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我虛構的故事由我虛構的故事由我虛構的故事由我虛構的故事 

 

你被突然其來闖進腦海中，關於大夥最後一次從隔壁廁所的門板間偷窺駱駝

打手槍的記憶嚇了一跳。不合時宜地，在駱駝的告別式上想起這檔齷齪事。 

 

高二那年，班上表決通過透過抽籤決定值日生。歪打正著地你跟駱駝合力當

過幾次值日生。第四節下課前十分鐘你們照例先離開課堂，前往蒸飯間抬回班級

的便當。你還記得那天天空湛藍的發燙。捲雲層積雲堡雲……天空讓你聯想起如

名信片裡的景象：蔚藍的海水激起浪花、骨白色的沙灘一望無垠、海鷗飛鳥盤

桓……你不知何故，似乎所有冒險故事的開頭總是風和日麗、鳥語花香。 

 

駱駝說他突然很想拉屎。雖想管他去死，但你總也不願任由他ㄔㄨㄚˋ在校

褲上，只得由他。當時時間明明多到快要爆炸的你終於等不下去啪啦一腳踹開大

便間的門。眼前的一切令人怔忡。駱駝握著他已經勃起的陰莖搓揉。原來他打算

抽空打一槍咧！真他媽的屌，你開始對他另眼相看。 

 

隔天晚上你就趁著大夥齊聚車站附近有名的補習班時，加油添醋地轉述這故

事(只因補習班的出席率比學校要高的多！)前排幾個黃綠制的女孩一邊偷聽一

邊假裝在寫數學習題。你們故意想親眼目睹女孩們漲紅側臉，假裝轉動手中筆

蕊，好讓自己不因低俗的笑點而笑出聲的窘態。你忘不了那些名校女孩，以及她

們故作矜持制服底下，存在想像中嬌羞、蒼白、濛曖的身體，纖細乳房的柔軟觸

感，因為認真寫考卷而顧不得垂落耳際的幾縷鬈絲。 

 

關於補習班關於補習班關於補習班關於補習班：：：： 

後來我真的很後悔跟以前同學提起營隊的事。無知的那些庸眾甚至以補習班

稱之。正常人不可能將「營隊」跟「補習班」搞混。我還記得大夥都去的那間補

習班。兩三百個十七八歲的身體，像是填補容器般地被壓縮進一間封閉的大房

間。綿延無垠的課桌，以及高度遞增的鐵椅。坐上最後一排的鐵椅，頭頂幾乎與

天花板同高。你們可能都屬於懶得早起排隊劃位的那群，於是每次上課只得盯著

前方的小電視看。這不是函授課程，你如果視力夠好還是勉強能瞥見老師細小的

光影，在遠方的狹長白板之間閃滅。 

 

首次補習，我對那崇高而遼朗的景象，薰陶出一股想膜拜的衝動。每間學校

色彩鮮豔的制服，依序整齊地排列。我回想上次目睹這幕不是哪個威權時期才有

的國慶閱兵大典。口齒清晰的廣播、整齊劃一的隊伍、學生們以制服顏色羅織的

國家民族大義口號……我還記得我正前方坐了一個附中的女孩子。其實除了色

系，我分不清名校制服的小小區別。不過我認得普魯士藍的窄裙，那是數量失衡

的附中女孩，專屬的衿貴與榮耀年代。我記得我故意將筆轉掉好幾次請她替我撿



回來的幼稚把戲，她白皙背頸有幾點淡赭色的雀斑，以及薰衣草洗髮精的香氣。 

 

我其實早就受夠與那群十六七歲時認識的男孩們聚會。一群狐群狗黨窩在包

廂，不然就抽煙，打撞球，順邊虧著酒銷小姐。我已快記不清那輝煌的似水年華。

只是那時天空還很澄澈，每個秘密都被小心翼翼地保守，每個誓言都還奏效。陽

光燦爛，幾具在光影底下暴躍著，熠熠閃亮的年輕身體。 

 

每次聚會，大家總還保持以前的模樣。台灣啤酒，淡煙，滿嘴幹呀肏的，一

籮筐黃色笑話。但我明顯察覺之間的不同。那時候天空呈寶藍色，沒有一絲浮雲。

人類只要循著階梯，就能抵達神的居所。青春就是如此，那時因強熾地難以逼視，

如今卻因太過黯淡，而不忍卒睹。 

 

記憶被毀壞，然後重新砌垛、生成。我跟一群年齡相仿的學員坐上遊覽車。

一開始，大夥在車艙裡怯生生地自我介紹。鮮少人掏出名片，大部分學員會將自

己的小品文、短詩、隨筆印製成書籤或紀念牌之類的，彼次交換……不過我可不

屑。我從高中就已經是個「文藝創作者」。就像洋基隊的兩百勝老投手「穆帥」

穆西納。就算某次表現未如預期，但在那台灣什麼光跟前總還雄姿英發、氣宇軒

昂。 

 

