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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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老婆啊。對，我到了。幾點喔？中午左右吧。嗯，好，掰掰。」蓋上

皮套前，我瞄了下時間，上午十點十七，然後放進牛仔褲後口袋。 
老家門鎖咔噠一聲，進門關門，頭朝客廳方向一轉，爸在。 
爸在？ 
「豪揚。」 
一樣禿頭缺上排牙，嘴裡叼根長壽。一樣穿著白色汗衫，土色短褲，雜牌黑

拖。手裡拿著長尺在抓背部的癢，一如往昔。 
「爸……」 
爸。爸。爸。 
「要吃餅嗎？」 
爸抬了抬下巴，指向眼前白折桌上那餘半桶的巧克力捲心酥。 
思維短路，雙腿卻自動前進。我緩緩抽出一根捲心酥，斜眼望向爸在看也沒

在看的政論節目，再轉眼凝望著爸。 
「雅琪沒來啊？」 
「肚子，」我愣了一下才回答。「肚子大了，出門不方便。」 
「喔喔，原來是這樣啊！太好了！好好照顧她，想吃甚麼就買，別省。」 
「我知道。」 
爸熄掉菸，把長尺從汗衫中抽出，把尺上的膚屑吹進垃圾桶，拍了拍短褲，

起身。 
「餓了沒？」 
「有點。」我呆看著他，還沒回神。 
「走。去吃牛肉麵。」 
爸裝上假牙，拿起門邊的半罩黑色安全帽。我猶豫片刻，把捲心酥插回去，

拿起另一頂藍色西瓜皮，隨他進了電梯。三面環鏡，我呆看著鏡中清清楚楚的他。

他微笑，沒多說甚麼。 
打開一樓白鐵大門，外頭停著那輛不知報廢多少年的山葉五十。爸啥時買的

去了？十五年前？二十年前？從哪冒出來的？還能動？載得動兩個成年男人？

踩，踩，踩，引擎嘟嘟嘟，白煙噗噗如章魚噴墨，路人似不介意，就連樓下好八

卦的雜貨店老闆都沒朝我們瞧上一眼。上車，小五十用懷念的速度緩緩前行，像

老邁的運動員在尋求人生最後的榮光。我扶著後面的把手，聞著爸身上的菸味，

眼前逐漸模糊。 
兩手顫抖，慢慢放開把手，我環住爸的腰，臉貼緊爸的背，盡力不讓自己哭

出聲。家訓：男兒有淚不輕彈，但爸背部的淚痕卻叛徒似的不停不停擴散。爸一

句話沒說，默默騎車。 
 
內江街到底，左轉漢中街，途經成都路，我吸了吸鼻張開眼，眺見遠處原該

開闊的視野，卻出現了一棟早該消失的長形建築，擋住了中山堂。這一刻，我似

乎明白了甚麼，卻也更加的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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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去的地方應該不是桃源街。 
車往福星國小的方向走，我知道要去哪了，當然知道，怎麼可能不知道，他

是陪我度過了三十年人生的爸啊！ 
機車停妥，我們走進鄭州路三十八巷，或老台北都知道的塔城牛肉麵街。數

不清的匆忙的計程車司機、貨車司機、工人、學生在這個傳說販賣馬肉、海龜肉、

袋鼠肉的肝炎街上喧嘩、走動。混了煮麵湯、果汁、免洗筷、筷袋的泥水啪喳四

濺。蒼蠅狂歡飛舞，不時站在牛油山、酸菜山及一袋袋果汁上搓手祈禱。沒變，

一點都沒變。 
「中的還大的？」爸問。 
家訓：男人不點小碗。 
「中的。」用手背抹了抹臉，到一旁把鼻涕擤進泥水中，老闆娘白了我一眼，

我尷尬笑了笑，回去坐在正在剝蒜皮的爸旁。 
「很久沒來吃了吧？」將蒜根吐在地上的爸說。 
「太久了。」我吸吸鼻。 
「雅琪幾個月了？」 
「再兩個月生。」 
「差不多九月底？那跟你一樣耶。」 
「聽說第一胎可能會晚一點。」 
「男的？」 
「女的。」 
「很好啊，你要當爸爸了，」爸拍拍我的肩，「也差不多了。」 
「對啊，比你晚好幾年。」 
「現在都晚生。我們那年代啊，我算晚婚了。」 
「燒喔！」麵咚一聲放在我們面前。 
「先吃吧，餓了，小心燙。」爸咻咻吃麵吃肉。我拆開筷袋，夾起麵吹吹，

