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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從美國看台灣

飛機大概在靠近阿拉斯加的太平洋上空，窗外依然是太

陽高掛的大白天，在這種地方，好像人跟日頭比較接近。從

窗口看出去，下面好像是一大片冰雪覆蓋著汪洋大海，可是

只有沒有被蓋住的地方，還可以看到水的顏色。

乘客大部分是從台北上飛機的。空中小姐要乘客把窗

簾拉下來，免得陽光照進來，太刺眼了。飛機裡面一片暗

暗地，只能坐，只能想。談話並不是好時機，除了不識相的

人，才會嘰咕不停地攪亂別人的心思。

李洋坐在窗邊，忘了在想什麼。順手拉上一點窗簾，陽

光射進來，太強，他隨即把它拉下來。

「喝點什麼飲料嗎？咖啡或果汁？」機上開始又為顧客

提供飲料了。

他突然清醒過來：「請來杯咖啡。」想想，咖啡來得正

好。「糖和奶粉。」

糖和奶粉，用湯匙，把它攪在一起，看看咖啡在杯子裡

轉動的漩渦，越轉越深，湯匙拿掉，渦就沒有了。李洋覺得

跟幾天前在台北喝的咖啡一樣，沒有糖，不甜；沒有奶粉，

就沒有奶色。他拿起咖啡，喝了一口，想到在台北喝的咖

啡，令他又想起喝咖啡的那天，又想起了她。

就是幾天前那一天，李洋請她喝咖啡，為了感謝她替他

做所拜託的事情。她來了，說時間並不很多，不能坐太久，

人.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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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也不能談太多，見面時先東扯西扯一番。

她說：「這幾天都是為了女兒的事情跑來跑去，反正人

家有意幫忙，所以也不能不去試一試。」稍為停了一下，突

然她說：「那天我跟女兒吃飯時，我告訴她，她是他的。」

李洋稍為屏息一下，抬起眼睛看看她，她沒有特別的表

情，問她：「妳女兒怎麼說？」

「首先她稍為愣了一下，有點驚奇，然後好像覺得很平

常，沒說什麼。」

「不會覺得奇怪或是意外？」

「不會了。我的孩子自小就都知道我的情形，知道媽媽

在家很痛苦的。」

「她對她的爸爸會怎麼樣？」

「她反而高興不是她的爸爸生的。她很討厭他。他們根

本就沒有感情。」

「那麼她知道妳跟朱科長有肉體關係了。」李洋直接看

著她的眼睛。

「小聲點，不要把全名都說出來，萬一被別人聽到

了。」她特別小聲地說：「是的，她當然知道了。而且人家

現在已經不是科長了，是總經理了。」

李洋覺得有點奇怪，難道這個朱什麼的全台北的人都知

道他的名字？那才怪咯！何況姓朱的人那麼多。李洋對姓朱

的這個人的印象都是從她得來的，因為她曾經跟李洋講過不

少他們間的事情。

「啊！現在的人對這種事情都知道了，而且孩子長大

了，也可以瞭解了。」她接著說。李洋聽了，心裡有點不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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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從美國看台灣

慣，但沒說什麼。

可是她卻不加注意，繼續說：「隔日，他請我，我的大

女兒、小女兒一起吃飯。我和我的大女兒就一直看著他，可

是他不太敢看我們，他也不知道我們為什麼看他。」

講完，她卻靜下來，低頭不講話。一時她又想起那麼多

年前，那時她已經懷孕，肚子大起來了，朱科長還找她的時

候，她肚子裡面的那個孩子，就是這個女孩子。現在已經長

得這麼大了，快20歲了。有這麼久嗎？那個時候，他看到她

大肚子，特別有興趣，還是要；喜歡摸摸她的肚子，順著肚

子摸下去，不知道怎麼做比較好，從後面？從前面？或是讓

她在上面。大肚子的女人，也許在男人的眼裡看起來倍加嫵

媚。她曾經聽過人家這樣說。她那時覺得有點奇怪，他怎麼

不知道怎麼做？在那個時候她自己也覺得特別有意思。

「妳在想什麼？怎麼突然不講了？」李洋覺得她怎麼突

然不講話了。

「想什麼！還不是那些我向你講過的事情。叫我怎麼不

去想它！」她對李洋說。

她又說：「我想，其實朱科長也是故意裝的，裝著不

知道我們母女在看他。他也稍為知道我們母女在想什麼。他

不時地看看我的女兒，趁著別人不注意的時候。自從我告訴

他：『其實說起來這個也是你的女兒。』那個時候起，他就

說要請我們母女吃飯。他應該也想要看看他的這個女兒長得

什麼樣子了。他看了又看，大概也在想：原來她肚子裡的那

個嬰兒就是這個女孩子，長得像不像吧！」

「你在想誰？還有事嗎？」當她看到朱科長不知在想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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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三】人在空中／內無人　201