其實我覺得講師陣容、講題、輔導員的獲獎資歷……皆無足觀。文藝營的廣

告單上以腥紅色的海報體，歪斜扭曲似血書一般的幾個大字——「作品門診」。

無庸置疑，我的作品與「有病」、「治療」等詞彙毫無關聯。「就當作例行體檢也

可以啦！」我慶幸自己健康觀念正確。即便健康指數符合最高標準，清晨非得去

公園練甩手功和王永慶家傳毛巾操的外公，就是在定期的健康檢查時，驗出結腸

末端的良性腫瘤…… 

 

何況我已在這幽隱曲折的路耕耘那麼多年。何況我身為一個資深的文藝創作

者。 

 

第一堂課實在出乎我的意料，氣派的霧面玻璃門快速開闔，蓄山羊鬚、臉頰

鬆垮、五官有些猙獰的男輔導員排闥進入教室，並在白板上嘰嘰嘎嘎寫下幾個難

看的字。那是門診時刻表。我很幸運排在中間偏後的號次。我想要利用機會，旁

觀他人接受診療的過程。 

 

關於旁觀他人之痛苦關於旁觀他人之痛苦關於旁觀他人之痛苦關於旁觀他人之痛苦：：：： 

前面幾個學員表現滿平穩的。他們從診療室拿著整疊稿紙回來，如獲至寶地

將它們塞進背包，靜悄悄地離開候診室。大概怕別人公佈自己的病例吧我猜，可

憐的傢伙。我幾乎可以猜到他們的診斷結果。醫師八成跟那些假文藝青年說，



「喔！這篇寫的是去年死於癌症的外婆吧，這種慢性病呀滿難治的咧……」「從

南洋打仗回到老家的爺爺是嗎，等一下跟護士拿藥單去批價！」就跟痛風、五十

肩、糖尿病、香港腳……無法痊癒的痼疾最後往往成為身體一部份，有一天，若

它忽然痊癒，反而宛如斷肢的殘賸幻痛。我想到那本古老的章回小說——修練成

精的猿猴化身為白衣秀士，憑神技妖法護送高僧前往西天取經。漫天神魔，方寸

寶塔，只因那些殘缺原本就與此皮囊休戚與共。若真有上帝或那一類的什麼……

「祂」的職責即是目睹痛苦活著的人們，肉身道場，然後立地成佛。 

 

就在我玄學式的漫遊尚未結束時，全教室的學員被唐突的嚎啕哭聲震懾。聲

音來源是剛剛走出「診間」的女學員。我在剛才的遊覽車上看過她，當時只覺得

她是典型的文藝少女。戴著眼眶般大小的眼鏡，乾淨卻欠缺養護的披肩長髮，延

伸及腳踝的長裙，短版的針織背心，素色方頭娃娃鞋。小的時候大概就去社區附

近的山葉鋼琴教室練琴，且學心算和速讀，國中時投稿不流暢的華麗文章而登上

學校校刊，大學在國文選修的老師推薦下登過幾次名不見經傳的副刊。 

 

雖然這樣的觀察可能流於刻板，但在遊覽車上時，我只花了兩秒就完成她的

人生側繪。 

 

文藝少女大哭出聲後，全班學員向我們這邊窺探了兩三秒，很快又恢復原來

的姿勢。只是有些窸窸窣窣的聲音從四周抽芽般滋長。就在她大概哭到了一個段

落，收拾背包準備離開時，沒別人多瞅她這邊一眼。我想這是最後機會了。 

 

「你還好嗎……」雖然絕非我的菜，但我還是先使出把妹的最高層次戰略。「你

不要太在意『醫師』說的話比較好。」 

 

「他們說，說從文字到結構，到情節，到最後的結局……全部都有問題。」她似

乎已發現剛才的失態，開始刻意壓低聲音講話。「還有，說我的小說完全沒有『我

們這個時代的意義』」。很空泛的評語呢。 

 

「可能你……可能沒有給他們看你最好的作品吧。」我也給她很空泛的安慰。 

 

「後來想想，我現在也這樣覺得耶！」她似乎沒發現我話中的反諷(irony)，令人

驚訝的，她比我想像中還快恢復起自信。 

 

「可能我不該拿得□□□文學獎的這篇，他們說像這種層級的文學獎，其實……」 

 

她說的□□□，是一個全國性的文學競賽，比起我高中時得過的○○獎還要

高出好幾個等級。就好像人家打到第三關的魔王，我還在找史萊姆練功似的。我



拎起背包，活像聆聽判決般走出教室，在走廊的盡頭轉了一個小小的彎。曾有個

滿腔熱血矢志救國救民的作家說，「人走多了，自然就成了路」。但我想走在一條

原本就錯了的、荒腔走板的路上，誰先轉彎大概就離救贖近那麼一點點。 

 

