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生情謎半生情謎半生情謎半生情謎 

   

田 中 月 子 ， 我祖母的名字。你一定以為她是日本人吧！不是的，讓我告訴

你：我的祖母曾使用過個日本名字，那是在大半個世紀以前，她的名字原來叫

做「田昭月」一個很普通的女性名字，但在她身上竟有著極不平凡的故事，而

且關係到兩個家族以及兩個男人 .噢！不，是三個男人糾葛牽扯難以公諸於世的

恩情愛恨，並且也關係到我…… .. 

   祖母在五年前離開了人間，結束她愛過、恨過、努力過、掙扎過的人生。

對於祖母我一直有些屬於小孩的依戀，小時候帶著我去看人生第一場電影，買

來時鮮水果特別是大大的日本進口蘋果給我的是她，以及那時還十分稀有的巧

克力讓我可以在同學面前炫耀的也是她。祖母也教我唱她們那個時代的歌，還

有長大後已經忘了的日本歌曲，因為大部分是祖母獨自在唱著，唱著那一部分

屬於她和那個精彩複雜卻又動人心魄的時代的記憶。只是我那時候是怎麼樣也

不會明白的。 

 所以，我想我是最合適整理祖母的遺物的人，就在三年前我開始打開祖母

的五斗櫃，拿出一個她不輕易示人的方型漆盒…… .。漆盒其實是很平常的樣式，

就是從前婦女用來放首飾的那一種 ,但是祖母卻將這只漆盒藏在五斗櫃的最底

層，我也只有兩次看見祖母拿出這個盒子 ,一次是在我國中時的某一個中秋夜，

看見祖母掀開盒蓋全神貫注地整理著裡面的物件，全然不曾察覺站在她身後的

我。一次是在我大學畢業，賺到生平第一份薪水，買了祖母愛吃的紅豆羊羹，

卻在她的房門口看見祖母望著那個漆盒出神 ,半晌才回過頭來回應我對她的呼

喚 [阿嬤 !我買了紅豆羊羹喔！ ]  

    [哦 !放著就好 ]她只是這樣一句，語氣中透著些無意，差點澆息了我滿心的

歡喜，但就在祖母轉過身來，我看見了她眼角的淚水從她已見蒼老的臉頰滑下

來，她遲緩地把盒子收起，擠出笑容看著我，我則是訝異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那年祖母七十歲。  

    因為在我所有與祖母有關的記憶中，我不曾看見祖母有過如此哀傷的神

情，即使是幾年前我的祖父高文去逝的那個時候。所以我想當時我的表情一定

很怪異吧！以致於後來祖母對我說了什麼話我卻是一句也沒聽進去。  

    然而，我卻從此對那只漆盒抱著極大的好奇，幾次想向祖母探詢卻始終沒

有適當的機會， 1 99 5 年祖母因心肌梗塞離開了人間，而我始終忘不了祖母那個

哀傷迷惘的神情，即使在提筆寫下祖母半生情謎的此時，我仍然能清楚的記起

祖母的那個表情。當我捧出那個漆盒時，我想裡頭必然收藏著祖母最珍惜的東

西－－現在我終於明白，那是她的青春、她的愛情以及她的回憶。  

    除了幾件首飾之外，盒中是一束泛黃了的信件大約十多封吧！全都是寄自

一個叫「岡田和夫」的日本男人。我從未見過這個人或聽說過這個名字，但母

親卻語帶輕鬆的說：「妳阿嬤年輕時的戀人吧？是有幾個日本朋友的啊！」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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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在日本統治期間受過女子高等學校的教育，她還曾經在一所公學校（現在則  

叫國民小學）當過辦事員 ,是當時被人羨慕的好人家的女兒，像這樣的女子被幾

個年輕男子追求那是很天經地義的事。  

祖母說一口流利的日語，我在大學裏選修了幾門日文相關的學分，應該是

受了祖母的影響吧！基於略有日文讀寫能力，我便打開這幾封來自那個叫岡田

和夫的男人的信件。  

    

（昭和二十二年   19 47 年）這是最早的一封。  

    「 月子：  

近來好嗎？回到日本兩年了，戰後的日本真是蕭條！在東京已快

半年的我還在找尋工作機會，日子卻也一天一天地過了，那天隨著被遣返的日

籍人民上了輪船，我一直望著岸上，多麼希望能看到妳出現在碼頭上，僅僅是

揮揮手也好！但是妳一直沒有出現，我想這樣也好！近兩年來一直沒有提筆給

妳寫信除了生活上的不順遂，大部分的原因月子妳一定明白的。  

毅的事我始終覺得慚愧，身為他的學長而且是最好的朋友，我竟

然連毅心裏的苦悶都不曾察覺，月子：毅會諒解我嗎？我想我若不是因為厭惡

軍部肅殺的氣氛，因而減少與毅見面，我一定能發覺他的痛苦進而阻止他的，

月子你說是不是？  

月子：對不起！想起了毅我就控制不住情緒，我一定要下決心把

毅的事忘掉，不然我就將會帶著對毅的那一份歉疚過完我的人生了。月子妳會

想著毅嗎？或者妳已經忘了他呢？  

真的很想知道妳的近況，高文好嗎？我不怨他真的，我相信他會

給月子妳幸福的，請接受我的祝福！  

                           

