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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 

 

  你真有意思。我小時候常聽到別人這麼說我，長大了便有人和我說，你真沒

意思。 

 

  後一句我還是懂得，可前一句就不大明白了，小時候能怎樣有意思？我真是

奇怪了，可卻也什麼都沒問。 

 

  我不是特別會說話的人，最多是小時候書法比賽曾被班上一致推出去送死

過；也不是長得特別好看，畫畫又像鬼畫符，學習一般般，沒有特別的專長，沒

有遠大的志向，身上一堆奇怪的小毛病，一堆台灣人都有的慢性病。 

 

  他們說的有意思，我想來想去都不明白。現在長大，也還沒明白。 

 

  小時候那些人大多都不在了，也不是死了，只是在未知未覺中各奔東西，漸

漸連名字都忘了，只依稀記得個模糊的樣子。比如國小時，運動會上比賽拔河，

站在對面的同學。 

 

  我記得還在國小的時候，上學途中比上課要有趣多了，早餐店阿姨、阿伯就

算不認識，也會朝你喊聲早安！早餐多點份蛋餅便多收穫一份讚美。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次在路上，半乾的水泥地裡陷著一隻死貓，不知道

死了多久，發出腐爛的臭氣來。每個路過的學生都尖叫，女孩兒手拉手地前進，

跟平時上廁所一樣；男孩兒掩著口鼻大喊著「臭死了！」，一邊嘻笑又打鬧。 

 

  那一整天，我都在想那隻黑貓的事情：牠死啦？ 

 

  牠為什麼死了？ 

  牠被誰殺死了？ 

  為什麼沒人去處理牠呢？ 

 

  為什麼我沒去處理牠？ 

 

  我一直在想，不過就是拿手機打通電話的事，為什麼那時我就這樣走過去

了？我怎麼就那樣直接走了？ 

 

  後來國中，上了間與國小反方向的學校，也是走路上學，可因為多了十多分

鐘的路程，早起完全沒有其他心思去想別的事情，自然也就沒去特別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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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國中我印象深的是，路上我看到幾個同校學生一邊打鬧，一邊走路；

另一頭是連手上都拿著英文單字本的學生；離校門口遠一點的，聚集了幾個手上

拿菸頭卻沒點燃的學生，他們講話更大聲，三字經當開頭詞在用，音量都壓過那

群打鬧的同學，校門口只有警衛，可警衛也視而不見。 

 

  我突然哭了出來，止不住眼淚，流個不停，鼻涕也沾滿了人中，那天我扭過

腳踝，逃一樣的回家了。 

 

  高中時，上學路上想的多是待會兒吃什麼？而大學時候想的是等會兒要不要

翹課？出了社會倒是想，今天又要加班到幾點呢？ 

 

  大學畢業以後，我隔了一年才算真正出社會，現在幾年過去了。學會開會的

時候和人爭論，下班了和朋友開玩笑嗆聲，吃飯時也和店家爭奪遙控器的掌握

權，最後苦惱地求老闆：拜託一下，別看這台新聞可以嗎？ 

 

  青春期和全世界作對，長大了和社會妥協，老闆一來，先看老闆今天的臉色

是如何，再想想待會兒要怎麼說話：老闆，今天心情不好啊？ 

 

  上班的時候，想的是今天怎麼熬過摸魚的時間。 

 

  其實仔細想想，這全都是似乎有回答，卻沒有正確答案的問題。小時候如此，

長大了也是如此。就像大學四年，一年級時小屁孩們懵懂又大膽，夜衝到陽明山

上，大半夜不睡覺，一群人騎機車只為了看個夜景，遇上鬼故事就加油添醋；二

年級在社團風生水起，系學會也玩得教授都認得自己，出席率忽高忽低，突然有

一天，就有人問道：「欸，你出社會想做什麼啊？」 

 

  這問題，也是有個模糊的答案，卻誰都不敢真的去回答。大家只敢假設再假

設，沒有那勇氣去承認。我有個朋友，夢想開間酒吧，連名字都想好了。可現在

第一個關卡就是他能不能畢業。就不說後面更現實的了。 

 

  還有個同學，她希望能開間咖啡廳，或甜點店也行，「記得去年去台南的時

候，神農街底那間貓咪咖啡廳嗎？我就想開那種的。」 

 

  我記得那間的茶沒特別好喝，擺設卻特別精緻。 

 

