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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揹山的人》選

郭漢辰，1965年生，屏東人，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碩士，目

前專職文字創作。其受國內文壇大耆葉石濤的影響及提攜極為深遠。

擅長以飛揚的想像力，在寫實世界中加入荒誕色彩。作品豐富多樣，

跨及小說、散文、現代詩以及報導文學等各個領域。獲國內多項重要

文學獎，以及國藝會、高雄市寫作計畫等。著有長篇小說集《記憶之

都》；中篇小說集《回家》、《沿著山的光影：185線紀行》、《剝離

人》、《揹山的人》；短篇小說集《封城之日》；散文集《和大山大

海話》等多本創作。

《揹山的人》故事背景為莫拉克風災，又稱八八風災，乃 2009年

8月 6日至 8月 10日間發生於臺灣中南部及東南部的一起嚴重水災，

起因為颱風莫拉克侵襲臺灣所帶來創紀錄的雨勢（許多地方二日的降

雨量，相當於一整年份的量）。是臺灣自 1959年八七水災以來最嚴重

的水患，期間臺灣多處遭遇淹水、山崩與土石流；其中以位於高雄縣

甲仙鄉小林村小林部落滅村事件最為嚴重，造成 474人活埋。原本滋

養大地的雨水讓潺潺溪水變成了大洪水；原本沉靜的山林轉眼間卻不

再是安靜，變成破壞溫暖的家園的凶手。

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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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揹山的人》是郭漢辰深入莫拉克四大災區，包含小林區、杉林

區、六龜區、那瑪夏區，透過訪談及資料搜集，描繪這些失去山林與

溪河的人們，如何重新學習與山林相處，將山林扛起，所寫下一篇篇

動人的生命故事。

一、 莫拉克風災崩塌的山？

二、 莫拉克風災因山崩被淹沒的村落？

三、 莫拉克風災哪個學校消失了？當時校長是誰？風災帶走幾位小朋

友？

四、 〈守護．童顏〉中校長王振書為遭遇不幸的學生做了什麼事？

五、 〈五條好漢在一班〉，一班指何？從事何工作？

雨夜往事

此刻，只有一絲絲天光，從山上兩旁的灰雲透瀉而下，天光裡還

夾帶無數雨滴，一同向天地灑落。

預讀引導

文本選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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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那天清晨，正從家裡走出要到附近工寮巡看的翁瑞琪 1，抬頭看

了一眼那乍現的曙光，有時它還會被灰雲吞吃。那討厭的雨卻還在滴

滴答答猛烈下著，這雨什麼時候才下得完呢。如果能讓剛滿月的孫

女，看到小林村的陽光多麼明亮，那該有多好，他心裡嘀咕著這些念

頭。

他走到工寮時，碰上羅姓友人，兩人正要閒聊，卻被一陣巨大的

聲響，驚嚇得魂魄奔出體外。

翁瑞琪從來沒聽過山神的咆哮，既像碩大動物的鳴叫，更像地震

時嗚咽的悶吼，這一聲似乎在向天地狂嘯宣戰。

一時之間呆住的他，眼睜睜看著上天揮起一雙看不見的巨掌，將

原本上千公尺的獻肚山，從山頭處一刀截斷。

大山的身子，剎那間碎化成上千萬噸的砂石，往山下轟然傾倒。

一場空前絕後的崩落，在他眼前以百分之一秒，爆烈上演。

．第二節．

八月八日，翁瑞琪的家裡早就不平靜了一整天。

氣象局說有颱風前來搗亂，風雨下了一兩天，山上的雨水尤其加

倍地下著。八日這天更變本加厲，彷若天庭裡早已淹水，天神只好將

溢出的水，往人間潑灑，以免自家庭園淹出災害。

這一突降過分的甘霖，人們無福消受。小林村到處小規模淹水，

情形也還沒到無法控制的局面。看在老小林人的眼中，覺得山區多

1 一九六五年出生的翁瑞琪，高雄小林人，文中的「這天」指的即是二○○九

年八月九日清晨六點多，他剛好前往巡視工寮時，獻肚山霎時崩落，掩埋小

林村九～十九鄰的全部房舍及校園，翁瑞琪十位家人全都埋在一片荒蕪砂石

堆裡。本文透過訪談採擷資料，將翁瑞琪的故事，以文學性筆法，展現他從

面對災難徹底絕望，到獲得新生命重新打拚人生的整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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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寮附近的羅姓朋友在雨中叫住了他，他走進剛要和羅說幾句