岡田和夫」  

    近五十年的收藏這一封信已經發黃，看完了信我才知道祖母年輕的時候曾

經叫做「月子」，而信上提到的「毅」到底是誰？「毅」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昭和二十三年    19 48 年   ）  

     「月子：  

妳的回信讓我振奮，雖然已經過了半年，但是我真想告訴妳，

當我從信箱裏拿出妳的來信時，我的手在顫抖我的心狂跳著。月子！妳願意回

信給我真的太好了！  

月子：在這裏也要告訴妳一些好消息，我已經在千葉的小學找

到工作了，還是跟從前一樣當一位小學教員。這應該是最適合我的吧！因為那

是我最初的選擇，教教學生的平淡生涯也正適合平凡的我。我想我會待在千葉

很長的時間，當然我不能預測我人生的變化，就像我亦無法預料到會與毅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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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了台灣，遇見了妳一樣。啊！人生的起伏太大，這些我已不再去想它，目

前生活大致已經安頓妥當，也漸漸不再一個人發呆老想起以前的事情，月子妳

說說看像我這樣的人是不是很寡情？還是我的心已經冷掉了呢 ? 

今天到一個經濟狀況很差的學生家裏去探訪（其實這樣的家庭目前的日

本比比皆是），這學生叫做熊井耕二他的父親在硫磺島戰死了，熊井告訴我將

來他一定要從軍也要學他父親為我皇軍殺敵，啊！月子我真想告訴他說：『那

個戰爭已經結束了！你的父親也不會再回來了，別再想著那些事情！』但是我

卻說不出口，月子 ,妳說我是不是很沒用？連一句厭惡戰爭的話也說不出口，臨

走的時候孩子的母親紅著眼睛在門口送我，還給了我一大把她種的菜要我帶回

來。  

回到住處以後，我不知怎麼了老是想起毅，所以提起筆給妳給寫這封信，

月子恭喜妳 ,原來妳已經生下了一個兒子，高文真是幸福啊！想到這裡我開始嫉

妒起高文來了，孩子叫什麼名字呢？一定要寫信告訴我。  

           

               岡田和夫  

註 :寄上一個平安符，前幾天到神社求的，就給孩子帶在身上吧！這是和

夫叔的一份心意。」   

祖母回信中提起的兒子，正是我的父親高士弘。然而我對父親的印像其實

已有些模糊，記憶中父親白皙英俊之外大概就是他的沉默寡言，  這一點與我的

祖父很不相像，祖父豪爽好客是個閒不住的人，家裏只要逢年過節，一定會有

祖父的朋友上門擺桌喫酒小賭兩把，把家裏弄得熱鬧喜氣。而父親顯然不熱衷

此道，就在我準備考高中的那一年春天，父親為了救一個不慎掉入大排的小孩，

自己卻被大水沖走失蹤，三天後父親的屍體被發現，那一天剛好是他四十歲的

生日。  

     接著下來岡田和夫幾封話家常的信，內容儘是聊聊他的近況。似乎這位岡

田先生已漸漸平靜了心情，教書的生涯看來蠻適合這位岡田先生。直到 19 5 5

年（昭和三十年）那一封不尋常的信… … …. .。  

     （昭和三十年   19 55 年）  

     「 月子：  

近來好嗎？特別是士弘我真想見見他呢！寫了好幾封信盼能寄幾

張照片來，怎麼月子妳都沒有寄來呢 ?士弘長高了吧 ?日子過得真教人不知道該

說什麼好，真快啊！轉眼間妳我都有十年沒有見面了吧 ? 

寫這封信給月子妳是希望妳能來日本一趟，毅的妹妹友子兩個月

前到千葉來看我，友子臨走前交給我一個紙袋裏面是一本舊的記事本，她說這

是毅在遺書中指示要她保管十年後再交給我。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事？為何要

等十年後才交給我呢 ?但現在這些都不重要了，月子，我不得不告訴妳，妳比任

何人都應該擁有它！所以月子啊！這本記事本我一定要親手交給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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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毅雖然沒有留下半句話給我（當時我還曾經怪他），現在我

