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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19  記者 楊睿愷 文

我曾說過，要與你去看櫻花的粉豔。

既非圖片上的、也不是去阿里山感受大批遊客爭先恐後搶拍照的窘境。我們約定要一同去日本、

著和服，賞櫻。在櫻花紛飛舞之下執手、熨上親吻，是我私下任性的想望。

當年僅是學生的你，聽完我豪氣地發言後便爽朗地笑了，是那種連眉角與頰邊都縐成笑紋的那種

燦爛。

那時，我們都是彼此的需要。

 

圖片來源: deviantART

 

 

寒暑已過十載。

思念飛梭成衣裳，織織密密地緊裹防護脆弱的心，但稍一拉扯，心音便從些微綻開的無數裂痕間

，輕易流洩出聲。

今日驕陽恣肆，嚴酷的炙暑蒸騰聳立著高樓大廈，汽機車排放的烏煙瘴氣薰得都市朦朧。走進富

麗堂皇的飯店，呈現的還是同一個世界，商業角力的追逐場域、是非難辨的善惡人性，晦澀幽微

，不過多了冷氣。

我隨意撿了個顯眼的位置坐下，等。

等一個僅看到名字就知道他是誰的人。即便那只是一張紙上的符碼，能解讀的語彙卻是千百種難

譯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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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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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處的人影逐漸清晰，你，也知道是誰在等吧。

堅毅柔馴的臉龐是歲月的雕琢，這點我們都一樣。如同河流波瀾牽絆碎石滾落，在陡峻河床劃刻

跡痕，緩漸地撫平桀驁放蕩的過往。過往能磨盡，沒什麼好可惜。

「我就知道是你。」這是你同我說的第一句話。

我的名，你還熟悉？

「好久不見。」極有默契地齊聲說道。客套地站起又坐下，交換彼此的眼神，瞳中的訊息卻毫無

意義可言。

你迅速翻檢了我遞上的契約，紙張摩娑襯衫沙沙的聲響，聽在耳裡成了咚咚的心跳。

「算是老朋友了，就不用看的這麼……抱歉……」

手機鈴聲乍響，你爽快地在欄位中簽上名後，熟稔地從口袋裡掏出、單手掀蓋接起電話。

「運動會提早放學？好好好，我馬上趕過去。」

「我老婆，等等要去接孩子。」說罷抿了抿嘴輕笑兩聲，眼波流轉著對家的依戀。

呵，真是愛家的好男人。 

「那就不耽擱你了。」深深呼出口氣，看了看錶，三點十五分，一刻鐘的會面，在你的喉結無聲

咕咚了三十三次後，就讓我瞧見那個我念著的你如昔的溫柔。與其說是懷念，不如說是一直甸在

心底的。

「你也老大不小了……成功當上大企業的負責人。不要只做女強人啊，業都立了，也該成家了吧

。」巧妙轉個話題，一派輕鬆地說笑。似乎避免觸及我們兩家公司近來因為突發的利益糾葛，極

有可能在將來合併的商業內幕。

到底該上哪找個男人呢，是否該借問老家隔壁的男人們是如何用金錢購買妻子的？荒謬。

「謝謝您的關心。」輕啜一口服務生送上的冰咖啡。咖啡發酸，冰冷震著敏感的牙關也發酸，吐

露出來的字句卻是中和過的。

男人、女人、孩子、事業、家庭。是啊，完美的男人，都需要一個完整的家。家不一定牢靠，但

你願傾身依賴。很可笑的是，棄我於不顧的你，當初不願與我共組家庭的你，現在是多麼的幸福

。

「結婚時記得捎個喜訊給我。關於下次合作的案子，我們再行商議。」揮了揮手的道別，似乎比

想像中簡單的多。

你離去的步子響得發脆。圖樣斑斕的大理石地磚反射不出你的容顏，依稀的殘影與大廳奢豪的美

術燈光相互渾濁，模糊的暗色在開門之時灑成耀眼的金黃。

就讓愛戀恆久停駐在曾經等待，卻已年華盡逝的指縫間痛惜。

可你忘了的，我該如何忘記。

 

 

這樣也好，因為無法忘懷，所以選擇不忘。也慶幸自己沒有遺忘，在公司合併數年後的今天，我

才能在海邊思念著，冷冽的風拂來屬於我們的往事，好的、壞的。

 

 

自小學開始，我們就認識了。

上課時，坐鄰桌幼稚的我們學會畫楚河漢界、井水不犯河水；你總在下課拉拉我的長辮子後，再

返身快跑被我凶神惡煞地追著喊打。小學生時期的體育課上，全班一起玩著最愛的躲避球時，你

常故意擋在我身前等著被球打，當球真的狠狠砸向你的腦袋後，再佯裝著一點兒都不疼地回頭朝

著我愣笑。

說青梅竹馬太噁心，那就勉為其難當「難兄難弟」吧。

身材一直很矮小的我，國三後，就再也沒長高，很老梗的，一向沉默、瘦弱的我正是學校不良少

年少女們欺負的好對象。又很老套的，你總是那個挺身而出幫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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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在一起的時間，就這樣一直到高中。很奇怪的，只要關於你，再多的瑣碎事情我都清楚記得