關於時代意義關於時代意義關於時代意義關於時代意義：：：： 

  最近電視上流行一個博奕式的綜藝節目。主持人與來賓宛如身處賭城，賭桌

擺滿骰子籌碼。在節目的第一段，自稱「至尊」的兩位主持人，表情誇張豐富地

帶起了一個不知其名的遊戲。這個遊戲是這樣玩的，由助理小天使開始，主持人

與來賓按照一定的節奏旋律進行聯想。你忽然驚覺，那些箇曾經耀眼明亮隨後黯

淡無光的時代，最後都可以簡化為這個「聯想遊戲」中的拼湊規律，生硬地在你

記憶韌體裡留下幾個分鏡、一個短詞條、或一朦朧飄邈的截面印象。浮光掠影，

光怪陸離。 

 

你稍不注意，遊戲就已經開始。「講到無殼蝸牛，我就想到野百合。講到野

百合，我就想到拆匾。講到拆匾，就想到兩國論。講到兩國論，就想到九二一。

講到九二一，就想到車禍。一講到車禍，就想到許瑋倫。講到許瑋倫，就想到邵

曉玲。講到邵曉玲，我就想到特別費……」在電視節目中，遊戲要進行到某個反

應遲鈍的傢伙，講不出話或口齒不清為止，然後那個倒楣鬼就得接受被許多塑膠

槌子、餅乾盒槌打的懲罰。但在現實生活中，你無法預測這樣的聯想要到何時為

止。就像收看早就知道會輸掉的棒球比賽重播，但過了原本應該落後的局數，雙

方卻持續僵持。十一局、十二局、十三局……時間在延長著，你汗流浹背，膽戰

心驚。 

 

那是上大學後不久的事，駱駝突然單獨約你出來打牌。你不知道他幹嘛來找

你，他在電話裡說，記得你以前是歷史小老師。媽的不知道有個狗屁關聯。後來

他放在你面前的表格，果真像極一份歷史作業。年月日、事件內容、歷時與影響。

他說他在統計一些大事件，想請你替他補足。你以指尖搜尋，讀著表格裡神經質

的端正字跡。學運那一欄你看了半天也讀出不所以然。「無殼蝸牛夜宿介壽路」

這一項你好像有點印象。之前你為在大學附近租間房好方便和女孩子同居，去租

房仲介登記處時他們還和你提過。駱駝在這欄後面的「影響與備註」欄中，寫著

「凱達格蘭」、「天安門」、「紅衫軍」、「納斯卡線」幾個不連貫的詞彙。你他媽搞

不清楚這個傢伙腦袋有什麼問題。然後，你發現每個歷史事件後面都有幾個備註

的成語。「蔡依林」這一條後面接了「小巨蛋」、「跨年」、「超人裝」和「倒掛金

勾」。「閏八月」後面接了「921」、「大停電」、「大淹水」、「恐怖攻擊」和「名牌

環保包」。最令人費解的是「李連英」這一項，後面的詞條多到溢出□□外：「319」、

「小孬孬」、「天下為公」、「集點換公仔」…… 

 

你壓根沒想到，那些珠圓玉潤連綴在一起的大時代，竟然最後只得記載成為



如此平面、毫不算數的記憶斷面。「要不你寫一些自己的事，這樣比較好聯想」。

一直到很後來你才預視到，你與駱駝午後的對談，其實已掌握住了一塊叫歷史的

軌跡。你的建議改變了故事的走向，更動原本角色善良誠實、饌澀天真的可能。

於是本來言簡易賅的故事非得向崩壞隳滅的那端邁進。 

 

關於駱駝的小歷史關於駱駝的小歷史關於駱駝的小歷史關於駱駝的小歷史：：：： 

據醫學報告指出，人類的記憶儲存於腦葉前緣一處稱為「海馬體」的區域。

就那篇報告看來，記憶似乎很像被裝入快捷箱子裡的貨物，數以千計的資料整齊

陳列。但其實當我們認真去追憶某件事情時，它反而像極深埋於幽邃闃黑海溝底

下的，一種持續生成、變形、轉移的透明物質。越是靠近核心，那深海底悶嗆的

壓力就益發穠稠。直到我們從難以忍受的酸楚中抽離脫身。 

 

我發現自己從小就擅長曲解某種理論或邏輯。小時候媽不知道聽哪個阿姨

說，魚肝油可以預防假性近視，所以替我買了一罐三百顆裝。結果我邊看卡通邊

把膠囊當作零食塞進嘴裡，只一下午就把三百粒全給嗑光。後來是我不知何故，

硬把頭給鑽進陽台的雕花窗櫺的縫隙中卻拔出不來。麻油、嬰兒油、痱子粉、凡

士林、甚至 KY 膏都派不上用場。 

 

而這個故事的終端是，駱駝他老媽羞赧地撥打么么九，耗費社會成本拯救你

眼前這個——現在看來讓他頭卡在洞裡好終其一生反倒適合——的悲劇性角

色。總之你第一次聽那傢伙說他那些微不足道的荒謬故事，在東區後巷茶街耗掉

一下午。但你不覺得浪費，因為後來的故事讓你覺得一切值回票價。 

 

