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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天空，就像是阿笑房間裡那幅孫女畫的水彩畫一樣，是透著光的紫紅色。「阿嬤！你看你

看！天空今天是紅色的耶！跟我畫的一樣！」易子站在落地窗前，胖胖的小手高指著天空，興奮

的跟外婆獻寶。阿笑聽見易子的叫聲，放下手中的鍋鏟，緩步走到窗邊。夕陽真美啊！紅紫色的

夕陽映著，阿笑灰白的頭髮彷彿也染上了一點顏色。「妹啊！你知道為啥會有紅色的夕陽嗎？」

阿笑輕輕拍了拍易子小小的頭，她的眼神飄忽了，這樣的夕陽啊……。

黃昏的美景，總是美的有點憂鬱。                                                             攝影/張

雅晴

「因為笨手笨腳的小仙女把顏料打翻了，整個天空就變成紅色了。天公為了把天空洗乾淨，會叫

風颱叔叔來。所以每次看到這麼美、這麼紅的天空，就知道明天會有風颱啦！」小男孩坐在草地

上，頭頭是道的說著！

「我才不相信呢！風颱就風颱，哪來的小仙女啊！」阿笑背著養母的姪女，一面搖晃著身體，對

宏堅的話一點都不感興趣。

「我是說真的啦！大人不是都說明天風颱會來嗎，你有一點想像力好不好！」

「我不像你大少爺那麼閒，我還要顧美珠呢。書都沒有辦法念了，哪有時間想小仙女啊！」阿笑

加快搖晃的速度，想要哄美珠繼續睡覺。

「阿笑，你真的很厲害耶，上次不是還考第三名嗎？而且你打球總是打的比我好！」宏堅用力拔

起一束野草，開始編手環。阿笑愣了一下，露出傻傻的笑容，她總是愛笑。宏堅邊編著手環、邊

講起他的醫生夢，阿笑默默的聽。一直到天空中鮮麗的顏色褪去，他們才起身。

「喏，給你！」宏堅把手環放在阿笑的手上，他每次都是做這個給她。

「謝謝，我會收起來的。」阿笑開心的把手環放到口袋中，她看了看天色，發現今天他們玩的比

平常晚很多。

「我們得快跑啊！免的你被你阿母罵！」宏堅也發現今天晚了，拉著阿笑的手開始跑。他們跑過

橋下已經收攤的菜市場、跑了好久才跑到阿笑的家。

「你是在幹什麼，怎麼那麼晚回來！家事都不用做了嗎！顧美珠顧到哪裡去了！」大門忽然被推

開，阿笑的養母站在門口，一臉鐵青。

「阿母，我下次不敢了。」阿笑低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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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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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堅！快回你家去，你阿母一定到處在找人了！阿笑，你過來！把美珠給我！」宏堅是阿笑養

父的孫子，阿笑的養母是二房，對宏堅很沒有好感。

宏堅走前，看了阿笑一眼，兩人會心一笑，他轉頭咚咚咚的跑走了！

 

 

那天晚上，憑著微弱的月光，阿笑坐在後院的竹籐架上看書，空氣中有著重重的潮濕氣味，壓得

人喘不過氣來！她捧著課本，想趕快唸完去睡覺。每天都要餵鵝、趕鴨子、洗美珠的尿布，偶爾

還要去大太太的家裡幫忙，越來越沒有時間唸書了！有時候，她想，她真的很羨慕男孩子，是男

孩子就不用來當養女，不用每天做這麼多的雜事，可以像宏堅一樣，當一個有夢想的人。阿笑拿

出口袋裡的草環，輕輕的轉著，她能有什麼夢想呢？

 

 

颱風過後，沉悶的空氣一掃而空，空氣裡有酸酸的青草味、和阿笑最熟悉的泥土香。但送走了颱

風，飛機卻來了！轟隆隆的巨響，人群的尖叫聲，壓過了大雨後的芬芳。阿笑背著美珠，擠在人

群中。阿母要跟宏堅帶著小孩子們去郊外的防空洞。飛機的聲響重重地震動著她的耳膜，阿笑感

覺全身都在顫抖，汗水濕透了她的背，她擦了擦額頭的汗，感覺到美珠不安的在亂動。

 「美珠乖，美珠乖唷！」她一邊安撫美珠，一邊尋找宏堅的身影，突然有人用力握住她的手！「

阿笑，往這邊，跟緊我！」聽到宏堅的聲音，阿笑鬆了一口氣，跟著宏堅擠過人群，往另一個方

向的跑！他們抄近路，直接穿越學校。跑離學校還不到一分鐘，阿笑就聽到從後面傳來的巨響。

像是爆炸聲、也像是打雷的聲音。比飛機的聲音更大、她覺得頭快要炸開！

 「阿笑，不要回頭，快點跑！」宏堅吼著，拉著她拼命跑，他們要快點到防空洞、要是能夠再快

一點就好了。阿笑想到她在另一邊的朋友、老師，眼睛開始刺痛著，她的腳好重好重，每跑一步

都好吃力。「阿姐！這裡這裡！」遠遠的，她看到宏堅的小弟在揮手，他們跌跌撞撞的。飛機的

聲音，越來越小，天空漸漸寧靜了。

 