話。獻肚山此時轟然崩坍，無數的飛砂走石奔襲過來，如同槍林彈雨

般的火爆激烈，他一邊趕緊幫助好友的小孩逃出屋外，自己也沒命地

往上方山坡跑去。

從他身旁錯身而過的大山身影，黑壓壓地往山下奔騰而去，不知

到底含了多少噸重的砂石，以最快的速度，像泉水般直瀉他居住了

四十多年的小林村忠義路。他讀過的小林國小、與他太太散步的河堤

步道，還有小朋友讀書的學校，全都成了大山奔襲的目標。

最無法忍受的是，他一向敬重的獻肚山，竟然一聲不響就往他最

溫暖的家鋪天蓋地撲了去，他的妻、他的兒女、他的媳婦，最悲慘的

是他剛滿月的孫女……

竟然此生從此不再相見……

「天啊！」

他仰頭大叫，此刻他連任何神佛都不肯原諒了，因為沒有人可以

救出他的家人。

大山崩落在他的雙眼……

他最後癱軟在一池淚水與雨水混合的水潭裡……

．第四節．

翁瑞琪再次從夢裡惺忪醒來，他又被淚水滴醒。

五年來，翁瑞琪始終做同一個夢，那天發生的事，像播放影帶

般，一次又一次不停地重映在他的腦海裡……

翁瑞琪寧可相信，這只是有關那段雨夜往事的一場惡夢。

一場希望快快醒來的惡夢……

這兩年算好多了，他至少睡得多一些，不像之前完全失眠，眼睜

睜看著黑暗從他的指間溜走，天亮了，自己卻和陽光一樣地清醒。

他做夢時不再尖聲大叫，而是默默地看著夢裡的災變發生，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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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水。然後，在一片漆黑裡醒了過來。

那天所發生的事，竟然如此被擱放一旁，歲月一躍而過，就這麼

過了兩千多個日子。

只不過，那天清晨的記憶，從此像是在他的體內長了肉生了根，

化為身體的一部分。他不僅連做夢都夢到這些，他還有空就經常回到

出事的現場，看看那個早已不見的家。

那裡荒草遍生，只剩一片砂礫。

他有空也常去公祠，撫摸刻寫著每個家人名字的黑色大理石，和

他們說說話，彷若他們都還活著。

是的，他們都還活著，在他的心裡活著，在夢裡活著。

他也告訴他們，自己和一個同樣在風災裡失去家人的女子結婚，

生了一個女兒。

坐在公祠默默發呆的他，始終自言自語地說，他會為他們而努力

活下去。

他還告訴他們，每到夜晚，下雨的夜晚，他都會到還在襁褓中的

女兒旁邊，就像之前在老家的每個晚上，他都會巡看兒女們的房間，

握著他握過的每雙小手，拉起他們踢掉的小棉被，關上房裡的燈，輕

輕地道一聲

晚安……

守護．童顏

「我的學生，我學校裡的四十八名小朋友呢？他們還在嗎？！」

他想向天地神佛吶喊，卻悲愴的一點也叫不出聲音來。

他腦海裡，盡是四十八名小朋友，綻放笑容的童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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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那年八月八日，發狂的風雨，撲天蓋地撲向甲仙區。