麼的時候，故意把他叫醒。她這麼說。

朱科長跟她們母女一起吃飯，當然是要看看這個大女兒

長得像誰，其他的話也不方便在這個場合說。當然除了稱讚

一番以外，就是說些要盡量替她的女兒找找工作，找一個比

較適當的工作的事情。他的心裡一定一直記著：「其實這個

也是你的女兒」這句話。他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意思，怎麼這

個時候提出這個問題來。是不是想要贍養？以前的人，祕密

做了，就守著祕密，怕別人知道。可是現在的人，不同了，

喜歡公開。公開替女兒找出血肉父親，變成流行風氣。不但

有錢拿，還可以出名，表示自己不止有手段，也有身段。這

個問題如果在報紙上公開出來，那就完蛋了。我的名譽、我

的家庭、我的職位，就完了。姓朱的這個人免不了會想到這

些問題的。

聽她一叫，朱科長抬起眼睛看她，她向他做了一個眼

色，微笑。這是什麼意思，應該不是要我付贍養費吧！他

想。

她想到這些，心裡也覺得好笑。然後她說：「其實也

沒什麼了，不好意思都是我一個人在講。」她告訴李洋，這

些日子為了幫忙女兒找工作，還找過一位算有交情的人，姓

楊，在另一家銀行擔任協理。楊協理要她的女兒到辦公室見

他。「沒想到他竟然給我的女兒訓了一頓，說什麼找工作要

自己找，不要老是跟在媽媽的後面，這樣才能表示自己有獨

立性，才能找到工作。真正需要他幫忙時，他反而搬出一大

堆爛道理！」

李洋說：「那個姓楊的講的也對嘛，他也是好意。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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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跟妳說過嘛！」

「是了。不過跟我講就好了，那樣子給我沒有面子。」

李洋問她：「妳的女兒看到她的親生爸爸，怎麼樣？有

沒有當場就認了？」

「沒有了，怎麼可能，朱總的也不知道我的女兒已經知

道了。不過我的女兒說有一點像，比較像；她喜歡這個朱伯

伯，討厭那個楊協理，怎麼可以初次見面就教訓她。」她改

稱他朱總的，很小聲的說著，心情好像已溜了。

「有一點像！還比較像？」她很小聲的說著。低頭喝

了一口咖啡，她根本就不很喜歡咖啡。想起那個時候，她也

是跟她的女兒這種年紀，被調到朱科長的部門工作。她對工

作並不熟，可是朱科長這個人又不言笑，尤其對年青的女孩

子，好像怕被女人吃掉的樣子。每天她幾乎都要加班才能把

工作做完，朱科長只好陪她，幫她把工作做完才能下班。只

靠感覺，她已決定要使這個在眾人面前裝著很嚴肅的男人喜

歡她。起初是因為工作不熟需要加班，後來是不需要加班才

要加班，兩個人可以在別人走了以後還一起留在辦公室裡。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有一天，朱科長對她說：「做得這麼晚

了，我請妳吃飯，妳做得太辛苦了。」他帶她到一家飯店，

吃飯閒聊，還喝了一點酒。她有點想睡。「妳是不是醉了，

到樓上去休息一下好嗎？」她也沒說可否，就跟著他走在一

位女服務生的後面走入電梯。當女服務生把房間打開，幾乎

還等不及服務生把門關了，他們就同時抱在一起，他把她壓

在床上，順手要脫她的奶罩，脫了半天脫不掉。「幹嘛還要

脫奶罩呢？」她說，結果還是她換一個姿勢，自己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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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著李洋，對李洋說：「我是入門喜，結婚就懷孕