才知道毅把他的感情藏的這麼深，蠢笨如我當然是不會察覺的。毅所要表白的

話都在這本記事本裏，我一定要親手交給妳，不管妳是否曾經懂得毅的一片深

情。請妳務必到日本一趟，我會在這裏一直等候妳的到來。  

岡田和夫  

祖母顯然沒有到日本去，因為接下來的幾年中，岡田和夫不斷寫信催促

祖母，最後不知祖母回信中寫了些什麼令岡田和夫大為失望的話，他也就不再

提起要祖母到日本的事了。這一封我所謂「奇怪」的信是因為岡田和夫提到了

毅留下的那本記事本，似乎隱藏著一件極大的秘密，關係著那個叫「毅」的男

人他的生與死、他的感情與我的祖母有著關聯？  

     （昭和三十六年   19 61 年）  

     「月子：  

近來好嗎？我決定到法國留學了，因為不能忘懷妳的一切，以

及懷著對毅的愧疚我無法接受別人的感情，雖然我已經過了你們中國人所謂的

「不惑之年」，為了逃避家人的關切以及中村校長的女兒，我向巴黎的一所大

學提出了申請，幸運地獲准了。下個月我就要動身到法國去了，月子不用再寫

信到日本來了，我會從法國寫信向妳報告近況。  

岡田和夫」  

    岡田和夫寄自日本的信，在這一封之後就告一段落了，至於他在法國的期

間是否曾與祖母聯絡就不得而知了。在讀完約有十多封信之後，我開始建構月

子、和夫、毅三人之間的關係；岡田和夫似乎一直愛著我的祖母，而毅也是。       

但是祖母卻嫁給了我的祖父高文，這是怎麼回事呢？在我的記憶中祖母絕不是

一個寡情的女子，我自幼由祖母帶大 (我的母親是一位能幹的職業婦女，父親意

外亡故後，她接手父親代書的業務之後就更忙碌了 )。祖母溫靜優雅 (即使在她

年老之後亦是如此 )對我尤其慈愛，我不相信祖母會不明白那兩位男子的情意，

特別是我曾目睹祖母望著漆盒中的信件流淚的那一幕，只是我沒有想到事情的

發展會是這樣…… 

    19 99 年 9 月 2 1 日凌晨一時四十七分 ,臺灣發生了百年以來最大的一次地

震，那一段日子臺灣人民歷經了最令他們心碎恐懼的日子。由於我的老家就住

在受創最嚴重的災區－－南投埔里，雖然家人無恙，但是龜裂的牆壁和樑柱已

然宣告這棟近百年的老宅勢必要重建了。就在這個時候我接到一封令人驚訝的

信，一份來自遠方的關懷。  

    字跡是再熟悉不過的，不就是這一陣子以來縈繞在我腦海中那位岡田和夫

的筆跡嗎？他表示幾年前就從友人處得知我們一家遷回到了故里，但是害怕故

舊情誼已隨時間凋零的心情下，卻一直無法提筆寫信，直到這次臺灣發生了百

年來最大的地震，由於懸念故人才來信問訊。「岡田和夫」這個名字早不知在

我心中鐫刻了多麼深的刻痕了，沒想到這位祖母的故人還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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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奮加上與日俱增的好奇心，我沒有多作考慮便回了信給在日本兵庫縣的

岡田和夫，我告訴他「月子」也就是我的祖母已經在數年前過世了，由於整理

祖母遺物的因緣下，我知道了祖母年輕時的一些往事，我向他表示希望他能幫

助我解開心中的某些疑竇，並且我表明了希望能拜訪他的強烈意願。  

    兩個月後，我踏上了東京的街頭。  

初冬，在日本已見寒意，這個島國我並不陌生，也曾來過兩、三次，但是

之前那種旅遊瞎拼的心情和此番重來是截然不同的。我想到明天就要去尋訪那

位「岡田和夫」，此刻我雖然已經躺在飯店房裏舒適的床上，卻按捺不住興奮

莫名的情緒，就怎麼也闔不上眼，把那十幾封信件的內容，一封一封地在心裡

回想一遍。當然來到東京的第一個夜晚，我失眠了！  

    兵庫縣這個淳樸寧靜的鄉間，我終於見到了岡田和夫，對於一個八十歲的

老人而言，岡田先生無疑是相當健康的，也許是由於退休後就住在鄉間，他看

上去沒有想像中的老邁，尤其是他背負著塵封了半個世紀之久的往事，多少年

來盼著月子前來一晤而不得的遺憾，以及對摯友傷逝的情結，這一切在岡田和

夫平靜的臉上似乎無從察覺。  

    或許是看穿我心中的諸多疑問，岡田和夫起身打開書桌抽屜，取出一包經

過細心包裝好的牛皮紙袋，「這就是我最大的牽掛了，很高興今天妳來了。終

於可以交給月子的後人了。」岡田和夫說 .  