什麼都斷了。

通往該區的山路斷了，跨越溪河的橋梁斷了，電話及電路線，全

都被一切兩斷。

楠梓仙溪旁的村莊，成了一座座風雨雲煙裡飄渺的孤島。

洪水肆無忌憚地往四周攻城掠地，天地間只剩狂嘯的風雨，以及

那條伸出河面巨大的濁汙手掌，盡速地掃蕩人間的殘跡。

洪水最後成了一隻透明的巨獸，什麼都吞吃，連天空都畏縮在最

遠的遠方，怕一不小心就被它吞入腹中。

家住在旗山的小林國小校長王振書 2，才剛結束暑假在學校舉辦

的育樂營回到家。他仍心繫颱風裡學校的狀況，從九日一早就等待工

友打來報平安的電話。

他始終等不到那句熟悉的話語，「校長，我們這邊很好啊……」

那天王振書打了一整天的電話，打到手腕都痠痛了，學校的工友

沒人接聽，家長會長的手機，始終以嘟！嘟！嘟！的聲響回應他。

小林村所有朋友、老師以及學生家長的手機電話，竟然沒有一個

是打得通的，大家好像都說好，一同斷訊，一起在天地之間默默無

語。

王振書的心情開始忐忑不安，如同一個人行走在高樓的鋼索上，

隨時會從高空跌落。一顆心就這麼懸著掛著，到了下午，終於打聽到

小林村的最新狀況，一位家住五里埔的家長接起手機。

電話裡傳來很遠又很近的聲音，如春雷有時在天邊鳴響，有時卻

忽然鑽來耳畔，轟隆隆捶打著耳膜：

2 王振書，高雄小林國小校長，二○○九年八月九日小林村覆沒時，小林國小

同時被埋沉在千噸萬噸重的砂礫裡，該校有四十八名小朋友與家人共同離開

人世。透過訪談，呈現王振書及地方各界如何守護童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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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小林村整個被掩埋了……」

