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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發現，我的目光會不自覺地追逐著他。
這對我來說，其實有些不太正常。
 
 
在大家眼中，我是個善於交際的人，身邊總是不缺朋友，廣受歡迎。但是在這些朋友中，真正瞭
解我、能讓我傾訴心事的人，其實寥寥可數。又或者可以說，是我刻意在自己與他人之間，畫出
一條隱形的界線。這條線向內以我為中心，是我的守備範圍，嚴密防守，絕不容他人任意逾越。
 
因為我知道，靠得越近，就渴望更多。這種渴望，容易讓人變得脆弱敏感。得不到，會難過痛苦
，甚至衍生出憎恨；得到了，固然喜悅，但會害怕不知何時失去，變得終日惴惴不安…，人類就
是如此矛盾的動物。
 
 
我怎麼也不能允許這種事發生。
 
不想受傷害，也討厭那種思緒不受自己控制的感覺，所以與人交往，我通常維持表面的利益關係
，盡可能排除更進一步的發展。有時難免感到寂寞，但我樂於這樣活著，輕鬆、沒有負擔。
 
保持距離，以策安全，是我奉行已久的準則。
然而，這一切在他闖入我的生活後，開始出現改變。
 
 
 
 
笨蛋笨蛋
 
我與他初次相遇是在十三年前，冷冽的十二月。
那天，我迷茫地踏著緩慢的腳步，走在熟悉街道上，準備到車站搭車。
 
暖暖陽光，冬天的太陽比起夏天，少了恣意燃燒的熱血澎湃，而多了幾許輕柔和煦的溫暖安定。
沐浴在染上鵝黃色的空氣中，使得只穿著薄薄Ｔ恤和牛仔褲的我，並不感到太過寒冷。
 
忽然，一聲慘叫將我喚回現實。
「啊！！！！！！！！！！！！！！！！！！！！！！」
 
目光忍不住往聲音來源移去。一個染著焦糖髮色的綠衣男孩正面摔倒在地，旁邊有如破布一般的
背包大咧咧地敞開著，從裡面飛射出來的漫畫、玩具以及一些垃圾之類的東西散落一地，仔細一
看，還有外殼碎裂的知名遊戲機。而他身旁儘是匆匆走過的上班族，沒有人願意攙扶他起來。而
或許是因為真的太可憐了，原本不知愛心為何物的我居然鬼使神差地走向前，伸出手扶起那名可
憐的男孩。
 
「你沒事吧？」
「啊！謝謝你～～！」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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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3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23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7?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3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user/403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9?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1?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2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6?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39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背光，看不清他的臉。
不過由他的充滿活力又溫柔的聲音聽來，他一定是個性開朗的人。
男孩藉我的手穩穩站定，他拍拍手上的灰塵，一張沾滿髒污卻仍然精緻的臉衝著我笑得像冬日盛
開的鮮黃山茶花，毫無心機且燦爛美麗異常。
 
瞬間，我又感到四周的溫度上升許多。
怎麼會像有冬陽般照耀人心且溫暖的明亮存在。
 
 
但是那時我並不知道，他不過是個笨蛋而已。
 
在我幫他收拾好掉在地上的所有東西後，也不管我有沒有在聽，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說明他跌倒的
一切緣由。例如他今天早上按掉鬧鐘時不慎將它摔在地上，而它的犧牲並未換得主人的準時起床
，等到他驚醒時，已經是一個小時過後；在忙亂之中，他拿了牙膏洗臉、擠了洗面乳刷牙，甚至
喝了放在冰箱已經過期多天的牛奶…。接著，為了提高出門速率，他一嘴咬著土司，兩手穿著外
衣，兩腳穿著鞋子，終於順利踏出家門。然而，在他忘情地奔跑時，雙腳上因他求快而遭受冷落
、未被繫上的鞋帶，像是要提醒主人它的存在一般，硬生生把他絆倒…
 
聽著他神采飛揚、甚至有些得意地說著這些蠢事，我都要以為他只是在轉述一段從別人那裡聽來
的笑話。明明是一連串衰運連連的慘事，我卻無法從他身上聞到一絲一毫的負面情緒，不知是坦
然成熟，還是神經大條。
 
我想，應該是後者吧。
 
在交談之中，或者是他單方面的追問與自答後，我們發現我們都要去車站，搭的是同一班電車，
要去的地方也差不多；我們甚至發現原來彼此的住的地方，不過是一條街與一個轉角的距離而已
。
 