了。」

「我知道，妳跟我說過，我也知道妳在想什麼。」李洋

說。

「那時我的擔家，我丈夫的母親，很高興，說入門

喜。孩子出生以後，雖然是女孩子，她對這個查某孫也特別

疼。」

李洋只是隨口搭腔地說：「入門喜有時是很危險的，帶

球跑。」

「我跟他熱戀了有4年，可是每次我看到他在他太太面

前對他的太太那麼好，他的太太也對他親熱得很，替他擦

汗，我就受不了。我覺得當我和他私下在一起的時候，他對

我那麼熱情，什麼都肯，什麼都要，外表已經沒有什麼可隱

瞞的，但是心裡想的就不知道了。想起來還是假的。我覺得

我有需要自己的愛，要一個人在公開的場合也可以對我親熱

的，所以我就決定結婚了。」

「你們真不簡單，熱戀4年，別人都不知道！」李洋

說。

「在辦公室，在大家面前小心點，不要太親近，就不會

引起別人嫉妒嘛。背後有人懷疑，有人講東講西也不一定。

這種事情反正還是各人管各人的。」

「可是結婚後，妳並沒有跟他分手！」李洋說。

「沒有，怎麼分手！天天見面怎麼分手，所以才會連

我已經大肚了，他還要嘛！反正這種事情，天下沒有白吃的

午餐，互相利用，互相交換，那時我還需要他，也不是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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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她說著，低著頭好像在想什麼。「我要結婚，事前並

沒有告訴他，怕他受不了。在我剛結婚之後，他的心情，你

可以想像得到的，不是嗎？」

「也許，反正我也沒有那種經驗。」李洋突然又想到另

外的一個問題，「妳的女兒看過朱總以後，對她現在的爸爸

會怎麼樣？」

「又會怎麼樣？你不是問過了嗎？」她顯得有點不耐煩

的樣子。

「我的意思是她承認嗎？她接受嗎？」李洋好像在審案

子，不相信她的女兒這樣就接受。

「有什麼不能接受？母親跟誰生她，就是誰生她，她怎

麼知道誰生的！誰生她，小孩子有什麼選擇？誰生的有什麼

關係？主要的要有感情、要有誰生的那種感覺才有意義。」

一時兩人都沒有話說。停頓一下之後，終於李洋慢慢地

說了一聲：「說的也是。」

她看看李洋，停了一下，然後一句一句慢慢地說：「我

要對我的孩子坦白，我要讓我的孩子知道誰是他的父親，認

不認無所謂。你知道有多少人做過這種事嗎？可是她們不敢

向自己的孩子坦白說，她們的孩子被隱瞞了一輩子也不知道

誰是他(她)的真正生父。有一天，我也要向我的兒子說，誰

是他的生父。」

「妳的兒子！誰是他的生父？也是別人生的？也是那位

朱科長生的？」

「不是我的先生，也不是朱科長，那是幾年以後的事情

了。是另外一個人，你不認識的人。」她一邊講，一邊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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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

李洋還來不及反應，抬頭看到他約好的朋友已經從門口

那邊走過來了。他對她說：「我約好的朋友來了。」

「那我走了，改天再連絡吧！」她說著，提起皮包，做

一個眼色，轉身走了。

李洋拿起咖啡杯想喝一口咖啡，看到只剩下一些殘渣留

在杯底。他把杯子放下，自言自語地說：「這個杯子，不知

道有多少人用過了。這些殘渣被洗清以後，同樣這個杯子別

人還不是照樣再用。」他看看窗外，陽光普照，行人不多，

在台北，這兒算是難得的清靜地方。

李洋的朋友一直走過來，來到他的桌位，還來不及打招

呼就問：「剛剛那個女人是誰？她長得還不錯咧！」

李洋回答說：「她是林妙。」

「誰是林妙？」

飛機上的廣播聲，李洋的想念被打斷：「飛機已經開始

下降，準備著陸，請各位乘客繫好安全帶。」李洋伸手要拿

咖啡杯，想要喝一口咖啡，才發現咖啡杯已經被收走了；他

調整一下座位，想著「剛剛在想什麼？」不管了，下機繫安

全帶，安全要緊。他繫好安全帶，等待平安降落。

(11/24/2003定稿，登於《台美文藝》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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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想到你真的那麼無情，說得出來，就做得出來。

說斷，就斷；說切，就切。」甘蘭說得眼淚差點就流出來，

「掛斷電話後，我就一直打電話給你，要向你道歉，可是你

就硬是不接電話，你的心實在有夠狠，不理就不理。」

「我睡著了。」林頂有意無意的搭腔，只想敷衍一下。

「不要騙人那麼多，我也不是小漢囝仔，剛掛了電話你

就睡著了。」熬了一夜一天的甘蘭，心裡早已悶著一腹火。

其實前天晚上，在她一時使性地掛斷跟林頂的通話以

後，甘蘭就馬上打電話，對方不接，她就是不放棄，她不相

信他的心會那麼硬。他不接電話，也要把他吵得不能睡覺；

她一直打到半夜，對方的電話有響，就是沒有人接。她睡不

著覺，翻來翻去，也不去多想到底是為了什麼事情不打電話

不行。她知道想得愈多會愈睡不著，只不過為了一口氣，想

要跟他馬上講個清楚。她希望夜趕快過去，天亮後可以找他

慢慢地談。

終於天亮了，甘蘭照平常一樣趕去上班，但是無心工

作。到了公司沒有看到他，也不方便一大早就打電話到他

的辦公室去，怕引起別人的注意；她故意走過他的辦公室，

沒有看到他，問他辦公室的一位小姐，說他沒有來上班。回

到她自己的辦公室，她也不能離開，因為已經有一位客戶早

已約好要來看她。她連續打了幾個電話到林頂住所，電話還

內.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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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人接。她反而擔心起來，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他

