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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這可好了！……」 
我想。我感到了像背著很重很重的東西，快要被壓扁了的時候，終於卸了下

來似的那種輕快。 
因為，我來到東京以後，一混就快一個月了，在這將近一個月的中間，我每

天由絕早到深夜，到東京市底一個一個職業介紹所去，還把市內和郊外劃成幾個

區域，走遍各處找尋職業，但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讓我做工的地方。而且，

帶來的二十圓只剩有六圓二十錢了，留給帶著三個弟妹的母親的十圓，已經過了

一個月，也是快要用完了的時候。 
在這樣惴惴不安的時候，而且是從報紙上看到了全國失業者三百萬的消息而

吃驚的時候，偶然在ＸＸ派報所底玻璃窗上看到「募集送報伕」的紙條子，我高

興得差不多要跳起來了。 
「這可找著了立志底機會了。」 
我胸口突突地跳，跑到ＸＸ派報所底門口，推開門，恭恭敬敬地打了個鞠躬。 
「請問……」 
是下午三點鐘。好像晚報剛剛到，滿房子裏都是「咻！咻！」的聲音，在忙

亂地疊著報紙。 
在短的勞動服中間，只有一個像是老闆的男子，頭髮整齊地分開，穿著上等

的西裝，坐在椅子上對著桌子。他把烟捲從嘴上拿到手裡，大模大樣地和烟一起

吐出了一句： 
「什麼事？……」 
「呃……送報伕……」 
我說著就指一指玻璃窗上的紙條子。 
「你……想試一試麼？……」 
老闆底聲音是嚴厲的。我像要被壓住似地，發不出聲音來。 
「是……是的。想請您收留我……」 
「那麼……讀一讀這個規定，同意就馬上來。」 
他指著貼在裡面壁上的用大紙寫的分條的規定。 
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地讀下去的時候，我陡然瞠目地驚住了。 
第三條寫著要保證金十圓，我再讀不下去了，眼睛發暈……。 
過了一會兒回轉頭來的老闆，看我到那種啞然的樣子，問； 
「怎樣？……同意麼？……」 
「是……是的。同意是都同意。只是保證金還差四圓不夠……」 
聽了我底話，老闆從頭到腳地仔細地望了我一會。 
「看到你這付樣子，覺得可憐，不好說不行。那麼，你得要比別人加倍地認



真做事！懂麼？」 
「是！懂了！真是感謝得很。」 
我重新把頭低到他的腳尖那裏，說了謝意。於是把另外鄭重地裝在襯衫口袋

裏面，用別針別著的一張五圓票子和錢包裏面的一圓二十錢拿出來，恭恭敬敬地

送到老闆底面前，再說一遍： 
「真是感謝得很。」 
老闆隨便地把錢塞進抽屜裏面說： 
「進來等著。叫做田中的照應你，要好好地聽話！」 
「是，是。」我低著頭坐下了。從心底裡歡喜，一面想： 
－－不曉得叫做田中的是怎樣一個人？……要是那個穿學生裝的人才好

呢！…… 
 
電燈開了，外面是漆黑的。 
老闆把抽屜都上好了鎖，走了。店子裏面空空洞洞的，一個人也沒有。似乎

老闆另外有房子。 
不久，穿勞動服的回來了一個，回來了兩個，暫時冷清清的房子裡面又騷擾

起來了。我要找那個叫做田中的，馬上找住一個人打聽了。 
「田中君！」那個男人並不回答我，卻向著樓上替我喊了田中。 
「什麼？……，哪個喊？」 
一面回答，從樓上衝下了一個男子，看來似乎不怎麼壞，也穿著學生裝。 
「啊……是田中先生麼？……我是剛剛進店的，主人吩咐我要承您照應……

拜託拜託。」 
我恭敬地鞠一個躬，衷心地說了我底來意，那男子臉紅了，轉向一邊說： 
「呵呵，彼此一樣。」 
大概是沒有受過這樣恭敬的鞠躬，有點承不住罷。 
「那麼……上樓去。」說著就登登地上去了。 
我也跟著他上了樓。說是樓，但並不是普通的樓，站起來就要碰著屋頂。 
到現在為止，我住在本所（東京區名，工人區域）底ＸＸ木賃宿（大多為失

業工人和流浪者的下等宿舍）裏面。有一天晚上，什麼地方底大學生來參觀，穿

過了我們住的地方，一面走過一面都說，「好壞的地方！這樣窄的地方睡著這麼

多的人！」 
然而這個ＸＸ派報所底樓上，比那還要壞十倍。 
席子裡面皮都脫光了，只有草。要睡在草上面，而且是髒得漆黑的。 
也有兩三個人擠在一堆講著話，但大半都鑽在被頭裡面睡著了。看一看，是

三個人蓋一床被，從那邊牆根起，一順地擠著。 
我茫然地望著房子裡面的時候，忽然聽到了哭聲，吃驚了。 
一看，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少年男子在我背後的角落裡哭著，鳴嗚地響著鼻子。



他旁邊的一個男子似乎在低聲地用什麼話安慰他，然而聽不見。我是剛剛來的，

沒有管這樣的事的勇氣，但不安總是不安的。 
——我有了職業正在高興，那個少年為什麼這時候在嗚嗚地哭呢？…… 
結果我自己確定了，那個少年是因為年紀小，想家想得哭了的罷。這樣我自

