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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學與社會 
 
                  約克夏的黃昏            鍾鐵民 

 

   「冷凍豬肉試銷歐洲成功。台糖公司表示，第一批順利運達荷蘭鹿特丹自由

港，該地超級市場與肉商，對這批冷凍豬肉的品質、包裝、規格等，都非常滿意，

認為台灣冷凍豬肉外銷歐洲頗有前途。可以為台灣養豬戶帶來新的希望。…….」 

               

    隔壁里長伯家客廳裡電視機每天報告新聞，往往正是我輩進晚飯的時候。由

於我輩吃食時咀嚼的聲音相當響亮，所以新聞內容一向聽不分明。其實里長伯的

電視聲音經常開得很大，只是我平常對電視節目很挑剔，除非是張麗明唱歌那種

嬌滴滴的聲音或是什麼的，我就寧可把腳伸得直直讓自己舒服地入夢。這段新聞

所以能在我全心品嚐晚餐的滋味的當兒，突然刺激我的神經，引起我的注意，當

然是因為它談到了豬肉外銷的消息，這件事與我關係重大，甚至可能決定我們事

業的存續。新聞就這麼多，接下去是波蘭政府鎮壓工聯的消息，與我無涉，於是

我又專心大嚼進食。感謝里長伯，給了我們些許生活上的樂趣，尤其在這段慘淡

生活的中間，日子相當乏味。我知道，待會兒晚餐過後，又有哭哭鬧鬧頗對我輩

胃口的連續劇故事可以解憂排悶了。 

 

    說起里長伯這個人，我私下以為他還相當古道熱腸，只是有點「沙鼻」愛人

家奉承，本人也有點愛「膨風」，此外，村子裡只要有人找他蓋章或出證明什麼

的，他從未拒絕過，而且還常常指導那些戴笠子的人怎麼去鑽漏縫，領取些許災

害或建設補助費，或是逃漏些許田賦水租什麼的，所以逢年過節，也時常收到一

些閹雞香腸之類的禮物。像他這樣精明又能經常惠而不費的服務村人，連任三次

可就不算什麼稀奇的事情了。至於我們有幸能被他老人家關心到，最主要的原因

是我們的屋舍正接著他家客廳的後壁，這也是我能經常欣賞到他電視節目的道理

了。不過，比較遺憾的是里長伯對我們緊臨他們客廳的事，嘖有怨言。此外，臨

街路屋簷底下他家「里長辦事處」的小小招牌，又總被我們這邊「第一強」的大

招牌擋著，而「第一強」三個大字底下大隻通紅的大肥豬，活神活現，嘴巴正對

著他招牌上「里長」兩個字，里長伯出入經過，只要抬頭看到，必定皺眉怒目，

咬牙切齒，這是我出勤時親目所見，絕非造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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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對里長伯提出的意見，我們頭家倒也從善如流。原來我們這邊招牌上寫

的是「中國第五強」五個字的，掛了半年左右，使得每一個經過門前的人都忍不

住大笑，收到廣告效果有多大就不必說了。那時節我剛出道，每次出入看到這面

招牌，便深驕傲。後來里長伯忍不住終於找頭家理論，甚至還勞動了分駐所裡年

輕的警察先生也出面，三方面經過多次商議，招牌上就只留下目前「第一強」三

個字，旁邊「胎胎十二，隻隻順利」的小字不變。 

 

     我們這種行業，自古便常遭人賤視，直到今天，我還偶而聽到別人說「媒

人錢，豬哥米，吃了沒好死」之類的話。當人這些話都是背著我的頭家說的，人

家不把我當人看，當著我的面，什麼話都說得出來，有時真的很傷感情。實在的，

我們這位頭家不是我們自己吹牛，公道正直，說他會「沒好死」我就不服氣。 

 

