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魯迅 祝福 
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

新年的氣象來。灰白色的沈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接著一聲鈍響，

是送灶的爆竹；近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空氣

裡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我是正在這一夜回到我的故鄉魯鎮的。雖

說故鄉，然而已沒有家，所以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的宅子裡。他是我的

本家，比我長一輩，應該稱之曰『四叔』，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他

比先前並沒有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但也還末留胡子，一見面是寒

暄，寒暄之後說我『胖了』，說我『胖了』之後即大罵其新黨。但我知

道，這並非借題在罵我：因為他所罵的還是康有為。但是，談話是總不

投機的了，於是不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裡。 

  第二天我起得很遲，午飯之後，出去看了幾個本家和朋友；第三天

也照樣。他們也都沒有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家中卻一律忙，都在

准備著『祝福』。這是魯鎮年終的大典，致敬盡禮，迎接福神，拜求來

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殺雞，宰鵝，買豬肉，用心細細的洗，女人的臂

膊都在水裡浸得通紅，有的還帶著絞絲銀鐲子。煮熟之後，橫七豎八的

插些筷子在這類東西上，可就稱為『福禮』了，五更天陳列起來，並且

點上香燭，恭請福神們來享用，拜的卻只限於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

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買得起福禮和爆竹之類的——今

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陰暗了，下午竟下起雪來，雪花大的有梅花那麼

大，滿天飛舞，夾著煙靄和忙碌的氣色，將魯鎮亂成一團糟。我回到四

叔的書房裡時，瓦楞上已經雪白，房裡也映得較光明，極分明的顯出壁

上掛著的朱拓的大『壽』字，陳摶老祖寫的，一邊的對聯已經脫落，松

松的卷了放在長桌上，一邊的還在，道是『事理通達心氣和平』。我又

無聊賴的到窗下的案頭去一翻，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

一部《近思錄集注》和一部《四書襯》。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況且，一直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

我到鎮的東頭訪過一個朋友，走出來，就在河邊遇見她；而且見她瞪著

的眼睛的視線，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來的。我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

改變之大，可以說無過於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頭發，即今已經全白，

會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丕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

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

活物。她一手提著竹籃。內中一個破碗，空的；一手技著一支比她更長

的竹竿，下端開了裂：她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備她來討錢。 

  『你回來了？』她先這樣問。 

  『是的。』 

  『這正好。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我正要問你一件

事——』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 

  我萬料不到她卻說出這樣的話來，詫異的站著。 

  『就是——』她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一

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釘著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學

校裡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

對於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樣回答她好

呢？我在極短期的躊躇中，想，這裡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卻疑

惑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人何必增添

末路的人的苦惱，一為她起見，不如說有罷。 

  『也許有罷，——我想。』我於是吞吞吐虹的說。 

  『那麼，也就有地獄了？』 

  『啊！地獄？』我很吃驚，只得支吾者，『地獄？——論理，就該

也有。——然而也未必，……誰來管這等事……。』 

  『那麼，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 

  『唉唉，見面不見面呢？……』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一個

愚人，什麼躊躇，什麼計畫，都擋不住三句問，我即刻膽怯起來了，便

想全翻過先前的話來，『那是，……實在，我說不清……。其實，究竟

有沒有魂靈，我也說不清。』 

  我乘她不再緊接的問，邁開步便走，勿勿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裡

很覺得不安逸。自己想，我這答話怕於她有些危險。她大約因為在別人

的祝福時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會不會含有別的什麼意思的

呢？——或者是有了什麼豫感了？倘有別的意思，又因此發生別的事，

則我的答活委實該負若乾的責任……。但隨後也就自笑，覺得偶爾的事，

本沒有什麼深意義，而我偏要細細推敲，正無怪教育家要說是生著神經



病；而況明明說過『說不清』，已經推翻了答話的全局，即使發生什麼

事，於我也毫無關系了。 

  『說不清』是一句極有用的話。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於給

人解決疑問，選定醫生，萬一結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這

說不清來作結束，便事事逍遙自在了。我在這時，更感到這一句話的必

要，即使和討飯的女人說話，也是萬不可省的。 

  但是我總覺得不安，過了一夜，也仍然時時記憶起來，仿佛懷著什

麼不祥的豫感，在陰沈的雪天裡，在無聊的書房裡，這不安愈加強烈了。

不如走罷，明天進城去。福興樓的請墩魚翅，一元一大盤，價廉物美，

現在不知增價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雖然已經雲散，然而魚翅是不可

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個……。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我因為常見些但願不如所料，以為未畢竟如所料的事，卻每每恰如

