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年來無保留的付出，黃月英
抱著兒子「友友」，酸甜苦

辣的養兒之路，只有她自己

最知。 

無法長大的病兒

「別人可以等孩子長大再去做自己喜

歡的事；但是，你已經不可能了，快點把

握時間吧！」月英怔征地望著從自家陽台

下，日夜不停奔流的溪水，淙淙的水聲伴

著先生的話語一直迴旋在耳畔。

低頭望著「友友」─一個無法長大

成人的兒子，當同齡的男孩子穿著背心短

褲，滿頭大汗在操場奔逐時，她的友友至

今仍軟綿綿地躺在自己的懷抱裡。雖說作

為一個母親最幸福的時光，就是抱著自己

的寧馨兒，輕唱搖籃曲，滿足凝視孩子甜

睡的模樣；只是這短暫的幸福在孩子呱呱

落地不久之後就粉碎了。她發現3個月大的

友友連撐起頸部的力量也沒有，身體軟趴

趴就像一團「麻糬」，憂心如焚的夫妻倆

抱著兒子四處求醫，有時遠路跋涉苦等多

時，卻換來所謂名醫的無情推諉，當他們

夫妻聽到這位醫生說：「你這小孩就算送

到美國也醫不了。」殘酷冰冷的言詞如晴

天霹靂，毫不留情的重擊令人欲哭無淚，

藥石無效，那上蒼呢？夫妻倆仰望蒼天，

噙著淚自責「對不起！小友友，原諒媽媽

把你生壞了。」為何原本充滿期待的新生

命，竟然會這麼快就墜入絕望的深淵呢？

女性本弱，為母則強，任何一個母親

都不可能坐視自己的親生骨肉受苦，月英

當然不死心，即使只有一線希望，天涯海

角也要去追尋。台語俗諺說：「先生緣，

主人福」，好不容易遇到一位醫病雙方溝

通良好的醫生，經過他利用核磁共振，

電腦斷層等精密、用心的診查之後，終於

發現孩子在胚胎時期，因腦部發育不全而

產生的疾病「平腦症」。一般正常的腦部

都有縐摺腦溝，平腦症的孩子因為腦部皮

質細胞及腦溝發育異常而導致智能、情

感、記憶能力受損，更令他們夫妻驚恐、

束手無策的是幾乎天天發作的癲癇症，以

及深夜尖聲啼哭不止的狀況，為了怕吵到

鄰居，夫妻倆只好載著小孩，三更半夜在

大街小巷繞來繞去，直到孩子哭累昏睡為

止。面對如此強大的壓力，這對新手父

母僅能信靠的，唯有當時的小兒腦神經科

主治醫師的一句話，他說：「在家是你們

操心；來到醫院就把煩惱交給我。」這種

病只能採取針對症狀作支持性的治療，醫

生開了一種滴劑，滴下15c.c孩子就安靜

不哭，至於癲癇發作就只能按時服藥控制

了，這對徬徨無助的年輕父母總算找到了

些許救贖。

以醫院為家的生活

「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安慰

別人容易，一旦是自己遭遇困境，要走過

這3個階段仍是歷盡煎熬。此後經常出入醫

院，以醫院為家的生活就成了月英夫婦的

■ 文、攝影／謝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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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模式，月英為了照顧病兒，無法外出