關於附中女孩關於附中女孩關於附中女孩關於附中女孩：：：： 

    第一次約會是由我發起的，沒有太花俏的表白伎倆。最後一堂數學課下課通

常超過十點半，有些自以為帥氣的傢伙必定牽著鮮豔制服的女孩子，窩進南陽街

口的虱目魚羹店。那當然不是什麼時尚華麗的場所，但當時的男孩們宛如走進現

在動輒千金，品嚐得到頂級黑松露、薄酒萊、爆米花倒在地板喀啦喀啦響的敦南

夜店般趾高氣昂。十點二十七分，我抓緊機會最後一次將筆甩進前排，附中女孩

狹癟座位縫隙間。在筆蓋上挾帶約她吃宵夜的紙條。 

 

  我已忘記當晚跟後來的女友——當時的附中女孩到底聊什麼。我想大概是童

年時紅極一時的卡通節目，某個藝人的八卦、還有對經濟地理課「躉售指數」公

式的質疑吧。我只記得她有一個極其普通，雅婷或雅鈴的名字。住在台北南區的

舊社區。以及我們當晚點了一份蚵仔煎、兩碗米粉湯加貢丸，而且是我為了裝闊

搶著付的錢。另外就是，當天凌晨在荒涼的博愛特區，我在附中女孩背後維持著

約兩步半的距離，陪她走了很長的一段路。從南陽街沿著公園路、穿越當時的新

公園、貴陽街、外交部、國家圖書館、仍喚作的紀念堂的偌大廣場，最後抵達愛



國東路的公車站牌。原本霓虹閃爍的街也為之顏色疲憊，張致感傷。我抬頭，差

點誤以為這滿城的璀璨是為了將光芒留給深夜的小情侶。天真無邪，前程似錦。 

 

送她成了那陣子的例行公事。她完全是我喜歡的類型，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這樣，所以我們雖然有「跟她這樣應該算是在交往了吧」的默契，卻從來沒有牽

過手。我本來希望可以跟穿綠色或黃色制服的女孩交往，但她卻是附中的。希望

認識皮膚白皙的女孩，但她膚色卻呈現偏黃的小麥色。眼睛雖然大卻是單眼皮，

臉頰兩側如少女般浮泛一圈嬌羞的雀斑。但高中生就是這樣的族群，整個校園總

陷入不思議的雷同中而難以自拔。不知道誰先辦了扣機，全班旋即人手一機，利

用午休時間偷跑去電話亭傳呼自己，好讓鈴聲大作。不知道哪班最早決定要在校

慶園遊會時推出鬼屋探險，結果最後有十幾個班都將自己教室窗戶貼滿漆黑玻璃

紙。我們在制服、校歌、朝會、規訓以及桎梏中煩躁卻又耽溺。簡單而清新旋律，

輕易譜出那個世代的青春歌舞片。 

 

「你‧還‧沒‧有‧跟‧我‧表‧白‧唷！」像是提醒什麼似的。某個凌晨附中

女孩臨搭公車前，回頭對著我大喊。字與字之間抑揚頓挫，音調分明。我這時才

發現滿街的鹵素燈搭配滿天星斗，氤氳成一片濛曖迷惘如夢境中的的景像，虛無

飄渺，歌舞昇平。 

 

關於範田紗紗關於範田紗紗關於範田紗紗關於範田紗紗：：：： 

    那天一如往昔，晚自習還沒打鐘港仔就傳紙條過來。「等會下課打撞球」。你

們用氣音大聲地回他幾句粗口。幹！好像明天不用考模擬考似的。但你們還是像

西部拓荒片中，明知眼前的決鬥凶多吉少，卻打死不退的勇敢牛仔。「向河梁回

頭萬里，故人長絕」。哪個傢伙豪氣干雲地默背一句沒在模擬考範圍的詩。你本

來是不想去的，隔天要考三科。數學、英文、經濟地理，媽的沒有一科你擅長。

但港仔如遍天烽火狼煙的斥候星夜兼程傳來第二道密令，教你興致拳拳。 

 

「駱駝說他會帶她馬子過來！」 

 

「你叫他去吃屎比較快啦。」你們不管教官還在走廊上打他的長壽破淡煙，就異

口同聲地大吼。這句幹譙語似乎從那時候開始，就與你們心目中的駱駝緊密連結

在一起。 

 

就在你們因為港仔那白痴把母球給彈出球檯，幹聲四起的當下，駱駝緩慢如

走伸展檯似的，來到你們位於地下室的包廂。身後跟著一個身材纖細、面貌卻模

糊的附中馬子。大夥人盯著他倆，噤聲半天。你壓根記不得你們怎麼從當時那「你

媽的駱駝還真的交女友」的激憤、錯愕、嫉妒與狼狽的情感中恢復。 

 