    「這是什麼？」我其實是明知故問，這一包東西應該就是五十多年以前，

「毅」輾轉交由他保管的記事本。  

    「記事本，藤原君當年留下來的。」這是岡田和夫的回答。  

    「藤原君？是藤原毅嗎？」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名字，原來他叫做藤原毅。 

    岡田和夫點點頭，微微一笑看著一臉驚訝的我。  

    「能告訴我關於藤原毅的事嗎？」我急切的問起這一個人，心裏卻微感不

安。「他到底是誰？為什麼您和祖母似乎都與他有著極密切的關係呢？」  

    岡田和夫沉默了好一會兒，點了點頭卻不說話，重新沏了一壺茶，慢慢地

擦拭著茶壺，然後是茶杯，緩緩的動作讓人感到日本的初冬竟有些燠熱，我起

身脫去外套再度坐回沙發時一杯琥珀色的茶湯已經擺好在我面前。  

    「那是很久很久的故事了」岡田和夫開口說了這麼一句話他看了我一眼，

眼神中大有說來話長的意味。  

昭和十五年，我從師範學校畢了業，那一年的夏天我決定到一個陌生的

地方去闖闖，那個陌生的地方就是臺灣。年輕而有著理想的我總是懷抱著滿腔

熱情期待著新的生活，於是我簡單收拾了行囊，買了張船票就準備航向一個全

新的未來。  

    就在上了船的那天，我吃過晚餐走到甲板上想吹吹風，我看見一個男子背

對著我站在前方，當我一步一步靠近他時，那個男子卻轉過身來，我看見他的

側面：那是一張俊美極了的臉，當他望著我的時候，飽滿光亮的額頭下那一雙  



    

                         5  

清澈明亮的眼睛，閃動著幾近透明的光彩。那一雙眸子至今我仍不會忘記，他

是毅 ,藤原毅。  

    「岡田兄，還認得我吧！」他喊著我的名字，那是熱誠爽朗的聲音。  

    「毅！幾年不見了啊？這一向可好？」認出了他正是與我同鄉的童年好友

藤原毅，我們同是兵庫縣人，藤原家族是本地的望族，尤其是毅的父親任職軍

部是高階軍官。毅是我的學弟，從小我們便玩在一起，涉溪捉魚或是到森林去

玩尋寶遊戲，毅當時年紀雖小，卻總是大伙的首領。  

   「沒想到在這裏遇見你，岡田兄 ,你想到臺灣去 ?」  

   「是的，我申請分發到臺灣的學校服務，這一趟就是去報到的。」我說。  

   毅朝著我一笑，自小我特別喜歡這個學弟。喜歡他的笑容，他笑的時候嘴

角向上揚，那真是相當優美的線條，每次看見毅的笑容常會令我心情好轉起來，

毅是個會帶給人溫暖的人，我常這樣想。  

   「岡田兄，我也要到臺灣去呢！不過我是去渡假的，這個夏天一過我就要

到軍事學校報到了。」  

   「軍事學校！令尊的意思？」  

   「不錯，其實我早就料到有這一天，別說是因為我父親的因素，現在我皇

軍正投入太平洋戰爭，我想我只能有這一個選擇了！喔，不說戰爭的事我知道

岡田兄最不喜歡這些了，不過我真替岡田兄高興能著朝著人生的夢想前進呢！」 

   這個晚上，我和毅站在甲板上吹著風，望著海上的明月，就這樣聊了一夜。 

   幾乎船上的所有時間我都是和毅在一塊兒，甚至到後來還和別人換了床位

和毅同艙而眠，除了回憶年少時我們所做過的荒唐可笑的事，談的最多的是我

們將來的夢想；毅的夢想是到英國唸哲學，然後在歐洲的鄉間寫生，實現他成

為一個既為哲學家又兼藝術家的願望。毅的確有那天份的喜歡思考喜歡辯論，

那幾個同室而眠的夜晚 ,我從毅身上獲得不少這方面的知識 ,毅的表達力強 ,所以

儘管是深奧難懂的哲學，從他的口中說出來便像爺爺奶奶說的故事一樣有趣！  

   而我便平凡多了，自幼在務農的家庭中成長，師範學校畢業然後成為一個

教員，便是我我最踏實的夢想，然後能和生命中的女孩相遇組織一個幸福的家

庭，生一堆可愛的孩子…… …  

   「岡田君，這才是一個美麗的人生呢！」毅對著我說，我知道由於毅將要

從軍，他的夢想一時是無法實現的。  

   「所以趁這個夏天我要作一次生命中的冒險！」毅說話時眸子閃動著光

芒，從他的眼眸中我看到了一個熱情的靈魂，迫不及待的想要迎向他的未來，

然而他的未來似乎被框住在一個打不破的畫框裏，畫幅裡是殷紅的烽火，多少

人高唱著「前進！前進！」軍歌的激昂，也是多少人心裡最深的夢魘。  

   毅就在那一個夢魘中，我內心感到不安，想向毅說但就是說不出口。  

   我和毅在基隆港口道別相約再見面，那時我應該安頓好自己了。我即將任

教的學校位於台北的大稻埕，大部分是日本小孩也有一部分台灣人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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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大都已順應我日本「皇民化」的政策取了日本姓名，而這些臺籍人士