「不會吧！就算河水再凶猛，我們學校有三層樓高哩，至少再怎

麼淹，總還看得見我們學校的屋頂吧！你再幫我確定看看……拜託，

拜託……」斯文的王振書，口氣上不得不反駁在電話那頭說話的家

長，他心想不會那麼嚴重吧！他始終不敢相信耳裡聽到的話。

「校長，我不會騙你，我看不見學校屋頂，我看不見村落裡任何

的街道房舍……」

「校長，小林村整個村落都消失不見了……」

剎那間，他覺得天地被大力地撕裂成兩半，喉嚨更彷彿被一根很

扎實的魚刺，狠狠刺穿。

他眼眶，痛得都泛出了淚水。

王振書是八八風災發生的前一年暑假，來到小林國小服務。

他剛到學校的時候，就遭遇到了凶險莫名的颱風，他隻手掀起大

風大雨，險些把學校連根拔起，土石流竄滿了整座操場，到處都是風

吹樹倒牆倒的混亂景象，連通往學校的路都柔腸寸斷，癱瘓在山谷之

間，人車無法通行。

學校的家長只能輕輕撫拍王振書的肩膀，安慰他說，這是五十年

來最嚴重的風災，只會五十年來這麼一次。校長大人千萬不要緊張，

一起盡全力讓學校早日恢復即是。

王振書心裡踏實得很，他看見家長們笑著說話，心想這是個很棒

的村落，小村左傍獻肚山，右依楠梓仙溪，溪水潺潺穿流過河谷。雖

然學校剛被颱風橫掃而過，但他覺得這只是一時的障礙，天空不是如

此蔚藍嗎？

學校的損毀以及通往學校的山路，很快修補齊全，彷若這裡從來

沒有經歷過風雨的糾纏與殘虐。

王振書清楚記得，結束風災後，他抬頭看著寶藍的天空，心裡想

人間有愛•低迴-數位樣修改二20170124.indd   11 2017/1/24   下午 04:03:30



人
間
有
愛‧

低
迴　

14

．第三節．

王振書及五里埔的學生家長，都想重建小林國小，不想讓自己的

子弟，流散到市區其他學校。小林國小就是他們的根，就算到現在什

麼都不剩，但重新有個名字讓他們思念，讓小朋友讀書歡笑，讓人們

把小林國小從深深的石堆裡，連根拔起，讓學校重新復活。

他要讓沉寂已久的童顏，再度讓這個地區百花齊放，如同小朋友

臉頰上笑開來的那個迷人酒渦。

重建小林國小的過程，如同一場長期抗戰，和官方體制又戰又

和，和往日的記憶搏鬥一番，又無法割捨。最後因小林村是唯一的平

埔族文化傳承基地，終於啟動重建機制，地方人士選擇較高的五里埔

台地作為新校地點。王振書已忘了不知開了多少協調會，闖蕩過一關

又一關的關卡。

新的小林國小在二○一二年九月重新誕生於人間，如同一座堡壘

般，聳立在楠梓仙溪的不遠處……他固若金湯，不容外人侵犯。

新年初春的某一天，有團體來教導學校裡的三十二名小朋友，如

何製作壽司。

學校裡傳來一片燦爛的笑聲。

「校長，他們不會再來了吧……」一個玩得很盡興的小朋友，突

然跑過來，對著校長說起悄悄話。

「你說，是誰不會再來？那些教你做壽司的大哥哥嗎？他們有機

會再來陪你們……」王振書知道小朋友說的是誰。

「我說那個恐怖的……東西……還會不會再來……」小朋友說到

這裡，身子不自覺地瑟縮起了起來。

「他們真的不會再來了！……校長保證……」

王振書假裝挺起胸膛，一副泰山救人的模樣。

小朋友被校長逗得哈哈大笑，然後一溜煙跑走，回到小朋友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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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裡，和其他小朋友玩樂起來，彷若剛剛的事都沒有發生。

是的，我會保護你們的。

王振書心裡對著自己作下最慎重的允諾，接著抬頭看了一眼湛藍

得不能再湛藍的天空。

揹山的人

「最摯愛的大山，如今轟然垮掉了，我們該怎麼辦啊？」問話的

人幾近歇斯底里地詢問，彷彿要天地回答這難以應答的難題。旁邊有

個人只聳了聳肩說：「那我們就把山，在心裡面揹了起來……」

．第一節．

以前開車經過這裡，抬頭看到一千六百公尺的獻肚山，總是和它

打個招呼後，車子即揚長而去。沒有人太在意，這座山會突然有怎樣

的劇烈行動。

「山就是山麼！它總不會忽然狂奔起來？！」

這山和其他圍繞在楠梓仙溪的山一般，總有一些白雲在兩旁爭

寵，山上綠樹如茵，只是山的外圍特別突出，猶如中年人挺著大大的

肚腹，在那裡莫名站立。或許，這就是山名的來由，地方人士也無法

說個清楚，只得承認，這山看起來還真像大肚能容人的中年大山。

只是沒人料想得到，在那年年風雨強力的煽動之下，它在我們眼

前的大地奔騰狂飆起來，成了千夫所指的危山。

在那當下，獻肚山在剎那間崩毀，小林村迄今還在上千萬噸的石

礫包圍中幽幽沉睡。

沒有人有勇氣，敢叫醒整個村落。

這山原有一千六百公尺的高度，卻因風雨掀起的巨大力道，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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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天開始，蔡松諭成為眾多揹山的人之一。他們糾集眾人的力

量，把小林村一磚一瓦蓋了回來。小林二村、五里埔永久屋以及大愛

杉林永久屋，三年來就陸續出現在距離小林村的不遠處。小林紀念碑

以及公祠，也因許多人的努力，以三角錐型的具體地標，豎立在消失

的小林村附近。

他說著說著有些哽咽。他說在公祠裡，每家每戶的門牌都重新被

書寫，寫著小林村忠義路幾鄰幾號，然後就刻在每個家戶的前面。每

個家人在這裡都有他們永不抹滅的名姓，如此長長久久刻留在黑色大

理石上。

他們彷若夏夜繁星，守護著家鄉的一切。

「那麼大的山，揹起來重不重？……」

問話的人，口氣婉轉了許多。

他看到揹山的人不止蔡松諭一個，許多人也都默默無語，在心底

揹起了自己的那座山、那座村落。每個人都想把記憶揹起來，重新在

生命的道路上，好好走下去。

一個在小林村意外中倖存的陳姓媽媽，她的家人同樣在那一刻沒

了消息，她說她自己什麼攏無了，只剩下一條老命。她每天最怕看到

獻肚山無事人似地站在那裡，她想怪罪它，覺得又不是它的錯。如今

她只能把山悄悄地揹在心裡，只有這樣，才有機會在心底或則在夢

裡，再一次擁抱家人。

三年多來，有太多人找上蔡松諭，要他談談小林村的種種。他最

後乾脆把記憶裡的小林村，一筆一畫畫了出來，製作一張小林村全村

地圖。這圖他可是隨身攜帶，不但方便向遠到的朋友解說，更像是透

過這麼一幅地圖，整座小林村彷若就活了過來，重見天日。

那天他帶著一群人，來到小林村原址上方的解說台，他再次拿出

村裡的地圖，逐一把小林的往事說給大家聽。眾人聽到五百多人就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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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在他們的腳下，臉色全都嚴肅了起來。