後來，你們在背後管那女孩叫「範田紗紗」。名字雖長，卻不算陌生。那是

當時風靡我國以及我們班的——AV 女優的名字。因為學校下達公文，希望各班

推舉出「圖書股長」，於是我們班委請圖書股長設立「流動圖書館」。同學相互集

資作為購買色情影碟之用，在由圖書股長負責保管，建立完整的借還期與租賃金

制度。臨到畢業時，虛擬圖書室已琳瑯滿目、汗牛充棟。你對飯島愛、小澤圓這

類一線女優當然如數家珍，正因為範田並非一開始就平步青雲，於是她的傳奇演

藝生涯，更讓你們肅然起敬。 

 

這仍得從歷史說起。教科書中寫到，李唐時日本派遣唐使駐華，此後即深受

到儒家文化薰陶。八零年代初期，由大藏省直轄的「日本影音倫理審查協會」式

微，色情影像工業大行其道。而工業化的帶狀生產線也根據女演員的等級，配合

尺度、題材予以分類。隨著薄格、無碼、戴套到中出，女優長相層層遞降，而更

誇張的戲碼——SM、飲尿、食糞、肛交、繩縛、獸姦、群體汁男顏射……聲色

犬馬，別開生面。而敬業的範田紗紗在尚未整形走紅前，據說從不挑片。無論是

多麼低劣的題材她都無條件配合。 

 

駱駝的附中女友，像極整型前的範田紗紗。 

 

話雖如此，我們絲毫沒有瞧不起範田的意思。她確實不算漂亮，是台北街頭

常出現的高中女生。因為腿細所以穿改過的制服短裙，馬尾紮的很俐落，眼皮雖

然單卻清新可愛。不過你總覺得，她在單純與可愛的基底中央，摻雜些不屬於這

個年紀的世故與感傷。這樣說可能過於抽象，你想還是換個方式。雖然那天在彈

子間看到她時，她穿了一件寬鬆棉質外套，卻還是依稀看出飽滿的乳房呼之欲

出。「欸，駱駝，奶大很爽嗎……」趁著範田紗紗去洗手間，你本來正想諮詢這

檔事，沒想到被鄰席的嘴炮搶白。「渡盡劫波兄弟在，話題還是在乳房」。你對自

己竄纂的打油詩非常滿意，吟詠再三。你想如果駱駝還活著，你非得問問這位資

深的文藝創作者。「老哥，覺得我這詩寫得還不賴吧？」或許你當時就隱約察覺，

眼前的這個故事，必然得向崩壞的前進。 

 

關於獲獎通知關於獲獎通知關於獲獎通知關於獲獎通知：：：： 

接到獲獎通知是從我提前結束營隊後幾週的事。我按照之前整理的大事紀，

寫了一篇關於青春懷舊的小說。情節大抵上是描述正值聯考的夏天，我跟附中女

孩的故事。十八歲的夏天，很快地陷入熱戀，然後很快分開。但我依然清晰地記

得：女孩背頸薰衣草的香氣。掌心濕滑的汗漬與小小溫暖的熱氣。露趾涼鞋的太

陽曬痕。她細小可愛的指頭從涼鞋罅隙中竄長而出，就像童話故事中，那誤穿了

紅舞鞋，只得獨舞不歇的小女孩。步伐輕快，旋律悠揚。 

 

但這樣的喜悅只維持很短暫的時間。校刊刊登後的不久，我接到一封印燙有



「□□法律事務所」浮水印的短函。言簡易賅，我被指控抄襲某位□雅鈴或□雅

婷女士的作品。隨函並付給我一本作品。以張狂鮮豔的金銀色系作為封底，書腰

更有幾句欲蓋彌彰的推薦辭： 

 

「新生代國民作家」 

「青春懷舊魔術師的創作原點，讀者口耳相傳中的夢幻逸品」 

「探處記憶，醞釀青春，再也不能說的秘密」 

「充滿恐懼、迷惘、淒涼、清新、可愛的校園青春輓歌」…… 

 

那是附中女孩的故事。我們的故事。我雙腿觳餗，眼前蒼茫。我翻查《辭海》，

找到存證信函中對我指控的那詞彙，在該詞彙下，附帶並置了有好幾種同義

詞——「蹈襲、抄襲、臨摹、竊取、剽竊……」但諸多詞語卻只有一個解釋：「泛

指盜竊他人作品或靈感之行為」。但我不是，我恨不得像個情緒作太滿的台製偶

像劇演員，跑去驚濤裂岸的荒涼海邊鬼吼絕叫。當時我唯一想到的就是，約她出

來進行某種程度的協商。我憑藉自己微薄的法律知識推斷，最好要找個人陪同以

為佐證，剩下就是祈禱這位雅鈴還是雅婷小姐念在往日情懷高抬貴手。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 32F：：：： 

