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人的父親 》               編者：平凡人 

                 **** 謹以多首詩文獻給全世界的每一位嚴父**** 

前言：編者在今年 (2016) 三月二十二日午後小睡夢到先父的微笑與先父教我

/鼓勵我要多打籃球。 籃球是先父與編者最喜歡的運動項目；退休後每年的

三月中旬到四月中旬，編者都是留在美國看 NCAA men's basketball 

tournament 球賽現場轉播。 

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常常夢到自己先父的笑臉，也不是每個人都會常常夢到自

己先父的話語，更不是每個人都會常常夢到自己先父的教導鼓勵，該日午後

小夢中，先父歉然一笑說句 "我教你打籃球吧!"  

真是謝謝先父施給編者夢裏的笑臉/話語/教導，它啓發並動力促使編者寄出

電子郵件給知用母校同屆的同學們： 

" 六月十九日是父親節，別忘了父親的愛深如海，父親的恩高如山；讓今年

的父親節前，我們能夠靜下來想想：爸爸的愛/爸爸的恩；我們上網查詢或是

上圖書館尋找有關父親之文章，長短都是好。查詢/尋找到了，與我們分享，

乃是 "you win, we all win" 的好成績。 有靈感的話自己寫出有關父親之文

章，該是我們班上同學最有幸看到你的作品之事。 請你們大家多多加油：有

心一定會成功，大家多多努力！ 時間不多，我們大家多加油多努力吧！" 

六月十九日很快便到達，大家要緊達時間，寫下爸爸的愛與父親的恩高如

山；讓今年的父親節前，我們能夠靜下來想想：爸爸的愛/爸爸的恩；我們上

網查詢或是上圖書館尋找有關父親之文章，長短都是好。 

下面是我們班上同學們上網查詢/或上圖書館尋找選擇/或自買書籍/或自己寫

的有關父親之文章。 

 

(1)   父親的微笑       作者：班上同學    黃玉勤 

初春使我想起了先父, 往日的笑容,多少的语声, 在我心裡,是多么真切, 是

多么地親密, 從小時您就融合了我的生命.  

1962年 2月在新山一机場, 驪歌一曲送别离, 您微笑地叮嚀 : "去去莫遟

疑,来来要早回" .  您的叮嚀,教我如何能忘记?   

........................ 



(2)  Cha tôi          作者：班上同學   YS 

.................. 

Cuộc đời không có cha, 

Là đời vô nghĩa mà thô ! 

Cha là ánh sáng đời con, 

Lối con về vòng tay thương mến.  

Đêm qua mơ thấy cha về , 

Nụ cười, ánh mắt yêu thương tràn trề 

Nụ cười này, đôi mắt đó tôi khong thể quên,  

Con xin cha tôi lặp lại, 

Cho con đi trong mộng thần tiên 

Từ giờ này con nâng giấc ngủ triền miên.  

................ 

 

(3） 懷念爸爸的笑臉         作者：班上同學    黃玉勤 

我是在台灣台北市唸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在必修中文課程中才讀到朱自清名

作家的佳作<背影>. 當時覺得朱先生的散文, 把他父親偉大之愛寫得百分百

地好. 那時我想, 世界上再沒有誰的作品能把父愛寫得那麼淋漓透徹. 也因

這原故我一直無法動手寫有關我自己父親的稿件, 因為朱自清先生已經把父

愛都寫完了.  

今年春天的來臨特別早,今天天氣清爽, 陽光溫暖. 我心竅深處好像少了一

件東西. 發覺自己所缺少的一件事就是需要寫一些稿關于爸爸的走前給我的

許多回憶事情。 

從小我與家父, 親如朋友. 他外出時我都跟著他走. 家母在小學時期常對我

說:“ 你爸爸每次去參加籃球比賽, 你都吵著要跟他去. 但小孩子是不能到

比賽場所去的. 每每去不了, 你只好大哭. 真是的......”. 爸爸個子高

大, 很多人(包括我的同學及朋友們)都用廣東話稱他為“高佬”. 我那時很

不高興人家這樣地叫他. 我心理想:“他是我的好爸爸啊! 你們為何不尊重

他呢?”. 現在想起來, 人家是好意地稱呼他, 我又何必見怪呢?  後來我聼

說爸爸的籃球技術蠻不錯的，在球隊中的角色還是重要人員之一 。 

我在美國任職謀生的第二年, 有一天我忽然收到家人的電報, 說及爸爸病重

住院,不久我就趕回了越南. 當我在西貢市平民醫院裡看到他的時候, 他還

是微笑地歡迎我那匆匆的來臨, 那時的他已經病重了, 但是他仍然那麼的樂

觀地與我相談. 爸爸的笑臉永遠恪印在我的心底深處. 寫到這裡, 我再也無

法繼續地寫下去.  

