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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得了末期癌症，我和他去人生最後的旅行

「你的爸爸得了肺癌，想和你去一次旅行」，媽媽說。我答「哦，去哪裡呢？」 

我竟然把重點放在旅行，沒有注意爸爸得到肺癌。 

「黃山，他的老家，他希望看看自己的親戚，也希望跟你一起回去一趟。」媽媽解釋。 

爸爸的老家，就在安徽黃山市的宏村。

我認為得了重病，還要遠行，十分不智，還是留在醫院比較好。當然，我太幼稚也很天真。 

未期，復發，醫生說最快三個月，最長也就半年，除非有奇蹟。本來也花了好幾萬買藥化療，結果醫
生也勸停藥，免得浪費金錢；化療還可以，不過痛苦比功效 

多。 

「相信奇蹟」醫生說。我一直以為奇蹟這個詞語好浪漫很神聖，終於才感受到這個詞語的絕望，叫任
何人的心情跌落極點。

對上一次和爸爸見面，已經三年前了。他帶了他的老婆，我很懂事，叫他姨姨。他也帶了自己的兒子
，是我的同父異母弟弟。 

父母分開以我，我一直跟著媽媽，很少和爸爸見面，即使父親節，也只撥個電話。 

我有兩個弟弟，一個同父異母，另一個同母異父。有一個爸爸，有一個媽媽，有一個後父，有一個後
母，我叫他們叔叔姨姨。 



或者你可能覺得很複雜，不過在這個社會中，這些複雜其實又很平凡，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 

說得簡單一點，父母離婚了，開始了新感情，我就是那個前朝遺物。 

一段感情，可以用不同方式過去，但總會對世界人生產生實際影響。

對了！對上一次和爸爸見面，已經三年前了，聖誕節。我和他家庭吃了一頓晚飯。 

現在才知道，那時候他第一次患癌，也是肺癌。不過他沒有告訴我，免得我擔心。 

最後治癒了，成功擊退癌症，平安無事，也沒有向我解釋，把一切維持風平浪靜。 

今次再復發，兇多吉少。我在網絡尋找了很多有關肺癌的資料，原來黃霑也患肺癌，痊癒了，復發也
得離開，豪情還剩了一襟晚照。 

閻王要爸爸三更死，不過或者他做好事多，又或者上天憐憫，結果也給他活多三年。

我問媽媽去不去，媽媽答「不了，你自己跟爸爸去吧，在學校請了假就聯絡爸爸，約好時間出發吧」
 

班主任是中文老師，也是我的恩師。我告訴她，我要請兩星期假。她很驚訝。我說出爸爸的計劃。 

她聽後裝作冷靜，但還是深吸了一口氣，擠出微笑，安慰我。 

她教了我三四年，是一個很嚴肅的老師，不過卻特別照顧我，認為我很文靜，有禮貌，也有天份。 

每一個老師也有很多學生，每一個老師也會有一個特別疼愛的學生。我和她特別有緣份。她勸我放棄
商科，讀文科班，認為我是一個文科人。於是我便跟了她的 

路。我對前路選擇有一種迷茫，她會指導我正確的方向。 

她硬擠出笑容安慰我，眼睛卻流露出擔心，拍拍我的肩膀，叫我旅行時放輕鬆一點。 

不知為什麼，覺得老師這刻的眼神很溫暖。這種溫暖又帶來沉重，突然間，我想哭。 

我走到洗手間，帶出兩張紙巾，便偷偷地啜泣。 

我很害怕身邊的人對我突然溫暖，因為這會引爆我心底的抑鬱。 

把故事聽入耳朵，可以很平淡，因為一切來得十分突然。 



然而要說出自己的故事，卻一定觸發情緒，因為突然已經消化了。 

我要老師同學交待:爸爸快要去世，我要伴他最後一程。十分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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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撥了個電話給爸爸，姨姨接了，她說爸爸睡了。我告訴她我已預備好了，隨時出發。 

她說買了火車票就可以起行。我很好奇為什麼不坐飛機。 

原來爸爸畏高，一輩子也沒坐過飛機。有點慚愧，自己畢竟也是他親生女兒，卻一無所知。 

不過說實在，除了血緣關係，和一份長輩的輩份，我跟爸爸沒有太多感情。 

自從九歲父母分居了，兩父女便很少聯絡。始終當時年紀少，不會主動要求和爸爸見面。 

我今年十八歲，人生的一半時間也沒有父親，漸漸也習慣了沒有父親的日子。 

記得童年還會問爸爸去了哪？媽媽便會回答，爸爸很快就會匯合我們了。 

被媽媽一直拖延又拖延，便失去了懷父之情，眨眼連他的生命也到盡頭。 

可悲！不過也可喜，起碼有最後一個機會，為自己彌補遺憾。

我天生和家人的緣份很薄。父母分離，說話也不多。叔叔和姨姨也是個點頭之交，還有兩個弟弟，很
複雜。 

除了拍拖的伴侶，家事一直少和友人分享。 

有人說過，來自破碎家庭的人，特別迷信戀愛。就似謝霆鋒一樣，每次都轟轟烈烈。 

家庭環境對戀愛觀影響很深。我戀過兩次戀愛，我很早便初戀了。 

第一任是一個女同學，同性戀。她特別堅強，給人保護，有安全感。那時候叔叔和媽媽的關係沒有公
開，大部分時間家中也只有我和媽媽兩個女性。缺乏和男性交流，可能陌生和害怕，竟然就交了一個
女朋友。不過青梅竹馬，可以當作一個姐妹。 

第二任是個男同學。他也來自單親家庭。可能因為缺乏溫暖，所以兩個人走在一起，燃亮對方心靈。
我和他的倩侶關係仍然，不過他卻在英國，我們已經很少交談了，開始乏味。我連爸爸的事情也沒有
告訴他，免得不必要擔心。