己就安了心了。 
昏昏之間，八點鐘一敲，電鈴就「令！令！令！」地響了。我又吃了一驚。 
「要睡了，喂。早上要早呢……兩點到三點之間報就到了，那時候大家都得

起來…」 
田中這樣告訴了我。 
一看，先前從那邊牆根排起的人頭，一列一列地多了起來，房子已經擠得滿

滿的。田中拿出了被頭，我和他還有一個叫做佐藤的男子一起睡了。擠得緊緊的，

動都不能動。 
和把瓷器裝在箱子裡面一樣，一點空隙也沒有。不，說是像沙丁魚罐頭還要

恰當些。 
在鄉間，我是在寬地方睡慣了的。鄉間底家雖然壞，但是我底癖氣總是要掃

得乾乾淨淨的。因為我怕跳虱。 
可是，這個派報所卻是跳虱窠，從腳上、腰上、大腿上、肚子上、胸口上一

齊攻擊來了，癢得忍耐不住。本所底木賃宿舍也同樣是跳虱窠，但那裡不像這樣

擠得緊緊的，我還能夠常常起來捉一捉。 
至於這個屋頂裡面，是這樣一動也不能動的沙丁魚罐頭，我除了咬緊牙根忍

耐以外，沒有別的法子。 
但一想到好不容易才找到職業，這一點點……就滿不在乎了。 
「比別人加倍地勞動，加倍地用功罷。」想著我就興奮起來了。因為這興奮

和跳虱底襲擊，九點鐘敲了，十點鐘敲了，都不能夠睡著。 
到再沒有什麼可想的時候，我就數人底腦袋。連我在內二十九個。第二天白

天數一數看，這間房子一共鋪了十二張蓆子，平均每張蓆子要睡兩個半人。 
這樣混呀混的，小便漲起來了。碰巧我是夾在田中和佐藤之間睡著的，要起

來實在難極了。 
想，大家都睡得爛熟的，不好掀起被頭把人家弄醒了。想輕輕地從頭那一面

抽出來，但離開頭一寸遠的地方就排著對面那一排的頭。 
我斜起身子，用手撐住，很謹慎地（大概花了五分鐘罷）想把身子抽出來，

但依然碰到了佐藤君一下，他翻了一個身，幸而沒有把他弄醒…… 
這樣地，起來算是起來了，但是走到樓梯口去又是一件苦事。頭那方面，頭

與頭之間相隔不過一寸，沒有插足的地方。腳比身體佔面積小，算是有一些空隙。

可是，腳都在被頭裡面，哪是腳哪是空隙，卻不容易弄清楚。我仔仔細細地找，

找到可以插足的地方，就走一步，好容易才這樣地走到了樓梯口。中間還踩著了

一個人底腳，吃驚地跳了起來。 



小便回來的時候，我又經驗了一個大的困難。要走到自己的鋪位，那困難和

出來的時候固然沒有兩樣，但走到自己底鋪位一看，被我剛才起來的時候碰了一

下翻了一個身的佐藤君，把我的地方完全佔去了。 
今天才碰在一起，不知道他底性子，不好叫醒他；只好暫時坐在那裡，一點

辦法也沒有。過一會，在不弄醒他的程度之內我略略地推開他底身子，花了半點

鐘好容易才擠開了一個可以放下腰的空處。我趕快在他們放頭的地方斜躺下來。

把兩隻腳塞進被頭裡面，在冷的十二月夜裡累出了汗才弄回了睡覺的地方。 
敲十二點鐘的時候我還睜著眼睛睡不著。 
 
被人狠狠地搖著肩頭，張開眼睛一看，房子裡面騷亂得好像戰場一樣。 
昨晚八點鐘報告睡覺的電鈴又在喧鬧地響著。響聲一止，下面的鐘就敲了兩

下。我似乎沒有睡到兩個鐘頭。腦袋昏昏的，沉重。 
大家都收拾好被頭登登地跑下樓去了。擦著重的眼皮，我也跟著下去了。 
樓下有的人已經在開始疊報紙，有的人用濕手巾擦著臉，有的人用手指洗牙

齒。沒有洗臉盆，也沒有牙粉。不用說，不會有這樣文明的東西，我並且連手巾

都沒有。我用水管子的冷水沖一沖臉，再用袖子擦乾了。接著急忙地跑到疊著報

紙的田中君底旁邊，從他分得了一些報紙，開始學習怎樣疊了。起初的十份有些

不順手，那以後就不比別人遲好多，能夠合著大家的調子疊了。 
「咻！咻！咻！咻！」自己的心情也和著這個調子，非常的明朗，睡眠不夠

的重的腦袋也輕快起來了。 
早疊完了的人，一個走了，兩個走了出去分送去了。我和田中是第三。 
外面，因為兩三天以來積到齊膝蓋那麼深的雪還沒有完全消完，所以雖然是

早上三點以前，但並不怎樣暗。 
冷風颯颯地刺著臉。雖然穿了一件夾衣，三件單衣，一件衛生衣（這是我全

部的衣服）出來，但我卻冷得牙齒閣閣地作響。尤其苦的是，雪正在融化，雪下

面都是冰水，因為一個月以來不停地繼續走路，我底足袋（相當於襪子，但勞動

者多穿上有橡皮底的足餏，就可以走路或工作了）底子差不多滿是窟窿，這比赤

腳走在冰上還要苦。還沒有走幾步，我底腳就凍僵了。 
然而，想到一個月中間為了找職業，走了多少冤枉路，想到帶著三個弟妹走

途無路的母親，想到全國的失業者有三百萬人……這就滿不在乎了。我自己鞭策

我自己，打起精神來走，腳特別用力地踏。 
田中在我底前面，也特別用力地踏，用一種奇怪的步伐走著。每次從雨板塞

進報紙的時候，就告訴了我那家底名字。 
這樣地，我們從這一條路轉到那一條路，穿過小路和橫巷，把二百五十份左

右的報紙完全分送了的時候，天空已經明亮了。 
我們急急地往回家的路上走。肚子空空地隱隱作痛。昨晚上，六圓二十錢完

全被老闆拿去作了保證金，晚飯都沒有吃，昨天底早上，中午——不……這幾天



以來，望著漸漸少下去的錢，覺得惴惴不安，終於沒有吃過一次飽肚子。 
現在一回去就有香的豆汁湯（日本人早飯時喝的一種湯）和飯在等著，馬上

可以吃一個飽——想著，就好像那已經擺在眼前一樣，不禁流起口涎來了。 
「這次一定能夠安心地吃個飽。——這樣一想，腳下底冷，身上底顫抖，肚

子底痛，似乎都忘記了一樣，爽快極了。」 
可是，田中並不把我帶回店子去，卻走進稍稍前面一點的橫巷子，站在那個

角角上的飯店前面。 
昏昏地，我一切都莫名其妙了。我是自己確定了店子方面會供給伙食的。但

現在田中君卻把我帶到了飯店前面。而且，我一文都沒有。…… 
「田中君……」我喊住了正要拿手開門的田中君，說，「田中君……我沒有

錢……昨天所有的六圓二十錢，都交給主人作保證金了。……」 
田中停住了手，呆呆地望了我一會兒，於是像下了決心一樣。 
「那麼……進去罷。我墊給你……」拿手把門推開，催我進去。 
我底勇氣不曉得消失到什麼地方去了。…… 
好容易以為能夠安心地吃飽肚子，卻又是這樣的結果。我悲哀了。 
「但是，這樣地勞動著，請他墊了一定能夠還他的。」這樣一想才勉強打起

了精神。吃了一個半飽。 
「喂……夠麼？……不要緊的，吃飽呵……」 
田中是比我想像的還要溫和的懂事的男子，看見我這樣大的身體，還沒有吃

他底一半多就放下了筷子，這樣地鼓勵我。 
但我覺得對不起他，再也吃不下去了，雖然肚子還是餓的。 
「已經夠了。謝謝你。」說著我把眼睛望著旁邊。 
因為，望著他就覺得抱歉，害羞得很。 
似乎同事們都到這裡來吃飯。現在有幾個人在吃，也有吃完了走出去的，也

有接著進來的。——許多的面孔似乎見過。 
田中君付了賬以後，我跟他走了出來。他吃了十二錢，我吃了八錢。 
出來以後，我想再謝謝他，走近他底身邊，但看到他底那種態度（一點都不