    雖然說我跟頭家只有幾年的時間，但由各方面聽來的資料綜合起來，對這個

人也有相當的了解。頭家姓古，只有國民小學的學歷，因為沒有唸初中，所以結

婚得特別早，二十三歲當兵服役的時候已經有了一個兒子，三年服役回來又添了

一個女兒，以後隔年一個，生了兩男兩女才結紮不生。頭家祖產水田他分得二分

多，勉強可以糊口。只是孩子越大生活負擔越重，農業收益既低，要負擔孩子學

費和現代物資生活，自然要另謀生計了。 

    我不知道這頭家為什麼會選上這一種行業的。孩子拖累著要想進加工區去做

工，確有行不通的理由，農村又沒有工廠可以做工，有人買鐵牛車或併裝車兼營

搬運工作，也有人養肥豬養魚養雞。頭家先代並沒有人做過這種行業，所以當他

決定要投資掛牌時，整個家族除了頭家一個人外，全都極力反對。頭家父母已經

不在了，據我的前輩轉述，他那位嫁給有錢人的大姊吵得最厲害，幾乎要與這不

長進的兄弟斷絕姊弟情義的地步。據說爭吵的聲音之高，驚動了半條街。那種盛

況我很遺憾沒有躬逢，不過，對目前這塊招牌，頭家那位姐姐確實很當作家們的

羞辱。我聽過她一再的勸告頭家把它給取下來。 

    「我們家雖然窮，但是是世世代代也清清白白的。你要牽豬哥我不能反對，

可是這種事也值得掛招牌來宣揚的嗎？名揚四海很光榮嗎？也不怕人見笑。」 

    「農會有畜牧部，專門替人家人工授精，牛和豬都照樣做，怎麼沒有人笑？」

頭家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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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受一，你能跟人家比？人工授精至少不必牽豬哥到處去丟人，比你高

尚多了。」 

     「人工授精的工作就比我高尚了？你有沒有去看過人家怎麼做的？哦！他

們就做的高尚啦？」 

    這樣吵過幾次，頭家始終還是掛著招牌。我跟頭家合作時，頭家事業正處在

黃金時代。雖然開始有些生疏，不過，以我工作的性質而言，要說不能完滿達成

任務，那真有負造物的苦心了。 

    似乎我應該說明一下自己的身分，以便世人了解我這奇特的一生。文雅的

說，我是一隻純的約克夏種公豬，專門傳宗接代。謝謝，請莫見笑。 

    嚴格說起來，作為一隻公豬，我這一生確曾風光過一段日子。那時頭家業務

進展得十分順利，在他的經營下，我們成員增加了，有幾隻與我一樣，都是坐大

海飄洋過海從歐洲英國或瑞典來的，每一隻都身價非凡。頭家下了這麼大的本

錢，卻也取得了客戶信心，附近幾個村莊全都他的地盤，光我一個，最多時一天

出勤四次，頭家更是整天跑個不停。照料我們日常生活的是頭家娘，也是一個身

材高壯的女人，據說與頭家原是田鄰，從小便是青梅竹馬的交情。或許是早婚的

關係，她十七歲就嫁給頭家，十八歲就當媽媽，現在雖然才三十幾歲，在外面讀

書的兒子就比她還高，所以她人看起來也特別蒼老，在不修飾不笑時，簡直就像

是上了年紀的女人一般了。我喜歡看她的笑臉，聽她的腳步聲。過去，每當她端

著塑膠盒，在我食槽裡敲一個雞蛋給我加餐時，我就立刻明白，又有勤務要出，

然後我便站在門邊等頭家來趕我上車。雞蛋的滋味實在太美好了，含在口裡那種

涼涼的、芳甜的感覺，回味起來都讓我全身舒暢，口水直淌。那樣風光兒的歲月

過了兩年多。後來我發覺到吃雞蛋的次數越來越少，甚至連出勤務也不再有雞蛋

可吃了。然後我們的飼料份量減少，原來一公升的減到半公升，最後三餐也改成

了兩餐。於是我必須成天處在饑餓的狀態中，整天想著食物，幸好自來水是自動

流入水槽的，供應無缺。也不知道是不是營養不良影響了我的視覺，我總覺得這

兩年來頭家娘笑容越來越不容易見到，對我們越來越不耐煩，似乎看上去，她整

整有五十歲那麼老了。 

 