如果不接我的電話，也會接別人的電話才對，他也不是沒有

其他的朋友，也不可能知道每通電話都是我打的。為什麼每

通電話都沒接？」甘蘭愈想愈焦急。她認為林頂不會，也不

必，為了迴避她就躲起來的，那未免太小題大作了！

話雖然那麼說，甘蘭的心還是安定不下來。等到她把

那位客戶案件妥善處理了以後，她的心再也安靜不下來。

她覺得還是要自己去看一看。還沒等到中午休息，她就跑出

去叫計程車，要去找看看。坐在計程車裡，她反而覺得有點

奇怪，「幹嘛要這麼認真！反正我也不是沒有他不行！」她

想，「不過萬一他發生了什麼事情，萬一他心臟病發作沒有

人發現。」甘蘭開始想些自我安慰的事情，雖然她從來不曾

聽過他的心臟有問題。雖然並不是非去找他不行，可是她的

心裡就覺得沒有看到他不甘心。

來到林頂的住所，原來是一棟公寓。按大門鈴，沒有

人回答，自己又沒有卡片開門，也進不去。只好等到有人

開門要出來時，才順勢走進去。到了他的房間，卻發現門上

貼一張小紙片，寫著：「內無人。」這下子甘蘭斷定「室內

有人」，如果沒有人就不必貼公告了。她認為一個自作聰明

的人，有時反而會露出龜腳來。她按鈴，沒有人回答；一再

地按，也沒有人回答；猛敲門也沒有回應；一邊敲門，一邊

對室內喊話：「請開門，我知道你一定在裡面的。」她靜靜

地站在那邊，要看看有沒有人出來探頭，可是，還是沒有動

靜。這種下雨天，要跑到那裡去，她想，難道真的躺在房子

裡不省人事了嗎？她反而有點賭咒起來，由友情而變為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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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人情的淡薄，不過她還是相信他一定在裡面，只是不開

門而已。甘蘭仍然不死心，走下樓梯，又跑上來2、3次，不

甘心白跑這一趟，可是他不開門，甘蘭也沒有辦法，也不能

把門打破。結果她也只好叫輛計程車趕回去辦公室，在車裡

她自我安慰，「這趟也不算白跑的，至少我知道他在搞什

麼。」

今天早上林頂終於來上班了。甘蘭找到他先數落幾句，

多少透透心中的氣。他說現在沒有時間談那麼多，中午休息

的時間再談吧！反正甘蘭已經看到他了，她的初步目的已經

達到了，也不怕他再躲起來。他們就約好中午再談。

「他應該知道老娘也不是省油的燈！我那裡能夠讓他說

切就切的。」甘蘭自言自語地說著。

甘蘭當然知道林頂講的並不是實話，他住的地方她已經

搜查過了。中午一見面，幾句客套話之後，她就開始責問林

頂：「你認為無緣無故，說切就可以切了，至少也要先說個

清楚。你晚間睡覺，白天也睡覺嗎？昨天你沒來上班，打給

你的電話也不接。」

「我出去了，沒有在家，怎麼接妳的電話？其實妳也不

必打電話給我嘛！」林頂覺得她既然有勇氣掛斷電話，又找

他幹嗎？

「下雨天，要到那裡去！你在做什麼我都知道的。」

「我真的出去了。」

「不要騙我。我有偵探跟著你。」

「別扯了，我也不是妳的什麼人，還用得偵探！」林頂

覺得扯得太離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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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找你，一再敲門，你為什麼連探個頭也沒有。」