所料的起來，所以很恐怕這事也一律。果然，特別的情形開始了。傍晚，

我竟聽到有些人聚在內室裡談話，仿佛議論什麼事似的，但不一會，說

話聲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聲的說： 

  『不早不遲，偏偏要在這時候——這就可見是一個謬種！』 

  我先是詫異，接著是很不安，似乎這話於我有關系。試望門外，誰

也沒有。好容易待到晚飯前他們的短工來衝茶，我纔得了打聽消息的機

會。 

  『剛纔，四老爺和誰生氣呢？』我問。 

  『還不是和樣林嫂？』那短工簡捷的說。 

  『祥林嫂？怎麼了？』我又趕緊的問。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緊縮，幾乎跳起來，臉上大約也變了色，但

他始終沒有抬頭，所以全不覺。我也就鎮定了自己，接著問： 

  『什麼時候死的？』 

  『什麼時候？——昨天夜裡，或者就是今天罷。——我說不清。』 

  『怎麼死的？』 



  『怎麼死的？——還不是窮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沒有抬頭

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驚惶卻不過暫時的事，隨著就覺得要來的事，已經過去，

並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說不清』和他之所謂『窮死的』的寬慰，心地已

經漸漸輕松；不過偶然之間，還似乎有些負疚。晚飯擺出來了，四叔儼

然的陪著。我也還想打聽些關於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雖然讀過『鬼

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而忌諱仍然極多，當臨近祝福時候，是萬不可提

起死亡疾病之類的話的，倘不得已，就該用一種替代的隱語，可惜我又

不知道，因此屢次想問，而終於中止了。我從他儼然的臉色上，又忽而

疑他正以為我不早不遲，偏要在這時候來打攪他，也是一個謬種，便立

刻告訴他明天要離開魯鎮，進城去，趁早放寬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

這佯悶悶的吃完了一餐飯。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籠罩了全市鎮。人們都在燈下匆忙，

但窗外很寂靜。雪花落在積得厚厚的雪褥上面，聽去似乎瑟瑟有聲，使

人更加感得沈寂。我獨坐在發出黃光的萊油燈下，想，這百無聊賴的祥

林嫂，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先前還將形

骸露在塵芥裡，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

現在總算被無常打掃得於乾淨淨了。魂靈的有無，我不知道；然而在現

世，則無聊生者不生，即使厭見者不見，為人為己，也還都不錯。我靜

聽著窗外似乎瑟瑟作響的雪花聲，一面想，反而漸漸的舒暢起來。 

  然而先前所見所聞的她的半生事跡的斷片，至此也聯成一片了。 

  她不是魯鎮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裡要換女工，做中人的衛老

婆子帶她進來了，頭上紮著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年紀大

約二十六七，臉色青黃，但兩頰卻還是紅的。衛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說

是自己母家的鄰捨，死了當家人，所以出來做工了。四叔皺了皺眉，四

嬸已經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討厭她是一個寡婦。但是她模樣還周正，

手腳都壯大，又只是順著限，不開一句口，很像一個安分耐勞的人，便

不管四叔的皺眉，將她留下了。試工期內，她整天的做，似乎閑著就無

聊，又有力，簡直抵得過一個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錢五百

文。 

  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沒問她姓什麼，但中人是衛家山人，既說是鄰

居，那大概也就姓衛了。她不很愛說話，別人問了纔回答，答的也不多。

直到十幾天之後，這纔陸續的知道她家裡還有嚴厲的婆婆，一個小叔子，



十多歲，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沒了丈夫的；他本來也打柴為生，比她小

十歲：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這一點。 

  日子很快的過去了，她的做工卻毫沒有懈，食物不論，力氣是不惜

的。人們都說魯四老爺家裡僱著了女工，實在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到

年底，掃塵，洗地，殺雞，宰鵝，徹夜的煮福禮，全是一人擔當，竟沒

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滿足，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 