工作，家裡的經濟來源來自在中學教書的

先生。先生上班時，不會開車的月英總是

把孩子從3樓的住家背下來，再用乳母車

推友友外出去坐公車或搭計程車到醫院。

一開始，偶有異樣眼光，令人覺得有點難

堪，一時不知道該如何解釋小孩的病況，

以往鄉里之間總是對一些畸形或罕見疾病

患者，投以異樣眼光或無知的言詞，對這

些反應，長年以來他們夫妻早已克服了。

不管是散步或看病，月英幾乎天天跟

不會說話，甚至無法自己坐著的友友黏在

一起，情況好的時候用手撐起自己坐個幾

秒鐘就令月英雀躍不已，醫學研究報告說

得這種病的孩子很最多活不過12歲，月英

雖然不感謝老天爺賜給這樣的禮物，卻日

日如母鳥餵哺雛鳥般，將親自調製的食物

耐心餵入吃一口就嗆一次的友友口中。除

了無法替他承受打針吃藥，癲癇發作，肉

體折磨的苦，月英夫妻心理上的煎熬實在不

亞於孩子所受的罪。越過了無數次生死交

關的錐心痛楚，14年過去，友友身高才128

公分，體重也僅有20幾公斤，外表只有7、

8歲孩童的模樣，近年來除了痛苦扭曲的表

情之外，連笑容也因為用藥過多而逐漸喪失

了，更別奢望何時可以聽見愛兒開口叫一聲

媽媽了。縱使在這麼糟的情況下，他們只有

換一個角度來想，如果這是上天的試煉，他

們都沒有向老天爺豎白旗。

畫夢浮沉

1965年出生於宜蘭員山鄉的黃月英，

從生長到受教育皆在宜蘭，直到1995年結

婚之後才離開故鄉，隨著先生定居基隆。

1997年端午節生下友友之後，平靜生活

完全被打亂，日日夜夜被孩子的病糾纏得

絲毫沒有自己的時間與空間，再堅強的人

也會有軟弱的時候，青春歲月就像窗前的

溪水，不捨晝夜地流逝，如今友友勉強存

活下來，反觀自己的生命地圖卻是一片空

白，難道這一輩子除了照顧病兒就無法成

就其他的事情嗎？「不，我還有未竟的夢

想呢！心中尚有一株未萌的苗種，就是我

的繪畫夢」，月英微微透露了這一層深藏

的心事，立刻得到先生的支持，他認為自

己有責任幫助妻子找到生命的出口。6年前

得到先生的鼓勵，她逐漸伸展觸角，縱使

不能離開友友2個小時以上，也要積極把握

時間去參觀各種畫展，注意藝文訊息，同

時先生也積極配合分擔照顧友友的任務。

月英除了感激，更覺得自己彷彿充了電一

般，腦袋裝進了許多新訊息，生活不再枯

燥，照顧病兒也更加懷著歡喜之心。2006

年基隆社區大學在暖暖校區開班，渴盼學

畫的夢想終將實現，她欣喜拿起畫筆隨著

周孟德老師開啟了繪畫新體驗。

看似平凡卻懷抱不凡的自我期許，這

樣的學生絕對有別於為了排遣時間，依樣

畫葫蘆就能滿足的學生，為了嘗試各類不

同的技法，陸續跟隨不同的老師學畫，小

小女子似乎想納百川之水，融匯入自己的

心田，這也是她學畫欲與心靈契合的企圖

心。

然而總是知難行易，一下筆，她立刻

發現自己素描基礎不足，要怎麼畫？或畫

什麼？問題重重，面對老師擺出圖片讓學

生臨摹時，卻不甘心照表操課，老師建議

她乾脆去畫無須寫實的抽象作品，她認為

「抽象畫並非天馬行空，即使抽象也該有

基本元素的存在才對」。遇到瓶頸時，心

中的疑惑以及拋出的問題都得不到破解與

回應，當老師修改她的作品時，因無法說

出令人折服的理由，只能默默帶回家再改

回原狀，心裡總覺得老師並沒改出她想要

的效果。

就這樣浮沈畫夢之中，越畫越困惑，

繪畫是自己喜歡的，真正拿起畫筆卻如一

團亂麻，剪不斷理還亂。其實內心急欲追

尋的應該是一套能令他折服的繪畫理論，

直到透過電視繪畫教學上看到畫家龐均

（1936年∼迄今），由衷佩服他不管在

油畫或水彩的深厚功力，尤其對繪畫技巧

精闢的解說，她認真揣摩，反覆練習，居

然也掌握了一些竅門。既然無法當面請

益，就透過電視與大師神交來磨練畫藝，

居然有了不錯的成果，生活有了寄託之後

不再無端惆悵，照顧友友之餘，爭取時間

拿起彩筆認真作畫，忙碌的夾縫中能做自

己喜歡做的事，日子也過得更起勁了。每

當完成一幅畫，她總要和先生討論技巧、

▲ 在工作室中反覆的練習，是黃月英學習繪畫的
方法 

偶而能夠撐起自己的友友，

已是最好的狀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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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散，她將那幅原本以為是告別之作的風景