有時候你常在想，要是那時你在志願卡填上幾個媽的文學院科系，說不定你

現在已經變成作家了。大一國文課的老師說，作家與唬濫和故弄玄虛的預言脫不

了干係。你依稀記得那個啤酒肚大得有如裝滿一箱海洛英般的老師，抄了整個白

板的潦草筆跡。《三國演義》是「三虛七實」，《西遊記》是「三實七虛」，至於《紅

樓夢》，「假作真時真亦假」…… 

 

不過你敢以剁□□的氣魄發誓，接下來的記憶絕對無庸置疑。範田紗紗忽然

打電話給你，據她說她從你們畢業紀念冊上找到你的電話。範田說對你們系上開

的一門必修很有興趣，請她在下次上課替你佔位。你對於她交淺言深的要求感到

無所適從，你甚至不敢問她跟駱駝是不是分了。 

 

那天恰巧午後雷陣雨，兩點到五點的課，範田紗紗拖到四點四十五才縮著纖

細的軀體竄進教室。她與你彈子房那次的印象相差挺大的。嬰兒肥臉頰消瘦不

少，打了腮紅粉底和金蔥眼妝，貼滿亮片的低胸背心。似乎暴露乳房的比例與角

度，都經過後設的微觀調控……。你還在納悶，這依然貌似女優的馬子對外幣定

存以及債券沖銷理解多少時，紗紗搶白似的說她全身溼透，要向你借宿舍的浴

室。接著像水到渠成的三級片一樣，你們順理成章地做了。 

 

如果要問你對範田紗紗殘賸的印象，大概就等於是對「32F」的印象。雖然

據範田所說，乳房過大就勢必下垂，否則就是手術後的假奶。但我還是覺得 32F



下垂的幅度非常誇張，好像灌滿水卻疲軟的汽球、不過值得讚許的是，範田的乳

暈和乳頭仍然保持十元硬幣的比例。首先在她踏入狹仄浴室後，你從後面插了一

輪。結束後她宛如與你同居般，全身赤裸蹲踞在電視前看棒球轉播。(洋基對印

地安人的三連戰！)或許因為浴室霧氣氤氳的關係，你忽然覺得範田紗紗光滑白

皙的裸背彷彿被勾勒一圈圈的靈光，有一種聖潔而虔誠的氛圍籠罩整個房間。你

仔細觀察她，身形瘦小、四肢修長、挑染的亞麻髮色在濕濡後色澤更為鮮明。尤

其是嶙峋模稜的背骨、與前胸飽滿垂涎的巨大乳房產生極狎邪的落差。她瑟縮於

和室椅的幾個角度，如同受驚而惶恐的小獸般微微顫抖。 

 

你拿毛巾幫紗紗披上，然後委請她乳交。她二話不說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夾

緊雙乳、開始前後套弄陰莖。你對於她的熟練感到好奇。雖然早有預感你不是哥

們裡的第一個，而後來也得到她的證實：「我也跟港仔、施肥、嘴炮也做過！但

我乳交過的就只有你呢」。她像裝可愛似的天真有邪。就在重播中的王建民投出

第四次三振時你射精，量非常多，以 32F 為圓心蔓延開來，遍及她的脖頸到肚臍，

也滴到陰毛上。她面無表情將下巴附近精液舔淨，旋即再次進入浴室。 

 

後來那天晚上你們又搞了兩次，在這當中她接了一次手機。你更加快抽動，

希望她忍不住而喊出聲，但她彷彿表達體貼般的忍了下來。值得一提的是，你從

床底的光碟箱中，翻出範田紗紗本尊演的片。該劇說的是本尊在公車、電車、公

廁、校園……等場所陸續遭到痴漢逆襲，最後被強迫顏射的劇碼。若合符節，你

們邊看邊作，最後你等男優一起射精。她說她家門禁森嚴得要趕最後一班捷運，

倒沒說要你別告訴駱駝。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ㄠㄠㄠㄠˋ̀̀̀炮炮炮炮：：：： 

前女友勉強答應見面把事情談開時，我忽然怔忡於，何以這短暫的人生像極

了一株「ㄠˋ炮」。 

 

小時候國內法令尚未針對炮竹進行管制。年節前夕，老爸固定去和平西路附

近購買一包三盒裝的水鴛鴦。我後來再沒看過如此威力強大、具震撼的炮竹。當

前市面充斥蝴蝶炮、龍吐珠、金剛棒、仙女棒、沖天炮……那類斑斕卻有氣無力

的產品。我從眾多的水鴛鴦中撿了一枚，捻著線香點燃引信，狼狽地躲進遠方的

草叢，接著，期待鎮天價響的爆炸聲。但線香幾乎快燒完那株水鴛鴦仍保持長條

形靜悄悄地躺在泥地裡。如經歷百年孤寂。接著又過了好幾分鐘，終於一陣悶響

如從迢遠的未來傳回來。「那是ㄠˋ炮啦！」。耳邊縈繞爸的聲音卻是記憶中從未

有過的慈祥與生澀。因為在製造流程中受潮於是就壞掉了。不會爆炸，即使爆炸

聲音也微小瘖啞。 

 