甘蘭仍然確定昨天他在房間裡。

「我根本就不在家。」

「你知道嗎？我為了要確定你是不是在家裡，我還走出

樓梯，到外面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的車子。可是在附近走了兩

圈，並沒有看到你的車子，其實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車子停

在什麼地方。」

「妳不要想騙我了，妳那裡會那麼在意，還特別要去找

我，還會去找車子。妳只為妳自己，那裡還會在乎別人的感

覺。」

「你的門上還貼著『內無人』一張紙條。明明就在暗示

『此地無人，實在有人，』恐怕不止你一個人，大概還有其

他的人在裡面，所以你不敢開門，是嗎？」

這下子林頂只好相信了，甘蘭真的到過他住的地方。不

過那天他真的出去了，只因為心裡覺得有點悶，又不想碰到

她，他想到外面隨便走走。可是外面下雨，並不大，要到那

裡去呢？他想去看看櫻花。在櫻花盛開的時候，因為遊客太

多太吵雜，所以都沒有去；可是現在花季尾了，還看得到什

麼花嗎？

來到櫻花公園，花大都已經凋落了，滿地都是櫻花的殘

瓣。不過還有不少半枯萎的花，仍然硬爬在樹枝上強忍著雨

水一滴又一滴的淋襲，冷風不斷的吹打，它還是強攀著往日

艷麗招展的花枝不放，甚至那些花蕊都已朝下搖搖欲墜，往

日曾經風華一時，令多少遊客讚賞不止的花朵，現在仍然纏

著曾經共度浮華的枝葉，不肯離去。在細雨中，仍然還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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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一簇的櫻花，算花齡還是中年，雖然已經沒有含苞剛放的

嫩氣，卻正是燦爛成熟的時候，花瓣大開，借雨水沐浴，帶

著清秀的粉質，向遊客拋眉弄姿，享受開放的大自然，笑迎

芸芸眾生。

公園裡的遊客並不多，在細雨中，三三兩兩或是一對一

對，大概都是找寧靜而來的。來看花，也給花看，花只有美

意，不必擔心花是不是善意。林頂看完花回到住所後，門上

的條子還在，也沒有人留言或留字，他知道沒有人來過。

可是今天聽甘蘭這麼說，林頂才知道那一天甘蘭真的來

找過他了，一時他的心也軟下來了：「妳不上班，還特別來

找我，何必呢？」

「我怕你出了什麼事情，躺在房屋裡起不來。」

「亂說，妳還會想那麼多。」

「沒有了，我只是要向你道歉。」亂說倒是真的，道歉

也只是借口而已。

「要道歉什麼呢？」

「我也忘記了。」

「既然忘記了，還要道什麼歉嘛！」

「我當然記得。我知道我錯了，我要向你道歉，使你的

心情好一點，可以睡得好一點，可是你竟然不肯接電話。」

甘蘭也覺得如果只是為了要道歉，根本就不必要專程跑

去找他。她自己也有點莫名其妙，為什麼她的心裡一直有一

點莫名其妙的感覺，非找到他談一談不甘願，她就是不能讓

他要切就切的。一向只有她甩人，沒有她被甩的道理。

「請不要擔心，我的心情很好，也睡得很好。」林頂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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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敷衍一下。

「我知道我有時候有點神經質，前天晚上一聽到你侮辱

我的時候，我就不顧一切，什麼氣話都講出來了，連電話也

掛斷了，其實有些話並不是我真正的意思。」

「我並沒有意思要侮辱妳，閒談中我也忘了說些什

麼？」

「沒有就算了。」甘蘭不想再破壞談話的氣氛。

「談話中，妳講，我聽，講些什麼話會傷到妳的心，我

也不知道。」林頂故意想推掉。

「你說什麼我喜歡將以前跟男人做過的事情，都講給每

一位新的男朋友聽。」甘蘭沒加思考就講了。

「這也不是什麼壞話。」林頂也很自然地說。

「當然是很難聽的話。這根本就在侮辱我。你笑我自己

認為以前做過的事情很光榮，所以都會向每一個新的男朋友

講。我怎麼會把我跟別人做過的事情都拿出來跟每一位男人

講呢？他們會把我看成什麼樣子？人家會看我不起，人家聽

了也會不舒服，可是，你說我把這些事情拿出來顯耀。那不

是在侮辱我嗎？叫我怎麼不生氣！」

林頂沒說什麼，不必爭論這些。

「我對你可以說是掏心掏肝的，所以才會什麼話都講

給你聽，你卻認為我愛展，我愛講我的過去。其實每次都是

你要我講的，因然我認為你跟別的人不同，你可以瞭解我，

可以原諒我，我有時候也許把實際的情節講得較詳細一點，

你就怪我講得那麼高興，記得那麼清楚，你就不高興，心情

就不好，令我覺得你也只是要拿我玩玩而已。我一時忍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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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才會掛斷電話的。」甘蘭講得似有說不盡的委曲。