  新年纔過，她從河邊掏米回來時，忽而失了色，說剛纔遠遠地看見

幾個男人在對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在尋她而來的。四嬸

很驚疑，打聽底細，她又不說。四叔一知道，就皺一皺眉，道： 

  『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來的。』 

  她誠然是逃出來的，不多久，這推想就證實了。 

此後大約十幾天，大家正已漸漸忘卻了先前的事，衛老婆子忽而帶了一

個三十多歲的女人進來了，說那是詳林嫂的婆婆。那女人雖是山裡人模

樣，然而應酬很從容，說話也能乾，寒暄之後，就賠罪，說她特來叫她

的兒媳回家去，因為開春事務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夠了。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麼話可說呢。』四叔說。 

  於是算清了工錢，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

還沒有用，便都交給她的婆婆。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過謝，出去了。

其時已經是正午。 

  『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麼？……』好一會，四嬸這纔

驚叫起來。她大約有些餓，記得午飯了。 

  於是大家分頭尋淘籮。她先到廚下，次到堂前，後到臥房，全不見

掏籮的影子。四叔踱出門外，也不見，一直到河邊，纔見平平正正的放

在岸上，旁邊還有一株菜。 

  看見的人報告說，河裡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篷是全蓋起來的，

不知道什麼人在裡面，但事前也沒有人去理會他。待到祥林嫂出來掏米，

剛剛要跪下去，那船裡便突然跳出兩個男人來，像是山裡人，一個抱住

她，一個幫著，拖進船去了。樣林嫂還哭喊了幾聲，此後便再沒有什麼

聲息，大約給用什麼堵住了罷。接著就走上兩個女人來，一個不認識，

一個就是衛婆於。窺探艙裡，不很分明，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 



  『可惡！然而……。』四叔說。 

  這一天是四嬸自己煮中飯；他們的兒子阿牛燒火。 

  午飯之後，衛老婆子又來了。 

  『可惡！』四叔說。 

  『你是什麼意思？虧你還會再來見我們。』四嬸洗著碗，一見面就

憤憤的說，『你自己薦她來，又合伙劫她去，鬧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

了成個什麼樣子？你拿我們家裡開玩笑麼？』 

  『阿呀阿呀，我真上當。我這回，就是為此特地來說說清楚的。她

來求我薦地方，我那裡料得到是瞞著她的婆婆的呢。對不起，四老爺，

四太太。總是我老發昏不小心，對不起主顧。幸而府上是向來寬洪大量，

不肯和小人計較的。這回我一定薦一個好的來折罪……。』 

  『然而……。』四叔說。 

  於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終結，不久也就忘卻了。 

  只有四嫂，因為後來僱用的女工，大抵非懶即饞，或者饞而且懶，

左右不如意，所以也還提起祥林嫂。每當這些時候，她往往自言自語的

說，『她現在不知道怎麼佯了？』意思是希望她再來。但到第二年的新

正，她也就絕了望。 

  新正將盡，衛老婆子來拜年了，已經喝得醉醺醺的，自說因為回了

一趟衛家山的娘家，住下幾天，所以來得遲了。她們問答之間，自然就

談到祥林嫂。 

  『她麼？』衛若婆子高興的說，『現在是交了好運了。她婆婆來抓

她回去的時候，是早已許給了賀家坳的貿老六的，所以回家之後不幾天，

也就裝在花轎裡抬去了。』 

  『阿呀，這樣的婆婆！……』四嬸驚奇的說。 

  『阿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戶人家的太太的話。我們山裡人，小

戶人家，這算得什麼？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這一

注錢來做聘禮？他的婆婆倒是精明強乾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將

地嫁到裡山去。倘許給本村人，財禮就不多；惟獨肯嫁進深山野坳裡去

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現在第二個兒子的媳婦也娶進了，



財禮花了五十，除去辦喜事的費用，還剩十多千。嚇，你看，這多麼好