  後來問到了我，我突然有點不敢說出口，喝了口奶茶又覺得沒什麼吧？然後

我說，「我想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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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約而同地笑了，毫不掩飾的笑著。只有想開酒吧的朋友對我說：你一

定行的。 

 

  我突然想到小時候我也和爸媽說過我想當作家，他們說：真的？ 

 

  後來我們又繼續聊咖啡廳的事，我只是一直在想，他們的笑，是什麼意思？ 

 

  要畢業了，該實習的去實習，要打工一樣在打工，準備碩士班的繼續和教授

聊天。時間不知怎麼過的，就出了社會。有段時間，我陸續寫了幾篇小說寄出版

社，卻都沒有了下文，我想會不會是因為出版社很忙，沒時間看？還是寫得太差

啊？ 

 

  後來四處投遞履歷，頭上一片不知所云，最後誤打誤撞，還真進了出版業。

只是不是作家的職位而已。 

 

  我進了出版業才知道不是太忙，編輯沒時間看，而是看了後就丟了，我一邊

處理網頁編碼，一邊透過玻璃，看到隔壁組其中一個編輯又拿著幾疊紙，丟到碎

紙機裡。 

 

  有多少人完成了小時候的願望？誰還堅持著自己的夢想？ 

  我再也不說自己想當作家了。 

 

  我恍然想到，其實這年頭，願意這樣將故事以紙本印出來，寄來出版社的也

很少了，可是終究是落空，有些像當年的我，卻又不那麼像。 

 

  辦公室來了個新人，是一位小姐，在外論資歷應該是比我多了幾年，其實這

行業說小不小，說大不大，競爭激烈倒是真的，編輯出版，時代已經過去了，誰

還想看紙本書？紙書本越印越少，我們公司努力想拓展網路閱讀的領域，可還是

成效有限，或者說，方向還沒抓好。 

 

  話說，那小姐來的那天，我們每個人的座位就各放了一包壓縮好的茶葉。這

有點像一種成規，誰規定的？  

 

  只是有點奇怪，她看到每個人桌上的茶葉包時，露出了一種說不上是憤怒，

也說不上是無奈的表情。 

 

  那天組長突然傳了訊息過來，用私下的手機通訊帳號，他讓我多多關照她。

我覺得挺怪的，但又不好多說，回應了個「好的」貼圖，被已讀後就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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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小姐，大概是大學時期就是本科系，上手速度非常快，也不需要和她多

說明流程，她最大的問題，應該是不大愛說話而已。想想組長都讓我特別照顧她

了，我三番幾次想和她吃個午餐，卻都被拒絕。我想她可能不喜歡這種近距離的

相處，就像國小時期，有段時間大家都愛傳紙條，坐隔壁也硬要傳個折成愛心的

紙條。 

 

  所以我學她的送茶葉，也送了她一杯咖啡，放在桌上。隔天她貼了張紙條在

我辦公桌上回應道：「我不喝咖啡。」後面附贈一個微笑的表情符號。 

 

  組長後來特別愛來我們這裡巡，老實說，實在是很煩。他讓我多多關照她，

可其實太多時候，反而像是她在關照我，我讓工讀生送的件出錯了，她會直接修

正，我真的挺感謝她。 

 

  她能力很強，講話脈絡清楚又完整，組內會議，反而多是她在領導，組長會

看著她，然後笑著喝口茶。 

 

  那時候，我和她的交情止於此了。她坐在我左斜方的位置，中間隔著一盆她

養的迷迭香，剛好能遮住我看過去的方向，而她座位側面是組長辦公的隔間。 

 

  組長比從前更常走出來，往茶水間的方向去，沒多久，她也會走出辦公室。 

 

  也是往茶水間。 

 

  我隔壁的同事姓章，就叫阿章吧，休息時間時，阿章問我：「那個新來的和

組長，你覺得怎樣？」 

 

  「什麼意思？說清楚點。」 

 

  「就是那個意思啊，」阿章壓低音量，傾著身子，開會時也沒見過他這樣對

組長彎腰，八卦使人破除神祕，何況主角不愛說話，這破得更有快感。「不覺得

他們有點……？」 

 

  「喔，」我終於明白了，「可是年紀差得有點多？父女戀？」 

 

  「幹，你懂什麼！」阿章挺直身子，他本來就比我高些，現在是徹底鄙視的

眼神了，「想想小時候，國中的女神啊！懂了吧？年齡不是問題。你看，爺孫戀

也不是沒聽說過。」 



5 
 

 