蔡松諭的雙眼飛向遠方：「無論獻肚山是怎麼崩的，我們可以不

再去計較他們，但未來我們的子子孫孫，不能再遭受這樣的災禍，我

們應該更珍愛大地上的山川林木，把他們都當成自己的手足，不能再

任意欺損，只有珍惜才有愛，只有愛才有未來……」

他嘆了一聲，再度把山揹了起來。

他與眾人看著眼前成為石礫的忠義路，此處曾經綻放家家戶戶的

笑顏。他相信，家人們沒有走遠，他們的笑聲陪伴獻肚山，沿著楠梓

仙溪，往最遠的永恆深處，潺潺流去。

五條好漢在一班

五個加起來快三百歲的中年熟男，膚色早被烈日精雕細琢。他們

一早走入農場，全身被三十度的高溫，逼催成一道道汗水奔流的移動

瀑布。

．第一節．

來自小林村的劉清祥心底想著，每天上工流下的淋漓大汗，總是

擦拭不完，淚水卻是可以被歲月逐漸治癒的哀傷。只是啊！只是啊！

往事還在腦海裡迴盪，像一卷永無止盡的影片，不停的在心魂播放

著，畢竟失去的，是自己身上挖出來的血肉……

左邊那個戴著太陽眼鏡的叫阿義，夥伴們公推他長得最為帥氣，

對於這一點他不否認也不承認。倒是藏在墨鏡後方的眼神，彷彿總張

開雙翅，飛回他在桃源區的深山老家，那裡有他最崇敬的祖靈、永遠

難忘的初戀，還有那些無法抹滅的童年歲月，這些都私藏在山巒的起

伏裡，有著專屬他一生一世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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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他們這一班是什麼班？

五個男人在藤架下方，笑得花枝亂顫，比起秋天的向日葵，笑得

更加陽光燦爛。同樣來自山林的阿源說，他們今年專種百花果，執行

長有過允諾，如果今年豐收的話，會獲得高額獎金喔。

「就叫我們『百花果班』吧！」副班長阿富這麼說。阿富在介紹

自己的名字「長富」時，說自己原本擁有又長又多的財富，只可惜在

八八風災時，全被大水一口氣沖流走了，只留下一無所有的他，來到

農場搏一口飯吃，希望大家多多照顧啦。

「百香果班，上工了。」

最後說話的是有分量的顏班長，他是從山上遷居下來的牧師，一

生篤信上帝，他認為，農場的工作，是上天賜予他們一個重生的機

會，從黑暗裡窺看到了光明。

五個加起來三百歲的男人，看著藤架下方，開始有些小小果實探

頭看看人間，他們彷若喜獲麟兒，笑開了一張張老臉。

．第二節．

阿義本名曾金義，八八風災還沒來臨前，他住在桃源區勤和里，

那裡曾是南橫知名景點，位在崇山峻嶺的懷抱，到處都是瀑布急流，

彷若想快點見到情人的熱切，一下子就從山崖高處飛奔而下，奔入山

巒寬廣的胸膛。

談起在山上種田，與在山下有什麼不一樣？阿義的魂魄，此刻好

像又被召喚回到老家，山上的一切一切，全都在剎那間奔回到了眼

前。他打趣著說，勤和聚落有一千多公尺高，在山上工作，根本不用

怕毒辣烈日的襲擊，天氣涼爽得不得了，他勞動時從沒流過汗，彷彿

汗水就在體內凍結起來。哪像在平地農場，天氣熱得人都要悶出毛病

來了，還得努力工作，讓汗水奔流。

阿義一邊剪裁果架上的枝蔓，一面談起四年前那場風雨。勤和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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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大多居住布農族人，村莊不大，依傍小山溪流築建。阿義清楚記