爸媽分開的原因我不清楚，但過程我卻了解。 

我們一家都是大陸人，生活在深圳。突然他們離婚了，媽媽就搞假結婚到香港，申請了我到香港。 

媽媽一直告訴我「這是假的離婚，也是假的結婚，將來便申請你爸爸來港」 

結果爸爸一直沒有來香港。過了幾年，媽媽就懷孕了。然後媽媽告訴我，爸爸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突然間，他們都有各自的家庭，唯獨我沒有了家庭。 

感情的世界很荒唐，但沒有對錯。 

可喜我不是一個好奇的人，沒有探究是媽媽的責任還是爸爸的責任。 

假結婚最後成了真結婚，究竟是誰的責任？ 

可能他們一早就分開了，怕我接受不了，便告訴我是假結婚。 

自此，家中便多了兩個男人，叔叔和他的兒子，也是我的小弟弟。 

我的大弟弟是爸爸的兒子，我也只見過一次，便是三年前的一次。 

突然多了兩個弟弟，沒有反感，不過感覺就很奇怪。 

這次旅行，我第一次離開了媽媽的家庭，加入爸爸的家庭共處。

感情可以很複雜，卻不能分對錯。 

感情本來就是感覺為主，不能以負責任為首要。 

分開了，大家各自各發展，結果也很好。或者我這樣環境成長的人，自然不注重黑白是非，所以理所



當然成為一個感性的文科生，當不了理性的理科生。 

當人生出現大事件，對很多東西也會看透。就在出發前一刻，決定了，回來便跟拖拖拉拉的男朋友分
手。不是因為對錯，只是因為戀愛的感覺消失了。

整理好行李，便出發到深圳匯合。 

我把應該帶的東西寫出一張清單，然後依清單執拾。我不是一個謹慎的人，隨便就完成行李。 

媽媽告訴我，小心檢查有沒有遺留，有什麼被忘記。我沒有理會，床上大睡。 

我認為每一次出發，都總有不同的錯誤會遇上，如果害怕犯錯和風險，不如就留在家中。 

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和靈魂。身外物，一切都只是方便。 

再健康的人也要面對死亡，究竟謹慎又能為你躲幾多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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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也登上火車，旅程也正式出發。 

正午十二點上火車，明天下車就已經是翌日早晨七點多了。十九個小時留在火車裡，也挺難受。 

童年的時候回去黃山一次，留下了痛苦印象，不過現在的火車先進了很多，和童年是兩碼子的事。 

我們一家四口，因為太倉猝，只買到一個床位，三個座位。 

當然，床就留給了虛弱的爸爸，而我姨姨弟弟便在座位上交談。 

姨姨告訴我，爸爸每個晚上也不能入睡，因為晚上咳嗽得太嚴重，只有散步或坐下時咳嗽會減輕一點
。唯有在中午小睡一會，即使不能入睡也躺下閉目休息。他每天睡的時間很少，躺在床上的時間卻很
多。 