顷時浮起孟郊<游子吟>裡的詩句: “誰言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 親愛的爸

爸, 我深深地愛您! 

 



您是我慈愛的父親, 也是我的好朋友, 您是愛, 是陽光, 是春風。 我永遠

懷念您的笑臉!  

 

(4）梦         ［李叔同 （1880—1942) 诗词歌全集之一］ 

"............. 

............... 

萝偃卧摇篮以啼笑兮，似婴儿时。 

母食我甘酪与粉饵兮，父衣我以彩衣。 

月落乌啼，梦影依稀，往事知不知？ 

汩半生哀乐之长逝兮。感亲之恩其永垂。 

................ 

................ 

梦挥泪出门辞父母兮，叹生别离。 

父语我眠食宜珍重兮，母语我以早归。 

日落乌啼，梦影依稀，往事知不知？ 

汩半生哀乐之长逝兮，感亲之恩其永垂。" 

 

(5）      哭泣的駱駝        三毛（19?？-??？ ） 

塵緣   --  重新的父親節（代序） 

" ........... 

........... 

過了一年，再見所愛的人一搥一捶钉入棺木，當時神智不清，只記得钉棺的

聲音剌得心裏血肉模糊，尖叫狂哭，不知身在何處，黑暗中，又是父親緊緊

抱著，喊著自己的小名，哭是哭瘋了，耳邊卻是父親堅強的聲音，一再的

說："不要怕，還有爹爹在，孩子，還有爹爹姆媽在啊！" 

又是那兩張手臂，在我成年的挫折傷痛裏，替我抹去了眼淚，補好了創傷。 

........... 

就這麼又離了家，丟下了父母，半生時光浪擲，竟沒有想過，父母的思情即

使不想回報，也不應再一次一次的去傷害他們，成年了的自己，仍然沒有給

他們帶來過歡笑。 

............ 

八月八日父親節，願將孩子以後的歲月，盡力安穩度過，這一生的情債，哭

債，對父母無法償還，就將這句諾言，做唯一的禮物吧！" 

（註明 1） 

 

 

 



(6)  阿爹的飯包       尚陽（1955---- -）  

" 每一日早起時，天猶未光 

阿爹就帶著飯包        

騎著舊鐵馬，離開厝  

出去溪埔替人搬沙石 

 

每一暝阮攏在想 

阿爹的飯包到底啥麽款 

早頓阮和兄哥呷包仔配豆乳 

阿爹的飯包起碼也有一粒蛋 

若無安怎替人搬沙石 

 

有一日早起時，天猶黑黑 

阮偷偷走入去竈脚內，掀開 

阿爹的飯包，沒半粒蛋 

三條菜酺、 蕃薯籤掺飯  "。   

（註明 2）  

    

(7) 關於泰雅 (Atayal)      (組詩）瓦歷斯。尤幹  （1961----- ） 

" ............ 

   給你一個名字 

  ............ 

孩子，給你一个名字。 

讓你知道雄偉的父親，（註 3） 

一如我的名字有你驕傲的祖父， 

你孩子的名字也將連接你。 

孩子，給你一個名字。 

要永遠記得祖先的勇猛， 

像每一個獵首歸來的勇士 ，（註 4） 

你的名字將有一横黥面的印記。 

 

孩子，給你一個名字。 

要永遠謙卑的向祖先祈禱， 

像一座永不傾倒的大霸尖山，（註 5） 

你的名字將見證泰雅的榮光。" 

 

 