  年齡是不是問題這種事情，不是看每一個人的接受程度嗎？我說完，阿章又

是那個眼神了，他走回座位，嘴角掩不住笑意，我們多少都猜到了，那種秘密看

而不說破，好像是種成規的默契，卻沒來由讓我想到那隻死貓。 

  

  我不知道原來他們早就認識。組長有妻女，當時還想為了提醒她，我又送了

杯咖啡，那天她出去時暼了我一眼，又扭過腳踝走了。 

 

  隔天我在茶水間遇到她，或者說，我進去時她站在窗口，不知道在看些什麼，

茶水間的窗外一片霧濛，只有稍微遠處可以看見台北一零一，但也是十分小的一

點藍，幾乎稱不上藍了，那是灰吧。天空也是灰的，一切的顏色只有飲水機上熱

水冷水的紅藍標誌而已。 

 

  她像是雕像，佇立在那裡，一言不發，比往常更沉默，彷彿連氣息都消失。 

 

  我將咖啡粉倒進水杯裡，壓著那個有些難拉的紅色拉桿，蒸騰而上的霧氣是

白的，我喝了一口，覺得有些過淡了，明明平時也是這個份量。我想到國中時候，

備考特愛喝咖啡的，就像那時都覺得抽菸挺酷，我覺得咖啡也是一樣。只是考試

那時怎麼喝，都覺得味道太淡了。 

 

  「你很喜歡喝咖啡？」 

 

  她說話了，聲音低沉，有點兒嘶啞，像拉長的低吟。 

 

  「挺喜歡的，」我說，又喝了一口，真的太淡了，我往裡頭又多加了幾匙咖

啡粉，「我硬送的咖啡，妳別生氣。」 

 

  「我沒氣啊。」她笑了一下，轉過身來，背靠窗戶，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

覺得窗框也太低了，把她整個上半身框在了那裡，我這才發現，她口紅是深紅色

的，而背光看不出來是什麼顏色的眼影，她笑容很淡，像第一口的咖啡。 

 

  「我其實也不愛喝茶。」 

 

  腦子叮的一聲。 

  我低頭又喝了口咖啡。 

 

  「我基本上只喝水，有味道的我都不喜歡。你送給我，還不如還給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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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喊組長謝哥，多親密，可她笑得很奇怪。 

 

  「唉，哪有這回事，禮物嘛。」我笑道，「只是你說還給謝哥？那不是妳送

的嗎？」 

 

  「他愛喝酒，但上班時只喝茶。有時候我也會跟著喝，但太澀了。我覺得送

那個太針對人。」她說。我看清楚她手中的水杯，也是白的杯子，裡頭是透明的

水，果真如她所說，她只喝水。 

  「那是謝哥送的。我如果要送禮，會送大家都喜歡的東西。」 

 

  我懂意思了。 

 

  這不是能說的事情，我看阿章也明白，只是他嘻笑，然後走過去。而我這次

留了下來。 

 

  後來她先離開茶水間，不過誰都沒真的去戳破，因為什麼原因，就是模糊又

沒正確解答的問題，這樣膽顫心驚。 

 

  你看我們小心翼翼地說，又無賴地活，上對不起身邊的人，下對不起自己。

又有誰願意？也沒什麼，只是不小心長大了。既沒法拒絕，也沒法承受，又疼又

癢。 

 

  社會是這樣迂迴。她選擇告訴我，是挺有她的風格：不多說，不推託，直接

以行動來回答。 

 

  我從茶水間出來的時候，大家都在埋頭苦幹，新項目是將紙本書轉換成電子

書，接著上架商城。公司上層給組的項目聽來簡單，但過於早期的書本要如何轉

換？聯繫作者是否願意上架平台，這些都是要處理的，每個人都在加班。組長當

然也是。 

 

  組長越常留到最後了，而我通常是最早走的。 

 

  阿章也開始留得比平時更晚，我告訴了他在茶水間的事，他沒說些什麼，就

是一直笑，我想起國中時，路上那群不知道在笑什麼的學生，阿章這時候，真的

特別像他們。 

 

  後來他才說，有一次加班，他看到她進了組長辦公室，直到下班都沒看到她

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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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章一副看好戲的樣子，可我記得最近他在跟男友嘔氣，我真的不太懂，心

情轉換可以這麼快的嗎？ 

 

  我問阿章，「你們和好了？」 

 