其實我對任何關於爸爸的狀況也不懂作反應，只安慰姨姨，順其自然吧。

姨姨跟媽媽相比，我覺得媽媽比較漂亮，起碼輪廓精緻一點。不過姨姨的身型很好看，很瘦，個子不
太高但比例很適合。給人堅強聰明，有一鼓固執的感覺。 

我和姨姨也算投契，可能我對堅強的人有一種好感。打聽下姨姨的背景，廣西人，以前當會計文員，
不過生小孩後就專心教子。 

我問「之後怎麼辦？」； 

她答「之後可能把小孩送去廣西外家，再當文員吧。不過你爸爸有屋地留下，其實不愁衣食，但我打
算有點精神寄託。」 

突然間，氣氛有點沉重。「之後」是一種令人傷心的將來。



火車裡有小販，賣零食。我見大家也沉悶起來，買了一些小食，有雞腳，有薯片。 

付錢的時候，姨姨按下我的手，自己掏錢出來。 

我說「大家都是一家人，不用計較了」；姨姨微笑，眼神特別的複雜，感覺不能形容，可以算是安慰
吧，也夾雜點贊同的感覺。 

這個眼神也留在我心裡很深。其實我們沒有血緣，也沒有感情，不過就因為一個男人，在生命上相遇
起來。 

我和姨姨投契。突然間我覺得自己長大了，平時我大概不會說這句說話出來。 

或者我明白，每一個人，不同的時間，面對不同的人，也會有不同的角色。爸爸，我要完滿他最後的
人生。姨姨，我要幫助她渡過傷感。 

我很想告訴她「你會失去一個丈夫，但你也會多了一個女兒」，當然，為免她的情緒爆發，說話始終
留心中。 

姨姨很堅強，沒有怨天尤人，不過眼神始終帶有無奈。

晚上我們在用餐車廂和爸爸吃晚飯。 

爸爸的病，每到晚上便不能躺臥下來，否則便不停咳嗽。他的床便讓給我們，我年輕，把床讓給姨姨
和弟弟。 

然後我和爸爸兩人坐下來。我很怕尷尬，畢竟我們是最親的人，卻很陌生。 

不過難得可以同座，何以忌諱赤裸？爸爸和我的光陰不多了，尷不尷尬，也要好好珍惜。 

「坐這麼久，辛苦嗎？」竟然他問我辛苦不。老實說，很疲累，卻也笑著說沒事。 

「和姨姨聊得好不好？」；「很好，她很好人」；「我以為你會不喜歡她」 

當然，其實我有討厭她的權利，不過我不喜歡討厭人。而且人與人之間有本身的緣，我覺得和她有緣
，甚至比我的媽媽更投契。 

突然之間我在想，平行時空，如果我沒有跟著媽媽到香港的家庭，反而和爸爸留在大陸，我的人生又



會有什麼改變呢？ 

「我很久沒回去宏村了，以前宏村很窮，現在旅遊旺了，祖屋拿幾間小房當民宿，不用工作也有飯吃
。」爸爸說。 

「窮的日子不好過，不過都跟你媽媽過，自從分開了，生活卻好起來，可能命中相剋吧」爸爸笑說。
 

我又想，平行時空，如果媽媽跟你過的是富日子，我的今天又會怎樣？ 

不過世界沒有平行時空，不可喜，也不可悲。

「剛剛睡得好嗎？」我問他。他答「睡了一會，也很好，最痛苦晚上不能睡，很寂寞」 

「晚上又會怎麼打發時間？」，「散步，聽歌，抽煙」他答 

得了肺癌還是戒不了煙？他告訴我，第一次得癌就戒了，還是復發。到這個階段，抽不抽煙也沒有意
思了。 

雖然是早了一點，但他不討厭這個病，因為它瀟灑，不拖泥帶水。在病床上過十幾年，或者在輪椅上
要人照顧，只會折磨身邊的最愛。 

爸爸不希望看見身邊的人離棄自己，不如走得倉猝一點，也瀟灑一點。 

我終於明白自己為什麼對堅強的人有好感，因為女人的基因，總是依照自己的爸爸找對象。 

「就是它弄死我的，不過沒所謂吧，它陪伴我很多日子」爸爸拿出一包香煙說。我看見這包煙上寫著
「好日子」三個字。 

爸爸轉身就到車廂之間的抽煙區吸煙。其實我應該勸他戒煙，不過我沒有，反而想跟他學抽煙，因為
我覺得吸煙者的世界只有吸煙的人才會明白。 

「你的樣子像我，不像你媽媽。」我不知怎回答，微笑點頭，望外面的風景又回歸沉默之中。或者姨
姨不在了，他才有機會跟我說媽媽的事。 



「這麼無聊，不如聽點歌」爸爸拿出了自己的播放器和一對耳筒。我點點頭，我接過了，然後遞其中
一隻耳筒給爸爸，我想和他一起聽同一首歌 

。 

播放了，「都是鄧麗君的歌，你知道你媽也很喜歡她嗎？」，我和媽媽生活了十多年，當然知道，可
我現在才知爸爸都喜歡鄧麗君。 

或者二十年前，媽媽也像我一樣，和他聽鄧麗君的音樂。 

我望著窗外的風景，深夜天黑，一片又一片麥田逝過，彷彿沒有盡頭，十分荒蕪。不知道火車到了什
麼地方，總之外面漆黑一片。 

突然間覺得當下的歌十分動聽，看看爸爸的播放器，歌名叫恰似你的溫柔。 

我想天不會光亮一直黑，想麥田無窮無盡不會走完，想火車永遠不到站，想這首歌不會播完。 

雖然一切也沒有可能。 

我故意打了一個呵欠，裝作十分困倦，然後自然地把頭依偎在爸爸的肩膀。 

想不到，竟然真的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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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動把我從睡眠帶回火車中。火車中發生了小插曲。

深夜的其中一個車站，一母老母子登上火車，母親要八十歲。兒子約五六十歲，有點智力問題，手不
斷抖。

一眼便感覺到他們的可憐，當媽媽把一輩子也放在沒有希望的兒子身上。這是一個絕望的劇本。

他們很窮，中途上火車，卻買不起床位或座位，唯有站在火車中，等候七八小時，直到目的地。

其實車上不少乘客也沒有位置，站著受罪，不過大概母子令人見者心酸，很多抱不平的人便向職員要
求一個座位，安置母子二人。

他們說「反正深夜，餐車也沒有人食飯，應該可憐一下別人」；職員大概控制不了起哄，就故意提高
聲量，叫所有人閉嘴，雖然可憐，但自己根本沒有權力找位置給母子。

結果氣氛也緊張了，驚動了車長，他走出來，就給母子找個位置安頓，免受罪了。

群眾彷彿也成了英雄好事，就鼓掌，老婆婆也道謝，老兒子也就沒有靈魂一樣，搖抖身軀跟媽媽走去
其他車廂了。

這插曲也見人間有情，要捱十多小時火車，大多也是貧工農民，由城市回鄉，他們卻不像城市冷漠。
他們素未謀面，卻自自然然交談，玩牌，抽煙，交換自己的故事，五湖四海，拔刀相助。

不過我的性格天生悲觀，看見這對老母子，心中也難過。帶著殘障的兒子，還要穿洲過省，內裡的故
事肯定教人唏噓萬分。我好慶幸仗義幫母子在火車上找一個安頓，卻很感慨火車上雖然幫了老母子，
車下的世界卻依然的殘酷。兩母子的苦路，還有很長得要受罪。即使幫了他們一把，意義又真的大嗎
？我發覺在這麼大的世界，這麼現實，這麼多苦難，仗義的力量十分渺小。



心情也變得差了，可能跟長途車程也有關吧。聽見爸爸的咳嗽聲，他又在夢中醒來。突然間覺得，我
們這一對父女，雖然也在上演生離死別的悲劇，但對比老母子，我們也算幸福了。起碼爸爸離開了，
我還能自理生活；老婆婆走了，殘障的兒子就自生自滅。

兩個被打斷睡眠的人，沒有太多題話，還是聽聽音樂，看看風景。深暗天色漸藍，就到了景德鎮這個
大城市，很多人也下車了。

相逢何必曾相識。五湖四海人，分別時就一聲再見，一句祝福，然後便離開得很瀟洒。坐了十多個小
時火車，我突然覺得和這些乘客有感情，有點不捨的感覺。他們卻頭也不回地下車了，沒有離別的傷
感，只有回鄉的興奮。我沒有覺得他們無情，只覺得他們瀟灑，走過江湖。我認為自己要學習當一個
瀟灑的人，不應多愁善感。

日出了，染得旁邊雲彩紅紅黃黃，也見遠遠天藍雲白。在郊野的火車上，看的日出也有一種風味，就
是跟香港見的不一樣。景色太美，爸爸突然有感而發說「最後悔沒有早早結婚生兒，如果早一點的話
，或者可以就看你結婚生兒，可以抱自己的外孫」