傲慢，但不喜歡被別人道謝，所以顯得很不安）我就不作響了。他也不作聲地走

著。 
回到店子裡走上樓一看，早的人已經回來了七八個。有的到學校去，有的在

看書，有的在談話，還有兩三個人攤出被頭來鑽進去睡了。 
看到別人上學校去，我恨不得很快地也能夠那樣。但一想到發工錢為止的飯

錢，我就悶氣起來了。不能總是請田中君代墊的。聽說田中君也在上學，一定沒

有多餘的錢，能為我墊出多少是疑問。 
我這樣地煩悶地想著，靠在壁上坐著，從窗子望著大路，預備好了到學校去

的田中君，把一隻五十錢的角子夾在兩個指頭中間，對我說： 
「這借給你，拿著吃午飯罷。明後日再想法子。」 



我不能推辭，但也沒有馬上拿出手來的勇氣。我凝視著那角子說： 
「不……要緊？」 
「不要緊。拿著罷。」他把那銀角子擺我在膝頭上，登登地跑下樓去了。 
我趕快把那拿起來，捏得緊緊地，又把眼睛朝向了窗外。 
對於田中君底親切，我幾乎感激得流出淚來了。 
「生活有了辦法，得好好地謝一謝他。」 
我這樣地想了。忽然又聽到了「嗚嗚！」的哭聲，吃驚地回過了頭來，還是

昨晚上哭的那個十四五歲的少年。 
他戀戀不捨似地打著包袱，依然「嗚嗚！」地縮著鼻子，走下樓梯去了。 
「大概是想家罷。」我和昨晚上一樣地這樣決定了，再把臉朝向窗外。過不

一會，我看見了他向大路底那一頭走去，漸漸地小了，時時回轉頭來的他底後影。 
不知怎地，我悲哀起來了。 
那天送晚報的時侯，我又跟著田中君走。從第二天早上起，我抱著報紙分送，

田中跟在我後面，錯了的時候就提醒我。 
這一天非常冷。路上的水都凍了，滑得很，穿著沒有底的足袋的我，更加吃

不消。手不能和昨天一樣總是放在懷裡，凍僵了。從雨板送進報去都很困難。 
雖然如此，我半點鐘都沒有遲地把報送完了。 
「你的腦筋真好！僅僅跟著走兩趟，二百五十個地方差不多沒有錯。……」 
在回家的路上，田中君這樣地誇獎了我，我自己也覺得做的很得手。被提醒

的只有兩三次在交叉路口上稍稍弄不清的時候。 
那一天恰好是星期天，田中沒有課。吃了早飯，他約我去推銷訂戶，我們一

起出去了。我們兩個成了好朋友，一面走一面說著種種的事情。我高興得到了田

中君這樣的朋友。 
我向他打聽了學校底種種情形以後，說： 
「我也想趕快進個什麼學校。……」 
他說： 
「好的！我們兩個互相幫助，拼命地幹下去罷。」 
這樣地，每天田中君甚至節省他底飯錢，借給我開飯賬，買足袋。 
 
「送報的地方完全記好了麼？」 
第三天的早報送來了的時候，老闆這樣地問我。 
「呃，完全記好了。」 
這樣地回答的我，心裡非常爽快，起了一種似乎有點自傲的飄飄然心情。 
「那麼，從今天起，你去推銷訂戶罷。報可以暫時由田中送，但有什麼事故

的時候，你還得去送的，不要忘記了！」老闆這樣地發了命令。不能和田中一起

走，並不是不有些覺得寂寞，但曉得不會能夠隨自己底意思，就用了什麼都幹的

決心，爽爽快快地答應了「是！」田中君早上晚上還能夠在一起的。就是送報罷，



也不能夠總是兩個人一起走，所以無論叫我做什麼都好。有飯吃，能夠多少寄一

點錢給媽媽，就行了。而且我想，推銷訂戶，晚上是空的，並不是不能上學（日

本有為白天做事的人的夜學）。 
於是從那一天起，我不去送報，專門出街去推銷訂戶了。早上八點鐘出門，

中午在路上的飯店吃飯，晚上六點左右才回店，僅僅只推銷了六份。 
第二天八份，第三天十份，那以後總是十份到七份之間。 
每次推銷回來的時候，老闆總是怒目地望著我，說成績壞。進店的第十天，

他比往日更猛烈地對我說： 
「成績總是壞！要推銷十五份，不能推銷十五份不行的！」 
十五份！想一想，比現在要多一倍。就是現在，我是沒有休息地拼命地幹。

到底從什麼地方能夠多推銷一倍呢？ 
我著急起來了。 
第二天，天還沒有亮，我就出了門，但推銷和送報不同，非會到人不可，起

得這樣早卻沒有用處。和強賣一樣地，到夜深為止，順手推進一家一家的門，哀

求，但依然沒有什麼好效果。而且，這樣冷的晚上，到九點左右，大概都把門上

了閂，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一天好容易推銷了十一份。離十五份還差四份。雖然想再多推銷一些，但

無論如何做不到。 
疲憊不堪地回到店子的時候，十點只差十分了。八點鐘睡覺的同事們，已經

睡了一覺，老闆也睡了。第二天早上向老闆報告了以後，他兇兇地說： 
「十一份？……不夠不夠……還要大大地努力。這不行！」 
事實上，我以為這一次一定會被誇獎的，然而卻是這副兇兇的樣子，我膽怯