放入口中；夾起肉吹吹，放入口中。沒變，一點都沒變。 
「之前我帶一對夫妻去吃牛肉麵，」我說，「他女兒很小，才兩三歲，麵條

掉桌上，撿起繼續吃，她爸媽居然沒說甚麼。那麼小耶，都不怕拉肚子。」 
「你小時候就不行，腸胃差，容易拉肚子，沒辦法喝牛奶，都要另外煮粥給

你吃。」 
「那是因為我有乳糖不耐啦，跟你講過啊。」 
「是喔，忘了。」 
「亞洲人很多都這樣，沒辦法吸收乳糖，所以說比較適合喝豆漿。」 
「我就不會拉。」 
「你哪不會。」 
「要喝很多才會。」 
「那就一樣。」 
「你啊，就是遺傳你媽那邊。她氣喘，身體很差。你是腸胃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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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不好還不是遺傳你的。」 
「那是你阿公傳下來的。」 
「對啦對啦，你都很強壯。」 
「我一直都有練啊。高中車禍，一台車把我撞飛，飛好遠，我落地滾幾圈，

拍拍沙土站起來。衣服有破，人一點傷都沒有。開車的小姐嚇傻了，我還去要她

的電話。後來見過幾次面，交往了幾年。」 
「老講那些五四三，你菸還是要少抽啦。也不要都吃肉，青菜水果要吃。」 
「菜吃起來就沒甚麼味道。」 
「不是這樣說……」想想，訓他幹嘛呢我，以前就是這樣，所以我們才會聊

不了幾句話。「反正，你身體自己要顧啦。」我忍住，沒念他吃心臟藥的事情，

也沒那必要了其實。 
「好啦好啦。」 
沉默了一陣，一如既往。 
爸起身，結完帳去對面飲料攤。我趁這時候拿出手機，朝爸的背影拍了幾張

照。不知怎的，螢幕裡的景象有點灰，有點黃。收起前，我瞄了一眼右上角的時

間，一樣，上午十點十七。 
爸買了兩包酪梨牛奶回來，拿了一包給我。父子默默喝光。 
「那，」爸開口求和，「等一下有想去哪裡嗎？」 
我不知道能去哪，搖了搖頭。 
「不然去看電影怎麼樣？」 
「看哪一部？」 
「給你猜，」爸微笑。 
 
騎回西門町。中華路因商場出現的關係變窄了。路過圓環天橋時，我注意到

在場只有我們帶著安全帽。不，只有我，爸不知甚麼時候已經脫掉了。相較於午

餐前，爸頭髮中空的地方已不明顯。 
拐進成都路，經過紅樓戲院、大世界戲院，國賓到了。 
「你先去買票，我去買點東西。這裡有一千，看還有沒有想吃甚麼，去買。」 
千元鈔上的蔣公對我微笑。 
我抬起頭，本日上映：《蝙蝠俠 3》。 
買完票後過馬路，我去世運買了兩塊倫教糕，小時附近腳踏車攤販都叫這白

糖糕。出店門往對面看，大世界在演《鼠膽龍威》、《熱帶魚》跟《九月懷胎》，

當時聲望如在峰頂的休葛蘭不久後因買春事件而化為落石，撞碎在谷底。 
回到國賓戲院樓下，爸提著一袋東西在等我。 
「你猜我買了甚麼？」就位前，爸問我。 
我知道答案，卻問：「你買了甚麼？」 
爸笑瞇瞇從袋裡拿出一隻烤大雞腿。 
「來，你吃。太貴了，亂漲價，只買一隻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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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從前一樣。 
燈滅，我用力眨眼，眉心的酸楚卻揮之不去。一扳二，我把棒腿的部分塞給