眼睛一下模糊，淚水不禁流出來。我不敢望向爸爸，唯有望風景，然後擦眼淚。本來想回應「將來帶
自己的兒子來祭拜你」，不過不吉利便收回心中。然後我說「不如你幫我將來的兒女起名，我的第一
個兒女寫你的名字。男的起一個名，女的也起一個」

他說「不好了，始終也是外孫，留給你老爺丈夫吧」，我說「這樣吧。男家起一個字，我們女家也起
一個字吧，兩字就湊起來。」
他想了一會，望著天空說「雲很漂亮，不如就叫雲。男或女都可以叫雲」

「好」我說了一句好。這個「好」不是向爸爸承諾，是應承自己，將來的第一個孩子，不論男孩女孩
，名字中也得有個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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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也到了黃山。走出火車，走出火車站，回頭一看黃山站這三個大字，回到了根源地，心情有點古
怪，形容不出來。

不過離開了焗促的火車車廂，呼吸總是輕鬆，特別是清晨的空氣。黃山就如一般大陸二三線城市，馬
路和行人路基本沒有明顯分界。偶爾有點塵沙被車子捲起。黃山市也就給一個黃山帶起了經濟，是鄉
郊，卻比較繁榮一點。從火車站走出，很多人也問我們要不要去黃山。老家宏村也在黃山市，就是一
條很簡單的古村，有點古蹟，通常人們到過黃山也順便遊遊。自從大陸的旅遊業興旺，老家的祖屋也
當了民宿，一日也賺幾百塊，比工作的日薪還要多。

我們先在路邊食點早餐，然後坐小巴士進入宏村。總算有點新鮮食物，不似火車上的冷飯凍菜，回想
廿多個小時前還在深圳飲茶，這車程也真夠辛苦。我的心情有點急，畢竟又回到宏村了，不過我對童
年宏村的印象也全忘了，只記得有一個湖。不過無論如何，只想回去，有一房間，安頓下來，洗澡，
睡覺，在火車上睡得很差。

在巴士上坐了一會也就入睡了，睜開眼來，風景已經全是綠樹青草，空氣也更清新，感覺到自己離床
更近了，幻想著宏村的舒適安寧。結果也終於到了，到了宏村，立即走入伯伯的屋子裡。走馬看花一
會，宏村的古建築物，石塊成的地板，偶遇的雞馬動物，還有幾個學生掃瞄，不算十分浪漫，但也算
清幽寧靜。

伯伯就是爸爸的哥哥。以住和爸爸一樣，要到異地打工，年長了，看見黃山的旅遊發展，就回來搞民
宿，比打工更賺錢舒服。爸爸和伯伯大概也有一段時間沒見面，重遇也真開心。我一直以為我本來是
這個旅行的主角，原來也有伯伯這主角。

伯伯看見爸爸的兒子，不禁高興；看見爸爸的臉容，卻自然心酸。我站在一旁，彷彿一個陌生人。結
果姨姨介紹了我的身份，伯伯抓緊我的手，也感覺到他內心複雜的氣息。一方面重遇了很多血緣，另
一方面卻要準備兄弟的離開，伯伯歷練，沒有掉眼淚，不過還是用指頭擦擦眼睛。

我迎接自己的房間，多麼漂亮，也不愧是特色民宿，房間不大，全房也是木材裝潢，有電視和電腦，
床前就落下一道紅色的簾，很有古典江南味道。我洗過了澡後，便在這小房子中睡了好幾小時。始終
也太疲倦了。



起來已經下午三四點，走出房間，不見大伯和其他家人，只見一位女婦人，大伯請的員工。她說別人
吃了午飯，我卻在睡，問我肚子餓不餓？我答不餓。爸爸一家都睡了，大伯外出找客人投宿，我一個
人，精神飽滿，就遊覽了宏村一次。

古式建築大概也不多說了，重點就是宏村也依一個小湖而成，湖邊都種滿柳，中間有道石橋橫過小湖
。其實也有詩意，可惜遊客也多，還欠一點寧靜，不過也能放鬆心情。

離開了湖，也離開了宏村的遊客區，看看平民的生活。我進一間食店，點了白粥餃子。老闆娘和我聊
天，問我來自哪裡，以為我是遊客。我答，「我也是宏村人，不過移民香港了」

回到家中，看見所有人都有大廳中談話，他們問我宏村漂亮嗎，我答好喜歡。他們已經準備著晚飯，
在殺雞。大陸人都比較早食晚飯，很多時太陽也沒有下山。這晚除了我們一家，還有一對情侶，他們
是遊客，被伯伯推銷了黃山的農家菜，當然，要收費的。

這些遊客錢也真易賺，就多個人多雙筷，多一間房間，不必太多本錢開支，就賺錢了。伯伯爸爸也很
慶幸黃山有個老家。

也許情侶們以為我都是遊客，不過反正這裡沒有年輕人，我就和他們聊了一個晚上。他們來自山東，
大學生，覺得這晚飯好吃，不過太普通了，吃不出農家特色來，我都笑了認同。聊了很多東西，理想
文化前路。我覺得和自己的情人旅行是一件浪漫事。然而，我卻沒有告訴他們，我來宏村的理由，是
多麼沉重呀。

其實在宏村的日子，也放得真輕鬆，每天就散步，看電視，看風景，食飯。活在這節奏，總會覺得命
也長一點，也難怪伯伯回來退休，爸爸也希望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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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村的日子，時間是放得多麼長呀。雖然家裡有飯，但我每天也會到外面食水餃，大概跟老闆娘當
了朋友。總覺得和朋友聊天，比家人多話題。

早上走過小湖一遍，下午太陽猛就小睡，看電視，然後又散步，直到黃昏又食飯，然後再去小湖一遍
。我一直在宏村內走來走去，偶爾來的住客閒聊，大江南北，認識了不同的朋友和文化。