 

傍晚，阿笑在河邊洗美珠和其他小孩子的衣服，今天的夕陽很美很美，整片天空是金色的，河水

也閃閃發光！

「看啊！這樣連衣服都像是金子做的！你也像是金子做的！」阿笑高舉著手中的衣服，逗著一群

光溜溜在洗澡的孩子們。

宏堅在一旁生火，他們沒有帶什麼食物出來，只能去附近的地瓜田裡找小地瓜，這一帶的人都躲

到隔壁鎮的廟裡去了，城裡空洞洞的，孩子們的嬉鬧聲溫暖了冰冷緊張的空氣。

宏堅和阿笑並坐在火堆前，宏堅忽然開口：「我畢業以後要去台北念書！」

「台北？」阿笑拍著美珠的背，有些訝異。

「雖然現在還在打仗，不過很快就會結束吧！之後就去台北唸高中！」

「高中……因為你想要當醫生嘛！真好！我阿母可能不會讓我唸高中了！」

阿笑上下晃動的手，一瞬間停了。

「你不唸書真的很可惜，要不要我去問我阿公，讓她贊助你上高中！」

「不要啦，我阿母讓我唸到初中，我已經很感激了！唸高中多花錢啊！到時候我又沒有時間做家

事，阿母不會同意的！」她能夠唸到初中真的就夠了。

「那你以後……有什麼打算嗎？」

「我？不知道。不就是嫁人嘛！我哪像你那麼好命，能夠去台北！」聽到嫁人，宏堅愣了一下，

沒有再說什麼。鄉下的女孩子，能夠唸書唸到初中，已經是非常幸運了。至於未來，女人除了嫁

人，還有什麼出路呢？

「到台北，要好好念書。你一定可以當上醫生的！」

「會給你寫信的。」宏堅也笑了，點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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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最了解我的人。」沉靜了一會兒，他又開口了。

「當然啊！我們一起長大的！可是你是大少爺，我只是人家的養女，命運不同啊。」認真算起來

，阿笑的輩分是比宏堅大一輩呢！

「不管怎麼樣，我都最喜歡跟你聊天，最喜歡和你玩！」

「我也是，因為我們是最好的朋友。」阿笑有點害羞，宏堅一直都是這樣，是這樣溫柔、有時又

有點頑皮的。他像小弟弟、像朋友、也像最親密的家人。

童年永遠都是無憂無慮的，多年後，阿笑也許會回想起這個夜晚、這段天真的談話。那是最單純

的喜歡。

 

 