爸。爸起先不收，我堅持，他只好拿。隔了很久，中間幾度確認我心意已決後，

爸才開始啃。 
「這集喔，主角跟導演都換人了。這個比較不會演，你看那個表情，不對嘛。

蝙蝠俠喔，就是應該要……」 
爸壞習慣，看電影囉囉嗦嗦，有時批評，有時講解，好像我還讀小學一樣。

記得之前最後一次跟爸看的電影是《007首部曲：皇家夜總會》，那次爸也是老
毛病犯，結果前面的男學生噓他。爸悶著沒發作，我覺得丟臉。此後再沒跟爸一

起看過電影。 
「我以前怎麼會在意這種蠢事？應該多陪陪爸，找他一起去看電影才對。」

我曾抽噎著對妻說。 
「乖喔，沒事，不是你的錯，事情太突然了。」 
我把頭埋進妻的胸口，她摟著我，一次又一次撫摸我的頭，猶如海水撫慰沙

灘，輕輕緩緩柔柔。 
這一次我學乖，沒多說甚麼，靜靜啃雞腿，靜靜擦拭眼角，弄得鏡片油膩溼

滑。 
「還是不難看啦，喔？」電影結束，爸對洗完眼鏡從廁所出來的我說。 
「對啊，不難看。」 
是因為跟你一起看。 
事到如今，我卻依然說不出口。 
 
走出戲院，午後的緩慢感逐漸籠罩整個西門町。 
「還有想去哪裡嗎？」爸問。 
「想吃甜不辣。」我鼓起勇氣。「東門的甜不辣。」 
「是喔，」爸微笑，「那要回家拿泳褲。」 
爸果真記得。 
小學三年級吧，爸開始送我上 YMCA學游泳。我沒興趣，電動好玩多了。被

押著送到門口，逃不掉，只好硬著頭皮從螃蟹開始一路晉級到海馬，不知花了幾

年，很緩慢，長期跪坐打電動致腳掌內八，踢水時容易拐到自己。爸急啊，有腹

肌的他想養出一個有腹肌的兒子，就開始陪我去游泳，東門游泳池。好久好久以

前。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爸不是騎回內江街老家，卻是西昌街上的祖厝，那為

了籌措祖母醫藥費而賣掉多年的祖厝。 
「去吧，我在這裡等，順便抽根菸。幫我拿一件。」爸拔下機車上的那串鑰

匙交給我。 
我四下張望，確認街尾小學同學家經營的鐵工廠還在，確認斜對面的郵局大

樓還未動工，仍是幾間廢棄漏水、雜草叢生的破屋。左右無來人，我克制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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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將鑰匙插入鐵門門鎖，緩緩將門推開。 
穿過長廊，走後面的樓梯上二樓。更早以前前面還有個樓梯，打掉了，蓋了

倉庫出租。「豪揚！這麼久沒回來！」在中國時報上班的旺叔叫我，一樣瘦高，

一樣親切，跟我們租了好多年的房子，搬走時流了好多淚。「對啊！」含混回答，

不確定接著該說些甚麼。他笑笑，我從他身旁走過，進了我們家。 
滿滿的回憶。 
前端是檜木隔成的兩間房。祖父中過風，行動沒多不便，可是自卑，蓋房時

堅持自家人住的區塊一定要用檜木去隔，「耐用」，這是他的理由，也是家訓：「男

子漢輸人不輸陣」，這筆債到他過世多年後才還清。 
右邊是祖母的房，沒聽見動靜。走進左邊爸跟我的房，熟悉的悶味：鮮少清

洗的棉被、桌下囤積的舊書報、衣櫃裡的樟腦丸、角落那疊黑膠唱片都在記憶中

的位置散發出記憶中的味道。拉開抽屜，拿出一深藍一淺藍兩件游泳褲，回到樓

下。 
 
爸的蝶式依舊游得那麼好。 
我的蛙式依舊游得那麼差。 
我噴出鼻中的含氯消毒水，望著坐在泳池邊緣打量年輕女子曼妙身姿的爸。

最後那幾年送貨曬出來的黑膚褪成了淺黃，那曾爬行於胸口到大腿之間的開心手

術傷疤蜈蚣不知泅往哪去，一頭深色烏髮野草般茂盛。吃甜不辣時，我注意到爸

的牙齒雖覆一層薄薄的焦油，但一顆沒少，全是真牙。 
「運動完特別好吃，是吧？」爸邊吃小貢丸邊說。 
「是啊。」我把豬血糕放進嘴裡，眼睛看著年紀與我相仿的爸。 
「你也一段時間沒回萬華了吧。」 
「一兩年吧，」我回答得很心虛，「都在忙工作。」 
「還在那間外商？」 
「沒有，跳出來自己接案子，時間比較自由，想說之後陪孩子方便，雅琪腰

不是太好。」 
「是啦，這樣比較好。有打算要多生幾個嗎？」 
「她是覺得一個就差不多了。」 
「沒想說生兩個作伴？」 
「怕太累。」 
「生了就會有動力，」爸說，「你媽走了以後，我還不是這樣一個人把你帶