一天在小湖旁，我掛上耳機，聽心愛的音樂，手指劃著節奏，彷佛舞蹈，又像玩結他一樣，剛好遇上
了大伯。我放下耳機，有點尷尬，畢竟給長輩看了我手舞足蹈的失禮。他點了香煙，看來走得比平時
更緩慢，而後和我坐下來。我對人的感覺：急速的人，衝動；緩慢的人，歷練。

他問「你是玩樂器的嗎？」，我說不，他看我的揮動，以為我懂樂理。

我問「你玩音樂嗎？」，我大約感覺到大伯是愛音樂的人。

「以前」；「現在呢？」我問

「沒有了」他伸出左手掌，缺了兩隻指頭。「就一個意外，殘了，別講音樂，留下了兩隻手指也是萬
幸了。」

始終和大伯言語文化有障礙，不完全了解意外的細節，但他的總結是「都是命運」。以前大伯會吹笛
。

難得有興致，我們談了很多話，大伯也抽了好幾支煙。說宏村改變，童年，黃山的風景，爸爸的經歷
，自己的人生。大伯的老婆離開人世，兒子留在外省打拼，已經成家立室，他一人回來黃山，打理祖
屋的民宿生意。

我當然也說說自己在香港的生活，大伯也有興趣，因為他沒到過香港，只去過深圳。大伯告訴我，爺
爺的弟弟在動盪的年代走難了澳門；爺爺沒有走難，擁抱支持推動，結果卻迫得上吊自殺了。

老人家的嘴巴中，悲慘的經歷，也只一個平淡歷史，像吐出的煙霧消散在小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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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病情沒有太大的波動，偶爾連綿的咳嗽聲，始終令人心亂。不過，他是一個已經打定輸數的生
命，慢慢地，帶尊嚴地放下靈魂，只是一日復一日，誰也不知道終歸的日子何時到來。反正命是注定
的，我們一家也得接受，起碼在宏村老家可以安寧平靜。 

某一日跟爸爸遇到了他童年的朋友。他的朋友對我說「想當年我們和你一樣年青」，聽了這句說話，
突然覺得慚愧。時日無多的一位，踏入黃昏的一位，就因為看見我而回想青春，哀悼青春。年青人的
笑容總會令老人家傷感；老人家的傷感卻會令年青人慚愧。 

兩位長輩交談，說起年少的一位朋友上年也離開了。爸爸舉起手指，輕輕指向天空，笑笑說「在等我
！」 

成長的階段，其實爸爸已經離開了我，我也說過，我對爸爸的印象很模糊。這次旅行，爸爸這個笑容
，這個手勢，這個畫面，是我對爸爸的最深印象。他的豁達，就像一道清風，沒有人可以停留或擁有
，也沒有人為它的離開而可惜，它的經過只留下一陣瀟灑。

每一件事物，最終也會敗給時間。爸爸的生命如是，我的假期也如是。始終我也得返回香港，我不能
長時間留在黃山，爸爸的生命沒有人能預計，但我不能因此而扭曲了自己的學業人生。這是一個現實
問題，生離死別和正常生活，任何人也得向現實低頭。

姨姨給我買了三天後的飛機票，我得離開黃山和爸爸了。餘下的時間，我在宏村的生活如常，不過多
了一份空虛，可能因為不捨得這個地方，下次再回來也得等暑假，不知那時爸爸還在不在。

幾個年輕姑娘當客人，我們一起食飯。她們說，明天早上上黃山。我想起自己回來卻沒有到過這名山
，心有遺憾，突然問她們「不如我們一起出發」，她們答應了，反正年輕都能打成一片。不過爸爸覺
得和陌生人走太危險了，我也認同，免了他擔心，我還是留下來，反正跟他相處的時間不多了，珍惜
一下。

爸爸說，「黃山的雲海好美，有機會一定要看看。可惜自己沒有力氣伴你上去」。我答「我下次一定
會去」，我故意忽略了爸爸第二句話，免得傷感。



倒扣的時間，特別令人珍惜。我知道這一次離開，可能是最後的見面。時間沒有停下來，我留在宏村
，和爸爸共處時光。一切是多麼的平淡，如常的散步食飯聽音樂。宏村很寧靜，我心中的不捨越來越
濃烈。沉重，會使人沉默，我一直以為會有很多煽情的場面上演，很多感動的話要說，結果我們就一
起寧靜虛渡了寶貴的時光，這可能是父女之間的方式。

離開前一個晚上，我失眠，不捨的感覺叫我不要入睡，我輕輕走出大屋，遊覽多次宏村的小湖。想起
這幾天發生的事，明天就變成回憶了，覺得空虛。突然有個奇怪的念頭，想在無人深夜的小湖旁學抽
煙。可惜所有小店也關了，唯有回床。

翌日我給鬧鐘弄醒了，看看天色已白，離別的一刻快到了，努力壓抑著自己的悲哀。我和爸爸姨姨吃
過了早飯便走。爸爸一直責怪姨姨，不倍伴我坐飛機。姨姨要照顧爸爸弟弟，走不出來。反正一程飛
機也不消兩個小時，我一個人當然沒問題，可是爸爸當我是小孩一樣。

吃過了早餐，我們在外面等伯伯駕車來。爸爸說「在宏村離別，比機場有詩意。我就送你上車，不伴
你去機場了」。我很憂鬱的點頭，沒有說話，也不知要說什麼才好。車不一會便到了，爸爸又說「下
次來叫姨姨帶你上黃山，下次她應該不用照顧我了」。

應該說再見了，我卻講不出來，我低頭把眼淚忍得辛苦。爸爸打開車門，我和他抱了一下，大家也哭
出來。這是人生第一次看見爸爸哭泣，我只記得他的懷抱十分暖。眼淚也確實把這幾天的壓抑釋放了
出來。爸爸輕輕推開我，摸我的頭，叫我收拾情緒出發。我忍住眼淚，點頭，跟爸爸說再見。

