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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 的 等 待》 

     他走進我們的房間關窗時，我們還沒有起床，不過我發現他好像生病了，全身哆嗦，臉色蒼白，步履蹣跚，似乎動

一下就會疼痛至死。 

    「哪兒不舒服了，寶貝兒？」 

    「頭痛。」 

    「趕快回床上躺著去。」 

    「不，我沒事兒。」 

    「你先回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不一會兒，他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爐旁。這個九歲男孩看上去又虛弱又可憐，我摸了摸他的額頭，燒得很厲害。 

    「上床躺著，」我說，「你發燒了。」 

    「我沒事兒。」他說。 

     醫生很快來了，給孩子量了體溫。 

    「多少度？」我問醫生。 

    「一百零二度。」 

 

     下樓後，醫生留下三種藥，是三種不同顏色的膠囊，並交代如何服用。一種是退燒藥，一種是止瀉藥，還有一種是

抗酸藥。他解釋說，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環境中才能存活。他似乎對流感很在行，還說只要發燒不超過一百零四度就沒

什麼好擔心的。只是輕度流感，只要當心別引起肺炎，就沒有什麼危險。 

 

     我回到房裡，記下孩子的體溫和服藥的時間。 

    「要不要我讀書給你聽？」 

    「好的，您想讀就讀吧。」孩子說。他臉色蒼白，眼窩下方有黑暈。他靜靜地躺在床上，對周圍發生的一切似乎漠不

關心。 

     我大聲讀起霍華德·派爾的《海盜故事》，可我發覺他根本沒有聽。 

    「感覺怎麼樣，寶貝兒？」我問道。 

    「目前為止，還是那樣兒。」他說。 

     我坐在床腳，自顧自地念著書，等著到時間再給他吃另一種膠囊。按理說他應該睡著了，可是我抬頭一看，他正神

情古怪地盯著床腳。 

    「怎麼不去睡會兒？吃藥的時候我會叫醒你。」 

    「我還是醒著好。」 

    過了一會兒，他衝我說道：「爸爸，要是您覺得心煩的話，就不用在這兒陪我。」 

    「沒有什麼可心煩的。」 

    「不，我是說，如果這事會給您帶來煩惱的話，您就不用待在這裡了。」我以為他有點兒神志不清了，十一點按醫囑

給他吃完藥，我便出去了。 

 

     戶外有些寒冷，天空中下著雨加雪，飄灑在地面，形成一層薄冰，那光禿禿的樹木、灌木叢、修剪過的樹枝、草坪

和空地，似乎都被籠罩在寒冰裡。我牽著小愛爾蘭塞特犬出門，沿著大路和結了冰的小溪往前走，可是，要在光溜溜的

冰面上站立和行走，真是有點困難。紅毛犬連跌帶滑，一路趔趄，我也重重地摔了兩跤，獵槍都被甩了出去，在冰面上

滑出去老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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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鵪鶉躲在懸著樹枝的高高的堤岸下，被我們驚飛了，我立刻舉槍擊落兩隻。有幾隻仍然棲息在樹上，其他大部

分都鑽進了灌木叢。要想把它們趕出來，你得在生長著灌木叢的土地上跳幾下。結果，你在這些又滑又有彈性的樹枝上

搖搖晃晃，還沒站穩時，它們又飛了出來，你很難瞄準。我擊落了兩隻，放跑了五隻。不過，我在動身返程時，在離家

不遠的地方發現了一群鶴鶉，不禁竊竊自喜，還剩下許多，改日再來尋覓獵捕。 

 

    回到家，家裡人告訴我孩子不讓任何人進他的房間。 

    「你們不能進來，」他說，「千萬不要被我傳染。」 

    我走到他身邊，發現他還保持著我離開時的姿勢。他面色蒼白，但兩頰燒得通紅，眼睛依舊一動不動地盯著床腳。 

    我測了他的體溫。 

    「多少？」 

    「一百來度吧。」我說。其實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剛才是一百零二度。」他說。 

    「誰說的？」 

    「醫生。」 

    「你的體溫沒問題，」我說，「沒什麼好擔心的。」 

    「我不擔心，」他說，「可是我忍不住。」 

    「不要想。」我說，「放鬆點兒。」 

    「我挺放鬆的。」他說著，眼睛直直地盯著前方。顯然，他在極力克制自己。 

    「喝點水，把藥吃了。」 

    「您覺得這有用嗎？」 

    「當然有用了。」 

 