  回到座位上，他一眼也沒看過來，就專注在打字，整個辦公室突然充滿了他

的打字聲，機關槍一樣，「就你和你男友。」我小聲說道，怕後面收垃圾的姚婆

聽到。老人家特別不能接受這種事，阿章也沒打算公開，我會知道，純粹是酒後

八卦了一下，姚婆嗓門兒大，一聽見還得了，而且她反應也大，她知道，等於整

個公司都會知道。 

 

  「分了啊。」阿章揮揮手，一臉不耐煩，像揮蒼蠅，我雖然生氣，也知道是

自己雞婆。你們因為什麼原因分了也不跟我說，我還想要不要請你喝個酒。 

 

  他用力按下回車鍵，「喀！」的一大聲。戰爭結束了。 

 

  「今晚？」他說，旋轉椅轉向我的方向，我覺得不管是誰，有時都挺無賴的。 

 

  那天發生了件意外事，一對母女突然衝進辦公室，驚惶憤恨，小女孩不滿三

歲的樣子，那位媽媽應該也不超過四十歲，她們進來時，我第一個想法是：警衛

怎麼沒攔？ 

 

  我還沒開口，阿章就站起來了：「請問找誰？」 

 

  那位媽媽開口，有些中氣不足，又無比堅定的感覺，「我找謝……謝先生！

和一個長頭髮的女人！」 

 

  阿章指著組長隔間外的椅子，讓她們先坐在那邊稍後。我們繼續做我們的工

作，在那奇怪的注視下工作。 

 

  那天組長和她一出去，都沒回來。平台架設的轉寫碼出了問題，我和阿章弄

到了晚上九點，還是沒看到她和組長。 

 

  不是出差。 

 

  他們去哪裡，或他們可能去了哪裡，那對母女沒問，我們也不說，就坐在那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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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終究坐不住那麼久，辦公室也沒有東西給她玩，小孩子開始吵鬧，那

位媽媽從原先的氣憤，到後來的疲倦，之後從包裡拿出幾張照片跟幾張紙，放在

組長桌上正中間的位置，那幾張模糊灰黑的照片，上面男人女人的曖昧姿勢，比

擺在一旁花綠的書本更顯眼。 

 

  那位媽媽離開時，平底鞋沒發出任何聲音，跟她的高跟鞋不一樣，總發出敲

打地面的聲響，像是宣告著她來了。 

  

  「看來是發現了，我就想嘛，怎麼能瞞得住？」 

  阿章說完笑道，我也笑，我們都笑著說話，就像應酬一樣。 

 

  那照片，那白紙黑字，靜靜躺在桌面上。 

 

  阿章嘆了口氣，隨後整個人向後伸了個腰。沒了嬉笑，我們都覺得疲倦。不

是轉寫碼太多錯誤要改，也不是作者不給予授權，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都毫無作

為。 

 

  我想起她。莫名地想起那天在茶水間，她背靠窗戶的那一眼。看不清眼妝的

那一眼。 

 

  隔天我和阿章都晚到了。她是唯一準時到班的人，還先解決了幾個作者的問

題，不過不知道是否是錯覺，我感覺她跑茶水間的時間越來越多，臉色也比過往

更差，阿章倒是不怎麼意外，應該說，他似乎早料到了。 

 

  組長來了，把照片和報告收起來，便離開辦公室。幾天都沒看見人影，整個

處室瀰漫著荒唐的味道。 

 

  那盆迷迭香有枯死的跡象了，葉緣泛著棕褐，整個垂軟下來，我看到她的眼

睛，迷濛不睜的。 

 

  不對勁。說不上來的不對勁。跟以往認識的她不一樣，可一樣的妝，一樣的

眼，一樣的穿搭風格，到底是哪裡不一樣？ 

 

  我放了杯溫水在她桌上，上頭貼著便條紙，寫道：你的迷迭香需要救援。 

 

  她沒有回我，只是抬頭看我一眼，然後微笑起來。那盆迷迭香早就不行了。

在我們的對視中，似乎有什麼不斷流逝，不斷消失，像菟絲子攀食，她整個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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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不斷吸食著，越來越憔悴。 

 

  我問她：「妳氣色看起來有夠糟的。」 

 

  她回我：「投影片第三頁的分析表有點問題，你再去看看。」 

 