汽車開了，伯伯在駕駛，姨姨安慰我，我忍了眼淚和情緒，心情平復下來。車子一直離開宏村，走到
黃山機場。我看著風景，想努力記下這路上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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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車程，風景又來又去，結果由鄉郊到了市區。

我一直在尋找那個名勝的神山的縱影，卻沒有任何發現，原來它不似富士山，要全東京也看見，它隱
藏在這城市中。對於黃山，身為黃山人卻沒到過這山，也是遺憾。

我儘量把風景記下來，我努力叫自己把感覺記下來。我十分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感覺，除了離愁，心中
竟然有一份不甘，不甘心就這樣完結旅程。一下子，心中覺得遺憾多了，總之就不情願離開，現實給
自己受太多委屈。

其實我也明白，最捨不得的，還是爸爸。畢竟，很大機會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已經成為過去式，爸爸
或者在不久也成為過去式。我的離去也叫自己太不甘心，爸爸的離開卻叫人捨不得。

我到了機場，擁抱了姨姨伯伯，告別後便到待機室。我背起一個大背包，心情低落，看窗外的風景，
也許是黃山最後一片風景。想起回到香港，書本功課，老師同學，考試成績，更有愁意。人有悲歡離
合。就因為讀書兩個字，我逼不得已要離開黃山，離開爸爸。我不甘心。

這時我一個人離開，爸爸這邊的家人卻留下來。飛機到了，叫旅客登機。我坐在等機室，我在想，我
在思考，我在發愁。

突然間，我覺得我不應該登上這班飛機。千里迢迢走來黃山，現在就要離開了，我心中覺得，總有一
件事沒有完成。到底是什麼事要去完成呢？我自己也不清楚，但直覺告訴我，心情告訴我，有心事未
了，不想離開。

我等著時間一分一秒流走，我錯過了那班黃山飛去深圳的飛機。



任性的感覺消滅了心中的離愁。我走出待機室，女職員問我為什麼沒有登機。我笑笑說，捨不得，她
也笑了，她的笑容特親切，或者可能大家都是黃山人吧。

人生第一次獨個兒流浪，我一輩子也沒想過自己會這麼勇敢。我沒有計劃，只知道自己今天不想離開
這個陌生的黃山市。我把藏在背包安全格內的人民幣拿出來，在機場買了另一張飛機票，三日之後由
黃山飛去深圳。

一直以來我以為我會害怕獨立，但原來這種沒有人照顧自己的感覺，十分任性，也十分瀟灑。我走出
了機場，然後就上了一架去黃山的大巴。一場到來，我始終覺得要上山一次，才不枉此行。

等車時，我到小店買了一包好日子香煙留念。自此每次旅行也買一樣記念品給自己。

我在大巴上坐在最前，在司機大哥的隔座。

他問「一個人流浪好玩嗎？」

我沒有答，卻問「這個季節的黃山能見雲海嗎？」

「緣份」他答我

他聽的音樂很好聽，我問他這個歌手叫什麼名字。

https://youtu.be/o2Q9VeTv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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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不盡的階梯，竹樹，清新空氣，一個大背包，我就一個人走上黃山。

迎頭而來的女人問我「你上山了多久」；我答「才三分鐘」

我問「你下山了多久」；她說「已三小時」

即使說，我起碼也要三個小時才能上到山頂。驚慌，望望天空，這麼大這麼藍，雲遮掩著山頂，我覺
得那裡一定好漂亮，便不怕疲倦了。

黃山的樹木植物多，空氣也自然涼快，可是無數的梯級也即我汗流滿面。我拿毛巾出來抹乾汗水，大
約每十五分鐘便停下來休息。

路上一直有挑夫，擔好幾十斤貨物上山，連腳脛肌肉也異常，幸好黃山天氣清涼，不炎熱，否則就如
地獄受苦的人了。他們的努力，使我不敢說疲累。

上山的過程沒錯是辛苦，但也是興奮，因為有所期待。踏一級又一級而上，離山頂也近了一步又一步
。我又一次停下來休息，身邊一對母子在喝水。年輕的媽媽和七八歲的兒子。他們對我微笑，問我帶
背包會不會很辛苦。我很羡慕他們，或者兒子也在埋怨媽媽逼他爬山，不過我肯定，很多年之後兒子
會很懷念這個令人流汗的黃山。其實我也應該和爸爸一起走這些階級，然而人生總有一些遺憾教人接
受。

我撥一個電話給爸爸，告訴他我已到了深圳，不用擔心。或者遺傳自爸爸，我也是一個不太愛說話的
人。大概爸爸知道再也不能和我見面，心情是很低落。我偷偷出走，逃一班飛機，走上黃山，然後再
回宏村見他一面。或者別人會覺得，見多一面也沒太多意思，但是對一個永遠也沒法子再見的人，多
一次機會或者就能彌補很多遺憾。我想一個人完成一個旅程，告訴爸爸，我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不
用再擔心我。

也就快到山頂了，霧漸濃。如果說黃山山頂可以腳踏雲層之上，我想我現在就在雲層之中間。濃霧之
中透出一片片竹松草木，每幾個階級也一片新景象，誰也沒法知道下一步會見到什麼。在古代，假如
說黃山住了神仙，沒有人能質疑。



我就這樣由天朗氣清的山腳走入霞霧迷漫的山嶺。我想和這兒的風景合照，就請一班也在登峰的青年
幫我。然後我們相識了，也就一同旅程了。這個旅團三男一女，兩個男的來自山東，一個來自江蘇，
女的是峽西，加上我這個香港人，就是大江南北也齊集了。

雨就在我們相識一刻落下了，毛毛的細雨，各人也套上雨衣。他們都是獨個旅遊，在這條登山路上認
識。

登了山，還是一片雨和濃霧，什麼景色也遮蔽了，沒有能見度，全身也濕透。旅友問我找了住宿沒有
。男的都去住廉價的床位，八十塊一晚。我就和女的住酒店房，當然價錢也貴得多了。