    我坐下來，打開《海盜故事》，讀給他聽，但看得出來，他根本沒興趣。於是我停了下來。 

    「我大概什麼時候會死？」他問道。 

    「什麼？」 

    「我還能活多久？」 

    「你不會死。你這是怎麼了？」 

    「哦，不，我會死的。我聽到他說一百零二度。」 

    「人發燒到一百零二度是不會死的，你真是在說傻話。」 

    「我知道會的。在法國上學的時候，同學們告訴我，發燒到四十度就活不了了。我已經一百零二度了。」 

     原來自早上九點起，整整一天時間，他都在等死。 

    「你這可憐的寶貝兒，」我說，「哦，可憐的傻寶貝兒，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問題。你不會死的。那種溫度計不一樣。

用那種溫度計測，三十七度 

       是正常體溫。而用這種溫度計測，正常體溫是九十八度。」 

    「您肯定？」 

    「十分肯定。」我說，「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換算一樣。你知道，就好像我們車速開到七十英里，該換算成多少公里

一樣。」 

    「哦。」他說。 

     他緊盯著床腳的目光漸漸輕鬆了一些，一直繃著的那股勁兒也終於緩了下來。第二天，他輕鬆極了，為了一點兒無

關緊要的小事兒就大哭大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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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 布 爾 人》 

我五歲的小女兒米妮，整天咭咭呱呱不停嘴。 她出生後只花一年時間，就學會了講話。這以後，

只要沒有睡著，她簡直就沒有一分鐘安靜過。 她母親怎麼罵她，也不能使她少說幾句。可我卻不這

樣。假如米妮沉默不語，我就覺得很不自在，時間一長我就難以忍受。因此，米妮與我聊天，總是津

津有味，神采飛揚。 

    一天上午，我正忙著寫一部小說的第十七章。 米妮來了，說：“爸爸，看門人羅摩多亞爾把'烏鴉

'叫'老鴉'。他什麼都不懂，是嗎？” 

我還沒有來得及向她解釋——世界上的語言千差萬別各不相同的時候，她已扯到另一個話題上去了：

“爸爸，你說說，博拉講天上有隻大象，它鼻子一噴水，天就下雨了！你看，她怎麼能這樣胡說八道

呢？她就會嘮叨，白天黑夜地嘮叨！” 

    她不等我思索片刻發表意見，又突然問道：“爸爸，媽媽是你的什麼人？” 

我默想——她是我親愛的……但對米妮卻搪塞道：“米妮，去跟博拉玩吧！我正忙著呢！” 

米妮沒有走，就在桌邊我的腳旁坐下來了。手不停地敲著膝蓋，小嘴像說繞口令似地念念有詞，自個

兒玩了起來。在我小說的第十七章裡，主人公羅塔普·辛格，在漆黑的夜晚，正抱著女主人公卡喬瑪

拉，從監獄很高的窗戶縱身跳到下面的河水里！ 

    我的房間面向街道。忽然，米妮不玩了，跑到窗前叫了起來：“喀布爾人，啊，喀布爾人！” 

街上一個高個兒喀布爾人，拖著疲憊的腳步經過這裡。他穿著污穢寬大的衣服，頭纏高高的頭巾，肩

上扛著一個大口袋，手裡拿著幾盒葡萄乾。我的寶貝女兒看到他後，很難說有什麼想法，但她開始大

聲地叫喚他。我想，這扛大口袋的又是一個災難，我小說的第十七章再也寫不完了！ 

    的叫喚，喀布爾人微笑地轉過身，朝我們家走來。米妮看到這情景，急忙跑到里屋，躲藏得無影

無踪。她可能有一個稀里糊塗的想法——那大口袋裡藏著幾個和她一樣活蹦亂跳的小孩。 

    喀布爾人走到我跟前，面帶笑容地和我打招呼。我心想，儘管小說主人公普羅塔普·辛格和卡喬

瑪拉的情況，是那樣的緊急，但是，既然把小販叫到家裡來了，不買點什麼總是說不過去的！ 

    買了點東西，就開始聊了起來。我們從阿卜杜勒·拉赫曼①、俄羅斯人、英國人一直扯到保衛邊

界的政策。他動身要走的時候，問道：“先生，你那小姑娘哪裡去了？” 

 