打算？……』 

  『祥林嫂竟肯依？……』 

  『這有什麼依不依。——鬧是誰也總要鬧一鬧的，只要用繩子一捆，

塞在花轎裡，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關上房門，就完事了。可是

詳林嫂真出格，聽說那時實在鬧得利害，大家還都說大約因為在念書人

家做過事，所以與眾不同呢。太太，我們見得多了：回頭人出嫁，哭喊

的也有，說要尋死覓活的也有，抬到男家鬧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連花

燭都砸了的也有。樣林嫂可是異乎尋常，他們說她一路只是嚎，罵，抬

到賀家坳，喉嚨已經全啞了。拉出轎來，兩個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勁的

捺住她也還拜不成夭地。他們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彌陀佛，她

就一頭撞在香案角上，頭上碰了一個大窟窿，鮮血直流，用了兩把香灰，

包上兩塊紅布還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腳的將她和男人反關在新房裡，

還是罵，阿呀呀，這真是……。』她搖一搖頭，順下眼睛，不說了。 

  『後來怎麼樣呢？』四婢還問。 

  『聽說第二天也沒有起來。』她抬起眼來說。 

  『後來呢？』 

  『後來？——起來了。她到年底就生了一個孩子，男的，新年就兩

歲了。我在娘家這幾天，就有人到賀家坳去，回來說看見他們娘兒倆，

母親也胖，兒子也胖；上頭又沒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氣，會做活；

房子是自家的。——唉唉，她真是交了好運了。』 

  從此之後，四嬸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 

  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約是得到祥林嫂好運的消息之後的又過了兩個

新年，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桌上放著一個荸薺式的圓籃，檐下

一個小鋪蓋。她仍然頭上紮著白頭繩，烏裙，藍夾祆，月白背心，臉色

青黃，只是兩頰上已經消失了血色，順著眼，眼角上帶些淚痕，眼光也

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而且仍然是衛老婆子領著，顯出慈悲模樣，絮絮

的對四嬸說： 

  『……這實在是叫作「天有不測風雲」，她的男人是堅實人，誰知

道年紀青青，就會斷送在傷寒上？本來已經好了的，吃了一碗冷飯，復

發了。幸虧有兒子；她又能做，打柴摘茶養蠶都來得，本來還可以守著，



誰知道那孩子又會給狼銜去的呢？春天快完了，村上倒反來了狼，誰料

到？現在她只剩了一個光身了。大伯來收屋，又趕她。她真是走投無路

了，只好來求老主人。好在她現在已經再沒有什麼牽掛，太太家裡又淒

巧要換人，所以我就領她來。——我想，熟門熟路，比生手實在好得

多……。』 

  『我真傻，真的，』祥林嫂抬起她沒有神采的眼睛來，接著說。『我

單知道下雪的時候野獸在山坳裡沒有食吃，會到村裡來；我不知道春天

也會有。我一清早起來就開了門，拿小籃盛了一籃豆，叫我們的阿毛坐

在門檻上剝豆去。他是很聽話的，我的話句句聽；他出去了。我就在屋

後劈柴，掏米，米下了鍋，要蒸豆。我叫阿毛，沒有應，出去口看，只

見豆撒得一地，沒有我們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別家去玩的；各處去一問，

果然沒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尋。直到下半天，尋來尋去尋到山坳裡，

看見刺柴上桂著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說，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進

去；他果然躺在草窠裡，肚裡的五髒已經都給吃空了，手上還緊緊的捏

著那只小籃呢。……』她接著但是嗚咽，說不出成句的話來。 

  四嬸起刻還躊躊，待到聽完她自己的話，眼圈就有些紅了。她想了

一想，便教拿圓籃和鋪蓋到下房去。衛老婆子仿佛卸了一肩重相似的噓

一口氣，祥林嫂比初來時候神氣舒暢些，不待指引，自己馴熟的安放了

鋪蓋。她從此又在魯鎮做女工了。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然而這一回，她的境遇卻改變得非常大。上工之後的兩三天，主人