得，八月八日那天，無來由的滂沱大雨，從前一天起就像瀑布般從天

上奔流下來，下著滿山滿谷的瀰漫山霧。

雨愈下愈急，把村落旁的小溪一下子餵飽，溪水很快漲過了溪

面，翻過了堤防，直闖入村莊的主要道路。阿義說，道路很快就被溪

水大口吞食，村人都被張牙舞爪的洪水驚醒了過來，大家忙著抱起剛

出生的小孩，扛著中風的老人，眾人奔出家門，攜老扶幼，死命地往

高處跑。

阿義原本在藤架上忙碌的手，這時停了下來，八八那天的情景，

也彷彿被時間凍結在那最危急的一刻。阿義帶著我回到那天上午淹水

的村落，我首先被冷冷的溪水，凍得毛細孔都豎立起來，而後我轉頭

看到村落上方的小山，開始向我和阿義這個方向，急急傾斜了過來，

接著是村莊裡大人小孩張開大口的尖叫，快速鑽入我的雙耳。我和阿

義與村人們，沒命地往前奔逃，落石與沙土像西北暴雨般往我們身上

嘩嘩倒下……

「山就這樣在我們眼前崩毀了下來，也不和我們好好商量，就這

樣說崩就崩……」阿義的語氣，聽得出當年事發當時，他滿腔莫名的

憤懣。

他說完後，彷彿多年前的那場災禍，早已被歲月一腳踩踏了過

去，什麼事都像雲煙般流逝。他又去忙著百香果果園的繁瑣工作。他

心裡始終惦記著，五條好漢一年來的汗水澆灌，終於要誕生他們一生

最美好的果實……

．第三節．

在果園裡走動來去的副班長劉清祥，來自那個已從地球表面消失

的小林村，他臉上有其族群深刻的印記，他與許多的小林人一樣，都

是平埔族人，手腕往上彎的時候，有著刀切過般的微微跡痕，是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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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所有人心底都知道，再也沒有人會從村落裡走出來……

阿祥嘆了一口長長的大氣。

風災之後，老家煙消雲散，為了守候僅存的家人，他只得來到農

場，不停地彎腰，不停地把手中的種籽撒播地上，讓更多的生命在大

地裡昂揚活著。他心底想著，那些逝去的人們，日後都會以一種新的

生命，展現在眾人的眼前。這也是阿祥為什麼後來到農場工作的原

因。

阿祥多想見到逝去的兒子和母親……

在大地上搖曳新的生命風姿……

日落時分，島國南方的毒太陽，終於肯收斂光熱好好歇息，並且

急速變臉，在一天即將結束前，陽光轉變得如此溫柔。

夕陽從藤架上方，灑放絢燦無比的霞紅，將百香果班的五條好

漢，映照出回家的背影……

＊選錄自郭漢辰《揹山的人》，臺北：九歌，2015 年。

天有不測風雲，本文選錄四則八八風災的故事，或描述翁瑞琪在

災難當下，面對山崩地裂，家人、家園被吞噬了，不可救贖的絕望；

或描述王振書校長在災後面對學校消失、學童已歿，痛徹心扉的悲

愴；或描述小林人蔡松諭發起將覆沒的小林村及崩落了的獻肚山一一

揹起來，令人動容的濃烈鄉土情懷；或描述五位直接或間接受災的中

年熟男，經巨災的洗禮後，化滿腔的憤懣為生活的力量，一邊栽種百

文本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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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果，一邊緬懷災難往生的親友，繼續向前走的生命故事。