①阿卜杜勒·拉赫曼是 19 世紀末葉阿富汗的國王。 

    我設法打消米妮毫無根據的恐懼，把她從里屋領了出來。米妮靠著我，以疑惑的眼光，看著喀布

爾人和他的大口袋。小販從袋子裡掏出一些葡萄杏子等乾果，遞給米妮。但她什麼也沒要。反而倍加

疑心，更加緊緊地挨著我。 他們首次會面就是這樣的！ 

    幾天之後的一個上午，我剛要出門，忽然看到我女兒坐在門口的長凳上，正和坐在她腳邊的喀布

爾人滔滔不絕地說話。那小販滿臉堆笑地聽著，間或也用蹩腳的孟加拉語發表點自己的想法。除了爸

爸之外，在米妮五年的生活經歷中，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耐心的聽眾。我還看到，她那小紗麗的衣

角上堆滿了杏子和葡萄乾。我對喀布爾人說：“你給她這許多東西幹什麼？請不要再給了。” 

    說著，我從口袋裡掏出一枚半盧比的硬幣，交給了小販。 

    他心不在焉地接過錢來，丟進了口袋。 

    回家後，我發現，那枚硬幣引起了比它價值多一倍的麻煩！ 

    米妮的媽媽拿著銀白鋥亮、圓溜溜的硬幣，以責備的口氣，不斷追問米妮：“這硬幣你是從哪裡

弄來的？” 

     “喀布爾人給我的！”米妮回答說。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1e6PcqQovOzHIz3IIaeLpmCJTshFG3Pku3pfKJtUWCTh9ssyDK1SDlnhDg47fRGLxIC1WNLHU2MljwrjhG0RrIyExmB9N/6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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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能要喀布爾人的錢呢？” 

     “我沒有要，是他自己主動給我的。”米妮差一點要哭出來了。 

     正好我回來了，才把米妮從面臨的災難中解救出來。 

     後來才知道，米妮和喀布爾人已不是第二次見面了。 小販每次來，總是用杏子等乾果來賄賂米

妮那小小的貪婪的心。  

     他取得了米妮的信任。 

     我看到，這兩個朋友常常做一些有趣的遊戲。 或者講些開心的笑話。比如有一次，我女兒一見

到羅赫莫特，就笑嘻嘻地問道：“喀布爾人，啊！喀布爾人！你大口袋裡裝的是什麼呀？” 

     羅赫莫特鼻音很重地笑著回答說：“裡面裝了一隻大象。” 

     即使小販口袋裡有一隻象，這本來也沒有什麼好笑的。可是，別小看這類並不算聰明的俏皮話，

卻使他們倆感到非常開心和愜意。秋天的早晨，當聽到這兩個孩子——一個成年的和另一個未成年

的——天真無邪的笑聲時，我也感到由衷的喜悅。 

     他們之間還有一類話題。 羅赫莫特問米妮：“小人兒，你什麼時候到你公公家裡去？” 

     孟加拉家庭的姑娘，一般早就知道公公家是怎麼回事。但是，我們有點新派作風，還沒有跟孩

子講過“公公家”這類事情。因此，米妮對羅赫莫特的問題，有些莫名其妙。不過，米妮的性格是不允

許她默不作答的。於是，她機靈地反問道： 

      “你去公公家裡嗎？” 

     羅赫莫特對著想像中的“公公”揮起了粗壯的拳頭說： 

      “我要揍公公①！” 

 

①“公公”和“公公家”，除了其直接含義外，在下層人家有時暗指警察和監獄，因監獄裡不用花錢，也有飯吃。 

     米妮想到，她並不知曉的公公將要挨揍，處於尷尬境地時，不禁放聲大笑起來了。 
     正值秋高氣爽。在古代，這是帝王東征西討的大好時光。我從來不離開加爾各答，哪兒也不去。