的孩子便是我擔任級任導師的班級成員。  

   我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了那個女孩－「田中月子」，她是一個臺灣女孩，

受過女子中學的教育，在學校裏擔任行政工作，人地生疏的我十分需要像月子

這樣的人，幫忙我打理一些瑣碎的事。月子熱心的給予我許多協助，包括陪同

我去訪視臺籍學生的家庭，這也是我工作上一部分，因此和月子在工作時間外

有了單獨相處的機會。月子溫婉美麗熱情而開朗，和她相處感覺很自在沒有拘

束感，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常盼望著週末的到來，我可以用同樣的理由約她出

來。  

   「岡田老師，這是最後一次了喔！下回你得自己行動了。」似乎已經察覺

出我的企圖，月子笑著對我說。但是我知道只要我再找個藉口，月子同樣會愉

悅的答應我的邀約。  

   藤原毅比約定日子晚了近一個月才出現在我面前。看到了神情愉悅的毅，

我早已把前些日子感受到的不安拋在腦後了，他沿途寫生作畫把整個臺灣島給

走了一圈，人曬黑了原本俊美的臉龐更見幾分健朗。  

   我邀請毅與我一起住在學校宿舍裏，有他在我也變得健談，放學後毅早已

把晚餐準備好（毅的手藝不錯），有時我們還喝了酒天南地北無所不談。  當然

我向他提到我的同事月子小姐，毅顯得十分有興趣，嚷著要我談談這一段日子

以來與月子交往的情形。  

   「岡田兄，才幾天不見，你真是令人不敢置信！」毅臉上滿是捉狹的表情。  

   「別再說了，不像你想的那樣。」我不好意思的打住了毅的話題。  

   第二天我卻約了月子跟毅見面，我們三人到大稻埕廟口的食堂吃了飯，毅

活潑健談說起他在島上的行腳，讓沒有到過南部的月子聽得入了神，我望著喝

了點酒臉上泛起紅暈更為美麗的月子，和講起自己的旅遊見聞眉飛色舞的毅，

突然心頭一悸，直覺得這真是一對相配的璧人，但是隨即便被心中的一絲妒意

給打消了念頭。  

   走回宿舍的途中，我因為思索著那一個念頭而很少說話，毅也一反平常的

談笑風生而有些沉默。這一夜我很早便上了床睡覺，但卻輾轉難眠 .隱約看到外

間的燈光亮著，毅坐在書桌旁不知是看著書還是寫些什麼？這個夜晚我和毅都

是失眠的。  

   接下來的兩個月裏毅、月子和我時常見面，我們三人相約散步釣魚，也爬

爬臺北附近的小山；有一回我記得毅藉故腳扭傷而走在我們後面，故意與我們

保持距離，這和他總是蹦蹦跳跳一會兒拉著月子採採路旁野花，一會兒走到我

旁邊東南西北的扯著話頭截然不同。我忍不住向毅提出了我的疑問，「怎麼了

毅？今天很不一樣喔！」   

   「有嗎？我只是腳傷沒什麼大不了的！」  

   「別騙我了，毅你是不善說謊的，你瞧現在不是走的好好嗎？」被我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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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秘密似的，毅有些不好意思低著頭不發一語。  