因為這個契機，我們開始慢慢熟絡起來，當然這也要歸因於他時不時的登門拜訪。在一段時間的
相處後，各方面都顯示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是精準無誤的：他確實是開朗的人，但也是個笨蛋。容
易煩惱，但煩惱來的快去得也快，常使得讓他傾訴的對象無所適從；容易生病，在大熱天也會輕
易感冒，而在他腦子燒到39度時還毫無自覺跑來我家約我去哪鬼混；不會看人臉色，常常因為這
樣得罪人，不過往往只要他展露他那無害的笑容，就會輕易地被原諒了…
 
也因為這樣，在我們相處時常會上演這樣的戲碼：每當他做了什麼蠢事，我總會一邊罵他笨蛋，
一邊舉起手懲罰似地往他頭上揮去，而接著他也總會一邊嘟起嘴，一邊抱怨說「會變笨還不都是
因為被你打笨的…」，這時，我總會感到莫名的愉悅。
 
時間一久，我開始習慣了他那情緒高漲的大吵大鬧；習慣他那明亮如鏡的清澈眼眸；還有，時時
刻刻都能牽動我心緒的上揚嘴角…。我也開始期盼每次與他見面的時刻，雖然我從不主動找他，
但每當他出現在我面前時，那充滿在我心中的雀躍情緒，總讓我自己困惑了好一陣子。
 
從不曾有過的情緒波動，讓我開始害怕。
我害怕一切無法掌握的東西，例如心。
 
 
所以，當我發現無法忍受他與別人要好時，我知道我設下的界線開始動搖了。
他一言一語都能輕易撩撥我的心緒，腦海中總不自覺浮現他的一顰一笑…
 
意識到的那一瞬間，我徹底慌了，同時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躁。
我一直以來小心防範的事，在他闖入我的生活之後，正逐步發生中。
 
我開始思考，是不是該在那條界線尚未崩潰之前，在我還能理智的思考之前，早一步從對他日漸
強烈的感情中抽離呢？
 
那時的我，很清楚答案是什麼。
 
 
 
我討厭他我討厭他
 
接下來，進入了避不見面時期。
 
以我對他這單細胞生物的瞭解，我完全知道如何降低與他相遇的機率。我刻意選在他會來找我的
時候出門，刻意繞開他毫無新意的閒晃路線，刻意無視手機上重複出現的相同名稱，有時，我還
會刻意地把電源切斷…。總而言之，我想盡一切辦法不與他接觸，妄想我那本不該有的症狀可以
痊癒。
 
但是，或許是我把他想得太過天真了。
某天，當我發現那蹲在我家門口的那熟悉身影時，我感受到強烈的驚慌與心虛。
 
他笑著朝我走來，不斷細數著我這幾天的反常行徑，並以略帶不滿的語氣質問我原因。我開始感
到有點憤怒，我氣他的不知好歹與天真單純，也厭惡那因這久違的見面而感到無端快樂的自己。
我費盡心思地思考著，試圖找出一個能讓這個笨蛋知難而退、簡單明瞭的理由。一陣沉默後，我
說：
 
「因為我討厭你。」
 
他嚇呆了，一付你在說什麼外星話的樣子。於是我閉上眼睛、深吸一口氣朝著他再說了一次討厭
。不知道是話語過於傷人，還是我的表情太過認真，他原本掛在臉上的微笑不見了，清亮的雙瞳
也逐漸覆上一層水氣，然後，他轉過身，邁開腳步，飛快地跑了起來。他那悲傷的背影，逐漸隱
沒在夜色陰沉的轉角中。
 
 
這樣子，這個笨蛋就會瞭解了吧。
不過他一定不會知道，說出這句話的我，有多麼難過。
 
 
原以為在這之後一切就能恢復原樣的我，卻開始發現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他的確沒有再來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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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上也沒再出現過他的名字了，但是我卻無法因此高興。每當我一靜下來，他的身影就會霸
道地侵入我的腦海裡，佔據我心中的每個角落。尤其是那天，那一臉受傷、強忍淚水的神情，更
是日漸清晰而無法抹去，而這時，我的胸口總不自覺的感到疼痛與酸楚，想要見他的渴望一發不
可收拾…
 
我開始忍不住搜尋他的身影。偷偷的躲在他經常路過的對街上，期待可以看見幾乎快成為我生存
依據的他。生性樂觀開朗的他，身邊總不乏好友的陪伴，而看到他那招牌的燦爛笑顏依舊那樣好
看純粹時，我鬆了一口氣。
 
同時，我卻心痛如絞，即使沒有我陪伴，他還是可以像以前一樣快樂生活。
而我，卻再也回不去從前，往後要在充滿他的回憶裡痛苦又甜蜜的呼吸。
不過我不後悔這麼做。這樣，起碼我也不用害怕，已經崩壞的感情線，會給兩人帶來多大的痛苦
和傷害。就到此為止就好，對兩人都好。
 