但我的心靈，卻周遊世界各地。我是我那房屋一角的永久居民。可是，我的心對外部世界總還是興致

勃勃的。聽到一個外國名詞，我們的心就飛到了那個國度。彷彿見到了那裡的人民，見到了那裡的江

河山岳。那裡叢林中的茅舍景像從我心底油然而生，想像到他們歡樂自由的生活。 

     我習慣於植物似的固定生活。一提到要離開我那屋角外出旅行，簡直不亞于晴天霹靂。每當上

午，我坐在書房桌前，與喀布爾人聊天的時候，我的心就在漫遊。喀布爾人操著不純正的孟加拉語，

高聲地給我講述自己的故鄉。我的眼前呈現出一幅異國的畫面：高聳入雲難以攀登的崇山峻嶺，夕陽

給它們染上了一層紅色；馱著貨物的駱駝，在狹窄的山間小徑上緩緩而行；裹著頭巾的商人和旅行者，

有的騎在駱駝上，有的步行，有的手持長矛，有的拿著老式獵槍…… 

     米妮的母親生性極為膽怯。一聽到街上的吵鬧聲，她就以為世上所有的醉漢都懷著什麼不可告

人的目的要擁到我們家裡來。她認為，這個世界到處都充滿了小偷、強盜、醉漢、毒蛇、猛虎、虐疾、

毛蟲、蟑螂和英國士兵。雖然年歲不小了，處世已經這麼多年（當然，也不算太多），但她那恐懼心

理仍未完全消失。 

     她對羅赫莫特這個喀布爾人，也總是疑神疑鬼。她常常提醒我，要注意他的行動。我總是想消

除她的疑惑，一笑了之。可是，她會接二連三地向我提出問題：“難道就從來沒有小孩被拐走過？難

道喀布爾那裡沒有奴隸買賣？對於一個喀布爾壯漢來說，要拐走一個小孩難道完全是荒誕無稽的

嗎？ ” 

     我承認，這種事雖說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平心而論，我卻不太相信。不管我怎麼解釋，我妻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3J5xw9OeCP0cJGQJIMNiqCImOuUl9obIdesUqvhcRz+hXSuwz9b96EragWmZ1jer1XQuxoOXhQsUcyHzEJDzubAG+4Cm4FSU0=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0CstbUKXN600DqtTwUPHpd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MhMZgfTf+uS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3M5Yb0yD4kKeOoODCbanWz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MhMZgfTf+uS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0zLUs54E4Pd7UrP7ADSt3/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MhMZgfTf+uS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0+tb1G/Rx1w9pv5bo1Nr16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MhMZgfTf+uS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3J5xw9OeCP0cJGQJIMNiqCImOuUl9obIdesUqvhcRz+hXSuwz9b96EragWmZ1jer1XQuxoOXhQsUcyHzEJDzubAG+4Cm4FSU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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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就是不聽，始終為小女兒擔憂。儘管如此，我也不能毫無理由地把羅赫莫特拒之門外呀！ 

     每年一月中旬，喀布爾人總要回國一趟。回國前夕，他就忙著挨家挨戶收欠款。不管多忙，他

每天都要抽出時間來看米妮。見此情景，自然會認為他們倆人之間，似乎存在什麼密約。如果他上午

沒有來，傍晚一定會來的。黃昏時，在屋裡牆角處突然發現這個高大的、穿著寬敞衣服、扛著大口袋

的小販，連我也不免要惴惴不安。然而，當看到米妮笑著跑進來，叫著“喀布爾人，啊，喀布爾人”，

以及見到這兩位忘年之交沉浸在往日天真的歡笑之中時，就感到擔心是多餘的了。 

     一天早晨，我坐在小房間裡看校樣。過一兩天喀布爾人就要回國了。天氣很涼，使人有些顫栗。

陽光透過窗戶照到我伸在桌下的腳上，使人感到溫暖和舒適。8 點鐘左右，早出做生意的小販都蒙著

頭，縮著脖子回家了。就在這時候，忽然街上傳來了一陣喧嘩聲。 

     我朝外一看，見羅赫莫特被兩個警察綁著走過來。後面跟著一群看熱鬧的孩子。喀布爾人的衣

服上血跡斑斑。一個警察手裡拿著一把帶血的刀。我走出家門，叫住警察，打聽到底是怎麼回事。 

     在眾說紛紜之中，我從警察和羅赫莫特那裡得知：原來是我們一位街坊鄰居欠了喀布爾人一條

拉姆普爾出產的圍巾錢，但他不認帳，引起一場爭吵，對罵起來。羅赫莫特刺了他一刀。 

     喀布爾人正在盛怒之下，痛罵那個賴帳的鄰居。米妮從屋裡走出來叫著：“喀布爾人，啊，喀布

爾人！” 

     羅赫莫特臉上頓時露出了笑容。今天，他肩上沒有大口袋，自然米妮不能與他談論早就習已為

常的，口袋裡裝像之類的話題。於是米妮問道：“你去公公家裡？” 