   「毅 ,你是不是心裡有事？別瞞我了，我看得出來你對月子………」  

   「不是的，岡田兄，我不是為這件事情……」  

   「那是為什麼？」我一聽真有些不敢相信，難道我這些日子以來的觀察錯

了嗎？  

   「月子小姐真是很讓人心動的女孩，我承認也喜歡她。但是岡田兄你知道

嗎？往後的這幾年我的人生會有什麼變化，我能掌握的不到十分之一，這樣的

我是無法給任何人幸福的。因此，月子小姐的幸福就拜託岡田君你了，你是最

適合月子的人。」毅一個字一個字清楚的說出這一番話，至今我回想起來還彷

彿昨日。  

   「過幾天我就要回日本了，就要與岡田兄分別了，心裡有些難過所以才不

說話。」毅說出讓他悶悶不樂的「真正」原因，有意淡化他的不捨似的拍拍我

的肩膀，露出相當俊美的笑容。「走吧，我們去喝一杯！」毅這會兒又開開心

心地拖著我走上街去。然而我心裏卻有一點迷惘，就在舉杯對飲中我與和毅仍

然無話不談，只是這一次聊啊聊的最後我們聊到了戰事。  

   那個時候，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主張，正被野心旺盛的軍事家如火如

荼的推動著，對中國的作戰也已經開始，有許多像藤原毅這樣的年輕人陸續走

上戰場，投入這個大時代的洪流中。 .一個強力的漩渦，像磁鐵般吸住這些年輕

人；我厭惡戰爭，但我懷疑像我這樣拒絕那塊巨大磁鐵的能有多少人？不管他

們是否出於自願，我看到一批一批的年輕男人投入這場戰爭中，他們有的進入

軍事學校或直接走上戰場，他們有的迅速犧牲成為戰火下的灰燼，而我眼前的

摯友－毅，就即將步上他們的後塵？  

  「岡田兄，那麼就此告別了，雖然我不是自願成為一名軍人，也沒有強烈的

意願，不過我不能違抗父親的意思。」毅說著這句話時那無奈的神情，這是我

很少在他的臉上看見的。  

   毅回到了日本，也依照計畫進了軍校，這一段期間毅很少與我聯絡，信件

不多而且也極為簡短，漸漸地我也就不再那麼記掛著他的事情，而月子與我之

間則是繼續維持著比同事關係更深一層的感情，我依舊約她出去吃飯然後走一

段路再送她回去，也只是如此而已。雖然有幾次我認為適合的機會想向她表明

我對她的心意，月子總是機伶地打斷或岔開我的話題；心裡雖然納悶但個性保

守含蓄的我，只好把對月子的感情一再一再地壓抑下來。  

   直到有一次，我看見月子被一個健壯黝黑的年輕男子用腳踏車載著，月子

的手臂環抱著這個男人，她的臉頰貼著他的背脊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這樣

的笑容月子從來不曾對我展現過。我的心開始往下沉，沉到深海裏去了，我與

月子始終無法進一步成為戀人，我想我總算找到了答案。  

   那個男人叫高文，是月子青梅竹馬的玩伴。聽人說到過外地讀書，後來不

知怎的又回來了，也只知道這些其餘的就不清楚了，當時我真像一隻鬥敗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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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失魂落魄的走回宿舍。接著幾個月裏我儘量避免面對月子，放學下了班就躲

回宿舍，我實在不願意再看見月子和高文出現在我眼前。  

   啜了一口茶，岡田先生停頓了下來。這一段空白的幾分鐘他沉默不語。令

我覺得有些不安。  

再見到藤原毅是三年後的事了。  

昭和十九年太平洋戰況吃緊，日本皇軍大力徵調兵力，許多的臺籍青年紛

紛被徵調到南洋作戰，就在那個時候，毅再度出現在我眼前。那時候的毅已經

是一名上尉軍官，挺拔的身影和一身的軍裝極為相稱，他隨著父親的藤原軍部

來到了臺灣，毅看起來極為健朗也比三年前壯碩，舉手投足之間也沉穩許多，

他依然那麼的英俊還多了幾分自信與成熟。對於我這個學長仍舊敬愛有加，但

不知怎的我竟找不到原屬於毅的爽朗與熱情，偶而他臉上也會掠過一絲冷漠的

表情。  

   與毅第一次別後重逢的酒敘兩人聊了許多，聊到深夜終於聊到了月子。  

  「月子好嗎？」  我點點頭，我看見毅臉上有著期待的表情，那似乎在問我

「然後呢？」  

   沒等毅開口我就把這近三年的情形向他說了個大概。靜靜聽完我和月子之

間的變化，沉思半晌他才說：「岡田君，我離開前不是對你說過只有你才能給

月子真正的幸福，你怎麼不向她表白呢？還有高文的人品如何？是怎麼樣的一

個人？你怎能都沒有弄清楚就先逃避了呢！」  

   毅激動地搖著我的肩膀，那一刻我看見了自己的懦弱與退縮，我竟然在自

己的人生的戰場上先做了逃兵！  

   但是毅的激烈反應，也叫我心頭一緊，兩年前我倆交心話別的那一晚情形

又清楚的浮現上來，面對眼前的毅，看到他因心急而漲紅的臉，我卻悔恨的一

句話也說不出口。我恨自己缺乏勇氣，心裡明明喜歡一個人嘴巴卻悶不吭聲，

覺得真是愧對眼前的毅，尤其當我看出毅對月子也有著同樣的感情時。  

  「岡田兄，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不會逃避，我一定會面對她把事情弄明白……

岡田兄，你甘心嗎？」  

   我搖搖頭「藤原君，如果你曾經像我一樣目睹月子和高文兩人在一塊的情

形，你就會明白我的感受！」  

毅顯然沒把我的話聽進去，他把酒一口喝完說：「我不放心，就算是青梅

竹馬我也要弄清楚一些事情。」  

    在我眼前回憶著往事的年邁老者，以緩慢但小心的動作打開放在桌上的紙

袋，拿出一本陳舊但保存的很好的記事簿，翻到其中一頁示意要我看下去。  

   「我回來了，基隆港口的海風疾吹天空飄著雨絲；但我的心頭狂熱，將感

情埋藏的我，這次我一定要用心灌溉我乾荒的心田。三年前我不敢表明，不敢

爭取月子的感情，除了因為岡田學長的緣故，真正的原因是為了這場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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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生命沒有把握的我，不知道自己能給月子些什麼？所以我退出這一場

競賽，三年來不論是在讀書、受訓、還是在戰場上面對敵人的時候，讓我時時

想起的就是月子的身影，那個可愛的台灣女孩。」  

                                  （昭和 19 年 8 月 12 日）  

   「但是我能怎麼樣呢？也許月子已經是岡田兄的妻子了，如果是這樣

我只能將自己的感情藏起，就如同東京的櫻花繽紛怒放之後霎時凋零，我將不

再提起，將那一份來不及表白的愛情深深埋葬。」  

 