起來了。雖然如此，我沒有說一個「不」字。到底有什麼地方比奴隸好些呢？ 
「是……是……」我除了屈服沒有別的法子。不用說，我又出去推銷去了。

這一天慘得很。我傷心得要哭了。依然是晚上十點左右才回來，但僅僅只推銷了

六份。十一份都連說「不行不行，」六份怎樣報告呢？……（後來聽到講，在這

種場合同事們常常捏造出烏有讀者來暫時度過難關。可是，捏造的烏有讀者底報

錢，非自己剮荷包不可。甚至有的人把收入底一半替這種烏有讀者付了報錢。當

然，老闆是沒有理由反對這種烏有讀者的。） 
第二天，我惶惶恐恐地走到主人底面前，他一聽說六份就馬上臉色一變，勃

然大怒了。臉漲得通紅，用右手拍著桌子。 
「六份？……你到底到什麼地方玩了來的？不是連保證金都不夠很同情地把

你收留下來的麼？忘記了那時候你答應比別人加倍地出力麼？走你底！你這種東

西是沒有用的！馬上滾出去！」他以保證金不足為口實，咆哮起來了。 
和從前一樣，想到帶著三個弟妹的母親，想到三百萬的失業者，想到走了一

個月的冤枉路都沒有找到職業的情形，咬著牙根忍住了。 
「可是……從這條街穿到那條街，一家都沒有漏地問了五百家，不要的地方



不要，訂了的地方訂了，在指定的區域內，差不多和捉虱地找遍了。……」 
我想這樣回答他，這樣回答也是當然的，但我卻沒有這樣說的勇氣。而且，

事實上這樣回答了就馬上失業。所以我只好說： 
「從明天起要更加出力，這次請原諒……」除了這樣哀求沒有別的法子。但

是，老實說，這以上，我也不曉得應該怎樣出力。第二天底成績馬上證明了。 
那以後，每天推銷的數目是，三份或四份，頂多不能超過六份。這並不是我

故意偷懶，實在是因為在指定的區域內，似乎可以訂的都訂了，每天找到的三四

個人大抵是新搬家的。 
「因為同情你，把你底工錢算好了，馬上拿著到別的地方去罷。本店辦事嚴

格，規定是，無論什麼時候，不到一個月的不給工錢。這是特別的，對無論什麼

人不要講，拿去罷，到你高興的地方去。可憐固然可憐，但像你這樣沒有用的男

子，沒有辦法！」 
是第二十天。老闆把我叫到他面前去，這樣教訓了以後，就把下面算好了的

賬和四圓二十五錢推給我，馬上和像忘記了我底存在一樣，對著桌子做起事來了。 
我失神地看了一看，賬： 

每推銷報紙一份      五錢 
推銷報紙總數     八十五份 
合計      四圓二十五錢 

 
我吃驚了，現在被趕出去，怎麼辦，……尤其是，看到四圓二十五錢的時候，

我暫時啞然地不能開口。接連二十天，從早上六點轉到晚上九點左右，僅僅只有

四圓二十五錢！ 
「既是錢都拿出來了，無論怎樣說都是白費。沒法。但是，只有四圓二十五

錢，錯了罷。」這樣想就問他： 
「錢數沒有錯麼？……」 
老闆突然現出兇猛的面孔，逼到我鼻子跟前： 
「錯了？什麼地方錯了？」 
「一連二十天……」 
「二十天怎樣？一年、十年，都是一樣的！不勞動的東西，會從哪裡掉下錢

來！」 
「我沒有休息一下。……」 
「什麼？沒有休息？反對罷？應該說沒有勞動！」 
「……」我不曉得應該怎樣說了，灰了心想： 
「加上保證金六圓二十錢，就有十圓四十五錢，把這二十天從田中君借的八

圓還了以後，還有二圓二十五錢。吵也沒有用處。不要說什麼了，把保證金拿了

走罷。」 
「沒有法子！請把保證金還給我。」我這樣一說，老闆好像把我看成了一個



大糊塗蛋，嘲笑地說： 
「保證金？記不記得，你讀了規定以後，說一切都同意，只是保證金不夠？

忘記了麼？還是把規定忘記了？如果忘記了，再把規定讀一遍看！」 
我又吃驚了：那時候只是耽心保證金不夠，後面沒有讀下去，不曉得到底是

怎樣寫的……我胸口「東！東！」地跳著，讀起規定來。跳過前面三條，把第四

條讀了： 
那裡明明白白地寫著： 
第四條，只有繼續服務四個月以上者才交還保證金。 
我覺得心臟破裂了，血液和怒濤一樣地漲滿了全身。 
睨視著我的老闆的臉依然帶著滑稽的微笑。 
「怎麼樣？還想取回保證金麼？乖乖地走，還在這裡纏，一錢都不給！剛才

看過了大概曉得，第七條還寫著服務未滿一月者不給工錢呢！」 
我因為被第四條嚇住了，沒有讀下去，轉臉一看，果然，和他所說的一樣，

一字不錯地寫在那裡。 
的確是特別的優待。 
我眼裡含著淚，歪歪倒倒地離開了那裡。玻璃窗上面，惹起我底痛恨的「募

集送報伕」的紙條子，鮮明得可惡地又貼在那裡。 
我離開了那裡就乘電車跑到田中底學校前面，把經過告訴他，要求他： 
「借的錢先還你三圓，其餘的再想法子。請把這一圓二十五留給我暫時的用

費。……」 
田中向我聲明他連想我還他一錢的意思都沒有。 
「沒有想到你都這樣地出去。你進店的那一天不曉得看到一個十四五歲的小

孩子沒有，他也是和你一樣地上了鉤的。他推銷訂戶完全失敗了，六天之間被騙

去了十圓保證金，一錢也沒有得到就走了的。」 
真是混蛋的東西。 
「以後，我們非想個什麼對抗的法子不可！」他下了大決心似地說。 
原來，我們餓苦了的失業者被那個比釣魚餌的牽引力還強的紙條子釣上了。 
我對於田中的人格非常地感激，和他分手了。給毫無遮蓋地看到了這兩個極

端的人，現在更加吃驚。 
一面是田中，甚至節省自己底伙食，借給我付飯錢，買足袋，聽到我被趕出

來了，連連說「不要緊！不要緊！」把要還給他的錢，推還給我；一面是人面獸

心的派報所老闆，從原來就因為失業困苦得沒有辦法的我這裡把錢搶去了以後，

就把我趕了出來，為了肥他自己，把別人殺掉都可以。 
我想到這個惡鬼一樣的派報所老闆就膽怯了起來，甚至想逃回鄉間去。然而，

要花三十五圓的輪船火車費，這一大筆款子就是把腦殼賣掉了也籌不出來的，我

避開人多的大街走，當在上野公園底椅子上坐下的時候，暫時癱軟了下來，心理

面是怎樣哭了的呀！ 



過了一會，因為想到了田中，才覺得精神硬朗了一些。想著就起了捨不得和

他離開的心境。昏昏地這樣想來想去，終於想起了留在故鄉的，帶著三個弟妹的，

大概已經正被饑餓圍攻的母親，又感到了心臟和被絞一樣地難過。 
同時，我好像第一次發現了故鄉也沒有什麼不同，顫抖了。那同樣是和派報

所老闆似地逼到面前，吸我們的血、剮我們底肉，想擠乾我們底骨髓，把我們打

進這樣的地獄裡面。 
否則，我現在不會在這裡這樣狼狽不堪，應該是和母親弟妹一起在享受著平

靜的農民生活。 
到父親一代為止的我們家裡，是自耕農，有五平方「反」（日本田地計數，

為平方町的十分之一）的田和五平方「反」的地。所以生活沒有感到過困難。 
然而，數年前，我們村裡的ＸＸ製糖公司說是要開辦農場，為了收買土地大

大地活動起來了。不用說，開始誰也不肯，因為是看得和自己底性命一樣貴重的

耕地。 
但他們決定了要幹的事情，公司方面不會無結果地收場的。過了兩三天，警

察方面發下了舉行家長會議的通知，由保甲經手，村子裡一家不漏地都送到了。

後面還寫著「隨身攜帶圖章」。 
我那時候十五歲，是公立學校底五年生，雖然是五六年以前的事，但因為印

象太深了，當時的樣子還能夠明瞭地記得。全村子捲入了大恐慌裡面。 
那時候父親當著保正，保內的老頭子老婆子在這個通知發下來之前就緊張起

來了的氣氛裡面，戰戰兢兢地帶著哭臉接連不斷地跑到我家裡來，用了打顫的聲

音問： 
「怎麼辦？……」 
「怎麼得了？……」 
「什麼一回事？……」 
同是這個時候，我有三次發現了父親躲著流淚。 
在這樣的氣氛裡面，會議在發下通知的第二天下午一點開了。會場是村子中