    近一年來，我出勤的次數不多，兩三天難得有一次。原來的伙伴像隔欄的藍

瑞斯和巴布谷兄弟被出賣到鄰村大養豬場去服務了；與我同時進來的盤克夏老

兄，老早被送進罐頭工廠；如今只剩下我和杜洛克二口，其中我年歲最高，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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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頭家幾次對我搖頭，那眼光親切中含有憐憫、憂傷，看來，我能再工作的

時間也不會太長了。 

    我真是熱愛我的這份工作，不說工作本身的這份樂趣，它更使我感到生活的

意義；繁衍族類。生命中還有比這件事更重要更神聖的嗎？ 

     我還清楚記得我第一次出勤的情景，當然，那已是多年前的老事了。那戶

人家姓朱，住在村子外面遙遠的山麓底下，是一座獨立的家園。開始我聽頭家稱

呼他朱哥朱哥的，還以為與我輩同類呢！ 

朱家在小山坡頂上，有小路蜿蜒通道山腳的產業道路，頭家每次都用摩托三

輪車改裝成的鐵籠車把我拖到山底坡前，然後趕著我一同步行上坡去。朱家的房

子是由刺竹穿鑿搭建而成，竹籠壁敷水泥，再用石灰粉得白白的；屋頂蓋油蠟紙，

雖然簡單，卻也清清暢暢。豬舍在居屋後面，一邊是竹叢，另一邊有水溝盤繞通

過，我喜歡那兒的環境。 

「哎喲，阿朱哥，又蓋了新豬欄了阿！」頭家驚訝的讚嘆著。可不是嗎？在

刺竹搭建的豬舍後面，聳立了兩間磚柱紅瓦的新豬舍，比主人的居舍更顯得氣派

呢。 

「嘿嘿！沒有地方關了，只好再蓋兩間。」阿朱哥有點不好意思的笑著，好

像偷吃被大人捉著的孩子一般。 

  「養肥豬還是添買母豬呢？」頭家笑嘻嘻的問。 

  「嘿嘿！婦人家說，人家買豬仔回家去養大還要賺錢，反正閒著，豬仔就留

下來自己養。」阿朱嫂是個高高瘦瘦的婦人，夫妻就兩個人住在這裡山寮下，如

果不是有一次我們湊巧大年除夕來這裡，我還不知道他們一家老老少少有十幾口

人哩，阿朱哥有兩個兒子在高雄加工口區做事，媳婦也都在工廠做工，只有一個

女兒在臺北讀大學，聽說在寒假暑假一定回來陪伴老人，平時兒孫全不在身邊，

好在有這許多豬要照料關心，不然豈不寂寞死了？我看阿朱嫂跟她餵的豬喃喃的

說著話，好像那是自己的子女一般，看得我又嫉又羨，所以她餵的豬長得很快，

要說我輩是沒有靈性的蠢物，我是絕不贊同的。 

  「啊呀—，古錐仔。你趕這隻豬哥來，才這麼小有效嗎？」阿朱嫂對我稍嫌

薄弱的身材似乎信心不足，不斷的前後打量我。 

  「妳不可小看了這隻約克夏啊！我花了一萬多塊錢托人從外國進口呢！今天

第一次趕出來，半年多了，應該夠熟了。」頭家為我辯解。 

  「嘿嘿，原來還是處男哩！」阿朱哥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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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要有效才好。」阿朱嫂遲疑了片刻，終究還是承認了我的身價：「看外