     喀布爾人笑了笑，說：“是的，我正要到那裡去！” 

     看到自己的回答沒有使孩子發笑，他便舉起了被銬著的雙手，說：“要不然，我會揍公公的。可

手被銬住了，有什麼辦法呢！” 

     由於造成致命傷害，羅赫莫特被判處幾年徒刑。 

     他被人忘卻了！我們仍在原來的房間裡坐著，做著原來的事情。時間一天一天地流逝，我們卻

想不起那個曾是自由的，而現在在監獄裡度日如年的喀布爾山民了。 

     活潑的米妮，交了一些新朋友，完全忘記了那位老朋友。我作為她的父親，也不得不承認，她

這種交新忘舊的行為是十分令人羞愧的。後來，她日漸長大，再也不跟男孩子玩耍，只與女朋友在一

起。甚至在我的書房裡，也很難見到她。我和她也疏遠了。 

     轉眼幾年過去了，又是一個風和日麗的秋天。我家米妮已定好了婚期。婚禮將在杜爾伽大祭節

舉行。當杜爾伽回到凱拉斯聖山去的時候，我家的寶貝也要到她丈夫家裡去了，這將使父親感到天昏

地暗。 

     早晨，朝霞滿天。雨後的秋日，清新的陽光宛如純金一樣地斑駁燦爛。連加爾各答小巷裡鱗次

櫛比的破舊磚房，也被這霞光抹上了一層奇妙的色彩。 

     今天，天剛破曉，我們家就吹奏起歡慶的嗩吶。這聲音，彷彿是從我的胸膛裡、我的骨髓裡，

迸發出來的嗚咽哭泣。悲傷的曲調把我的離愁別恨和秋日的明媚陽光揉搓在一起，傳送到遠方。今天，

我的米妮要出嫁了。 

     從清晨起，我們家就熙熙攘攘，忙忙碌碌。院子裡搭起了席棚。房間和走廊裡的吊燈叮噹作響，

歡聲笑語此起彼伏。 

     我坐在書房裡查看帳目，羅赫莫特走進來向我問好。 

     起初，我沒有認出他來。他沒有帶大口袋，沒有留長發，他的身體也失去了從前的虎虎生氣。

最後，看到他在微笑，我才認出他來。我說：“羅赫莫特，什麼時候來的？有什麼事？” 

      “昨天晚上，”他說，“我出獄了。”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3J5xw9OeCP0cJGQJIMNiqCImOuUl9obIdesUqvhcRz+hXSuwz9b96EragWmZ1jer1XQuxoOXhQsUcyHzEJDzubAG+4Cm4FSU0=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3J5xw9OeCP0cJGQJIMNiqCImOuUl9obIdesUqvhcRz+hXSuwz9b96EragWmZ1jer1XQuxoOXhQsUcyHzEJDzubAG+4Cm4FSU0=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3J5xw9OeCP0cJGQJIMNiqCImOuUl9obIdesUqvhcRz+hXSuwz9b96EragWmZ1jer1XQuxoOXhQsUcyHzEJDzubAG+4Cm4FSU0=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3J5xw9OeCP0cJGQJIMNiqCImOuUl9obIdesUqvhcRz+hXSuwz9b96EragWmZ1jer1XQuxoOXhQsUcyHzEJDzubAG+4Cm4FSU0=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3J5xw9OeCP0cJGQJIMNiqCImOuUl9obIdesUqvhcRz+hXSuwz9b96EragWmZ1jer1XQuxoOXhQsUcyHzEJDzubAG+4Cm4FSU0=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3J5xw9OeCP0cJGQJIMNiqCImOuUl9obIdesUqvhcRz+hXSuwz9b96EragWmZ1jer1XQuxoOXhQsUcyHzEJDzubAG+4Cm4FSU0=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3J5xw9OeCP0cJGQJIMNiqCImOuUl9obIdesUqvhcRz+hXSuwz9b96EragWmZ1jer1XQuxoOXhQsUcyHzEJDzubAG+4Cm4FSU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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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話聽起來很刺耳。我從來沒有這麼清楚地見過傷害自己同胞的兇手。看到他，我的心都緊縮

了。我希望，在今天這個喜慶的日子裡，他趕快離開這兒，就萬事如意了。我便對他說：“今天我們

家裡有事，我也很忙，你走吧！” 