「不要又怪到我來，不要把責任推給我。」林頂並不想

答辯，可是一旦被牽拖到他自己，就不可以被當作沉默的承

認了。

甘蘭說：「你有意無意中常常嘲笑我，其實我都只講一

件事情，是我和初戀情人的事情而已。」

「初戀的情形當然可以講，不過一個睡過一個的事情，

就不一樣了。」

「我都只講我初戀的情形，那件事情最令我傷心。」

不知道甘蘭沒有注意聽或故意裝著沒聽清楚林頂剛剛

講的後半句，甘蘭並沒有抗議。林頂趕快用了可能想到的形

容辭敷衍地說：「初戀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情真，心純，心

歡，好奇，新鮮，印象深，懷念多，得失大，傷害也重的事

情，誰都忘不掉的事情，誰也難免會提出來講一講的。」

「我注重的是感情，並不是隨便交往的。」甘蘭說。

「女人都是這樣說，說的都一樣。」林頂順口就插一

句。

「我年青的時候長得還算漂亮，有很多人喜歡我。」甘

蘭對自己的美一向有自信，在林頂的面前已提過好幾次了。

「妳現在還是很漂亮嘛。」林頂記得甘蘭還說過：對於

男人，她要的，沒有得不到的。

甘蘭繼續說：「很年青的時候，有一個人，不是我的初

戀情人，很喜歡我，他的兩個妹妹都認識我，她們都已經把

我當作未來的嫂嫂了。我也很愛他。我第一次到他家，就到

他的房間去。突然間他的父母親回家了，害得我不敢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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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以後，我好難為情，真不好意思。可是後來我並沒有跟

他結婚，他的妹妹告訴我她的哥哥傷心得差一點自殺，以後

那個人就到阿拉伯去工作，很多年都沒有連絡了。」

林頂故意地問了：「當時有什麼難為情的？」

甘蘭沒講什麼。

林頂也沒講什麼。他知道甘蘭昨天為什麼急著要找他。

除了要透透心中的氣以外，大概也在為她自己講過的事情找

些理由吧！

甘蘭停了一下，又繼續講：「以後我才知道他那麼愛

我。有一年他從外國回來，他的妹妹通知我，問我要不要跟

他見面。我說好嘛，我也想要有一個向他說明的機會。於是

他的妹妹就安排我和他在一個飯店見面。」

「所以妳就跟他又搞起來了。」

「沒有了。」

「那有可能沒有的？」

「好了，有了。可是我覺得已經沒有感情了，沒有意思

了，覺得沒有滋味了。他還是很愛我，還說要離婚來跟我結

婚。」甘蘭有點興奮的樣子。

「妳為什麼不答應，妳不是說妳對恁尪(妳的先生)沒有感

情嗎？恁尪對妳很不好嗎？」

「我怎麼敢，驚死我了。他已經有三個小孩，最小的只

有三個月。」

林頂並不想問得太多，免得她又講不停，以後又用來誣

賴、牽拖都是他逗她講出來的。這種情形，林頂對甘蘭是相

當瞭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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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幾年前吧，或者沒有那麼久，當初林頂有機會跟

甘蘭往來，說來也是很偶然的。有那麼一個晚上，林頂突然

接到一個電話：「我要去找你。」對方是甘蘭的聲音。

林頂嚇了一跳：「妳不能來，這麼晚了妳來做什麼？而

且妳也不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

甘蘭說：「不管了，我到的時候再打電話給你，大概會

在三角攤那個炸雞店的前面。」

林頂覺得真是奇怪。一個女人這麼晚了出來找男人，到

底是為了什麼？何況他跟甘蘭並不很熟，只在偶然的機會曾

談過幾次話，雖然還算很投機，畢竟兩人之間並不很熟，只

知道她的職位好像還不低而已。

甘蘭來了。從計程車下來，穿一身便裝，夏天台北的晚

間，天氣還是溫暖，她沒有什麼化妝。她看到林頂，很高興

地走過來：「你看，我找到了，坐計程車又快又方便。」

「很高興看到妳，妳很漂亮。不過這麼晚了，我很擔心

妳一個女人自己出來。」林頂說。

「才吃完飯，並不算晚，這是我的自由時間，逛街，走

路運動，這是我最自由的時間。」甘蘭好像在安慰林頂，要

使他放心。

林頂並不想帶甘蘭到自己住的地方，也不知道這麼晚

了，她到底要來做什麼？是不是有人跟蹤，是不是有什麼意

圖？

他說：「我住的地方，剛好有朋友來住幾天，附近也沒

有什麼地方可去，我們就走走路吧，妳也可以運動。」

「很好啊！我只想看看你，走路，講話，很好。」甘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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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也真的覺得很好。