形還不錯，後臀圓圓的大概肉長得夠厚吧！」 

「包管胎胎十二，隻隻順利。」頭家說：「是那隻本地種新母豬嗎？我們去

看看。」 

如果以我的審美觀點來看，這隻本地種母豬實在醜陋不堪，肥額大耳，彎腰

垂肚，従側面看過去，就活像一個大凹字。全身烏皮黑毛髒兮兮的，而且滿臉皺

紋。據說選購這種母豬，面孔越醜越好，如果這個條件確實，眼前的這隻母豬可

以稱得上是上上之選了。 

「你看這是桃園種的還是美濃種的呢？」阿朱哥站在竹欄干前，右腳踏在欄

干上，用下頷指著問。 

頭家打量著，提起母豬耳朵，再拉上尾巴，母豬正是暈陶陶的時節，除了低

沉沉的唔唔輕吟外，連一動也不動。 

「看樣子是桃園種，後臀肉多。」頭家說。 

「希望能像我那條母豬一樣好，每胎都十五六隻，豬仔又白又長。」老人企

盼的說。 

我繞著竹圍欄杆來回了兩三趟。雖然說對手模樣難看，但是空氣中似乎有著

某一種氣息，也可能是母豬身上發出來的氣味，讓我深感緊張焦躁，全身血液都

快沸騰起來了。腦子好像有一股什麼力量在驅使著我，讓我深深覺得有著重大的

任務非得完成不可，這是我過去從未有過的經驗。 

「來來，豬哥，把這個先吃下去。」阿朱嫂端著一個金屬水杓，裡面赫然有

兩個敲開的雞蛋，連仁帶殼，這是從家裡出來前，頭家娘剛給我吃過的，以前我

還不知道有這樣美味的東西呢！雞蛋使我的注意力稍稍從母豬身上引開了，我三

口兩口便吞下了兩個蛋，還舔乾了水杓。 

「對，好好吃下去，才是好豬哥。」她笑盈盈的說。 

我發覺阿朱哥先是一怔，隨後想到什麼好笑的事情一樣，阿阿的笑得好開心。 

「走吧！我們去喝一杯茶，讓牠休息休息，調養好氣力，比較保險。」阿朱

哥說。 

確實，在爬上這條山坡，走了好長一段路程之後，我有些心氣浮躁，腿部痠

痛。真想躺下來小睡一場。 

「這兩間豬欄蓋得真好，比你住的房子還要舒服呢！」頭家指著磚造新豬舍

笑著說：「應該蓋間樓房來住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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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阿！我小女兒這次回來嘮嘮叨叨唸了好幾十遍，豬比人住得好。豬可以