大，還得應付你奶奶。」 
「不知道，看緣份吧。」 
「嗯，趁你們還年輕，彈性比較大，多想想吧。」 
「好。」 
要是以前就能這麼心平氣和跟爸說話有多好。 
「還想去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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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跟你一起吃太鼓饅頭。或者朝北醫院下面那攤紅燒鰻也不錯。對了，爸，

我們還可以去逛高峰。或吃那間炒烏龍啊，離青山宮不遠那間，賣點是用烤香腸

時滴下的油去炒，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炒烏龍。現在接下父親攤位在隔壁賣涼粉

的凱鈴說，老闆夫妻年紀太大退休了，幾年前吧，就在你……就在你…… 
不能再去想。 
已近黃昏，我想起妻，那將我扶起，陪我走出陰霾，為我孕育未來的妻。我

不可能永遠這樣下去，我知道，我知道自己任性、不成熟，但至少今天，只要一

天就好，讓我多陪陪爸吧，讓爸多陪陪我吧，再一下下就好。 
「我想喝麥當勞的奶昔。」 
「你不是不吃麥當勞的嗎？」 
「現在想吃。」 
爸笑，沒多說甚麼。擦乾身體，穿上衣服後，我上了爸的摩托車後座，抱緊

他。 
「兒子你今天怪怪的，哈哈。」 
 
走桂林路，經康定路、西昌街，在西園路左轉，麥當勞西園店就在眼前。幾

十年後，這裡將被孤寂老人霸佔，最後結束營業。我單點香草奶昔，爸點麥香魚

餐。以前爸常帶我去吃快樂兒童餐配奶昔，我因此收集到各種麥當勞玩具，累積

了滿滿一個紙箱。但後來有天我去上課，回家時整箱都被丟了。「太女孩子氣了。」

總這樣，幫我開了門，之後又嫌我把門打太開。吵架啊。大吼說你收集郵票跟模

型車就可以。「那才是男孩子……」反正他怎麼樣都對，我怎麼樣都不對。從此，

我不再踏進麥當勞，直到今天。 
慢慢喝完奶昔，不覺天色已暗，爸提議散步消化一下。於是我們在還沒出現

85°C的路口左轉，進入西昌街夜市，攤販雲集，人聲鼎沸，叔伯嬸娘孩子一個個
粗暴地頂我的胸、踩我的腳，我享受著這令人萬分懷念的繁榮光景。還趁爸不注

意，偷拍了好多照片。 
夜市走到一半，爸出人意料往左拐，進入一家僅留下模糊印象的電器行。 
「老鄉！」 
「唷！稀客！好久沒見你帶豪揚來啦！」 
「你也知道他，從小就皮，長大更皮，全台四處跑，花蓮、台南、高雄、馬

祖，哪都去了。好不容易回家，沒多久又搬去三重、新莊、板橋跟那些個女朋友

同居，眼裡哪有我這個做爸的！」 
「哈哈，跟你一個模子嘛！你還去了日本留學咧！哪有甚麼資格講他！」 
「最近生意好嗎？」 
「老樣子啦，你也知道萬華這裡的人喔……」 
聊幾句話之後，那位叔叔就從櫃檯底下提出一個大紙袋給爸，爸接過就帶我

往外走。 
「爸，你提那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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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你就知道了。」 
 
高掛的月娘照亮了祖厝前門，那扇在日治時期曾被喝醉的警察踹破而留下了

修補痕跡的木門。門鎖嘎吱嘎吱響，「得再上點油才行，」爸說。老半天才打開。

迎面一道水泥梯，那早在我念小學時就拆掉的水泥梯。樓梯拐角處一扇雕鏤著雙

龍搶珠的薄紅鐵門。再往上走，拉開防盜柵欄，那個養滿紅白錦鯉的大魚缸回來

了。還記得那次颱風大停電，復電時鯉魚全浮水面，爸此後再也沒養。「難得你

們逛這麼晚呢，」是奶奶，還沒罹患癌症及阿茲海默症的奶奶。「對啊，豪揚難

得回來嘛，」我回頭，爸兩眼有神，中氣十足，衣服下的胸肌膨脹飽滿，那是天

天伏地挺身三百下的成果。這樣才有體力對付你這個小毛頭啊，爸曾說。此刻的

爸比現在的我還年輕。 
「要吃點甚麼嗎？我去弄。」 
「沒關係，媽，我們吃飽了。妳在市場忙了一天，早點休息吧。」 
「豪揚，你會餓嗎？」 
「沒關係的，奶奶，真的不餓。」 
「好，那我就先去躺了。別太晚睡啊，看你前額頭髮這麼少，比你爸還少。」 
「好。奶奶晚安。」 
見奶奶轉身，我心一橫，箭步上去從後面抱住她，啞著嗓又說了好幾次「奶