     他一聽這話，立即起身就走。走到門口，他遲疑不決地說：“我可不可以再與小人兒見一面？” 

他相信米妮可能還是從前那個樣子。他想米妮大概又會像從前那樣叫著“喀布爾人，啊，喀布爾人”跑

進來；他們之間仍然會像往日那樣，天真爛漫地談笑風生。不是嗎！他為了紀念過去的友誼，還專門

帶了一串葡萄和一小紙包乾果呢！這些東西顯然是從同鄉那裡要來的——他自己的大口袋早就沒有

了啊！ 

      “今天家裡有事，”我說，“你什麼人也見不著。” 

他流露出失望的神情，呆站了一會。他以冷漠的眼光又看了我一下，說了聲“先生再見”，就朝門外走

去。 

     我覺得有些抱歉，正想叫他回來。這時，只見他自己轉過身來，走到我跟前說：“這葡萄和一點

乾果是專給小人兒帶來的，請你交給她吧！” 

     我接了下來，正要給錢時，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說：“您是很仁慈的，我一輩子也忘不了。請別給

我錢！先生，在家鄉，我也有一個像你女兒一樣的閨女。我一想起她，就帶點果子給你的女兒。到你

們家來，我不是為了做買賣賺錢的。” 

     說到這裡，他把手伸到寬大的衣服裡，從胸脯什麼地方掏出一張又小又髒的紙來。他小心翼翼

地把紙打開，在我書桌上用雙手把它抹平。 

     我看到，紙上有一個小小的手印。它不是一張照片，也不是一張圖像。小手上的髒跡還清晰可

辨地印在紙上。 羅赫莫特每年來加爾各答街上做買賣，總是把回憶女兒的印跡裝在心窩裡。這樣，

他彷彿感到有一雙溫柔的小手，在撫摩著他那被離愁折磨著的心。 

     凝視著手印，淚水模糊了我的視線。我忘了他是喀布爾小販，而我是孟加拉貴族。我只是想：

他也和我一樣——我是父親，他也是父親！他那山區家鄉的小帕爾博蒂的手印，使我想起了米妮。我

立刻派人把她從里屋叫來。里屋很多人都反對這樣做，但我不聽他們的。米妮出來了。她穿著鮮豔的

紅綢衣服，額頭上點著檀香痣，打扮成新娘子的米妮，含羞靦腆地站在我面前。 

     喀布爾人見到米妮很驚訝。他們再也不能進行往日那種愉快的交談了。他終於笑著說：“小人兒，

你就要到公公家裡去了？” 

     米妮現在已懂得了“公公家”的含義。她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回答了。聽到羅赫莫特的問話，羞得

滿臉通紅。她轉過身去站在那裡。我想起了米妮和喀布爾人第一次見面的情景，我的心有些隱隱作痛。 

     米妮走了。羅赫莫特深深地嘆了口氣，就在地上坐了下來。他突然感到，他的女兒在這漫長的

歲月裡，也該長得這麼大了。 需要和她進行新的交談，新的結識。她也不會是往日的模樣了！已經 8

年了！這期間，誰知道發生了什麼變故沒有？在秋日和煦的陽光裡，嗩吶吹奏起來了。羅赫莫特坐在

加爾各答的一條巷子裡，冥想著阿富汗的光禿禿的群山。 

     我拿出一張支票遞給他，說：“羅赫莫特，你回家去吧！回到自己女兒身邊去！願你們父女重逢

的歡樂，給我米妮帶來幸福！” 

     由於送了這份禮物，婚禮的場面不得不有所縮減。不能像原來設想的那樣點電燈，請樂隊。家

裡的女眷們都很不滿。 

     但是，我卻感到，幸福的光芒使這喜慶的節日格外生輝！ 

（1892 年 11 月）黃志坤譯 

 