賣錢，人賣不出去呀！阿阿。」阿朱哥說：「洋種白豬要沖洗，要講衛生，大家

都在養，要想賺兩個錢哪，只好投點資本啊！」 

「是阿！將來賺了錢就蓋樓屋。」 

「算了，我們兩個老骨頭還住什麼樓屋，這些孩子將來沒有一個會再回來耕

種這一點田地，有本事讓他們在外頭買去。」阿朱哥說：「我們阿—住慣了穿鑿

屋，涼爽又通風呢！」 

這兩個老人真是好主顧，兩年間每隔三兩個月我們總要爬一次他們屋前的山

坡，吃阿朱嫂兩個雞蛋。甚至，他們還指明了要我來服務哩。所以，我真不願意

看到這麼好的老人遭到不幸。上一年秋天，我們最後一次見到他們，豬舍除開那

頭本地母豬外，全都空了。豬價慘跌，把養豬當作副業來做的農家，沒有一個不

虧大本的。 

「這隻老本地母豬賣也沒有人要，你又不能不養牠。」阿朱嫂依舊不忘我兩

個新鮮的雞蛋：「我二媳婦要我到高雄去幫她看孩子，她進工廠一個月可以賺幾

千元，補貼生活也好。養豬虧損了十幾萬呢！」 

這以後便沒有再見到這兩個老人，也沒有聽到任何有關他們的消息，不養豬

了，阿朱嫂好像忽然老了十多歲，滿臉的寂寞無聊。我希望她能到高雄去照顧孫

兒，也希望她的兒孫能像我輩兒孫一樣帶給她希望和歡笑。 

像阿朱哥夫妻這樣的人我在這短短一生中見得太多了。事實上由我們村莊輻

射出去鄰近的幾個村莊，我所見過的人，無一家一人不是這樣勤勉勞苦又節儉

的。我四個月大時被送離英國，在那裡我從父母叔伯那而得到的印象中，從沒有

想到有人類會像這裡的人這麼拼死工作操勞的，我所見到的那些人，比此地的人

真是舒服的太多了。有時候我與頭家出勤回來得太晚，頭家馬達三輪車都開燈

了，我還可以依稀看到路邊夜幕中戴著笠子的人影在田野裡趕工。他們又是這樣

的簡樸。我聽過一頭本地種母豬說過，早期在她祖母的時代，人們為了讓家中飼

養的豬可以更快長大，他們三餐煮飯時，把煮成半爛的米粒糟粕撈起放進蒸籠燜

乾了吃，把精華的飯湯留給我輩享用。生長在這兒的我輩子孫，真是太有福氣了。

就是今天，像阿朱哥嫂這樣，豬欄蓋得堅固通風，而本身卻住得簡陋的情形，還

是處處可見的。這兒的氣候溫暖，物產又豐富，差不多年年都風調雨順，像這些

人這樣勤苦工作，要是不能富足，那真是沒有天理的事啊！ 

養豬作為家庭副業，在這個地區已經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只要你不是太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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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管有錢人家或是窮人家，沒有不餵幾條豬的。從前的豬吃番薯藤加米糠、飯湯，

如果不算工錢可以說是全賺的，而人工又是利用早晚和午休時間，不礙正事。莊

尾友得伯母每次都要跟頭家談到她的運氣好。 

「我就靠兩條母豬，供給我兩個兒子讀大學。」她的神情充滿驕傲：「真是

奇怪，每次在註冊前便有一批小豬仔可以賣，先後十幾年，不然，這一點田地，

那得有這麼大筆的現金給他們註冊呢！」 

友得伯母兩個孩子都是師範大學畢業的，兒子媳婦全都在中學教書，她家新

樓房蓋得十分氣派，可是她不顧子女反對，一直仍養了兩條母豬，每次也都是頭

家載著我來。不過，友得伯母現在雖然有錢，卻小氣得要命，從來捨不得給我一

個雞蛋或半升飼料，她所養的又總是矮小的本地種母豬，我最不喜愛。而且，完

工太早她還要鬧半天跟頭家爭論個不休，非要他再補一次，若人人像她，我可慘

了。 

當然，像友得伯母那樣養豬的時代以過去。從飼養餵料改為合成飼料後，成

本大大增高，究竟有多少賺頭呢？有一次我聽到頭家與鄰莊老農談過。 

「扣掉豬仔本錢和飼料醫藥，每隻賺五百元便很好了。辛苦餵養到四五個月

大，每個月工錢只有一百塊錢。」 

從前餵養番薯藤時，每戶人家養個三四隻豬很平常，改餵合成飼料後，要想

有工錢只有多養多餵，要多餵養就只有再添蓋豬欄作大投資了。於是家家戶戶幾

乎全都有了一兩間新起的紅磚豬欄，他們不嫌錢賺得少，只要勞力可以換取金

錢，不管如何的微不足道，他們都認為值得，想想這些人們，也太傻了。 

我輩子孫昌盛，固然是我輩運氣，為整個農村帶來歡樂與希望更是我們的驕

傲。豬仔生下來不滿一個月就有買主搶著購買，母豬的口數明顯的日日在增加，

頭家最是神采飛揚了。於是藍瑞斯、巴布谷、杜洛克，幾種大家喜愛的品類，頭

家都不惜重金進口，四鄰八莊可以說是沒有不知道頭家大名的。「第一強」的招

牌豈是隨便掛得的？包管胎胎十二，隻隻順利。頭家號稱品種比改良場還要齊

全，真的，連厚皮大耳、笨拙醜陋的本地種公豬都可隨時為客戶提供服務。 

那時可說是我們事業的黃金時代，我可也做過好漢了，一天出勤四次根本不

算一回事，頭家更是從早到晚馬不停蹄，想想這些光輝的日子，我常自豪一生不

為虛度，得意起來連肚子也會忘掉飢餓呢！ 

好景突然結束，事前連一點預兆都沒有。我渾渾噩噩的只覺好像清閒許多，

直到鮮雞蛋供給斷絕之後才發覺事態嚴重。為什麼忽然之間所有的母豬不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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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了呢？原來是小豬仔賣不出去，主人家不想讓母豬再生育。這對頭家和我而