畫，悄悄地掛在客廳牆上。

  當時陷在癌症驚恐情緒中的月英，

已經無法冷靜運筆，卻無意間走出以往繪

畫理念所知的單純靜物，或處理一般風

景的框架，全憑下意識作畫，雖不經思

考，卻完全流露他對家的依戀。「家」的

意識相當明顯，全畫以暖色調處理，畫刀

的痕跡粗獷，與野獸派畫家杜蘭（Andre 

Derain 1880年~1954年）的畫風很相近。

生命轉彎處的貴人

來自印尼的阿雅很快學會如何照顧友

友，讓手術後的月英可以安心靜養，善良

的月英夫妻將遠渡重洋來幫傭的女孩當作

自家人，「我們一家四口」從兩人口中說

出，那麼自然，好像和阿雅原本就是一家

人似的。

阿雅也像姊姊般的細心呵護友友，她

用空針筒吸一口湯汁灌進友友口中，友友

會張開一雙澄澈的眼睛望著她。肺部積痰

的時候，會乖乖趴在床上享受阿雅有節奏

的拍打，兩人似乎很有默契，月英很慶幸

自己生命的轉彎處總會出現貴人，讓生命

的河水沖走淤積，繼續流淌。

從2007年開始她參加了畫會之後，因

為這個機緣在這裡結識了一些基隆在地繪

畫的同好，其中也有幾位活躍中的畫家，

構圖是否有突破，先生回答她：「畫畫要

像釀酒一樣，需要時間，假以時日必成佳

釀」。

東勢溪畔的家園

正當她決定朝自己最喜歡的繪畫之路

前進之際，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

友友癲癇病發，再度住院，夫婦倆輪流守

護病塌，折騰了1個多月，先生熬不過幾乎

夜夜無眠的壓力，身心嚴重失調，月英只

好將友友送進「安養院」，才得以照顧幾

乎崩潰的先生，可是每次去探視孩子卻又

心如刀割，兩難之際，終於決定請外籍看

護工幫忙，很幸運的老天爺派來像天使一

樣的阿雅，陪著月英越過這段坎坷路。

好不容易才能喘口氣，卻又在一次

身體檢查之後，被告知肺部有一處疑似腫

瘤的陰影，必須接受胸腔手術，頓時，

第一個反應就是「如果我走了，友友怎麼

辦？」，想到最割捨不下的病兒，看見先

生的愁容，不禁反問自己，來到人世間除

了少女時代蘭陽平原上的芳醇歲月，結婚

生子之後就宛如一杯苦汁了。如今面臨惡

疾威脅，唯一能做的就是趁手術之前親手

畫一幅畫留給摯愛的先生。

住家位於暖暖東勢溪的轉彎處，看盡

蜿蜒溪水的深遠全景，走到溪流盡頭的橋

面，回頭遠眺，亮著燈的那扇窗正是一家三

口住了多年的小窩，多麼熟悉的景象啊！

飽受疾病陰影威脅的身心，再驚恐也要振作

起來，月英站在橋上一筆一筆刻畫著溪畔聚

落的家園。完成之後她住進醫院接受切除手

術，誰知病理報告出來，也許是老天垂憐，

那塊陰影竟然是黴菌在肺部作怪，烏雲總算

▲  黃月英在家利用閒暇時間練習繪畫，      
 畫風也越趨成熟。

除了繪畫，陶製品也是

黃月英的興趣。

▲

由家中窗戶望出去的暖暖，有著東勢溪的陪伴及偶

爾探出頭的陽光，稍稍撫慰黃月英心中傷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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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她想討教的對象。她以謙卑的姿態，