奶晚安。奶奶晚安。」 
「有甚麼好哭的，傻孩子，奶奶不是在這裡嗎？乖，奶奶明天早點回來，買

你最愛的巧克力球回來給你吃。難得回來，去跟你爸聊聊吧。」 
奶奶轉身回房，而我知道，她口中的美好明天將永遠停留在觸不可及的遙遠

過去。 
不久，奶奶的房裡傳來微弱的鼾聲。 
「來吧，豪揚，」爸興奮地說，同時把一個盒子從紙袋裡抽出來，真令人懷

念，是紅白機，我想起來了，的確，我們家的第一台任天堂就是在那家電器行買

的。當時我一年級，段考第一名，爸買回來獎勵我，那是我近視的起源，是我爛

成績的起源，但也是我們父子這輩子最親密的時光。 
「想玩甚麼？」 
「坦克大戰，」我毫不猶豫。 
接好 AV端子，打開電視，插上卡帶，扳動開關。熟悉的配樂，熟悉的黃綠

坦克。遊戲的目標很簡單：守碉堡，打敵人，吃寶物。以前年紀小，玩得不好，

奮勇殺敵的人總是爸，但打出來的寶物都會讓給我吃，被打死了也不會生氣，說

是自己技術不好。這次，我要扳回一城。 
「爸，快去吃！」我打出寶物，要爸去吃，他有點不甘願。「快啦，離你比

較近，不然會不見。」爸勉為其難吃了，但不甘示弱，換他衝前面，打出了寶物

要我吃，「豪揚快，」爸賊賊地說，「不然會不見喔。」呿，一比一。接下來，父

子倆完全不顧碉堡，橫衝直撞，應有的合作成了競賽，老天有眼，碉堡一次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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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被滅，我們的成績比從前最慘的時候還慘，試了幾次都一樣。 
「兒子，你怎麼長越大越不會玩啊，」爸笑說。 
「唉唷，還不是你都搶攻。」 
「欸欸欸，別只顧著檢討我，也要想想自己。」 
「哪有這種事，當人家爸爸的，責任要一肩扛起啊，這是家訓吧。」 
「真敢講，你現在年紀比我大耶，長幼有序，要扛也是你扛吧。」 
爸果然知道。 
不過想想，為什麼我非得跟他爭個不停呢？退一步不行嗎？於是我改輔佐，

幫他擊倒那些他太專注於主要目標而忽略的其他敵人。計策很順利，父子合作無

間，順利通過一關又一關。是啊，我怎沒早點發現？如果我沒有跟他吵那一次架，

如果我沒有賭氣搬離家，如果我多打幾通電話關心他，那麼或許雄性生物互相競

爭的本能、兒子一定要超越父親的宿命，可以有更好的結局，而不是…… 
而不是…… 
 
天，慢慢地亮了。 
爸不停操作搖桿的雙手緩了下來。 
「時間差不多了，」爸忽然說。「走吧。」 
「去哪？」我百思不解。 
「別問了，快走吧，再晚就來不及了。你先去樓下等我，我把東西收一收。」 
於是我起身，眼睛盯著奶奶的房門，百般壓抑住開門的衝動，慢慢走下樓。

在樓下等了一陣，忽然想起：對了，此時不拍照更待何時。往後頭一摸，卻沒摸

著手機。心裡急了，裡頭存了好幾張超音波室裡拍下的寶寶照啊。正準備上樓找，

爸下來了，一把就將手機交給我。 
「真是，打電動這麼認真，玩到手機掉了都不知道，讀書怎從沒見你這麼認

真？好了好了，走吧。」 
我頻頻回頭，有點不情願地跟著爸離開祖厝。 
 
走啊走，我們經過一家歷史悠久的早餐店，老闆娘從我出生那年開始供餐，

一路賣到八十幾歲，背部的直線成了曲線。有再去吃過，沒記憶中那麼好吃了，

終究我們吃的經常不是食物，而是回憶。看到背直挺又年輕的老闆娘，剛好爸也

在，其實很想買個飯糰回味一下，但爸不肯，他說：「沒時間了，走吧走吧。」

我只好簡單跟老闆娘點個頭，疾步離去。 
爸到底要趕去哪？ 
他在康定路拐彎後，忽然不見蹤影，我轉頭，不遠處是仍在營運的婦幼醫院。

多年後，這裡會成為台大醫院北護分院。再隔幾年，等到一旁的新大樓蓋起，這

裡就會夷為平地，我小時看病的回憶就此化為歷史中的塵埃。 
我隱隱約約知道爸去了哪。 
跑進護專，我穩住心神，問好正確方向，爬上樓梯。一階一階，我的胸臆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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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陣又一陣顫動。這不是我該見到的景象，即便我當時的確在場，但卻不應保

