規律，除了在自家的大院里做些運動外，大多時間花在打理屋旁的

菜園和花圃，有時還幫村里的教堂管管賬。父親還喜歡旅行，我是在 1999 年夏天與父親一同

到武夷山呆了整整一周，父親那時大病初愈，但精神和精力都算恢復得挺不錯。當時武夷山的

民風相對比較純樸，位於崇陽溪旁的風景區和保護區還尚未被聯合國接納為世界自然和文化遺



 

產，崇陽溪溪流潺潺，綠水環山，保護區里竹林遍野，特別雨過天晴時、四處煙霧裊裊，如同

人間仙境。最有意思的是當我們驅車前往武夷山脈的主峰華東第一高峰黃崗山時，父親認定從

武夷山市到江西交界的山間公路是他年輕時當農民工時參與修的，由於崇山峻嶺道路崎嶇，公

路竟然還基本上保持了當時的原貌，在一懸崖峭壁的拐彎處，父親還清楚地記得那是他當年險

些遇難的地方。我不禁嚇出一身冷汗，若是父親那時就命喪黃泉，那麽今生今世誰又是我？ 

 

武夷山大王峰（1999） 

 

廈門鼓浪嶼（2001） 

    2001 年 6 月，在我忙完了在廈門大學舉辦的學術會議之後，父親從老家到廈門陪我小住

了幾天，然後我們一起飛去逛了一趟北京，為了方便，我們選擇入住位於北京中心地帶的王府



 

井大飯店，並先後遊覽了毛澤東紀念堂，頤和園，天壇和故宮等景點。記得遊故宮時，我們去

禦膳房吃了碗面條，父親很開心，那天晚上他沒睡上幾個小時，天還沒亮他便獨自到王府井天

主教堂去望彌撒。想想也是，像我們這樣生活在窮鄉僻壤的福建鄉巴佬，天高皇帝遠，還動不

動就被人擠到海里漂到海外，哪里敢想在皇帝的食堂里吃頓飯，在老兒的家里撒泡尿？我還帶

父親到清華園拜訪了我的好友鄭教授和宋教授夫婦，最後我們去了長城和十三陵。特別要提的

是明十三陵中唯一被挖空的定陵，其主人萬歷皇帝在我們老家幾乎是家喻戶曉，父親對萬歷老

兒也是如數家珍。萬歷後期的內閣大學士便是福清人士葉向高，此君在萬歷的昏昏噩噩醉夢朝

中獨自為相十余載，在家鄉流傳至今的八卦故事也特別的多。 

    受好友冯教授之邀，我於 2005 年 7 月到香港城市大學做短期學術訪問，我順便也帶上父

親一同前往。在香港逗留期間，父親對海洋公園和星光大道印象都不深，大多都是在走馬觀花，

唯獨對在香港太平山頂的那頓晚餐念念不忘，其中一碟一百多港元的空心菜更是讓他耿耿於懷，

要知道一百多元足夠讓他和母親在鄉下開銷個把月。好在每次同我出遊，父親對我的大手大腳

的花錢習慣基本上是不聞不問，懶得理我，要換成是母親，我早就會被她罵得狗血噴頭。遺憾

的是母親天生會暈車暈船，加上腿腳不利索，很少願意跟我們一起到處瞎折騰。 

 

香港維多利亞港（2005） 

    當我們去澳門探望我的表妹時，我是自然不會放過到賭場去賭一把的機會，那天我的手氣

特別好，玩了幾手 21 點便有好幾百港元入賬，正當我要大展拳腳的時候，父親硬是把我拉出

賭場。那天我們特開心，我們叫了一輛的士把澳門大小角落都跑了一遍，然後跨過邊境在珠海



 

找家最好的酒店住下。我的表妹，我舅舅的女兒，也是一個典型被擠到海里漂到海外的例子，

她先是以勞務合同工來澳門的，後來便就地定居安家，現在澳門葡京賭場擔任一個部門主管。 

 

香港太平山（2005） 

 

澳門大山巴（2005） 



 

    父親平時一直念叨，很想去趟上海，看看那里的花花世界。2011 年 5 月我趁著去臺灣高

雄和四川綿陽參加學術會議的空隙，拐回老家帶著父親和舅舅從福清乘坐動車到上海。父親在

動了腦部腫瘤切除手術之後，整個身體狀況就大不如前了。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父親已經沒有

多大興趣和精力去欣賞所謂的美景，如世博園，南京路，城隍廟和東方明珠等等，更多的是好

像在完成任務。由於時間緊，原本打算在上海逗留三天後，他和舅舅便飛回福州。也許他已經

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他十分堅持要我擠出一天去南京，我們最後還是去了南京的中山陵和總統

府，他當時已經沒有力氣爬完中山陵的三百多級臺階了。 

 

上海東方明珠（2011） 

    其實，父親特別想去的地方還有臺灣，因為在那里某個地方葬有他印象模糊客死他鄉的生

父。父親在彌留之際的前幾天，還特意要弟弟開車載他到平潭島海邊走一趟，平潭島緊挨著福

清半島，與臺灣海峽對面的新竹市隔海相望，是中國大陸距離臺灣最近的一塊陸地。 

未了心願 

    父親心里最放不下就是堆積在文房村前的垃圾，自 2008 年起，從江鏡鎮各村收集到的垃

圾和廢物就被源源不斷運來文房堆積在村前的石頭坑里，沒有經過任何處理的垃圾，極易殃及

到村民賴以生存的地下水源，特別是在炎熱的夏天，垃圾孳生的大量蒼蠅和臭蟲四處為害，方

圓幾里皆可聞到沖天的臭氣。中國的百姓，天性善良且逆來順受，文房村里父老也不例外，因

為擔心受到打擊報復，他們大多都選擇保持沈默。 

    父親一向剛正不阿，又是個犟老頭，為了鄉里鄉親，他抱病層層上訪，與當權者據理力爭，

可是得到的結果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典型官式回復，當父親在投訴無門後叫來記者采訪時，山



 

頭上便會出現大量機械推土掩蓋骯臟的垃圾，當記者離開時，運廢物的車輛便照樣浩浩蕩蕩地

繼續開來。父親在辭世之前，他最後一天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跟我交代的最後一件事便是有關

文房村前的垃圾，父親臨終時還念念不忘，放心不下，要我想想辦法解決文房村的垃圾問題。

父親，您安息吧！我會常常為我們文房村祈禱的。 

    仁慈的父親，願全能的天主與您同在！ 

陳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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