。

某日夕陽餘暉下，看見你在操場上一個人默默打著籃球，假想著敵手巧妙地三步上籃、單手進射

。

是我的目光太過灼熱嗎？

你回頭注意到我，大笑說「你一定不會打籃球，要不然怎麼這麼矮」；被激怒的我便不甘示弱地

加入戰局，你既像是愚弄我又半教學似的，在我身旁反覆靈活地掌控著球。這一剎那我才猛然發

覺，你的汗滴，在我眼中竟是如此耀目。

大學時，不僅同系也參加同樣的社團。我和你都不懂，為何我們要干擾彼此的人生直到現在。你

下了個莫名其妙的註解「或許我做鬼都要被你搞到不得安寧」。當時我以為，或許是我們對情愛

都太過漠然，你與我的矜持，是造就我們即便需要對方，卻無法說愛、進而擦肩而過。可我錯了

。

之後順利繼承父親公司的你，最信賴的得力下屬就是我。雖然總是合作無間，不過也是到工作之

後，我才深深體會這些年來自己瞭解你並不多，甚至是很少。

心底都有秘密無法對彼此坦誠。

經報章雜誌的批露才知道你要和大學時代就交往的女生結婚，那時的我，從來不曉得你身旁有這

樣一位登對女性，連在國外秘密結婚的事，都是由八卦雜誌告訴我。

我還是會只看著你，以自己都沒覺察的方式、如同變態般看著你的一舉一動，從打卡到下班，週

一至週五。

很傻，不過這樣做的我，很開心。能看著你的臉繼續呼吸，讓我覺得自己傻得很值得。

不過，人的耐性終有極限，愛情終究不是唯一、萬能的。時序推移了三年，我在沒有告知你的情

況下，決定離鄉背井獨立創業。因為不想封閉在你虛情假意的羽翼下，不願繼續讓不等量的天秤

在我心頭擺盪。

 

 

而今，我已走過創業十年，與你的公司合併兩年的歲月。在飯店談論初步合作的那天，只是重逢

的契機；企業合併之後的我們，竟出奇平靜地維持著良好的工作夥伴關係。「你還好嗎？」「我

很好。」是我們每天上班見面後一貫的招呼方式。你每每似乎急於想要知道我昨天過得好不好，

我總不忍心拆穿你看似善意的良心，無法狠心朝你矯情的笑容說道：「沒有你，我好得很辛苦，

好得很想哭。」

 

 

遲至今日，一個不甚特別的午後，被告知要去車禍現場為你善後，不知為何，驀然瞧著你可怖帶

血的容顏上一抹安詳的微笑，哭不出來。

大筆的財產與保險金，你把一半以及一幢華美洋房登記給了妻小；剩下的，你留在公司名下，指

定的受益人就是我。

看著那無稽的遺囑，我才像認清事實般把過去種種、揭心上瘡疤似地無情檢視一次，包括那些流

言蜚語。

你很溫柔。

從小到大我都存在於你眼眸的小框框裡不曾離開。我的寂寥沉思、苦悶卻因你愉快的生活，都納

入你心底，所以你總能在當下以行動支持我的需要、給我強而有力的保護；說出來的話看似不著

邊際，卻總是恰到好處地解決我的困擾疑惑。你父親在大學時就定下的親事、與身為異業合作對

象的女兒結婚云云，這些小道消息早就不經意鑽入腦海，只是我都選擇性遺忘。因註定不能相守

偕老，所以你不讓我知道，只是怕我難過。你總想讓我痛恨你，意欲要我只記得與你在一起每一

日的美好。

謝謝你的溫柔。

謝謝你那份我負荷不了、根本不想要的東西。

想要的那三個字，不只是你，也一直鯁在我酸澀的喉頭。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
© 2007-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想想，沒關係的。

當不了一輩子的情侶，最喜歡的日本無法同去、櫻花沒能灑落繽紛在我們一同仰望的笑顏上，也

無妨的。

你記不記得我們學生時期一起在海灘露營的景況。那時，只敢偷偷看著你的我深深覺得，你的眼

瞳就似海藍，深邃又難以捉摸。現在，在我一向的直線認知裡，也與溫柔連結在一塊。

與你相識，我仿若轉了個彎，步入一個很美的國度。你走了，我卻禁錮在此，逃離不能。

如我只配擁有你的溫柔……

 

 

吶，如今一步步踏進湛藍的我，全然將自己交付予你，擁抱我直到下一次的冰河期。

能這樣說著笑著接受這份溫柔的我，一點都不痛了。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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