有記憶，因為那太遙遠，只該存在父母的記憶中，直到他們的生命逝去。 
護理師沒多問，默默幫我穿上藍色隔離衣，打開門讓我進去。 
媽，血，臍帶，嚎啕大哭的我，嚎啕大哭的爸。醫生惱了，要趕人，爸嗚咽

不止，但用手勢表達給他一些時間。情緒漸漸平復，爸對著懷裡的嬰兒說： 
「豪揚，我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但我會努力成為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我

永遠都會陪著你。」 
說完，爸回過頭來對一旁的我笑，年輕的臉上滿是淚痕。 
「我永遠都會陪著你。」 
我再也抑制不了眼淚。 
爸！ 
爸！ 
「爸！」 
我被自己的喊聲喚醒。 
內江街老家空無一人。我趴在桌上，眼前電視開著，名嘴在講些我聽不懂的

話。關掉電視擦乾眼淚，我把爸留下的東西一股腦從紙盒倒進紙袋後就鎖門回家，

回到我跟妻的家。 
「這麼快就回來啦。」雅琪正在念故事書，寶寶開心地在小小海洋裡手舞足

蹈，肚皮湧現陣陣波浪。我看了看時鐘，剛過十二點。 
「對啊，就回去拿個東西而已。」 
「餓了吧？菜我都熱好了。」 
「奇怪，不太餓耶。」 
「在外面吃了？」 
「也沒有，就是……不餓。」 
我打了個嗝。 
「還說沒有，我都聞到牛肉味了，偷吃湯記啊？又沒關係。怎沒多包一碗回

來？」我們每次回萬華都會去吃湯記，當然是新址，第三代經營，不可能是鄭州

路那邊，第一代早賣鴨蛋去了。 
「沒有耶，奇怪，可能是昨天晚上吃的肉吧。」 
「喔。」妻沒追問。「拿了些甚麼東西回來？」 
「就一些老東西，」我邊說邊翻看紙袋，「舊的戶口名簿，我爸的除戶戶籍

謄本，快遞工作證，死亡證明甚麼的。」證明上寫，爸的死亡時間是上午十點十

七。想了想，我拿出手機，沒事，時間正確。 
「怎麼會想回去拿？」 
「也沒有甚麼特別的，就一大早醒來，忽然覺得爸的遺物老放萬華那也不好，

還是拿回來整理一下看要收在哪。」 
「那想好要收哪了嗎？」 
「大概就疊書架頂吧。也不是會常用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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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好以後，我拿出手機，點開相片集，怪了，十點十七分我拍了十六張照片，

照片不是全白就是全黑。 
妻湊過頭來看，問：「怎麼了？在看甚麼？」她瞄了眼。「怎麼拍了這麼多空

白照片？」 
「也沒有，就是……」我退出相片集，正打算說明，手指一滑，不小心點進

了檔案櫃，裡面出現了一個我完全沒有印象的錄音檔。 
顫抖著，我把手機貼在耳邊，按下播放鍵。 
眼淚，完全不顧家訓，任性落下。 
我深吸一口氣，讓妻子坐下，右手摟著她的肩，左手貼在她的腹，緩緩講述

我早上做了一場怎麼樣的夢。慢慢地，所有其他的聲音都消失了，只有我說的話，

只有我口中的故事，如同啟發古老文明的河流般靜靜流淌。陽光從窗外灑落，水

面閃閃爍爍，所有的畫面都染上了一層如夢似幻的色彩。那不存在卻又存在的一

日，那不能回溯卻為我逆流的時光，那用真實與想望構築起的回憶之城，恰似一

首流傳千古的歌謠，在她們心底輕輕地唱。妻湧現的淚水漸漸停歇。我輕柔而持

續地撫摸她的雙眼，讓她及女兒的意識共同搭上一艘船，出發尋找夢的國度。話

語越來越慢，越來越少，她們即將出航，只差一座燈塔，有了它，我的妻女才能

平安歸來，回到現實人生，回到我的身旁。 
我按下播放鍵，跟我的爸一同說： 
「我永遠都會陪著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