〈雨夜往事〉：小林村人翁瑞琪最慘痛的生命烙印

第一節回憶災難發生當下，原本只是因為下大雨到工寮附近巡看

的翁瑞琪，在與友人閒聊時，聽到一聲足以讓「魂魄奔出體外」的巨

響，災難隨之鋪天蓋地而來，「一場空前絕後的崩落，在他眼前以百

分之一秒，爆裂上演」。

第二節倒敘父親節逢颱風肆虐，但類似的風雨，「看在老小林人

的眼中，覺得山區多雨，本不以為意，況且後方還有一座壯碩的獻肚

山倚靠，這山神始終是族人們最大的信心」；因此，慶祝父親節與女

兒畢業，特別是「二兒子特別把剛出生的長孫女帶回小林老家，給

四十多歲就當上阿公的翁瑞琪抱抱看看」，翁瑞琪家中不因風強雨

驟，整座山已被搖晃得震天價響，仍舊充滿歡樂、轟鬧。

第三節為時間停格的那一天，再述災難當天清晨，翁瑞琪一整晚

都在雨聲裡翻來覆去，內心的不安，促使他起床去工寮巡視；在與老

伴撫慰「妳多睡一下」、在小孫女房外待了幾分鐘後，冒雨出外工

作；他心裡扎實許多，因懷裡仍有小孫女依存過的暖意，「可以抵擋

一陣子的冷雨襲攻」。不料到工寮不久，獻肚山轟然崩坍了，碎成無

數的飛砂走石奔襲往山下去了，淹沒了他的住家、讀過的國小、經常

散步的河堤步道、他所有的家人、他的一切……

第四節翁瑞琪從夜夜惡夢到逐漸重生。災難的記憶，像「在他的

體內長了肉生了根，化為身體的一部分」。他常去公祠，撫著家人的

名字和他們說話，他也告訴他們，自己和一個同樣遭遇的女子結婚，

生了一個女兒，他會為他們努力活下去。

文中，描述獻肚山的崩落，「山神的咆哮，既像碩大動物的鳴

叫，更像地震時嗚咽的悶吼，這一聲似乎在向天地狂嘯宣戰」、「眼

睜睜看著上天揮起一雙看不見的巨掌，將原本上千公尺的獻肚山，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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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頭處一刀截斷」、「大山的身子，剎那間碎化成上千萬噸的砂石，

往山下轟然傾倒」，直讓讀者驚心動魄、魂飛膽裂；而災難奪走翁瑞

琪的所有親人，「他一向敬重的獻肚山，竟然一聲不響就往他最溫暖

的家鋪天蓋地撲了去，他的妻、他的兒女、他的媳婦，最悲慘的是他

剛滿月的孫女……」；他的呼喊「此刻他連任何神佛都不肯原諒了，

因為沒有人可以救出他的家人」，也讓人同感其悲、共體其痛。最

後，我們欣慰他能走出災難的陰影、內心的暗巷，重新為往生的家人

努力活下去。

〈守護．童顏〉：小林國小的消失與重建

對一位校長而言，究竟以怎樣的心情面對學校被埋沉在千噸萬噸

的砂礫中？又是以怎樣的心情接受四十八名摯愛的學生與家人共同離

開人世？

故事首節呈現家住旗山的小林國小校長王振書，焦急等待工友回

報遭風災肆虐的學校情況……久等不到任何音訊，致心中忐忑加劇，

如同走在鋼索隨時可能跌落的心情……待接到電話：「校長，小林村

整個被掩埋了……」、「校長，小林村整個村落都消失不見了……」；

他不敢置信直想向天地神佛吶喊，卻如鯁在喉發不出聲音。「我的學

生，我學校裡的四十八名小朋友呢？他們還在嗎？！」

王振書回憶剛到學校的時候，就曾遭遇到凶險的颱風，學校滿目

瘡痍，到處可見土石流流竄、樹倒、牆倒，交通癱瘓，一片混亂景

象；然家長們安慰他說，這種災害只會五十年來一次。怎麼事隔一年

就又來了一次毀滅性的颱風？大自然的變臉，叫人敬畏，如同「在黑

夜裡閃躲的魔靈，正在天地之間等待撲襲的時機……」。

小林國小被高山的砂礫淹沒了，王振書只能在災情控制後，搜尋

清點那些深深埋藏在石堆砂礫中，「總讓人的心肝無法承受，五臟六

腑碎落成一地，四十八名小學生」，艱難地在他們的姓名下方註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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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寫下令人痛徹心扉的「歿」字。