7 
 

《三個問題》 

從前有個叫尼可萊的男孩。有時候，他不太確實知道做事正確的方法。 

「我想做個好人，」他告訴他的朋友。「但我常常不知道做好人的最好方法。」 

尼可萊的朋友都瞭解，他們想幫他的忙。 

「只要我能找到我的三個問題的答案，」尼可萊繼續說：「我就會永遠知道該做些什麼。」 

什麼時候是做事最好的時機？ 

誰是最重要的人？ 

什麼是應該做的正確事情？ 

尼可萊的朋友思考他的第一個問題。 

蒼鷺宋雅說話了。「想知道做事的最佳時機，必須事先計畫。」她說。 

一直在一些葉子中翻搜著，想找些好吃的東西來吃的猴子果戈裡說：「如果你留心觀察，仔細注

意，你會知道什麼時候做事最好。」 

正在小睡的狗兒普希金翻了身，說：「你自己無法注意到每樣東西。你需要一群獵犬守衛著，並

且幫你決定什麼時候做事。例如，果戈裡，有個椰子要掉到你腦袋上了！」 

尼可萊想了一陣子，然後問他的第二個問題：「誰是最重要的人？」 

「那些距離天堂最近的人。」宋雅說，盤旋飛行登空。 

「那些懂得如何治好病患的人。」果戈裡說，一面撫摸著碰傷的頭。 

「那些制定法則的人。」普希金咆哮著。 

尼可萊又想了一陣子，然後他問第三個問題：「什麼是該做的正確事情？」 

「飛行。」宋雅說。 

「始終玩得開心。」果戈裡大笑說。 

「打架。」普希金立刻吠著玩。 

然後這男孩想了好一陣子。他愛他的朋友。他知道，他們都盡力而為，幫他找他的問題的答案。

但他們的答案看起來似乎不太正確。 

他突然想起一個主意。我知道了！他想。我要去問烏龜李奧。他已經活了好長一段時間，他一定

知道我在找的答案。 

尼可萊徒步登高，走入這只年長烏龜自己一個人住的山裡。 

尼可萊到達時，他發現李奧正在挖花園的土，烏龜年紀不小，對他來說，挖土是很辛苦的。 

「我有三個問題來請您幫忙，」尼可萊說。「什麼時候是做事最好的時機？誰是最重要的人？什

麼是該做的正確事情？」 

李奧仔細的聽著，但他只是微笑。然後他繼續挖土。 

「你一定累了！」尼可萊最後說。「我來幫你。」烏龜把鏟子交給他，並謝謝他。 

由於年輕孩子挖土比年長烏龜輕鬆，尼可萊便繼續挖著，直到每排都挖好了。 

但是他做完工作時，風狂吹著，雨從變暗的烏雲突然來襲。他們朝著茅屋走去，尋找避風雨處時，

尼可萊突然聽到求救聲。他跑下小路，發現一隻熊貓的腿被棵倒下的樹壓傷了。尼可萊小心翼翼的帶

著她進了李奧的屋裡，用根竹子幫她的腿弄了塊夾板。暴風雨肆虐著，猛撞門窗。 

熊貓醒過來。 

「我在哪兒？」她說。「我孩子在哪兒？」 

男孩跑出茅屋，沿小路而下。暴風雨的咆哮聲震耳欲聾。他頂著狂風暴雨，遠遠的跑進樹林裡。

他在那兒找到正在地上受凍顫抖的熊貓孩子。小熊貓既濕又怕，但還是活著。尼可萊帶她進屋，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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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暖、弄幹，然後把她放在媽媽手臂裡。 

李奧看到這孩子所做的事，面露微笑。 

第二天早上，陽光柔和，眾鳥齊鳴，世界一切美好。熊貓的腿恢復神速，她謝謝尼可萊從暴雨中

救出她和孩子。 

這時，宋雅、果戈裡和普希金都趕過來，想確定人人都平安無事。 

尼可萊內心非常平靜。他有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救了熊貓母女。但他也感到失望。他依然沒找到他三

個問題的答案，所以他再問李奧一次。 

年長的烏龜看著這位男孩。 

「但你的問題都有答案了！」他說。 

「有嗎？」男孩問著。 

「昨天，如果你沒有留下來幫我挖園子的話，你不會聽到熊貓在暴風雨中的求救聲。因此，最重

要的時刻就是你在挖園子的時間，那時最重要的人是我，最重要該做的事是幫我整理園子。 

「後來，你找到受傷的熊貓時，最重要的時刻是你花在療治她的腿和救她孩子的時間。最重要的

人是熊貓和她的孩子。最重要的事是照顧她們，讓她們平安。 

「記住，重要的時刻只有一個，那個時刻就是現在，最重要的人永遠是和你在一起的人。最重要

的事是替身邊的人做好事。親愛的孩子，這些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和事的答案。 

「這就是我們活在這世界的原因。」 

 