我想起國小例行的作文題目，「我的志願」。男孩們有志一同地羅織差不多的



志願。當總統、醫生、科學家、工程師……在釉綠色框框的作文簿空格裡。就好

像把作文簿當成卡通裡才有的「死亡筆記本」，鐫寫下的就會慢慢成真。草叢間

傳來悶厚無助的撕裂聲，我們曾如此受到期待著，如今卻何其平庸醜陋。曾幾何

時，我們變成ㄠˋ炮，炮芯浸濕、火藥鬆軟…… 

 

我蹣跚地前往赴約。沿途街景宛如漆黑甬道中，我在無光亮、無救贖、缺乏

歷史與理論的幽谷盡頭，踽踽緩行。不合時宜地腦海中運算一則算數。一隻蝸牛

在竹竿上白天向上爬，晚上卻向下滑……牠可知竹竿盡頭空無一物。何其美麗又

何其荒涼。 

 

關於協商與見證關於協商與見證關於協商與見證關於協商與見證：：：： 

你沒料到駱駝央請你作為她的見證人。在電話裡他依舊自顧自說著「反正你

是學歷史的嘛，這事找你應該沒問題……」第一，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跟那傢伙那

麼熟。第二，我還沒想到怎麼解釋跟範田的露水姻緣。第三，我只不過當過半學

期的歷史小老師。真他媽夠白痴。 

 

他們約在以前學校附近的泡沫紅茶店。你高一唯一一次爬牆翹課，就是因為

掃除時間的抽籤結果，有個倒楣如你的傢伙，得出來替全班買三十杯 700cc 的珍

奶。你大部分時間都沒聽懂協商的癥結，大概就是誰寫一篇類似「追悼」還是「懷

舊」的文章，然後誰後來也寫了一篇。有幾個詞彙不斷地被提起，發表紀錄、時

間點、存證信函、法律顧問、抄襲、巧合、比例原則……總之你作在旁邊毫無建

樹，乾巴巴地吸乾你桌前的龍眼珍珠奶茶，然後在一疊包含收據、賠償與和解書

的最後一頁，草率地簽個名字。 

 

就在你們即將穿越那條——多年前你將奶茶灑了一地——的馬路前，你忽然

覺得這一切都過於荒謬。你想到駱駝曾經跟你們成天廝混在一起的日子。某次體

育課，你們翹頭出來抽煙打牌，駱駝像是若有所思地告訴你，說他這一生中，有

兩次強烈疼痛經驗讓他印象深刻。一次是長水平智齒，但那年輕的實習牙醫草率

地拔出半截，就縫合傷口。駱駝說後來又痛了半個多月才發現發炎化膿，只要一

張開嘴，盡是黃稠流膿的血泡。另一次就是割完包皮的隔天清晨。當晨勃到來時，

龜頭旁原本縫合傷口肉線逐一崩裂、鬆脫。血滴從糜爛的皮質層裡沁滲出來。據

駱駝所說，他從此就很怕早晨的勃起。 

 

你那時才恍然大悟。駱駝之所以非要挑選在朝會清晨打手槍的原因。原來跟

你後來學到的「挑戰權威」壓根毫無關聯。 

 

成長與疼痛。一體兩面，相輔相成。 

 



    就在協商結束過馬路時，你不假思索地推了走在馬路外側的範田紗紗一把。

只因一時間你的右手蓄積太多情緒，總得有人結束這一切，總得有人挺身戰鬥，

你想。就像拯救世界的超人、蝙蝠俠或蜘蛛人，即便大部分的冷漠傢伙還渾然未

覺。紗紗矗立在馬路中央，無處可躲。再後來，你發現原本走你身後的駱駝，也

跳入急駛而來輕型發財車的跟前。如電影風格般瞬間色彩、影像與聲音都停滯下

來，接著緩慢地倒帶。你不知道從哪裡聽到了駱駝如廣播般從天而降的遺言。就

像哪部法國大腕導演執導的電影，最後的長鏡頭加上畫外音。 

 

「我真羨慕你……」 

 

你發誓駱駝曾經說過同樣的話。高二寒假結束的開學典禮，老師神情肅穆地

告訴我們——班上的某個同學春節期間與父母從中部某個牧場旅行返家途中，遭

遇土石崩落意外。三噸重的土塊正對著他們車頂砸下，車毀人亡。你幾乎可以想

像一家人模糊癟仄的肉屑與碎裂車體交混難分的血腥畫面。全班沒有透過表決卻

很有默契地保留了那個座位直到聯考結束。 

 

「你不覺得他很羨慕我們嗎？」大夥有時會談到往生的同學，駱駝語重心長地

說。那時我才發現到，他確實是個文藝創作者。「我們依然活在這個時空，用功

唸書，打籃球，在掃除時間偷懶躲在外掃區打混。可以繼續長大，翹課，把馬子，

前程似錦。」 

 