央的媽祖廟。因為有不到者從嚴處罰的預告，各家的家長都來了，有四五百人罷。

相當大的廟擠得滿滿的。學校下午沒有課，我躲在角落裡看情形。因為我幾次發

現了父親底哭臉甚為耽心。 
鈴一響，一個大肚子光頭的人站在桌子上面，裝腔作勢地這樣地說： 
「為了這個村子底利益，本公司現在決定了在這個村子北方一帶開設農場。

說好了要收買你們的土地，前幾天連地圖都貼出來了，叫在那區域內有土地的人

攜帶圖章到公司來會面，但直到現在，沒有一個人照辦。特別煩請原料委員一家

一家地去訪問所有者，可是，好像都有陰謀一樣，沒有一個人肯答應。這個事實

應該看作是共謀，但公司方面不願這樣解釋，所以今天把大家叫到這裡來。回頭

大人（日據時期台胞對警察的稱呼）和村長先生要講話，使大家都能夠瞭解，講

過了以後請都在這紙上蓋一個印。公司預備出比普通更高的價錢……呃哼！」這



一番話是由當時我們五年生底主任教員陳訓導翻譯的，他把「陰謀」、「共謀」

說得特別重，大家都吃了一驚，你望望我我望望你。 
其次是警部補老爺，木村底員警分所主任，他一站到桌子上，就用了凜然的

眼光望了一圈，於是大聲地吼： 
「剛才山村先生也說過，公司這次的計畫，徹頭徹尾是為了本村的利益。對

於公司底計畫，我們要誠懇地感謝才是道理！想一想看！現在你們把土地賣給公

司……而且賣得到高的價錢，於是公司在這村子裡建設模範的農場。這樣，村子

就一天一天地發展下去。公司選了這個村子，我們應該當作光榮的事情……然而，

聽說一部分人有『陰謀』，對於這種『非國民』，我是決不寬恕的。……」 
他底翻譯是林巡查，和陳訓導一樣把「陰謀」、「非國民」、「決不寬恕」

說得特別重，大家又面面相覷了。 
因為，對於懷過陰謀的余清風，林少貓等的征伐，那血腥的情形還鮮明地留

在大家的記憶裡面。 
最後站起來的村長，用了老年的溫和，只是柔聲地說： 
「總之，我以為大家最好是依照大人底希望，高興地接受公司底好意。」說

了他就開始喊名字。都動搖起來了。 
最初被喊的人們，以為自己是被看作陰謀底首領，臉上現著狼狽的樣子，打

著抖走向前去。當上面叫「你可以回去！」的時候，還是呆著不動，等再吼一聲

「走！」才醒了過來，逃到外面去！ 
在跑回家去的路上，還是不安地想：沒有聽錯麼？會不會再被喊回去？無頭

無腦地著急，像王振玉，聽說走到家為止，回頭看了一百五十次。 
這樣地，有八十名左右被喊過名字，回家去了。 
以後，輪到剩下的人要吃驚了。我底父親也是剩下的一個。因為不安，人們

中間沸騰著嗡嗡的聲音。伸著頸，側著耳朵，會再喊麼？會喊我的名字麼？……

這樣地期待著，大多數人都惴惴不安了。 
這時候，村長說明了「請大家拿出圖章來，這次被喊的人，拿圖章來蓋了就

可以回去」以後，喊出來的名字是我底父親。 
「楊明……」一聽到父親底名字，我就著急得不知所措，摒著氣息，不自覺

地捏緊了拳頭站起來。——會發生什麼事呢？…… 
父親鎮靜地走上前去。一走到村長的面前就用了破鑼一樣的聲音，斬釘截鐵

地說： 
「我不願賣，所以沒有帶圖章來！」 
「什麼？你不是保正麼！應該做大家的模範的保正，卻成了陰謀底首領，這

才怪！」 
站在旁邊的警部補，咆哮地發怒了，逼住了父親。 
父親默默地站著。 
「拖去！這個支那豬！」 



警部補狠狠地打了父親一掌，就這樣發了命令。不曉得是什麼時候來的，從

後面跳出了五六個巡查。最先兩個把父親捉著拖走了以後，其餘的就依然躲到後

面去了。 
看到這的村民，更加膽怯起來，大多數是，照著村長底命令把圖章一蓋就望

都不向後面望一望地跑回去了。 
後來聽說到大家走完為止，用了和父親同樣的決心拒絕了的一共有五個，一

個一個都和父親一樣被拖到警察分所去了。後來聽到說，我一看到父親被拖去了，

就馬上跑回家去把情形告訴了母親。 
母親聽了我的話，即刻急得人事不知了。 
幸而隔壁的叔父趕來幫忙，性命算是救住了，但是，到父親回來為止的六天

中間，差不多沒有止過眼淚，昏倒了三次，瘦得連人都不認得了。 
第六天父親回來了，他又是另一付情形，均衡整齊的父親底臉歪起來了，一

邊臉頰腫得高高的，眼睛突了出來，額上滿是疱子。衣服弄得一團糟，換衣服的

時候，我看到父親底身體，大吃一驚，大聲地叫了出來： 
「哦哦！爸爸身上和鹿一樣了！……」 
事實是父親底身上全是鹿一樣的斑點。 
那以後，父親完全變了，一句口都不開。 
從前吃三碗飯，現在卻一碗都吃不下，倒床了以後的第五十天，終於永逝了。 
同時，母親也病倒了，我帶著一個一歲、一個三歲、一個四歲的三個弟妹，

是怎樣地窘迫呀！ 
叔父叔母一有空就跑來照應，否則，恐怕我們一家都完全沒有了罷。 
這樣地，父親從警察分所回來時被丟到桌子上的六百圓（據說時價是二千圓

左右，但公司卻說六百圓是高價錢）因為父親底病、母親底病以及父親底葬式等，

差不多用光了，到母親稍稍好了的時候，就只好出賣耕牛和農具糊口。 
我立志到東京來的時候，耕牛、農具、家裡的庭園都賣掉了，剩下的只有七

十多圓。 
「好好地用功……」母親站在門口送我，哭聲地說了鼓勵的話。那情形好像

就在眼前。 
這慘狀不只是我一家。 
和父親同樣地被拖到警察分所去了的五個人，都遇到了同樣的命運。就是不

做聲地蓋了圖章的人們，失去了耕田，每月三五天到製糖公司農場去賣力，一天

做十二個鐘頭，頂多不過得到四十錢，大家都非靠賣田的錢過活不可。錢完了的

時候，和村子裡的當局者們所說的「村子底發展」相反，現在成了「村子的離散」

了。 
沉在這樣回憶裡的時候，不知不覺地太陽落山了，上野底森林隱到了黑暗裡，

山下面電車燦爛地亮起來了，我身上感到了寒冷，忍耐不住。我沒有吃午飯，覺

得肚子空了。 



我打了一個大的呵欠，伸一伸腰，就走下坡子，走進一個小巷底小飯店，吃

了飯。想在乏透了的身體裡面恢復一點元氣，就決心吃一個飽，還喝了兩杯燒酒。 
以後就走向到現在為止常常住在那裡的本所的ＸＸ木賃宿舍。 
我剛剛踏進一隻腳，老闆即刻看到了我，問： 
「呀，不是臺灣先生麼！好久不見。這些時到哪裡去了。……」 
我不好說是做了送報伕，被騙去了保證金，辛苦了一場以後被趕出來了。 
「在朋友那裡過……過了些時……」 
「朋友那……唔，老了一些呢！」他似乎不相信，接著笑了： 
「莫非幹了無線電討擾了上面一些時麼？……哈哈哈……」 
「無線電？……無線電是怎麼一回事？」我不懂，反問了。 
「無線電不曉得麼？……到底是鄉下人，鈍感……」 
雖然老頭子這樣地開著玩笑，但看見我似乎很難為情，就改了口： 
「請進罷。似乎疲乏得很，進來好好地休息休息。」 
我一上去，老闆說： 
「那麼，楊君，幹了這一手麼？」 
說著做一個把手輕輕伸進懷去的樣子。很明顯地，似乎以為我是到警察署底