  我忘了過去幾天，組長才出現，他桌上的文件都疊滿了。組長進來時，她頭

也沒抬，繼續做事，還是和往常一樣。氣氛詭異，但畢竟不是我和阿章的事情，

我們就沒有多問，甚至連後續，都沒去打聽，喝酒時，也沒提到他們。 

 

  他們。 

 

  阿章趴在欄杆上，垂著手，夾著菸，在陽台抽著，滿嘴都是菸味，吐出的也

是迷濛的顏色，和城市融為一體。我在一旁喝著酒，是特意去買的。 

 

  「怎麼辦啊？」 

  我終於忍不住，向阿章問道。 

 

  「沒怎麼辦，人家家務事，別管了，免得到時候更麻煩。」 

 

  「你當初不是很愛講？」我又喝了一口，才繼續說：「怎麼現在不想講了？」 

 

  阿章沒有立刻回應我，他吞吐了幾次，菸都抽完一半，才慢悠悠說道：「我

知道那種感覺。之前你問我跟前男友怎麼分了？就是劈腿。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吧？」 

  「所有感情都是一樣，婚姻沒有比較高尚，可是沒經歷過的人不會明白，像

你，」他指著我，「你懂嗎？」 

 

  那種眼神太像是國中時的訓導主任了，我轉開目光：「懂啊。」 

 

  「聽你放屁。」阿章嗤笑一聲，走過來拍拍我肩膀，我聞到他指尖的菸味，

想到這隻手牽過男人，也牽過女人，他嘆了口氣。 

 

  「我們誰都幫不了她，跟婚姻比，她就是輸了。組長也是，他老婆小孩也是，

沒人可憐，沒人冤枉。人活至今，本來就對不起萬物生靈，更何況是彼此。」 

 

  這句話之沉重，一時半刻我無以回應。他說的不全然錯，也不全然對，唯有

重量，是死壓著與難堪一線之隔現實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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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那樣驕傲有能力的女人，不是輸給了事業，而是輸給了情人的婚約。 

 

  我們回到辦公室時，辦公室竟然一片杯盤狼藉，她坐在座位上，組長人又不

見了。我坐到位置上時，她像觸驚的貓一樣抖塞一下，隨即挺直脊背，打起電話，

那一下，讓我看見她右臉的紅痕，口紅印擦拭未淨的艷紅。 

 

  阿章只繼續和網站架構的程序員通話。 

 

  像往常。 

 

  姚婆進來打掃，先是驚呼一聲，低著頭彎曲身子，像個誤入會議的工讀生，

又偷偷抬起眼，濁黃的眼白帶著瞳眸滾動一圈，在看到她時，手上的拖把差點掉

了。 

 

  姚婆衝到了她旁邊，用一口台語問，「啊唷，誰打妳！這漂亮的臉蛋都紅了，

這樣不好耶，」姚婆又逼近了些，「怎麼啦？」 

 

  我揮手，把咖啡弄倒。 

  「姚婆！」我喊道，「這邊先幫個忙！」 

 

  姚婆瞪著我，又嘆息幾聲，說到：好咧！好咧！才過來。用抹布和拖把擦拭

整理，整個辦公桌都被咖啡的顏色給浸潤，留下深色的痕跡，擦不掉的，姚婆說

真可惜呀。然後看向她。 

 

  我餘光瞧見她渾身顫抖，卻沒能正眼看她。 

 

  打掃完後姚婆便離開了，我一方面鬆了口氣，一方面又覺得如此荒謬，可荒

謬在哪呢？阿章說這世界本就荒謬，荒謬的是人本身。 

 

  我覺得不對啊。 

 

  他打她了？ 

  打完又去哪了？ 

 

  打卡機「逼！」的一聲，緊接一串高跟鞋敲響地面的聲音，我們才驚覺原來

她已經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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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組長在一個星期後終於出現，公司會議時，業務組提出他們缺乏人手，

組長說我們組有個不錯的人，但調職的話，我們組需要再額外招個助理。 

 

  竟然是助理。竟然是助理嗎。 

  他舉薦她進來。又把她丟出去。 

 

  阿章也幫腔了幾句，我看她低頭寫著些東西，看不清什麼內容，組長朝我這

兒看過來，我趕緊點了點頭，扯起嘴角來，她坐在我的右方，筆尖的墨水溢出來

了。 

 

  會議結束後，隔三日就要交接，辦公室的東西其實也清理的差不多了，她就

一個箱子的東西，迷迭香徹底枯死，被姚婆丟到垃圾堆裡，一同倒進垃圾車。焚

燒或掩埋，是哪一個呢。 

 