她廿三歲，在青島讀書，也留在青島做保險。爸爸是當裝潢的商人，不富有也不貧窮，能支學費給她
讀書，不過多餘的錢就拿去栽培弟弟了。財政也十分獨立，首先要得自給自足，養活自己，否則便得
回峽西鄉下地方。她特別有上進心，一直想當有錢人，上流人士。她賺到一些閒錢，本來可以買機票
回家探父母，卻用來旅行登黃山。她的年紀比我大，或者照顧弟弟久了，不時也顯出一種大姊的風範
，很堅強豪氣。

我們在酒店洗過澡，趕走寒氣，便在房間中談天休息。她很喜歡說自己的故事，我卻不敢說，始終我
來黃山的原因也比較沉重，不好意思說出來，影響別人心情。

走出了酒店，霧更濃，任何風景也看不見，很失望。原本在山下的天氣還很好，上了山卻兩個不同的
世界。別說雲海這奇景，連石頭也看不清。她跟我說，看山不是山，就是這個意思。

我問「要找住床位的幾個青年嗎？」；「不了，還是兩個人談心事好，男孩和女孩的思想不同」，我
心中也很認同。

雨水遇上高山，既濕又寒。我們留在酒店喝咖啡，聽見鄰座的一個導遊說，上了黃山廿多次，這天氣
最壞。我倆對望，無奈得很。她就拿出一包香煙，問我抽不抽，我答不抽但也陪伴她到外面。

人與人之問的緣份，也是自有安排的。她問「你是不抽煙還是不懂抽煙」，大概我也答不了這個問題
。「學習一下沒壞，反正也長大了」她說。



當然，一個抽煙的人，總會認為抽煙沒有壞處。在這個冷清的山頭，打火機顯得特別溫暖。我不自覺
地伸手取了一根香煙，她替我燃點。我的人生第一次煙，就如此發生了。

她告訴我，輕輕的，把煙吸入肺中，再吐出來，煙霧像線一樣，才叫抽煙。我就在霧裡看煙，學習什
麼叫抽煙。可能承傳了爸爸的天份，我抽了第二根便學會了。

上到了黃山，活在霧裡，沒有風景，卻學會吞雲吐霧。

「其實我也是半個黃山人」突然間我不自覺把自己的故事說給一個陌生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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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黃山的第一天，什麼風景也看不見，確是可惜。或者應該留在黃山多兩天，可能會等到好天氣。

我的時間不多了，得趕緊下山，返去宏村再見爸爸一面。姐姐本來打算留黃山直到看見雲海，可是知
我要下山，也決定明天跟我一起到宏村。

我的命運總是給別人照顧。令她看不到雲海，也是我的一件遺憾，但相遇最教人有得也有失。

我問「你信緣份嗎？」，她不相信，不過我總覺得和她相遇是緣份的安排。

夜深而冷清，霧是一陣陣仙氣般由窗口吹入來，叫我大開眼界，潮濕的空氣為所有家具上添了水珠。
她跟我說一句晚安，關上燈，只由窗透入幾凌散的暗暗白光，顯得房間更幽暗。

回想起今天，逃了一班飛機，隻身走到黃山，登頂，然後和一個陌生的姑娘同房。本來我應該去了深
圳，到了香港，跟媽媽說晚安。其實這是我人生第一次離家出走，也許任性是成長必經的階段。

突然有感而發，在黑暗中問床上未眠的姐姐，「你想家嗎？」，她流浪慣了，我卻是初哥。

「平時在青島也想，但真的有機會回去卻害怕」她說，她有幾年沒回去峽西了。

「你想去那裡呢？」我問；她答「或者去北京，想趁年輕見識多點，創一番本事才回峽西」。

每一個人也有自己的背景，產生了不同的想法。其實我也擔心，有朝一天她回到峽西，會後悔回去得
太晚了。

「今天看不見雲海也真可惜」或者我有心事，不想入睡，故意找些話題。



「睡吧」她說，「明天要四點半起來，看日出，珍惜時間休息吧」，我答一聲好，便沉默了。

她突然說「約定下次在黃山上見面吧，不過要帶上自己的小孩」；我笑了，說「一言為定」

然後終於我倆也捨得進入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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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冷的凌晨，基本天還未光，一片漆黑，手機便響起鈴聲，昨夜調教的鬧鐘叫醒了我們。

她把鬧鐘按下，然後一片寧靜，我以為她放棄了看日出，心中感慶幸，因為根本也沒有勇氣離開披窩
。

可惜兩三分鐘後，她便下床了，拍我兩下，叫我預備，然後就去梳洗執拾。然後我也無奈地下床，天
氣真冷，叫人辛苦。

我們就拿起背包，搞了手續便離開酒店。外面一片黑，我們得趕緊在太陽出來前到山頂，可不知往哪
條路登頂，我們跟人群而走。我倆沒有電筒，惟有與有電筒的大叔一起走，或者我們兩個女生，也容
易得人照顧。

漆黑又潮濕，我們在黑暗中互相扶持。危機感和寒冷把睡意都驅走了。

黃山的天氣，就是分不清霧和雨，只覺得全身的衣服頭髮也濕了，即使穿了雨衣也沒有用。在暗又見
白色的燈光，一看才知是山頂的小店，也證明我們登光明頂了。這裡人很多，我們不相識，卻交談上
來。我很冷，她叫我到小店買東西吃。雞蛋和百寶粥，都是熱的，在這天氣時間吃熱食，特別叫人溫
暖。

食過東西，開始泛藍，可是不見太陽。我們還耐心等候，找尋東方，因為東方是日出的位置。我請人
為我倆在光明頂石碑前拍照，紀念二人緣份。不知不覺間，天光了，天空由黑變藍再變白。白色就代
表，見前一切都是雲霧。