拘留所裡討擾了來的。當時不懂得無線電是怎麼一回事，但看這次的手勢，明明

白白地以為我做了扒手。我沒有發怒的精神，但依然紅了臉，不尷不尬地否認了： 
「哪裡話！哪個幹這種事！」老頭子似乎還不相信，疑疑惑惑地，但好像不

願意勉強地打聽馬上嘻嘻地轉成了笑臉。 
事實上，看來我這副樣子恰像剛剛從警察署底豬籠裡跑出來的罷。 
我脫下足袋，剛要上去。 
「哦，忘記了，你有一封掛號信！因為弄不清你到哪裡去了，收下放在這

裡……等一等……」說著就跑進裡間去了。 
我覺得奇怪，什麼地方寄掛號信給我呢？ 
過一會，老頭子拿著一封掛號信出來了。望到那我就吃了一驚。 
母親寄來的！ 
「到底為了什麼事寄掛號信來呢？……」 
我覺得奇怪得很。 
我手抖抖地開了封。什麼，裡面現出來的不是一百二十圓的匯票麼！我更加

吃驚了。我疑心我的腦筋錯亂了。我胸口突突地跳，一個字一個字地讀著很難看

清的母親底筆跡。我受了很大的衝動，好像要發狂一樣。不知不覺地在老頭子面

前落了淚。 
「發生了什麼事麼？……」 
老頭子現著莫名其妙的臉色望著我，這樣地問了，但我卻什麼也不能回答。

收到錢哭了起來，老頭子沒有看到過罷。 
我走到睡覺的地方就鑽進被頭裡面，狠狠地哭了一場。…… 



信底大意如下： 
——說東京不景氣，不能馬上找到事情的信收到了。想著你帶去的錢也許已

經完了，耽心得很。沒有一個熟人，在那麼遠的地方，一個單人，又找不到事情，

想著這樣窘的你，我胸口就和絞著一樣。但故鄉也是同樣的。有了農場以後，弄

到了這步田地，沒有一點法子。所以，絕對不可軟弱下來，想到回家。房子賣掉

了，得到一百五十圓，寄一百二十圓給你。設法趕快找到事情，好好地用功，成

功了以後才回來罷。我底身體不能長久，在這樣的場合下不好討擾人家，留下了

三十圓。阿蘭和阿鐵終於死掉了。本不想告訴你的，但想到總會曉得，才決心說

了。媽媽僅僅只有祈禱你底成功之前，在成功之前，無論有什麼事情也不要回

來。…… 
這是媽媽唯一的願望，好好地記著罷。如果成功以後回來了，把寄在叔父那

裡的你唯一的弟弟引去照看照看罷。要好好地保重身體，再會。……—— 
 
好像是遺囑一樣的寫著。我著急得很。 
「也許，已經死掉了罷……」這想頭鑽在我底腦袋裡面，去不掉。 
「胡說！哪來這種事情。」我翻一翻身，搖著頭，出聲地這樣說，想把這不

吉的想頭打消，但毫無效果。 
這樣地，我通晚沒有睡覺一會，跳虱底襲擊也全然沒有感到。 
我腦袋裡滿是母親底事情。 
母親自己寫了這樣的信來，不用說是病得很厲害。看發信的日子，這信是我

去做送報伕以前發的，已經過了二十天以上。想到這中間沒有收到一封信，……

我更加不安起來了。 
我決心要回去。回去以後，能不能再出來我沒有自信，但是，看了母親底信，

我安靜不下來了。 
「回去之前，把從田中君那裡借來的錢都還清罷。順便謝謝他底照顧，向他

辭一辭行。」 
這樣想著，我眼巴巴地等著第二天早上的頭趟電車，終於通夜沒有闔眼。 
從電車底窗口伸出頭去，讓早晨底冷風吹著，被睡眠不足和興奮弄得昏沉沉

的腦袋，陡然輕鬆起來了。 
「這或許是最後一次看見東京。」這樣一想，連ＸＸ派報所的老闆都忘記了，

覺得捨不得離開。昨晚上想著故鄉，安不下心來，但現在是，想會見的母親和弟

弟底面影，被窮乏和離散的村子的慘狀遮掩了，陡然覺得不敢回去。 
這樣的感情底變化，從現在要去找的不忍別離的田中君底魅力裡面受到了某

一程度的影響，是確實的。 
那種非常親切的，理智的，討厭客氣的素樸……這是我當作理想的人物底典

型。 
我下了ＸＸ電車站，穿過兩個巷子，走到那個常常去的飯店的時候，他正送



完了報回來。 
我在那裡會到了他。 
原來他是一個沒有喜色的人，今天早上表現得尤其陰鬱。 
但是，他底陰鬱絲毫不會使人感到不快，反而是易於親近的東西。 
他低著頭，似乎在深深地想著什麼，不做聲地靜靜地走來了。 
「田中君！」 
「哦！早呀！昨天住在什麼地方？……」 
「住在從前住過的木賃宿舍裡。……」 
「是麼！昨天終於忘記了打聽你去的地方！早呀！」 
這個「早呀！」我覺的好像是問我，「有什麼急事麼？……」 
所以我馬上開始說了。但是，說到分別就覺得，孤獨感壓迫得我難堪： 
「實在是，昨天回到木賃宿舍，不意家裡寄來了錢。……」 
我這樣一說出口，他就說： 
「錢。……那急什麼！你什麼時候找得到職業，不是毫無把握麼？拿著好

啦！」 
「不然……寄來了不少。回頭一路到郵局去。而且，順便來道謝。……」 
覺得說不下去，臉紅了起來。 
「道謝？如果又是那一套客氣，我可不聽呢……」他迷惑似地苦笑。 
「不！和錢一起，母親還寄了信來，似乎她病得很厲害，想回去一次。……」 
他馬上望著我底臉，寂寞似地問： 
「叫你回去麼？」 
「不……叫我不要回去！……好好地用功，成功了以後再回去。……」 
「那麼，也許不怎麼厲害。」 
「不……似乎很厲害。而且，那以後沒有一點消息不安得很……」 
「呀！有信，昨天你走了以後，來了一封。似乎是從故鄉來的。我去拿來，

你在飯店子裡等一等！」說著就向派報所那邊走去了。 
我馬上走進飯店子裡等著，聽說是由家裡來的信，似乎有點安心了。 
但是，信裡說些什麼呢？這樣一想，巴不得田中君馬上來。 
飯館底老闆娘子討厭地問： 
「要吃什麼？……」 
不久，田中氣喘喘地跑來了。 
我底全神經都集中在他拿來的信上面。他打開門的時候我馬上看到了那不是

母親的筆跡，感到了不安。心亂了。 
不等他進來，我站起來趕快伸手把信接了過來。 
署名也不是母親，是叔父底。 
我的臉色陰暗了。胸口跳，手打顫。明顯地是和我想像的一樣，母親死了。