  午休時間，我去茶水間蒸便當，然後我看見她。 

 

  我看見她，蹲在半身高窗框上，腳踝有高跟鞋長期穿著留下的印子，我手上

拿著冰冷的便當盒，愣在原地不知道該做些什麼。 

 

  她想幹嘛？ 

 

  怎麼辦？我渾身發顫，看她還沒有任何反應，想鎮定下來想先低聲安撫她，

她卻似乎早料到我的出現，以及我的所有反應，她總是最聰明的那個。 

 

  而聰明的人往往更敏感，更容易破碎。 

 

  我哽咽了，我說：妳別衝動！ 

 

  她還是蹲在那裡，一身黑的套裝，在哀悼誰？她所經歷的，我腦中恍惚想起

阿章說過的話。 

 

  明明我們都知道她經歷了什麼。明明我們都知道她做了什麼。 

 

  我們都知道姚婆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了。我們明明知道組長因為妻女與她發

生爭執，我們都知道第三者……可是不對？是哪裡不對了？ 

 

  那些我們以為沒關係的事情，你看我們從未阻止，我們甚至從中獲取嘻笑的

快感，直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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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叫一聲。 

 

  所有在辦公室的人都來了，阿章，組長，我，姚婆，無一缺席，我們看著她

的背影，她一眼也沒給過我們，她極低地彎著背，而風吹起她的長髮。阿章正打

電話給警局，我向前踏了一步，一邊惶惶說道，「妳先下來。有什麼都可以下來

再說！」 

 

  可我每踏一步，呼吸便越加沉重，她呼吸混濁，充滿了俗世的氣息。組長站

在門口，眉頭緊緊皺著，活像是我們開進度會議時，沒有表現好的模樣。 

 

  他一句話都沒說，不過幾分鐘，他竟然轉身就離開，皮鞋踩踏磁磚地的敲噠

聲，響徹整個茶水間。 

 

  我看見她突然挺直腰桿，我看見她腳踝彎著扭曲的幅度。我們全都大喊著衝

向前，誰都沒來得及抓住她。 

 

  十三樓的距離。 

 

  遠方傳來救護車的聲音，有哭喊聲，有尖叫，還有姚婆驚嚇的大喊。 

 

  阿章和我，組長跟姚婆，都因目擊證人的關係而被叫去警局做筆錄，我才發

現幫我筆錄的是國小同學的老肥，他那時候看起來就挺老相，沒想到還真的沒變

太多。 

 

  他讓我別緊張，我只是覺得好累啊，這一切都令人感到疲倦。 

 

  老肥一派老練，彷彿對這塊十分有經驗了，他開始問我一些問題，一些關於

當時的事情。但我只想到茶水間窗色襯著一片灰。 

 

  她應該是死了吧？老肥一臉疲倦，也必須坐在這裡問我話，因為這是規矩。 

 

  她髮是黑的，眼也是大大的，平常不愛說太多話，她不喜歡任何飲料……我

說出所有對她的印象，老肥把聽到的全都記下來，倒著看像小時候比賽寫過的書

法，有些什麼，又看不大出來。他眼皮好腫，膚色又黑又油亮，像小時候運動會

拔河比賽時的臉，只是日光──日光燈是死的。 

 

  我們這樣極力拉著她，和這死的人生拔河，倒在七拐八彎的塑膠軟墊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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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臉面被磨出厚繭。成人社會的社交，童年時期的掙扎。 

 

  她跳下前一樣寡言。只是那個本在她身旁的男人，在她跳下去前就走了，為

什麼？ 

 

  為什麼？ 

 

  會不會不理解？會不會質疑卻不作為？ 

  你會不會抱歉？ 

 

  我穿過他肩膀，看到鐵色的門，灰色的牆，是水泥地的顏色。是那窗框。 

 

  是貓。 

 

  我真難過啊。 

 

  我眼鼻痠疼起來，一下一下開始啜泣，「天啊。」我說，鼻涕流下來，滿嘴

都是鹹。我什麼都不知道了。老肥的煙灰落下來，燙了桌邊的一角。他看我哭得

滿臉，卻臉邊肉都笑得擠出來，一派輕鬆地說道：「你還是和小時候一樣有意思，

都會一下哭一下笑的。」 

 

  我們都沒再說話，只剩空調輪轉作響。 
 

 

 

 

 

 

 

 

 

 

《意思》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