愛情是把雙面刃，傷害他也傷害我自己。
我喜歡他，但沒有勇氣承受說破之後的局面。
 
後來，數不清是第幾個日子，我依舊持續著那如跟蹤狂般的行徑。寂寞難挨，而他的笑容成為唯
一治癒我的良方；只要看到他笑，我一天就能有個好心情。
 
然而某天，當我還沉浸在想看他一眼的妄想中，滿懷期待地望著對街時，卻發現原本應該出現在
對街的他，居然站在我身旁，臉色複雜地看著我…
 
一時之間，各種難堪羞恥丟臉氣憤的情緒一股腦全湧上來，迫使我轉身拔腿就跑。
他並未留在原地，反而對我緊追不捨，並一邊喊著我的名字要我停下。
 
我發狂似的跑，彷彿在逃離什麼恐怖的事物一般。
我們就這樣，跑過了無數條街，無數個轉角，也撞倒了無數個路人，而我們誰也沒有要停下的意
思。
 
 
 
忽然，一聲慘叫讓我停下腳步。
 
「…欸！你給我等…啊！！！！！」
 
目光忍不住往聲音來源移去。他以他的雙手支撐著身軀，手肘上那鮮紅的液體緩緩流淌至地面，
看來有些怵目驚心。而他那雙純然的黑色眼睛裡，滿溢著不知道是疼痛還是委屈的晶瑩淚珠，整
個精緻的五官皺在一起，像是被主人丟棄的小狗般徬徨無助…
 
當我回過神來，我已經站在他的面前，伸出手準備扶他。
 
 
「你沒事吧？」
「啊！謝謝你～～！」
回應我的，跟我們初識時一模一樣，那冬陽般的燦爛笑靨與溫暖嗓音。
 
接著是一陣沉默。我不發一語地將他扶起，拿出包包裡的面紙幫他清理傷口。在確定沒有其他大
礙之後，忍住不去看他的表情，一邊收拾東西一邊說：「沒事的話，我要走…」
 
 
「其實你很寂寞吧…」他猛然拉住我的手。
 
聽到這句話的我，莫名地感到酸楚和心痛。
我轉過身，對著他吼：「你懂什麼寂…」
然而在我看到那劃過臉頰的淚痕時，未說完的話就這樣停住了。
 
 
「我懂得喔…，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注視著你啊……，雖然你平常總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但我
知道，那只是你的保護自己的方法而已……，每次看到你寂寞的樣子，我都會很難過…」
 
這時，我完全失去了說話的能力，因為他字字句句都擊中我的心。
一向藏得好好的自己，怎麼會被眼前這個以笨著稱的人，全部都看穿呢？
並且很奇怪地，沒有被看穿的惱怒，只有從心裡深處滿溢出來的溫暖，一路蔓延到我發乾發熱的
眼眶。
 
他用他的溫柔和堅持，輕柔地撬開我封閉已久的真心。
 
「我也知道…，那天之後，你還是一直都在注視著我，這也讓我開始期待，你其實並沒有那麼討
厭我……。所以我今天下定決定要找你，跟你說，你不是一個人的，你還有我…，你在最初的時候
沒有丟下我，所以在你寂寞難過的時候，我也不會丟下你的……，你看不出來嗎？我和你有一樣
的心情…」
 
他一邊說，一邊抬起他那受傷的手，輕輕地撫過我的眼角。
原來，淚水已經盈滿我的雙眼。
 
我忍不住抬起手往他頭上揮去，又哭又笑：
「誰說我不討厭你，我最討厭笨蛋了！」
這次，回應我的不是受傷的表情，
而是我所熟悉的，那溫和而耀眼的燦笑。
 
我討厭他，討厭那個輕易就能撩撥我心緒的他。
我討厭他，討厭那個溫柔得讓人流淚的他。
我討厭他，討厭那個讓我這麼喜歡的他。 
 
 
 
 
現在，我發現，我的視線還是會一直追逐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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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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我來說，其實有些不太正常。
不是沒有想過要移開視線，而是我已經沉溺在他的世界裡無法自拔。
 
我依然害怕失去，但是事實上，我更害怕寂寞。
十三年過去了，他依舊在我身邊，堅守他的承諾。
而我也早就敞開心房，讓這個我最討厭的笨蛋，
牽著我的手，邁向下個、下下個、甚至是下下下個十三年。

 

人生路途人生路途   有時若寒冬般陰暗漫長有時若寒冬般陰暗漫長
但幸虧我有屬於我的冬陽但幸虧我有屬於我的冬陽   為我照亮每一次的憂傷為我照亮每一次的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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