他們一邊走，一邊談，林頂帶著甘蘭到附近一個小林木

公園，靠近大路，園內並不算隱蔽，園內雖然有些灌木，人

來人往都可以看得到，可以避免被偷拍照相，因為林頂一直

擔心有人跟蹤或偷拍。

他們選擇一個石凳坐下來。園內外的行人已經很少。月

色很美，在月光下，林頂看看甘蘭輕抹淡施脂粉的臉孔，頗

有幾分姿色；穿裙，輕鬆。這樣一個女人在晚上出來找人，

到底為了什麼？林頂一直想這個問題。他也不知道到底要怎

樣坐，要對面坐或排排坐，要靠近或是應該保持距離。倒是

甘蘭顯得很自然，沒有拘束，裙子擺來擺去。

林頂說：「一個女人在晚上自己坐計程車不是很不安全

嗎？」

「沒有什麼好怕的，生命要緊，如果有人要動手的話，

我會說我自己脫給你，不要用暴力。」甘蘭說得很輕鬆。兩

人一齊笑出來。他們就坐在那裡，看月亮，交談，離開的時

候已經很晚了。

自那一次月光下之會後，林頂就不斷的聽到甘蘭有說不

完的人生韻事，有情節又有細節，有新的，也有重播的。聽

多了以後，有時林頂就覺得煩了。

今天甘蘭所說的還算是新的故事。本來林頂差一點就要

問她，當初為什麼沒有和那個到阿拉伯去的那個人結婚。突

然提醒自己，不要讓她講得越拖越長，結果就沒有講什麼。

稍為停了一下之後，甘蘭繼續講：「要不是他有三個孩

子，也許我會跟他結婚。我要的是感情，要有人愛，有人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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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好的婚姻，能夠做個賢妻良母。」

「妳剛才不是說已經沒有感情了，沒有味道了嗎？」林

頂提醒她。

「經過這麼多年的結婚生活以後，我才深深地覺得感情

的重要。我想我對他的那份感情還是可以找回來的。」甘蘭

的聲音有點低沉。

「妳自己也有孩子了。」林頂又提醒她。

「那才是最現實問題，要不然我早就出走了，也許跟其

他的人，也許自己住。談感情，也不能不顧慮到現實問題，

對孩子的責任。」

甘蘭看到林頂沒有說話，她就繼續說：「我的那個，阮

尪(我的先生)，打過我，自從結婚以來就三不五時罵我賤貨、

爛貨，要賺由妳去，把我看得一點價值也沒有。自我們結婚

以後，他就一直那樣。他要我出去，我就出去找朋友了。」

看來她頗有感觸的。

「是不是也只是口頭語而已，講慣了，並沒有惡意

吧？」聽她又咒罵她的先生，林頂想打個圓場。

「也許是他的口頭語，可是他動不動就那樣罵我，那麼

長的時間他都沒有改變，久而久之，我越聽越不爽了，我對

他就沒有興趣。我不會找他，他要找我，我也不會要，並不

是他的性能不行，我就是不想要，也嘸愛跟他做那個事情。

我寧願出去找別人。」她好像有點激動，好像忘了她是跟男

人在講話。

「應該也不致於那麼嚴重，雙方應該談一談。」林頂並

不是真的要做調人，不是這個時候，也不是今天這個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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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辦法開口去跟他談那些。他有些話罵得更難

聽，我不好意思在你面前講出來。他罵我賤貨，我想賤就賤

嘛；他要我出去，我就出去玩。」甘蘭說。

林頂也不想再知道，有些事情她曾經向他講過。

甘蘭就繼續說：「我小的時候，有一次跟著我媽媽去看

一場電影。記得好像是韓國電影。男主角被他的太太又罵又

打，罵他沒有用，結果對他的太太性無能，他的太太罵他做

一個男人不能讓女人滿足，無路用。可是不管他怎麼樣的努

力，就是不行。以後他搭上了附近一家麵店的老板娘，跟她

密會時卻把那個女人搞得叫爽連天，死來活去，欲罷不能。

但是以後在自己家裡，他的太太找他，他還是沒有辦法，

又被太太罵一頓。在他太太面前他的心理早就先恐懼起來

了。」

「妳媽媽為什麼帶妳去看那種電影？」林頂覺得有點好

奇。

「她們幾個太太要一起去看，是我吵著一定要跟她們去

的。其中有人就說反正我還小看不懂，沒有關係，所以她們

就讓我跟她們去了。」

甘蘭又說：「其實那個時候我也真的看不懂，以為電影

中的人，天天吵架、打架。但是印象很深。」

「那個電影好像很有意義。女人應該小心些，不要對

自己的男人講得太過份，罵男人不行，會傷害男人的自信

心。」林頂好像沒有加以思考就說了，「比如說，女人如果

不喜歡自己的丈夫看女性暴露的相片，看電視上女性暴露的

鏡頭，萬一被她看到了，也不要以一副正經、高尚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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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鄙視、冷言冷語的態度譏笑自己的男人，那樣會傷害到男