半個月以前……而且是用自己底手送終的。 



 

我所期望的唯一的兒子…… 

我再活下去非常痛苦，而且對你不好。因為我的身體死了一半…… 

我唯一的願望是希望你成功，能夠替像我們一樣苦的村子的人們出力。 

村子裡的人們底悲慘，說不盡。你去東京以後，跳到村子旁邊的池子裡淹死

的有八個，像阿添叔，是帶了阿添嬸和三個小兄子一道跳下去淹死的。 

所以，覺得能夠拯救村子的人們的時候才回來罷。沒有自信以前，絕不要回

來！要做什麼才好我不知道，努力做到能夠替村子的人們出力罷。 

我怕你因為我底死馬上回來，用掉冤枉錢，所以寫信給叔父，叫他暫時不要

告訴你……諸事保重。 

媽媽 

 
這是母親底遺書。母親是決斷力很強的女子。她並不是遇事嘩啦嘩啦的人，

但對於自己相信的，下了決心的，卻總是斷然要做到。 
哥哥當了巡查，糟踏村子底人們，被大家怨恨的時候，母親就斷然主張脫離

親屬關係，把哥哥趕了出去，那就是一個例子。我來東京以後，她底勞苦很容易

想像得到，但她卻不肯受做了巡查的她底長男底照顧，終於失掉了一男一女、把

剩下的一個託付給叔叔自殺了。是這樣的女子。 
從這一點看，可以說母親並沒有一般所說的女人底心，但我卻很懂得母親底

心境。同時，我還喜歡母親底志氣，而且尊敬。 
現在想起來，如果有給母親讀……的機會，也許能夠做柴特金女史那樣的工

作罷，當父親因為拒絕賣田地而被捉起來的時候，她不會昏倒而採取了什麼行動

的罷。 
然而，剛剛看了母親底遺囑的時候，我非常地悲哀了。暫時間甚至強烈地興

起了回家的念頭。 
 
你的母親在Ｘ月Ｘ日黎明的時候吊死了。想馬上打電報給你，但在母親手裡

發現了遺囑，懂得了母親底心境，就依照母親底希望，等到現在才通知你。母親

在留給我的遺囑裡面說她只有期望你，你是唯一有用的兒子。你底哥哥成了這個

樣子，弟弟還小，不曉得怎樣…… 

她說，所以，如果馬上把她底死訊告訴你，你跑回家來，使你底前途無著，

那她抵死就沒有意思。 

弟弟我正在鄭重地養育，用不著耽心。不要違反母親底希望，好好地用功罷。

絕對不要起回家的念頭。因為母親已經不是這個世界底人了…… 

叔父 

 
「看不到母親了。她已經不是這個世界底人了。」這樣一想，我決定了應該



斷然依照母親底希望去努力。下了決心：不能夠設法為悲慘的村子出力就不回去。 
當我讀著信的時候，非常地興奮（激動），心很亂的時候，田中在目不轉睛

地望著我，看見我收起信放進口袋去，就耽心地問： 
「怎樣講？」 
「母親死了？」 
「死了麼？」似乎感慨無量的樣子。 
「你什麼時候回去？」 
「打算不回去？」 
「……？」 
「母親死了已經半個月了……而且母親叫不要回去。」 
「半個月……臺灣來的信要這麼久麼？」 
「不是，母親託付叔父，叫不要馬上告訴我。」 
「唔。了不起的母親！」田中感嘆了。 
我們這樣地一面講話一面吃飯，但是，太興奮了，飯不能下咽。我等田中吃

完以後，付了賬，一路到郵局去把匯票兌來了，蠻蠻地把借的錢還了田中。把我

底住所寫給他就一個人回到了本所底木賃宿舍。 
一走進木賃宿舍就睡了。我實在疲乏得支援不住。在昏昏沉沉之中也想到要

怎樣才能夠為村子中悲慘的人們出力，但想不出什麼妙計。 
……存起錢來，分給村子的人們罷……，也這樣想了一想然而做過送報伕的

現在，走了一個月的冤枉路依然是失業的現在，不用說存錢，能不能賺到自己底

衣食住，我都沒有自信。 
我陡然感到了倦怠，好像兩個月以來的疲勞一齊來了，不曉得在什麼時候，

我沉沉地睡著了。 
因為周圍底吵鬧，好像從深海被推到了淺的海邊的時候一樣，意識朦朧地醒

來的時候也常常有，但張不開眼睛，馬上又沉進深睡裡面去。 
「楊君！楊君！」 
聽見這樣的喊聲，我依然是像被推到淺的海邊的時候一樣的意識狀態裡面；

雖然稍稍地感到了，但馬上又要沉進深睡裡面去。 
「楊君！」 
這時候又喊了一聲，而且搖了我底腳，我吃了一驚，好容易才張開了眼睛。

但還沒有醒。從朦朧的意識狀態回到普通的意識狀態，那情形好像是站在濃霧裡

面望著它漸漸淡下去一樣。一回到意識狀態，我看到了田中坐在我底旁邊。我馬

上踢開了被頭，坐起來了。我茫茫然把屋子望了一圈。站在門邊的笑嘻嘻的老闆，

望著我的狼狽樣子，說： 
「你好像中了催眠術一樣呀……你想睡了幾個鐘頭？……」 
我不好意思地問： 
「傍晚了麼？……」 



「那裡……剛剛過正午呢……哈哈哈……但是換了一個日子呀！」說著就笑

起來了。 
原來，我昨天十二點過睡下以後，現在已到下午一點左右了……。整整睡了

二十五個鐘頭，我自己也吃驚了。 
老頭子走了以後，我向著田中。 
他似乎很緊張。 
「真對不起。等了很久了罷……。」 
對於我底抱歉，他答了「哪裡」以後，興奮地繼續說： 
「有一件要緊的事情來的……昨天又有一個人和你一樣被那張紙條子釣上

了。你被趕走以後，我時時在煩惱地想，未必沒有對抗的手段麼？一點辦法沒有

的時候又進來了一個，我放心不下，昨天夜裡偷偷地把他叫出來，提醒了他。但

是，他聽了以後僅僅說： 
「唔，那樣麼！混蛋東西……。」 
隨和著我底話，一點也不吃驚。 
我焦躁起來了，對他說： 
「所以……我以為你最好去找別的事情……不然，也要吃一次大苦頭。……

保證金被沒收，一個錢也沒有地被趕出去了……。」 
但他依然毫不驚慌，伸手握住了我底手以後，問： 
「謝謝！但是，看見同事們吃這樣的苦頭，你們能默不作聲麼？」 
我稍稍有點不快地回答： 
「不是因為不能夠默不作聲，所以現在才告訴了你麼？這以外，要怎樣幹才

好，我不懂，近來我每天煩惱地想著這件事，怎樣才好我一點也不曉得。」 
於是他非常高興地說： 
「怎樣才好……我曉得呢。只不曉得你們肯不肯幫忙？」 
於是我發誓和他協力，對他說： 
「我們二十八個同事的，關於這件事大概都是贊成的。大家都把老闆恨得和