用心觀察各家特色，除了讚嘆前輩們的作

品之外，到頭來仍舊遺憾自己的素描基礎

不足，是讓自己畫不出滿意作品的最大因

素，對此而耿耿於懷。有一回，在畫家聚

會中遇到了在美術論述方面著作頗豐，同

時也是知名畫家的李欽賢老師，她曾經讀

過李老師的著作，如今有機會見面，忍不

住將心中的疑惑向老師討教，老師說：

「素描未必是繪畫必經之路，不擅素描，

直接跳出框架束縛，也許可以創出一番新

局面。」聽到這樣的說法，她試著鬆綁自

己，奔放一下吧！

畫我夫我子

接下來要「畫什麼？」，她曾經告訴

過李老師，自己家中有個14歲重度殘障的

兒子，老師建議他朝人物畫的方向去畫，

從最貼近自己，最熟悉的事物，最令自己

有感受的心情去找題材。月英聽了老師的

建議，想到跟自己朝夕相處的先生和孩

子，終於摒除心裡的障礙，放膽向人物畫

挑戰，終於完成一幅感人的油畫作品「最

愛」，以下這段文字是她為這幅畫所下的

註腳：「兩個生命中最愛的人—老公、兒

子，一個生病的兒子，是老天安排的功

課，讓我們過不一樣的生活，雖然醫生說

過他腦部發育只有4個月，沒有學習能力，

更嚴重的是患有頑固型癲癇，每一次的

發作對腦部都是嚴重的傷害。面對這樣一

個生命有太多的不捨跟期盼奇蹟的發生，

和想改變一切的努力所以從小帶著他作復

健、針炙，晚上不睡要2個人輪班帶他，而

這一路走來，感謝老公的不離不棄一路支

持更鼓勵我繼續插花學畫，讓我在壓力下

有一個舒解的方式與寄託，這張畫就是老

公抱著兒子累到睡著的畫面。」 

圖中的背景就是位於基隆暖暖家中的

客廳，這樣的場景，就是她真實生活的呈

現，世間還有什麼作品比這樣的畫面更令

人動容呢？還有一張「友友」 ，孩子有

一頭濃密的黑髮，和細緻的皮膚，除了先

天殘疾之外，這孩子顯然被照顧得無微不

至。另一張是捕捉友友用手把上身撐住幾

秒鐘的坐姿，事實上所有的時間幾乎都是

軟趴趴如同襁褓中的嬰兒讓人抱在懷中。

製作這幾張人物畫的過程中，月英以凝視

的角度，近距離觀察描繪自己的最愛，

「最愛」中滿臉疲憊的丈夫，腦中一片空

白的病兒，14年來無盡的付出，換來發育

遲緩的軀殼，拿著筆的手在顫抖，淚潸潸

地，一筆一筆的勾勒，內心無盡辛酸卻一

寸一寸地釋放，像排毒一樣，心情和腦袋

都輕鬆起來了。

暖暖的陽光

從權充畫室的狹窄陽台站起來，放下

畫筆，點亮了燈火，把躺在乳母車上的友

友抱起來，阿雅準備了的營養粥，友友要

吃晚餐了。他乖乖不抽筋的時候，月英喜

歡一邊陪他一邊做針線活，手做布包或用

穿舊的牛仔褲改成手提包或者各式精巧的

布製小物都是她的拿手絕活，巧手蕙心的

月英不只會畫畫而已，最令熟識親友嘖嘖

稱讚的是她回宜蘭汲取家鄉清冽溪水，親

手醃製的豆腐乳，只要用筷尖戳一點點，

融入口中立即化作無盡甘美，令人想不

透，這身陷俗世磨難的女子如何將苦情昇

華成甘美的豆腐乳？

 寒冷的冬雨綿延不斷，最期盼的是

「暖暖」的陽光快出現，「一家四口」要

一起去梨山旅行，想到青翠的山巒、晴朗

的天空，友友可以呼吸到山林裡新鮮的空

氣，久違的笑顏會再重現嗎？

▲ 一起分擔照顧友友工作的老公，常推著
乳母車帶著兒子出去，這幅先生抱著

兒子坐在客廳睡著的畫面，是黃月英

的「最愛」。

▲ 先生的支持，讓黃月英走出自己的路。

▲ 漂亮且有巧思的裁縫包，展現黃月英多才多
藝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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