人的自尊心，甚至變為對自己太太的冷感，會造成男人心理

上的恐懼。」

甘蘭馬上接著問：「你怎麼懂得那麼多？好像你是個心

理科專家。」

林頂只好說實話：「那不過是普通常識而已。」

「不過你不要誤會，並不是只有女人才會傷害到男人。

雖然電影裡面所說的是女人傷害到男人，可是我會想到那部

電影的情節，我的意思是，男人如果看不起、侮辱自己的女

人，也同樣地會傷害到自己的女人。」甘蘭認為他只指責女

人，不公平。

「對、對，那當然，我完全同意。」林頂沒等到她講完

就趕快補充。

「你剛才所講的，只說女人對男人怎樣又怎樣，那是很

不公平的。你要知道，如果男人看賤了自己的女人，不尊重

自己的太太，把自己的太太罵得太下賤，傷害得太厲害，那

就不要怪自己的妻子對他冷感、對他不感興趣了。我自己就

是這樣過來的。」甘蘭說。

林頂又補充說明他完全同意她的看法。

甘蘭說：「我並沒有出去找男人。我要的是男人的愛、

疼，我要的是感情。跟愛我的人發生了關係，我得到疼惜；

在家裡做那種事情，只不過被看做賤貨而已！」

林頂說：「妳也只是玩玩而已。」

「說玩玩太難聽了。」甘蘭提出修正。

林頂只看著甘蘭，沒講什麼。他想各人有各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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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甘蘭看看林頂的表情，心裡頗有某種感觸。她說：「跟

我母親一齊去看電影的那些女人，她們的丈夫，因為受的教

育與職業的關係，平時都裝著一副嚴肅的樣子，女人在家裡

大部分都沒有什麼講話的地位，對自己的感覺不能作決定。

她們要一齊去看那部電影，大概也為了要解放自己心裡的苦

悶。我認為做為一個女人，一定要自己能夠決定自己，不必

要把自己的感覺悶在心裡，樣樣受人支配。」

林頂：「這一點我完全同意妳的看法，不分男女。」

甘蘭覺得有需要再說明：「我所說的那片電影，我並

沒有受到它的影響，何況以前我看過後也不懂。電影所表達

的意義，我自己慢慢地才體會出來的。從我的經歷中付出代

價才瞭解出來的。以前聽人家開口閉口就說抹憖(g’ien，台語：

沒有想要的勁)，我並不知道它到底的意思是什麼，只知道是不

要而已。以後我受到阮尪(丈夫)那種一再地侮辱，被他看扁又

看賤，日子久了以後，我覺得何必在家裡當賤貨。在男女的

關係上，只有台灣話的抹憖(g’ien)才能表達我心裡那種不想

要、沒有興趣、不肯要的感覺。只說不想要，根本就不能夠

表達我心裡真正的感受。」

「平時在日常生活上，一般人並沒有去想得那麼多，不

同的場合有不同的感覺吧！」林頂可以瞭解甘蘭的感受，不

過覺得她還是為了自圓其說找藉口。

「我以前交往很多男朋友的事情，我只講給你聽，沒有

講給別的人聽，因為我覺得你特別，跟別的人不同，你卻說

我喜歡把我自己的過去講給每一個新的男朋友聽，我聽了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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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難受。我並沒有出去找男人，我去跟別人交往是有原因

的，希望你能夠瞭解我。」

林頂沒有回答，他還在等待甘蘭還有什麼藉口要講。

兩人對面坐著，都沒開口。

這時甘蘭張大眼睛看著林頂，慢慢地說：「那一次我們

在月光下，是我一生最難忘的。我一生沒有那樣爽過，有夠

好了，……；想起電影裡麵店那個女人……。」

林頂突然做個手勢，說：「我們該走了。」並沒有讓甘

蘭講完。

兩雙眼睛對看著，笑了一下。

林頂不想再扯下去。他故意選擇這個地方，員工福利餐

廳，是因為這是一個沒有情調的地方，談話隨時可以結束，

要走就可以走的。看看旁邊還有幾桌的人在談話，他不要等

到最後才離開的。甘蘭還沒開口，林頂就說：「該回去上班

了。」兩人起身走了。

(1/2/2005完稿，登於《台美文藝》，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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