「阿笑！阿笑！宏堅來了啦！」

「來了！」阿笑洗菜洗到一半，高聲應著，連忙跑到大門口。

「我回來了！二阿嬤，給你帶了台北的新布。」宏堅把一個鼓脹的包裹遞給阿笑的養母，看到阿

笑走出來，開心的笑了！

「阿笑，菜我來弄，你們去聊天吧。」阿笑不再念書、養父也去世之後，養母也許是出於對她的

愧欠、也許是老了，對阿笑的態度比從前溫和了很多。

「怎麼樣？怎麼會這個時候回來？」阿笑興奮的拉著宏堅，他每一次回來，就好像長高了、成熟

了一些！

「我寫的信還沒收到嗎？我考上台灣大學的醫學院了！」宏堅的臉上難掩著喜悅，其實他昨天晚

上收到通知，早上才寄信回家的。可是他迫不及待就想讓阿笑知道這件事，也想見見他的阿爸跟

阿母，乾脆就回來了！

「天啊！這是大消息啊，跟你爸媽說了嗎？」

「說了。」

「那你要不要回去吃飯？這種大日子還是跟父母一起過吧！」

「免啦！等等再回去！我已經半年沒跟你見面了，我們聊天。」宏堅揮揮手，拉著阿笑在後院的

藤椅坐下。

「宏堅，你現在看起來真的像個台北人了！好體面吶！」阿笑盯著宏堅的衣服，感到有點生疏。

宏堅摸了摸身上的襯衫，靦腆的笑了。看到熟悉笑容，阿笑欣慰的想，即使他看起來像個台北人

，內心還是原來的宏堅啊。

「我聽說……你跟之前住在後街的來仔有在寫信？」宏堅忽然正色，問了他一直想問的問題。

「恩。」阿笑不自然的低頭，喝了一口茶。

「他在台北工作？」宏堅繼續追問。

「恩，他考上了林務局，現在好多人想要找他相親呢。唉呀，別說這些，我告訴你，下個禮拜我

就要去生命線工作了。」阿笑忙著想轉移話題。

「你不唸書了嗎？」

「我還是有唸一點書，但能夠去工作總比老是在家做事好。」

「阿笑，你應該生作男孩子的。你的頭腦和毅力，都不像是一個女孩子！」宏堅有些讚嘆的說。

「記得以前我很希望自己是男孩子。」阿笑想到過去憨憨的夢想，笑了。

「我知道啊，你跟我說過，我沒有忘記！」她說的話，他從來不會忘記。

「你看，我們都長大了呢！你很快就要變成一個堂堂正正的大醫生了！到時候還會回來找我聊天

嗎？」阿笑開玩笑的問，內心卻是真的感到自卑。

「阿笑……等我當了醫生……」宏堅停頓了一下，神色有些緊張。

「嗯？」阿笑看到宏堅嚴肅的表情，也跟著嚴肅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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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五年，五年就好！到時候我……我要……我要娶你。」最後兩個字，他說的非常小聲，阿笑卻

聽的很清楚，此時彷彿有一陣雷在她的腦內轟隆隆作響。

「宏堅，你怎麼可以這樣說？按輩分算，我是你的阿姨，你怎麼可以這樣說！你知道你在說什麼

嗎？」阿笑的聲音在發抖，她用力捏緊手裡的杯子，眼眶不由自主的濕潤了。

宏堅抿緊嘴唇，臉色變的很難看。

「阿笑，你喜歡我嗎？」宏堅背著她，低低的問著，今天是滿月，月光很柔媚，阿笑的心很慌亂

。

「我從來都只把你當小弟弟、當我最好的朋友！我怎麼可能會去想其他的？那是不對的！」阿笑

有些語無倫次，她真的被嚇著了，這種違反倫理的事，怎麼會從宏堅的口中說出呢。

「你知道吧？我以前喜歡做夢。每次我掃地掃得很累的時候，我會夢想自己是大小姐，可以好好

念書、穿漂亮的衣服！可是這種夢是不能做的！因為不會實現，只會越來越傷心而已！」

「只要我們……」

「不，宏堅，你不要再想了。天公安排好的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哪是說變就能變。」

宏堅又倒了一杯茶，啜飲著。

「你不要問我喜不喜歡你，這個回答，你讓我留著，好嗎？」月光比剛才更亮了一些，阿笑抬頭

看著月亮。

一陣長長的沉默後，有點賭氣似的，宏堅開口：「阿笑，我們會是一輩子的朋友。」說完他就起

身，轉身走向大門。

 

 

 阿笑知道剛剛只是一個小小的意外。日後，這個意外不會再發生，也從沒被提起過。回到屋裡，

阿笑打開一個小鐵盒，裡面收藏著無數個草環，看著草環，她默默地流下眼淚。並不是埋怨些什

麼，只是發現原來這樣黑的生命裡，也有一盞油燈，但她方才親手滅了這盞燈。阿笑以前沒有想

過，以後也不會再想，但是今天，就這麼一天，她希望做個夢。夢裡有她和他，就像小時候一樣

，手牽著手去小河邊玩、去山上做草環、一起躲避阿母的追打。她希望他們永遠不要長大，人為

什麼要長大呢？

「阿嬤，天晴了，我要去玩！」颱風過後，易子興奮的拉著阿笑的手，想要到外頭去玩。接近傍

晚，阿笑陪易子去植物園，她坐半乾的椅子上，微笑的看著孫女玩耍。正當著太陽要下山，整個

世界彷彿都成了金色的。空氣暖烘烘的，阿笑瞇著眼，舒服地享受黃昏。

「阿嬤，你看你看，我好像是金子做的！」易子高舉著手，用力喚著她！阿笑微微睜眼，卻好像

看到了她自己，坐在那條金光閃閃的河邊！那個令人懷念的黃昏啊！意識朦朧之際，她看見宏堅

朝她走來，手裡拿著一圈野草編的手環，正在呼喊著她的名字……

 

 

「阿笑，你看看，手環也像是金子做的……」

 

 

「阿笑，我最喜歡跟你聊天、最喜歡跟你玩………」

 

 

「我們永遠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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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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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