為了不讓在地的孩子流散到市區的其他學校，王振書與當地家長

們興起重建小林國小的念頭，「小林國小就是他們的根，就算到現在

什麼都不剩，但重新有個名字讓他們思念，讓小朋友讀書歡笑，讓人

們把小林國小從深深的石堆裡，連根拔起，讓學校重新復活」。重建

的過程萬般艱難，但王振書秉持「要讓沉寂已久的童顏，再度讓這個

地區百花齊放，如同小朋友臉頰上笑開來的那個迷人酒渦」，闖蕩過

層層的關卡，終於在二○一二年九月新的小林國小誕生於楠梓仙溪的

不遠處，「固若金湯，不容外人侵犯」。

〈揹山的人〉：村人愛鄉、愛土、愛山的豁達情懷

全文共分三節，主要表達遭毀滅性風災摧殘的小林村災後餘生

者，一起發起將崩落的獻肚山、淹埋的村落、家人，在心中揹起來的

感人情懷。

第一節開門見山道出：「最摯愛的大山，如今轟然垮掉了，我們

該怎麼辦啊？」，「那我們就把山，在心裡面揹了起來……」的心

情。獻肚山是小林村人最敬重的寶山，歷來被當成是村民的守護神

祇，壓根兒沒有人會想到這座寶山有一天會劇烈行動、會狂奔狂飆、

會崩落肅殺，成了危山、凶手，將小林村淹沒。災難後的獻肚山，縮

小低矮了一千公尺，雖然沒人怪責它是滅村疑犯，「小林這災禍，不

能怪獻肚山」；但因肇事惹禍，「終日顯得頹廢無精打采，連鳥群也

懶得飛過它的上空」了。

第二節描寫小林村沒了，倖存村民懷抱極深、極苦，痛至血脈筋

骨、心臟的傷痕，分住日光小林社區、五里埔永久屋或是小林大愛

區。村民茶餘飯後的閒聊，總離不開之前獻肚山的美好。誰會想到像

日本山區裡的長壽村一般的寶山，「說塌就塌，也都不和天地事先商

量一下，獨自釀出禍害來」。「是誰害獻肚山轟然倒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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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破壞、水利單位施工……原因太多，不及備載……但是沒有一個原

因，最後被獨立確認」。

在外地打拚的小林人蔡松諭，家屋、家人同樣在這場風災山崩中

罹難，他的心如同其他村民一樣「跟著碩大的獻肚山轟隆陷落，被埋

在不見天日的地底下」。眼淚流乾了的他，呼籲村民「山崩了，沒關

係。我們就在心裡，把山揹起來！」、「把小林村一磚一瓦蓋了回

來」；同時蔡松諭也反思，不管獻肚山崩塌的原因為何？我們應更珍

愛大地上的山川林木，才能確保子孫萬代不再遭受大自然反撲的災

禍；唯有人與大自然間彼此「不能再任意欺損，只有珍惜才有愛，只

有愛才有未來……」。

最後，不僅蔡松諭，村裡許多人都默默無語地在心底揹起了自己

的那座山、那座村落與自己的記憶，堅強地重新在生命的道路上起步

往前走。

〈五條好漢在一班〉：一起在傷口種植希望的男子

故事中五條好漢指劉清祥（副班長）、阿義、阿源、阿富、顏班

長。五個加起來快三百歲的中年熟男，彼此都有共同的往事「在腦海

裡迴盪，像一卷永無止盡的影片，不停的在心魂播放著，畢竟失去

的，是自己身上挖出來的血肉……」，一起在農場組成「百花果班」

種百花果。

五條好漢內心深處各有各的災難記憶。阿富原本擁有又長又多的

財富，一如其名「長富」，然風災後一無所有，因此到農場搏一口飯

吃。顏班長是牧師，從山上遷居下來到農場工作，相信「農場」是上

天賜予的重生機會，能夠讓受難的人在黑暗中看到光明。阿義原居桃

園區勤和里，地處崇山峻嶺，他回憶四年前那場無來由的滂沱大雨，

充塞滿腔莫名的憤懣，風雨張牙舞爪的摧毀他的村落，逼得村人死命

奔逃。而劉清祥的故事，更令人悲痛唏噓！身為臺商的阿祥，每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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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節慶時回小林村和家人團聚。風災那年的父親節，太太帶小兒子到

越南探望他，留下乖巧的大兒子陪阿嬤，就這樣葬身在砂礫土石中。

為了守候僅存的家人，為了「讓更多的生命在大地裡昂揚活著」，阿

祥來到農場工作。

百香果班的五條好漢，放下災難的陰霾，一年來在農場以汗水澆

灌，「終於要誕生他們一生最美好的果實……」（梁杏絹撰）

一、 閱讀本文，有如八八風災重現……你看到在災難之後，人們失去

了什麼？獲得了什麼？如何自處？

二、 閱讀〈揹山的人〉一文，你認為「揹山」代表的意義為何？

三、 〈守護．童顏〉中「校長，他們不會再來了吧……」你如何解讀

小朋友的這一句悄悄話？校長如何回應？

四、 〈五條好漢在一班〉，請描述五條好漢的背景（故事）及災後生

活態度。

本文選錄四則八八風災的故事，每則故事都隱含「置於死地而後

生」的生命韌力。請任擇其中一則故事的書寫方式，仿寫聽聞過的災

難故事。

課後思考

寫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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