「你們不覺得他會很生氣嗎？」駱駝聲音越來越大。好像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原本

屬於他的聲音。「我只不過坐在車廂裡什麼事都沒作呀！為什麼我得什麼都沒有

就離開！為什麼你們還能這樣活著。安然無恙，理直氣壯地活著！」他像在遼朗

的舞台前在搬演一齣氣勢磅礡的獨角戲，抑揚頓挫，字正腔圓。 

 

「但是駱駝你知道嗎……只有死去的人，永遠他媽的是十七歲。」你若有所思地

望向荒涼的柏油路。太陽強熾地直射路面，氤氳起一層又一層的鏡像幻影。只有

死者被豁免於時間的損傷與羞辱。永遠滯留於耀眼的黃金時代，目送著早夭或衰

老的人們。溫柔而強悍，寂寞而漫長。 

 

何苦來哉。你對著如滌洗過的刷白路面輕聲低嚅。「我才羨慕你咧！」 

 

關於駱駝的葬禮關於駱駝的葬禮關於駱駝的葬禮關於駱駝的葬禮：：：： 

你們大夥全員到期兩人一騎，騎得股溝間快裂開，終於來到畢業旅行時曾經

造訪過的花東海岸。由你提著裝有駱駝骨灰的鐵罐。你們本來想模仿的是達斯汀

霍夫曼的《畢業生》，但不知為何卻像極某部灑狗血的校園青春偶像劇。 

 



那天你準備自首前掛電話給嘴炮，告訴他你殺了範田紗沙和駱駝。請他替你

轉告其他同學。嘴炮像故意拖住你時間般的要你跟大夥聚一聚，說有件很重要的

事非告訴你不可。 

 

「你是真的還假的忘了？」嘴炮這句話，讓你慢慢回想起剛升上高二的那個暑

假。那時你們決定故意送童山濯濯的地中海數學老師一罐生髮水，卻沒人敢去藥

房跟老闆說。「他一定會覺得是我們要用的啦幹！」於是乎你們創造出一個虛擬

的人物，也就是駱駝。「是我們班一個叫駱駝的禿頭要用的啦！」 

 

後來，你們陸續替這個人物增加許多設定——他功課比你們都爛，卻一心只

想唸文學系，長得醜不啦嘰卻整天肖想說要交漂亮女友，撞球很爛卻愛打，抽煙

都要躲到最裡面的廁所，朝會時跑去打手槍，有一次趁體育課時翹頭出去竟從圍

牆摔了下來……總之什麼孬胚堵爛的鳥事，大抵都是駱駝幹的，跟你們無關。但

到後來，你們好像都知道駱駝這時候會說什麼話，作什麼事，他的聲音影響在你

們葉腦的海馬體中浮現，然後你們忍不住異口同聲地訕笑他。 

 

那範田紗紗理所當然也是假的呀，你恍然大悟。「就心理學來說，這大概是

一種集體的潛意識吧。」後來轉到三類組，現在念醫科的港仔若有所思地說。 

 

這時你才恍然大悟，駱駝的疼痛經驗似乎總與噁爛、流膿生蛆的情節勾聯在

一起，就連範田紗紗也一樣。青春之於殘酷，成長之於疼痛。但你還是覺得故事

哪裡不對，像在濛曖的時光隧道彼端曾經存活的獸。專家只依考古學理論，從其

腳蹤爪痕，推測其身長體重、草食或肉食……還有多閃跳著的片段：那隻白天向

上爬晚上向下滑的蝸牛；單眼皮女孩炫然欲泣的可愛側臉；你們合力在破曉前的

幽冥中點起煢煢篝火，那熾亮幾乎燃起整座海灘；在園遊會的鬼屋裡炸起冰淇

淋、把蒸飯間的便當調換次序、嘴炮搶過施肥的工藝課作品將它從三樓高的工藝

教室一拋而下，畫出一條每個方程式皆無解的橢圓拋物線……透明到難以逼視的

青春。 

 

你們向海灘的彼端眺望，一年多前因你們半夜發酒瘋合力燒毀的舢板還在凜

冽的海風中搖曳飄颺。哥們把「灑骨灰」(事實上是放在教室後面矮櫃裡整整一

年的海苔屑！)的重責大任交給你。他們刻意低聲告訴你，似乎駱駝跟你最熟——

他許多言行都是由你轉述給大夥聽。釉綠的粉屑滿天飛舞，旋轉、飄移、凋零、

崩壞。悲傷的勇氣與飽和的淚水，記憶太重而遺忘太長。你在想說不定駱駝一直

都存在，而不存在的人是你。一個冬天接著另一個冬天。 

 

「這裡又不是沙漠，為什麼看到海市蜃樓？」你沒聽錯，清清楚楚，那是駱駝的

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