們就覺得她手腳已沒有先前一樣靈活，記性也壞得多，死屍似的臉上又

整日沒有笑影，四嬸的口氣上，已頗有些不滿了。當她初到的時候，四

叔雖然照例皺過眉，但鑒於向來僱用女工之難，也就並不大反對，只是

暗暗地告誡四姑說，這種人雖然似乎很可憐，但是敗壞風俗的，用她幫

忙還可以，祭祀時候可用不著她沾手，一切飯萊，只好自已做，否則，

不乾不淨，祖宗是不吃的。 

  四叔家裡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時候也就是祭祀，

這回她卻清閑了。桌子放在堂中央，系上桌幃，她還記得照舊的去分配

酒杯和筷子。 

  『祥林嫂，你放著罷！我來擺。』四嬸慌忙的說。 

  她訕訕的縮了手，又去取燭臺。 



  『祥林嫂，你放著罷！我來拿。』四嬸又慌忙的說。 

  她轉了幾個圓圈，終於沒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開。她在這一天

可做的事是不過坐在灶下燒火。 

  鎮上的人們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調和先前很不同；也還和她講

話，但笑容卻冷冷的了。她全不理會那些事，只是直著眼睛，和大家講

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我真傻，真的，』她說，『我單知道雪天是野獸在深山裡沒有食