日出了，可是卻被雲層掩蓋，又是一個反高潮。人生就是多麼的無奈，你花光心機精力爬山，最後也
輸給了天氣，不過始終也得了一份友誼。



「走吧，下山了」她說。大約我還在留戀，希望雲霧散去，她卻提醒我，不要浪費時間。風急起來，
雨不是落下，而是從各個方向飛。人生第一次看見雨點從下飛上，而不是由上落下，或許這就是黃山
了。

黃山之所以有名，不是因為山高，而是因為雲低，當雲低過山頂，便看到雲海了。不過當下的情況，
我肯定自己就在雲裡面，四方八面都是霧，上下左右飛來雨。

這種天氣也真的激起了女孩的好奇心。我們看見什麼怪石奇松，也不禁大叫歡呼。或者因為天氣太差
，所以沒有人下山，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再這種天氣上路，不過這種無人的感覺得以我們瘋狂
，彷彿我們是這座山的寨主。這段路我們用拍下很多照片，女孩和相機必產出火花。

最後看見了迎客松，一個地標，旁邊是纜車站，我們坐纜車離開雲中的風和雨。

在纜車上，我們終於停下來休息了。全身都濕了，我拿兩張紙巾抹面，她遞我一個梨。我不想食，她
說「好壞也有黃山的靈氣，要吃」。靜下來，我們討論如何去宏村。

突然要帶一個相識不足廿四小時的人回去老家，感覺也真奇怪。不過與陌生人天涯淪落的經驗，我覺
得人生起碼也要嘗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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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趟無聊的車程，我終於醒起問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叫李健，好似一個男孩子名。她說「大概爸
爸也想要一個男孩子吧」

我在交談之中，感覺到她父母應該是個重男輕女的人。在這些家庭成長的女孩子，特別堅強。

又再看見宏村的風景，我沒有想過這麼快便回來這個地方。下了車，付了錢，我就帶李健回去爸爸的
祖屋。

大伯問「你的飛機折返了嗎？」，當然不是。他們每一個人也很驚奇我沒有回到香港。

我把所有任性故事也告訴了他們，也介紹了李健給家人認識。

就這樣，我們便一家團聚了。

他們也責怪我不懂事，但重遇也是開心的，畢竟再見的機會還是微乎其微。

回到宏村的一天半，其實也沒有任何特別節目，還是食飯散步等等。

我和李健睡在同一張床上，通常關了燈特別想談天說心事，講家人感情前途。

然後我始終也離開了爸爸，飛機載我由黃山到香港。這次的離別沒錯有永別的意義，但大家都進步了
，沒有流眼淚。不捨的心情有，但感覺沒有遺憾。



李健留在宏村多兩天也離開了，她本來打算去北京闖蕩，結果還是回峽西了。

回想起在這短短的一天半，最特別的是跟伯伯爸爸李健四個人一起在小湖旁邊抽煙。

爸爸勸說「能抽但不要上癮」，我告訴自己，這是人生最後一支煙。結果我也真的再沒有抽過。

回到香港，我買了一隻鄧麗君的CD，無聊的時候，總會聽一次恰似你的溫柔。

爸爸的病情在一個月之間惡化得很快，經常出入醫院。姨姨在他每次微弱時，也會撥個電話給我，想
我和他講幾句說話。

危殆的電話，每次也令人心寒，因為這個電話永遠也沒有聲音，只有一兩聲喘氣；而我，基本上也說
不出話來。

病魔其實在這段時間最折磨爸爸，是要一個必定得死的人，為生存掙扎，多殘酷。

爸爸也捱過了幾次，情況穩定了也會致電給我，叫我不要擔心。

開頭我也想搭飛機到黃山去，可是距離始終是一個障礙。我沒有法子來來往往黃山香港，人始終活在
現實世界中。

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在遠方等待爸爸的離開。

後期他基本上也不能說話了。我和姨姨聊天，卻只聽到她哭泣，我要安慰她。

這段時間我經常聽鄧麗君的歌，有時也會電郵李健，談談她在峽西的生活。她說放棄了發達賺錢，想
找個人嫁了，生兩個小孩，當個媽媽。或者宏村的日子令她對人生有另一個看法。

自此我和李健成為了更好的朋友。

一個晚上，我在溫習功課。突然聽到天花板傳來碰撞聲，回頭看見一隻蝴蝶繞著燈光徘徊。



我心中突然傷感，也慨嘆萬物有靈。我家入往三十樓，連蜜蜂也飛不進來，何況是蝴蝶。

大概也是有所暗示的現象，我跟蝴蝶說「我會堅強，不要留戀了，安心吧」

我關了燈，留下那隻蝴蝶在家中，自己走出了家門，臨走時拿了從黃山買的香煙。

我就在深夜的公園一個人抽煙，我答應過自己以後不抽煙，不過我破戒了。

我離開家門，因為我不想那隻蝴蝶繼續留戀人世。但突然想記別人說過，每一個人上路時，也想要光
，因為他們怕黑。

我便立即回家，開了燈，發覺蝴蝶走了，心中後悔自己太絕情。

晚上完全也睡不了，偷了幾啖酒，醉時把香煙丟掉，告訴自己不要再抽煙了。

我以為自己會哭，卻一滴眼淚也沒有。或者我酒量淺，睡得昏迷一樣。

第二朝一個電話，果然也是爸爸離開的消息。我告訴姨姨，不要難過。

爸爸的身後事，大約也不用我擔憂。我留在香港，情緒比想像中的平靜，如是上學溫習，不過就和留
學的男朋友分手了。

爸爸走以後，總覺得世界特別空虛，每當我寂寞便聽一次恰似你的溫柔。

然後媽媽終於也開口提及了爸爸。

她問「你為什麼常常聽這首歌？」；我答「這是爸爸最喜歡的歌。」

她說「你爸爸說謊了。恰似你的溫柔是我最喜歡的歌；他喜歡的是歌叫我只在乎你」

原來，爸爸和我旅行的日子，一直在重溫跟媽媽一起的片段。

聽一次他喜歡的歌，我終於在他離去後第一次流下眼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72dsXD2Gd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