言，真是大災禍啊！ 

看來，我們的事業即將結束，再也無法挽救了。那天，頭家載著我從一個偏

僻的山區回來，在莊口碰到阿文哥，以前的一位重要客戶。頭家停下來跟他聊天，

兩個人都憂思百結，如喪考妣。 

「很難再做下去了。連飼料錢都賺不回來。」頭家說：「你還有多少母豬呢？」 

阿文哥專養母豬，很風光了一陣子，我們原來每個月都要到他那兒去一兩

次，他在鄉公所做事，家裡還耕田養豬，是很有見識的人，頭家一像跟他很談得

來。他戴了頂舊鴨嘴帽，渾身泥漿，大概耕田剛回來。 

「沒辦法，我出光了，目前一隻都不剩。」他苦笑著說：「我還算脫手得快

的呢！莊背劉喜志哥你知道吧！差一點被大豬咬死了。」 

「阿—？沒有餵飽咬了他嗎？」頭家驚訝得大叫。 

「嘻嘻，不是啦！是差一點破產了。」 

「唉！你看，沒有一點轉機嗎？」頭家問：「落價也有漲價的時候呀！」 

「外銷突然停掉了，老靠國內市場，目前所存的毛豬口數還可以供應一年。」

阿文哥說：「差不多小養豬戶都出光了。你要堅持下去嗎？」 

「我不相信每個家庭都肯放棄這個副業，不養豬他們還能做什麼呢？」頭家

沉重的說：「我要不把家產全部投資下去就好了！還可以縮腳得快。」 

「情勢總會好轉的，以前不是也這樣起起落落嗎？政府也總會想出辦法輔助

農民的，誰不知道這些戴笠帽的沒有一點競爭能力，不保護他們行嗎？」阿文哥

安慰頭家。這話也令我大感安心，不景氣總會有過去的時候，我輩子孫豈能滅絕，

人類總得餵養我們的，但願頭家堅持下去，只要前途有望，一天吃兩餐也可以忍

受。 

「豬價總要再回升的。」頭家肯定的說。 

豬價在低盪了一年多以後，突然又高揚起來，外銷又稍稍打開了市場。這對

頭家和我應該都是好機會，但是想不到，情勢跟以前完全不同了。 

「貧窮莫斷豬，富貴莫斷書」，這是從前常常由一些老農口中聽到的諺語。

無非就在鼓勵窮苦的農人，不要懶惰，養豬可以致富。可惜這種理論再也無法說

服小農民們，上次的經驗帶給了他們太多的痛苦，越辛苦越養得多的人虧得越

慘，他們可再也不肯魯莽冒險了。想想也是啊，養得滿欄肥豬，賣又賣不出去，

宰也不能宰，誰敢動刀便是犯法，於是低聲下氣求豬販子來購買，怎能避免被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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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痛宰了？ 