（昭和 19 年 8 月 15 日）  

   「啊！真想告訴全世界的人，告訴他們我的內心有多麼狂喜！這一次我絕

不逃避，那一夜和岡田兄談過後，我給自己下了一道命令！月子請給我一個機

會啊！」  

                                    （昭和 19 年 9 月 3 日）  

   「掩不住心裡的激動，我一定要見到月子！下午換下了軍服，我到月子家

去找她，她沒有太多的訝異，表示早已知道我回來，還怪我現在才出現（天啊！

這是真的嗎？）月子的一顰一笑還是牽動著我的心；和月子到河堤散步，啊！

我終於按耐不住對妳說出我內心的話，月子，妳叫我給妳時間是嗎？兩年、三

年還是一輩子呢？」  

                                     （昭和 19 年 9 月 12 日）  

   「眼前的檔案中，我翻出了高文的資料，該怎麼告訴妳真相呢？高文是一

個和我皇軍作對的人哪！月子，這太危險了，我必須阻止妳！」  

                                      （昭和 19 年 10 月 29 日） 

    看到這一段段短短的文字，我疑惑地望著岡田和夫，「高文 ?這是怎麼一

回事？」我幾乎失態地叫了出來。  

   「是的，我作夢也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成這樣，或許這就是我們這幾人糾

纏一生的結吧？妳再看下去！」  

    於是我順著記事簿的日期，一頁一頁的看下去。  

「月子告訴我早已知道高文的身分，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月子，妳真是個

傻女孩，高文所作的一切都只會拖累妳而已，離開他！月子，我求妳！」  

                                      （昭和 19 年 12 月 2 日）  

    「今天是我們日本人的新年，軍部裏的小林、吉田和佐佐木邀我一起去喝

酒，因為是過年也就沒有拒絕，但是我實在不習慣召來藝妓陪酒助興的老規矩。

靠近那些塗了厚厚的粉，擦了紅紅胭脂看不清五官的女人我就渾身不對勁！為

了不讓人看笑話，我假裝若無其事酒喝得很盡興，擁著一名忘了名字的女人入

懷，但妳知道嗎？那時候我心裡想的是：月子如果是妳，我不知道有多麼幸福？  

    喝過了酒，我早早告辭，就往月子家走去，（為什麼我老是走到這一條路  

上來呢？）已經深夜了，月子也許入睡了吧！那麼就在月子家門口站一會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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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利用這一小段時間讓逐漸清醒的腦筋想想我和月子可有未來 ?」  

                                        （昭和 20 年正月）  

    看完這兩段，我抬起頭來，看見岡田先生闔起了眼睛，不知道是在沉思呢？

還是在假寐？此時我腦中浮起的是一個陷入苦戀的年輕男人，這個叫做藤原毅

的男子，正因為愛戀著我的祖母—田中月子，精神上正受著煎熬，這段糾纏了

半個世紀感情，受苦的應不止這兩個人吧？眼前的這個八旬老人，他一生未婚

他所受的煎熬應該比任何人都來的多吧！  

   「那一個初春夜晚，溫煦的風吹來，宣告春天的來臨，而我內心的寒冬正

待開始，看到月子堅決的態度我怎麼也改變不了她的心意了吧！更叫我震驚的

是原來這次炸了軍火庫，月子也有一份，天啊！月子不逃避不隱瞞的態度叫我

痛苦到了極點！」  

                                  （昭和 20 年正 月 20 日） 

   「毅君，我感激你對我心意，但是你的好我無福接受！」；「毅君，再說

下去，我無法向你說不！但是高文不能沒有我，毅君 ,對不起！」  

這些是月子對我所說的話，每一句都是殘忍的事實，雖然我也感受到月子

眼中的徬徨，明白月子對我也不是全然無情，但她仍堅決的拒絕了我！這全是

為了高文那個男人嗎？還是因為我是一個日本人 ?」  

                                     （昭和 20 年 2 月 9 日） 

「關於高文的事，我苦思著該如何向月子解釋？釋放他吧！毀去一切資料

這樣也保全了月子，不是嗎？身為一個情報官，如果這樣做該怎麼向上面交代

呢？高文已經逮捕到了，我已能想像他的命運，那月子該怎麼辦？  

我真的大可袖手不管，高文死了月子也許就會投入我的懷抱。想到這裡

我的臉頰發燙，正像我就執行著劊子手的任務！我的心因激動而興奮，天啊！

我在做什麼呢！但是月子會恨我一輩子，如果因為這樣而得到了她，那又算什

麼呢？我藤原家的男人怎會如此沒出息！」  

                                    （昭和 20 年 2 月 21 日） 

接下來的一段記事看得我怵目驚心，藤原毅全以紅墨水的鋼筆書寫，字跡潦

草顯然他的心裡受到極大的衝擊。  

 「每當我心亂的時候我會練劍，那是我藤原家的修身方式，也是這幾年來

我管住自己，不讓這顆野馬般的心衝動闖禍的唯一方法，父母親還有大哥勇一

郎，妹妹友子，甚至摯友岡田君他們都沒有真正了解過我 ……我並不像外表看

起來那樣堅強，我的心是會受傷的。  

但是我要把心修補起來，永遠不讓人看見我心裡的傷痕。月子傷我不輕哪！

心痛心亂的時候我只好舉起木劍，狂亂的在半空中飛舞，那是我的雙手正向著

命運掙扎……. 