（註 3）泰雅族命名方式為「父子連名制」，例筆者瓦歴斯，尤幹，瓦歴斯為我名字，尤

幹為我父親名，我的孩子是「飛鼠，瓦歴斯」。 

（註 4）古時，泰雅族信仰祖靈、一個人生而為 Gaga 的一員，個人的生存必賴 Gaga，

積極參與 Gaga 的群體功能是個人最大的維持生存的保障。而出草獵首為泰雅族男人爭取

榮譽與地位的主要手段 。 

（註 5 ）泰雅族澤放列亞族（Tesole) 相傳以大霸尖山為祖先發源地。 筆者為澤放列亞族

之北勢群（分佈於大安溪上游部分） 

 

（8）兩封無法傳達遞的家信         作者：班上同學  黃玉勤 

（一）遙寄遠方的游府嚴父 

          **他老人家是作者的表弟之親爸爸，也是作者敬愛的表姑丈** 

敬愛的表姑丈： 

您好！ 恕我這麼遲遲的去信給您老人家。 請原諒表侄的疏失，有日在白雲

上面見唔我會尚您老人家道歉。 

2015年感恩節我與家人回越南掃墓，在堤岸及西貢兩地與您的大兒子（游表

弟）幾乎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一起吃飯。 我和游表弟談了許多游府/黃家

的事，其間游表弟悲傷地提到他八歲時喪母。 游表弟中學時入學知用學

校，他是比我低一屆知用校友。 60年代游表姑丈帶著他到台南市成功大

學；他們經過台北市，我們三人從台北市出發幾乎走遍了台灣的西部：旅遊

台中市，嘉義市，阿里山，日月潭；參觀了台南市成功大學後我們一起才北

上歡送了游表姑丈回越南。 

游表弟是從小就開始學會了家庭的事情，比我多做家事。 

 

 （ 二）遙寄遠方的嚴父   

阿叔！ 阿叔！ 從小我都是這樣地喊您，您走了巳經多年 ....... 

我如何能相信您這麼早就走了；您還記得我國小時，放學吃晚飯後我蹓出去

玩樂？ 第二天清晨起床後才開始做功課作業。幾乎上學的五天，每日清晨

天未亮，您已經點亮一小油燈（五十年代我們居住的小鎮，全鎮唯一的柴油

發電機每晚只發電數小時；每夜十一點便停機了) .   每晨看到桌上的小油

燈，我只好乖乖地侭快做完功課作業，我還要吃那香噴噴的早飯呀！ 

那天在墓園，我想到您與媽媽才是真正有福的，您倆老人家相連一起地躺在

高高的墓園。 墓園靠近那條曲折蜿蜓一去永遠不回頭流水的西貢河。站在

墓園裏可以看到遠處的山峯和一大片青綠色的稻田。 2007 及 2008年的清

明節，那二年每次在墓園我仰望西貢河的對岸，看到翠綠的稻草隨風輕

飛。 阿叔，看著溫柔的春風，我欲向春風追；追上往高處白雲上面的您與

親媽媽。 



2015年感恩節我與家人回越南掃墓，在堤岸及西貢兩地與表姑丈的大兒子

（游表弟）幾乎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一起吃飯。 我和游表弟談了許多游

府/黃家的事。 

2016我無法回越南去，心裏覺得很不好；只有希望明年會再見到您與親媽

媽。 我和您的話太多，希望您與親媽媽能夠繼續為我而禱告。 

 

 

後記： 

這編者誠懇感謝 三毛/李叔同/尚陽/瓦歷斯。尤幹（排名不分先後）作家們的新詩；他們

優雅的作品，語言節奏流暢，可吟唱的詩歌。 編者一而二，二而三重復吟誦他們的詩。 

（註明 1） ： 

參考 《哭泣的駱駝》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夲版   三毛著    

著作權登記號：台內著字 1160 號    皇冠出版社 

（註明 2）： 

參考 《新詩三百首》（下）增訂版，張默&蕭蕭编輯 

 ISBN 978-957-444-379-6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Printed in Taiwan  第 755頁 

（註明 3） ，（註明 4）， （註明 5） 

參考《新詩三百首》（下）增訂版，張默&蕭蕭编輯 

 ISBN 978-957-444-379-6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Printed in Taiwan  第 833-844頁 

                                            

（全文完：脫稿於美國東海岸 06/16/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