「幹他娘，賣一次豬就好像被割一層肉。」有一次我聽到一個客戶與頭家談

天的時候憤憤的罵著：「我們還不夠瘦嗎？」 

貧窮人家不再養豬了，現在養豬的完全是有錢人家，他們把養豬當作事業，

他們有足夠的資本可以渡過低價時的危機，他們直接出口外銷。豬販子拿他們沒

有辦法，甚至他們聯合起來可以控制整個市場，養豬而到了這種地步，真可以抬

頭挺胸了。業餘的農戶憑什麼去爭享這一杯羹呢？ 

頭家「第一強」的招牌不意也砸在這種情勢下，真是異數。小養豬戶不再養

豬，大養豬戶又不需要我們，他們各自有自己的種豬，仍然不忘我們「第一強」。

加上鄉下人慣吃黑豬肉，很多人專門養黑豬供應本地市場，而黑豬又是大養豬場

所不願意飼養的，這仍然歸屬一些檢拾剩餘利益的小農戶來作副業，雖然盈餘不

多，好在他們也易於滿足。於是我們的事業繼續又拖了一年，只是成員大減，而

且對頭家來說，這行業也由正業轉成副業。 

盤克夏老兄在本地區的生命舞台間是永遠退開了。自日據時代他的族類被引

進之後，與本地桃園種和美濃種母豬所生雜交第一代號稱改良豬，在這片土地上

縱橫半個世紀，在我族約克夏到來之前，提供本地區大部份肉類。此後，在我族

約克夏與藍瑞斯母豬雜交第一代ＬＹ競爭下，盤克夏不得不引退。現在，漢布夏，

大約克夏又要取代我族生存的空間了。甚至連大肚紅毛的杜洛克老兄也來擠軋。

目前農村所零星飼養的黑豬，便是杜洛克老兄與本地種母豬合作所生結晶，也都

滿足了農村需要。想想我族子孫在本地區繁衍的盛況，悲哀中不免又感到驕傲自

豪。雖然最後難免挨受屠殺之苦，但生命能得延續不是扔然很值得嗎？ 

頭家為什麼還養著我，與其說我還有什麼利用價值，我想勿寧是基於感情的

因素。我在頭家事業開始發達時與他合作，好長一段相處的日子，也為他賺了不

少鈔票。不過，這種關係也已經如黃昏太陽一樣，飼料聽說又要漲價了。 

外銷市場打開，冷凍豬肉出口，是不是對頭家有起死回生的作用呢？我不敢

想像。頭家娘這幾天給我的飼料特別多，是不是希望我多長幾斤肉？頭家看著我

搖頭，那眼神代表了什麼意思？算了，想多了心亂，作為一隻公豬，我想這一生

也交代得過去了。還是聽聽里長伯家的電視愉快。是誰在鬼哭神嚎的拉長了嗓子

唱歌？是蔣廣照還是柳聞症？似乎還是張麗明的聲音甜美！這個女人為什麼還

不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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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 

    鍾鐵民，高雄美濃人，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任教於旗美高中。出版

有《石罅中的小花》、《菸田》、《雨後》、《余中雄的春天》等書。 

     

本篇小說筆調輕鬆幽默，從一隻愛發議論的猪，喃喃自語的獨白，一

路讀下來，字字句句都反映著屬於那個時代的聲音。 

這篇〈約克夏的黃昏〉為七十年代的台灣農村小說，一開始，作者以

第一人稱的自言自語，故弄玄虛，似乎在觀察一個小農村的生活樣貌，或

是在述說個人的生活經驗，眾多線索中，讀者一下子根本猜不出這個「我」

到底是「何方人物」？在一仟多字後，答案揭曉，原來主角身分是一隻猪，

來自英國，專司傳宗接代的純約克夏種公猪。藉著牠的描述，讓小說充滿

趣味。 

養猪事業是農村經濟來源的重心之一，也反映出台灣經濟結構的現

象，有了這樣的背景，故事讀來，備感親切。小說中藉著「約克夏」的眼

睛，帶我們看台灣農民的生活和經濟結構急遽調整下的衝擊。「約克夏」

牠化身為「時代的眼睛」帶領我們走進農民的生活和夢想，一起和農民承

受命運的考驗，那「第一強」的招牌，不僅令人莞爾，也標誌著時代的風

景。 

 「約克夏」這頭猪，他的身分是多重的，是一種「財富」的希望和

象徵。農村社會，除了農耕，副業就是養猪，為農民增加收入的第一選擇。

有時牠似乎代表著「人」，一位化身公平正義的使者，富有人情味，冷靜

的看待著農村的變化，以及世間的公平與正義。而這隻可愛幽默又風趣的

猪，也如「朋友」一般，將社會中人情世故的點點滴滴，一一呈現。 

新時代的來臨，機器將代替人工，自動化、資訊化，整個經濟結構的

轉變加速，而不變的，是濃厚的鄉土人情，與小人物堅強的生命韌性。 

讀完這篇小說，當我們再看到有關「猪」的消息，如口蹄疫、猪流感，

或是猪八戒、三隻小猪等故事，是不是又多了一份親切感，對牠們也該有

更為深入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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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時間— 

1.你覺得這篇小說中，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裡？ 

2.這隻猪「約克夏」，從牠的眼睛中看到了什麼樣的社會和人情世故？ 

3.試用「擬人化」手法，為這隻「約克夏」描述牠下半輩子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