蛇蠍一樣。……」 
接著他告訴了我種種新鮮的話。歸結起來是這樣的： 
「為了對抗那樣惡的老闆，我們最好的法子是團結。大家成為一個同盟罷

Ｘ……（忘記了是怎樣講的）」同盟罷Ｘ……說是總有辦法呢。「勞動者一個一

個散開，就要受人蹧蹋，如果結成一氣，大家成為一條心來對付老闆，不答應的

時候就採取一致行動……這樣幹，無論是怎樣壞的傢伙，也要被弄得不敢說一個

不字……」這樣說呢。而且那個人想會一會你。我把你底事告訴了他以後，他說： 
「唔……臺灣人也有吃了這個苦頭的麼？……無論如何想會一會。請馬上介

紹！」田中把那個人底希望也告訴了我。 
說要收拾那個咬住我們，吸盡了我們底血以後就把我們趕出來的惡鬼，對於

他們這個計畫，我是多麼高興呀！而且，聽說那個男子想會我，由於特別的好奇



心，我希望馬上能夠會到。 
向來被人蹧蹋的送報伕失業者們教給了法子去對抗那個惡鬼一樣的老闆，我

想，這樣的人對於因為製糖公司、兇惡的警部補、村長等陷進了悲慘境遇的故鄉

底人們，也會貢獻一些意見罷。 
聽田中說的那個人（說是叫做佐藤）特別想會我，我非常高興了。 
在故鄉的時候，我以為一切日本人都是壞人，恨著他們。但到這裡以後，覺

得好像並不是一切的日本人都是壞人。木賃宿舍底老闆很親切，至於田中，比親

兄弟還……不，想到我現在的哥哥（巡查），什麼親兄弟，不成問題。拿他來比

較都覺得對田中不起。 
而且，和臺灣人裡面有好人也有壞人似地，日本人也是一樣。 
我馬上和田中一起走出了木賃宿舍去會佐藤。 
我們走進淺草公園，筆直地向後面走。坐在那裡底樹蔭下面的一個男子，毫

不畏縮地向我們走來。 
「楊君！你好……」緊緊地握住了我底手。 
「你好……」我也照樣地說了一句，好像被狐狸迷住了一樣。是沒有見過面

的人。但回轉頭來看一看田中底表情，我即刻曉得這就是所說的佐藤君，我馬上

就和他親密無間了。 
「我也在臺灣住過一些時。你喜歡日本人麼？」他單刀直入地問我。 
「……」我不曉得怎樣回答才好。在臺灣會到的日本人，覺得可以喜歡的少

得很。但現在，木賃宿舍的老闆，田中等，我都喜歡。這樣問我的佐藤君本人，

由第一次印象就覺得我會喜歡他的。 
我想了一想，說： 
「在臺灣的時候，總以為日本人都是壞人，但田中君是非常親切的！」 
「不錯，日本底勞動者大都是和田中君一樣的好人呢。日本底勞動者反對壓

迫臺灣人，蹧蹋臺灣人。使臺灣人吃苦的是那些像把你的保證金搶去了以後再把

你趕出來的那個老闆一樣的畜生。到臺灣去的大多是這種根性的人和這種畜生們

底走狗！但是，這種畜生們，不僅是對於臺灣人，對於我們本國底窮人也是一樣

的，日本底勞動者們也一樣地吃他們底苦頭呢。……總之，在現在的世界上，有

錢的人要掠奪窮人們底勞力，為了要掠奪得順手，所以壓住他們……。」 
他底話一個字一個字在我腦子裡面響，我真正懂了。故鄉底村長雖然是臺灣

人，但顯然地和他們勾結在一起，使村子底大眾吃苦…… 
我把村子的種種情形告訴了他。他用了非常深刻的注意聽了以後，漲紅了臉

頰，興奮地說： 
「好！我們攜手罷！使你們吃苦也使我們吃苦的是同一種類的人！……」 
這次會見的三天後，我因為佐藤君底介紹能夠到淺草的一家玩具工廠去做

工。我很規則地利用閒空的時間……（原文刪去） 
幾個月以後，把我趕出來的那個派報所裡勃發了罷工。看到面孔紅潤的擺架



子的ＸＸ派報所老闆在送報伕團結前面低下了蒼白的臉，那時候我底心跳起來了。 
對那胖臉一拳，使他流出鼻涕眼淚來——這種欲望推著我，但我忍住了。使

他承認了送報伕底那些要求，要比我發洩積憤更有意義。 
想一想看！ 
勾引失業者的「募集送報伕」的紙條子拉掉了！ 
寢室每個人要占兩張蓆子，決定了每個人一床被頭，租下了隔壁的房子做大

家底宿舍，蓆子的表皮也換了！ 
任意制定的規則取消了！ 
消除跳虱的方法實行了！ 
推銷報紙一份工錢加到十錢了！ 
怎樣？還說勞動者……！ 
「這幾個月的用功才是對於母親底遺囑的最忠實的辦法。」 
我滿懷著確信，從巨船蓬萊丸底甲板上凝視著臺灣底春天，那兒表面上雖然

美麗肥滿，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見惡臭逼人的血膿底迸出。 
 

導讀 

 
楊逵，原名楊貴，一九０五年生於台南新化。一九一五年，年幼的他親眼目

睹噍吧年事件，為日後積極抗日的民族意識，埋下了種子。他在青少年時期，閱

讀了大量日本與歐洲文學作品，開啟世界性的視野，日後至日本讀書時，日本共

產黨成立，他因此吸收了不少克思與無政府主義思想，確立了後來的思考模式。

一九二七年，他返台參與農民運動，從此展開積極抗爭的一生。一九三四年，他

發表第一篇（送報伕），入選東京《文學評論》第二獎，這是台灣作家首次成功

地進軍日本的中央文壇。一九四八年，他起草「和平宣言」，觸怒了當時省主席

陳誠，被判囚禁於綠島十年之久。一九八五年去世，享年八十歲。彭小妍編有《楊

逵全集》（台北：國立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1998）收有戲劇、翻譯、小說、

詩文、謠諺等，資料最為完備。 
楊逵的筆名來自《水滸傳》中好打抱不平的黑旋風李逵。而這位文學實踐與

社會實踐同步的作家，也確實以他發光發熱的生命，回應了此一筆名所蘊涵的精

神。楊逵投注精力於日據時代的農民運動和文化動，將文學中的理想落實到現實，

為弱勢人民的苦難發聲、請願，是「人道的社會主義者」。 
（送報伕）雖是楊逵第一篇小說，但其中的思想與堅持，卻為他所終身實踐。

小說中的壓迫者不分種族國籍，而是階級所衍生的不均，勞動者遭受資本家和統

治者情剝削。其所揭露的失業問題、蔗農問題、殖民統治本質、階級剝削、弱勢

者團結自救等等，是楊逵作品的重要主題。楊逵點出了命運的無常和弱勢者的卑

微奈，但是在小說結尾處，乘船返鄉的楊君滿滖希望，凝視著台灣的春天，準備



刺透那美麗表面底下的惡膿，正是作者投入社會運動的心聲顯影。 
 
問題與討論 
1 試探討日治時代台灣的「農民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