天啊！我做了什麼事？月子來時我渾然不覺，不知道她在門外看 (站 )了多

久？當我舞完了劍轉身看到月子的時候，發覺她臉上掛著兩行淚痕，一直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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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說一句話只是看著我，我被她看得有些心慌。  

天井中的月光透進屋子裡來的時候，月子已經在我的懷中……她主動向我

獻出了她自己，而我沒有拒絕…….所有的痛苦與徬徨都轉身化為激情與愛慾。

我知道我做了什麼！那一夜我非常幸福。」  

                                 （昭和 20 年 4 月 26 日）  

「高文應該已經離開了台灣，我安排他搭船到菲律賓。」  

                      （昭和 20 年 5 月 13 日）  

   「然後，我該面對自己的問題了！做一個軍人我有愧職責，放走抗日份子

燒毀情報資料，我會被判什麼罪呢？藤原毅！你的未來已經玩完了！」  

                                      （昭和 20 年 5 月 16 日）  

   「決定以這樣的方式向父親謝罪，應該是我最後的告別，我將不再見月 子 ，

怕見了她我就下不了決心，月子！因為愛妳，我不悔！」  

                                       （昭和 20 年 5 月 27 日） 

這是藤原毅寫下的最後一段文字，我的眼睛直直地盯著最後那一行字，「月

子，因為愛妳，我不悔！」我實在找不到適當的形容詞來描述我複雜又混亂的

心情，岡田先生告訴我，當他被帶到軍部裡時，藤原毅已經處於瀕死的狀態了！  

   「切腹 ?」我大吃一驚，才從沉思中走了出來。  

   「是的， 5 月 2 8 日的清晨我趕到軍部時，藤原毅虛弱得只是喘息，他身上

的白衫早已滲滿血水和汗水，他一句話都沒有再說，只用他的一雙眼睛看著我。

我讀得出來他眼中的不捨，還有太多想告訴我的話，但我始終不明白，毅的眼

睛為何依然是那麼地清澈，比我看到的任何時候還要好看！我看著這雙幾近透

明的眼眸，漸漸闔了起來，我知道毅走了 !」  

   「然後呢？」我像一個急於聽到故事結局的孩子。  

「妳是說我們這幾個活著的人？」岡田和夫笑了，笑容底下躲著絲絲蒼涼。 

  「後來，廣島和長崎遭美軍的核子彈轟炸，結束了這一場既殘忍又無情的戰

爭，高文在戰後立刻從海外回來，妳的祖母便與高文舉行了婚禮。在他倆的婚

禮舉行之前我就離開台灣，後來的事妳看過了我給月子的信後，都已經明白了

不是嗎？」  

   我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想起行李箱中帶著來到日本的那十幾封陳舊的

信，竟牽引出這一場糾纏在半個世紀之前的愛情故事。  

   我告別岡田和夫，離開了他的住處。暮靄中他向我揮揮手，在計程車正要

開走的那一剎那，我看到老人的眼眶竟是一片濕潤。  

   回到了飯店再次打開祖母珍藏的盒子，想把藤原毅交給和夫先生的記事本

一起放入，我把岡田和夫的信件一封一封取出來。在這些信件的底層，祖母用

一條錦緞帕子當作襯墊，突然我若有所悟地拉開這一條帕子，我發現錦帕的下

面是一張發黃的黑白照片，照片裡的人身形挺拔，日本軍官的服飾極為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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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想起岡田和夫所說的話，一點也不假！那是一張極為俊美的臉，極為好

看的眼睛清澈無比，緊緊抿住的嘴唇有著極為完美的線條。  

   我的心頭一熱，我想我都明白了… … …我的祖母半生情感所繫，是這張照片

裡的人。祖母將這只盒子收藏的如此妥善，尤其是錦帕下的這一張照片，應該

就是讓她凝視傷懷的所有答案吧！照片背面貼著一朵不知名的小花被壓得極

平。早就乾掉的一朵野外常見的小花，花瓣的形狀完整無缺伸展得極平直，彷

彿是生命的印記訴說著原本不會被世人知曉的一段故事… … ……. 

   甚至連岡田和夫也不知道的事，望著照片中那位俊俏的年輕軍官，我想起

在四十歲那年因救人而意外身亡的父親，我想我什麼都明白了。  

   下了飛機，搭上一輛計程車我直奔南投埔里的家，車上正播放著黃乙玲唱

的一首歌－－『愛情的酒攏袂退    醉到何時才會醒   感情這呢長   青春這呢

短  不通放阮孤一個   愛情的酒攏袂退   傷心何時才會過   心內的話   還剩

這呢多   欲講恐驚無機會    』  

    「感情這呢長   青春這呢短」我反反覆覆唱著這兩句 ,不就是祖母和藤原

毅，甚至是岡田先生的一生嗎？  

   下一趟，我想我該去尋訪的應該是藤原家吧！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