 《尼可萊的三個問題》 

故事摘要 

尼可萊希望成為一個好人，但是一直不知道如何做到，他相信只要讓他找到三個問題的答案，他

就會知道該怎麼做了：什麼時候是做事的最佳時機？什麼人是最重要的人？什麼事是最應該做的事？ 

尼可萊有三個好朋友，他們瞭解他，也很想幫助他，所以他們很努力的回答尼可萊的三個問題，

尼可萊喜歡他的朋友，他知道，他們都在盡力幫他找出問題的答案，只是他們的答案似乎有些不太對。 

於是，尼可萊前往深山，請教烏龜李奧，因為他在世上已經活了很多很多年了。李奧沒有回答，

只是微笑著翻整他的菜園。李奧年紀大了，這項工作對他很辛苦，因此尼可萊幫助他。工作完畢，突

然吹起暴風雨，尼可萊又冒著風雨救了熊貓媽媽和她的孩子。李奧看著男孩的所作所為，露出了微笑。

原來，小男孩自己就是所有答案的關鍵。 

重要的時刻只有一個，那就是當下，最重要的人通常就是你身邊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幫助他們

的事。這就是三個問題的答案，也是人出生在這個世界上的原因。 

 

WHAT：尼可萊的三個問題是什麼？ 

答：什麼時候是做事的最佳時機？什麼人是最重要的人？什麼事是最應該做的事？  

WHY：尼可萊為什麼想知道這三個問題的答案？ 

答：他希望能掌握做事的方法，成為一個好人。 

WHO：尼可萊曾經向誰請教過這三個問題？ 

答：蒼鷺宋雅、猴子果戈裡、狗兒普希金、烏龜李奧 

WHERE：尼可萊最後到哪裡去找這三個問題的答案？ 

答：深山裡，李奧的家。 

HOW：尼可萊是如何找到這三個問題的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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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靠自己的行為：善良、勇敢、具同情心，再加上李奧的智慧。 

WHEN：尼可萊是什麼時候知道這三個問題的答案的？ 

答：暴風雨過後。李奧點醒他，說答案已經在他身上，並解釋給他聽。 

 

選擇題 

1.（）如何才能知道什麼時候是做事的最佳時機？事先計畫細心的觀察、留意夥伴們彼此互

相幫助把握當下 

2.（）什麼人是最重要的人？懂得治病的人制定法則的人身邊的人最接近天堂的人 

3.（）什麼事是最應該做的事？打架幫助別人時時刻刻快快樂樂飛行 

4.（）尼可萊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並沒有發生哪件事情？挖掘菜圃照顧熊貓媽媽和她的孩子

和朋友吵架暴風雨 

5.（）李奧為什麼對尼可萊的所作所為微笑？從尼可萊身上看到答案尼可萊勇敢，有同情心

尼可萊能幫助別人以上皆是 

6.（）什麼是人來到世間的原因？把握當下重視身邊的人互相幫助以上皆是 

 

問答題 

1. 《尼可萊的三個問題》繪本中，紅色小風箏代表什麼涵義？如果是你，你想畫什麼？為什麼？ 

答：自由回答。我認為，風箏象徵尼可萊的心事，也就是那三個問題，一直隨身跟著他，時時刻

刻提醒他。 

2. 《尼可萊的三個問題》繪本中，繪者用了哪些動物來擔任故事的角色？你喜歡繪者的設計嗎？如

果是你，你會怎麼設計？ 

答：自由回答。可參考書末「作者的話」關於本書動物的取名和藍本的說明。 

3. 《尼可萊的三個問題》是從托爾斯泰的《三個問題》改寫的。你讀過托爾斯泰的原作品嗎？跟這

個故事有哪些不一樣？你喜歡哪一種？為什麼？ 

答：自由回答。可參考書末「作者的話」，原來的短篇主角是沙皇，冒險的經過也不一樣，他是無

意間救了一位原本企圖傷害他的人，卻反而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4. 關於尼可萊的三個問題，你同意李奧的答案嗎？你有沒有更好的答案？     答：自由回答 

5. 尼可萊認為，只要找到三個問題的答案，他就可以成為好人。其它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成

為好人？     答：自由回答 

6. 找找看：《尼可萊的三個問題》繪本中有幾個跨頁的圖畫？跨頁的圖畫有什麼效果？ 

答：七個。表現大場面或大張力的構圖，激起讀者視覺的震撼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