吃，會到村裡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我一大早起來就開了門，拿小

籃盛了一籃豆，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去。他是很聽話的孩子，

我的話句句聽；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後劈柴，淘米，米下了鍋，打算

蒸豆。我叫，「阿毛！」沒有應。出去一看，只見豆撒得滿地，沒有我

們的阿毛了。各處去一向，都沒有。我急了，央人去尋去。直到下半天，

幾個人尋到山坳裡，看見刺柴上掛著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說，完了，

怕是遭了狼了；再進去；果然，他躺在草窠裡，肚裡的五髒已經都給吃

空了，可憐他手裡還緊緊的捏著那只小籃呢。……』她於是淌下眼淚來，

聲音也嗚咽了。 

  這故事倒頗有效，男人聽到這裡，往往斂起笑容，沒趣的走了開去；

女人們卻不獨寬恕了她似的，臉上立刻改換了鄙薄的神氣，還要陪出許

多眼淚來。有些老女人沒有在街頭聽到她的話，便特意尋來，要聽她這

一段悲慘的故事。直到她說到嗚咽，她們也就一齊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

眼淚，嘆息一番，滿足的去了，一面還紛紛的評論著。 

  她就只是反復的向人說她悲慘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個人來聽她。

但不久，大家也都聽得純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們，眼裡也

再不見有一點淚的痕跡。後來全鎮的人們幾乎都能背誦她的話，一聽到

就煩厭得頭痛。 

  『我真傻，真的，』她開首說。 

  『是的，你是單知道雪天野獸在深山裡沒有食吃，纔會到村裡來的。』

他們立即打斷她的話，走開去了。 

  她張著口怔怔的站著，直著眼睛看他們，接著也就走了，似乎自己

也覺得沒趣。但她還妄想，希圖從別的事，如小籃，豆，別人的孩子上，

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來。倘一看見兩三歲的小孩子，她就說： 



  『唉唉，我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也就有這麼大了……』 

  孩子看見她的眼光就吃驚，牽著母親的衣襟催她走。於是又只剩下

她一個，終於沒趣的也走了，後來大家又都知道了她的脾氣，只要有孩

子在眼前，便似笑非笑的先問她，道： 

  『祥林嫂，你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不是也就有這麼大了麼？』 

  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經大家咀嚼賞鑒了許多天，早已成為渣滓，只

值得煩厭和唾棄；但從人們的笑影上，也仿佛覺得這又冷又尖，自己再

沒有開口的必要了。她單是一瞥他們，並不回答一句話。 

  魯鎮永遠是過新年，臘月二十以後就火起來了。四叔家裡這回須僱

男短工，還是忙不過來，另叫柳媽做幫手，殺雞，宰鵝；然而柳媽是善

女人，吃素，不殺生的，只肯洗器皿。祥林嫂除燒火之外，沒有別的事，

卻閑著了，坐著只看柳媽洗器皿。微雪點點的下來了。 

  『唉唉，我真傻，』祥林嫂看了天空，嘆息著，獨語似的說。 

  『祥林嫂，你又來了。』柳媽不耐煩的看著她的臉，說。『我問你：

你額角上的傷痕，不就是那時撞壞的麼？』 

『晤晤。』她含胡的回答。 

  『我問你：你那時怎麼後來竟依了呢？』 

  『我麼？……』， 

  『你呀。我想：這總是你自己願意了，不然……。』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氣多麼大呀。』 

  『我不信。我不信你這麼大的力氣，真會拗他不過。你後來一定是

自己肯了，倒推說他力氣大。』 

  『阿阿，你……你倒自己試試著。』她笑了。 

  柳媽的打皺的臉也笑起來，使她蹙縮得像一個核桃，乾枯的小眼睛

一看祥林嫂的額角，又釘住她的眼。祥林嫂似很局促了，立刻斂了笑容，

旋轉眼光，自去看雪花。 



  『祥林嫂，你實在不合算。』柳媽詭秘的說。『再一強，或者索性

撞一個死，就好了。現在呢，你和你的第二個男人過活不到兩年，倒落

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將來到陰司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你

給了誰好呢？閻羅大王只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我想，這真是……』 

  她臉上就顯出恐怖的神色來，這是在山村裡所未曾知道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當。你到土地廟裡去捐一條門檻，當作你的

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她當時並不回答什麼話，但大約非常苦悶了，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

候，兩眼上便都圍著大黑圈。早飯之後，她便到鎮的西頭的土地廟裡去

求捐門檻，廟祝起初執意不允許，直到她急得流淚，纔勉強答應了。價

目是大錢十二千。她久已不和人們交口，因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厭

棄了的；但自從和柳媽談了天，似乎又即傳揚開去，許多人都發生了新

趣味，又來逗她說話了。至於題目，那自然是換了一個新樣，專在她額

上的傷疤。 

  『祥林嫂，我問你：你那時怎麼竟肯了？』一個說。 

  『唉，可惜，白撞了這-下。』一個看著她的疤，應和道。 

  她大約從他們的笑容和聲調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總是瞪著

眼睛，不說一句話，後來連頭也不回了。她整日緊閉了嘴脣，頭上帶著

大家以為恥辱的記號的那傷痕，默默的跑街，掃地，洗萊，淘米。快夠

一年，她纔從四嬸手裡支取了歷來積存的工錢，換算了十二元鷹洋，請

假到鎮的西頭去。但不到一頓飯時候，她便回來，神氣很舒暢，眼光也

分外有神，高興似的對四嬸說，自己已經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了。 

  冬至的祭祖時節，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嬸裝好祭品，和阿牛將桌子

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著罷，祥林嫂！』四嬸慌忙大聲說。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燭臺，

只是失神的站著。直到四叔上香的時候，教她走開，她纔走開。這一回

她的變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而

且很膽怯，不獨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見人，雖是自己的主人，也總

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則呆坐著，直是一個木偶人。

不半年，頭發也花白起來了，記性尤其壞，甚而至於常常忘卻了去掏米。 



  『祥林嫂怎麼這樣了？倒不如那時不留她。』四嬸有時當面就這樣

說，似乎是警告她。 

  然而她總如此，全不見有伶俐起來的希望。他們於是想打發她走了，

教她回到衛老婆於那裡去。但當我還在魯鎮的時候，不過單是這樣說；

看現在的情狀，可見後來終於實行了。然而她是從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

丐的呢，還是先到衛老婆子家然後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 

  我給那些因為在近旁而極響的爆竹聲驚醒，看見豆一般大的黃色的

燈火光，接著又聽得畢畢剝剝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

已是五更將近時候。我在蒙朧中，又隱約聽到遠處的爆竹聲聯綿不斷，

似乎合成一天音響的濃雲，夾著團團飛舞的雪花，擁抱了全市鎮。我在

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

的空氣一掃而空了，只覺得天地聖眾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

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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