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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糖男孩〉 

 

  看起來很甜。好像會窒息似的。 

  這是他們最初的印象。不過對象不同。其中一個的對象是食物。克里斯真是

有雙巧手的男人，竟能在這麼偏僻的小店裡，端出可以媲美大都市的華麗甜點，

烤得酥脆的麵包上有色澤鮮艷的奶油和水果，點綴以果醬與糖霜，還加上了粉色

的冰淇淋。 

  不擅於用餐具處理這種龐然大物，李格瑞很快就放棄了，改以雙手原始地進

食。他的表情因為炫目的餐點而顯得有些迷失。 

  稱不上快樂，但有股濃濃的感激在他鼻頭。他於是罕見地加入克里斯與其他

客人的對話。 

  「真的。你做的食物簡直是藝術。」 

  「再恭維下去，我就得請你們喝咖啡了。」 

  「那不是很好嗎？」坐在旁邊的客人愉快地說道。 

  吧台前後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笑著。 

  這種同儕般的氣氛把彼此原本陌生的關係突然地拉近。那個除了李格瑞以外

的唯一的客人，興味地看向那藝術品般的蜜糖吐司。 

  「好吃嗎？」 

  「要吃吃看嗎？」李格瑞口裡含著食物，舉起雙手說道。 

 

  啊。或許問題就是出在這裡。或許是出於一種肢體語言的誤解（也難保不是

故意的誤解）。李格瑞的意思是「請自由享用桌上的甜點」，但那位客人卻注視著

他舉起的雙手，看似不經意地享用了他沾有奶油與糖霜的手指。 

  跟想像中相去不遠。真的很甜。但是是香甜，而不是死甜。這觸發了一種口

腹的趣味，彷彿一個偶然開始，卻突然投入了的ＡＰＰ遊戲，勾引出本能的耽溺

來。 

  不覺得不應該嗎？李格瑞也陷入相同的耽溺裡。克里斯當真煮起了咖啡，難

道他不是在假裝避開目光？咖啡的煙霧和山裡的雨霧相互呼應。室內和窗外一樣

朦朧浪漫。不覺得不應該嗎？再問了一次自己，那個聲音卻變得微弱了。真的很

甜。這種藝術形式應該是長久不了的那種吧。這麼想便油然生出一股悲哀。 

  這麼說起來，如果不是食物的話，一個對象有辦法被這樣認真地品嚐嗎？如

果不是研究對象，還會被無端地注視嗎？ 

 

  貪食的客人抿起嘴笑了。李格瑞的手指少掉了一截，他不失優雅地問：「可

以把它還給我了嗎？」那位客人才面帶歉意地把手指吐出來，輕輕地放回李格瑞

的手上。 

  「很好吃。」 

  「對吧。Chris 真的要請我們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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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鎮日繚繞著煙霧與雨的地方，是座色彩和諧的山城。是舊日的居民熱愛

回訪的美麗小鎮。再過去就是海了。因霧而刷淡的景致連結著山、海，與天，房

屋像是沿著山坡生長出來的方型蘑菇，被青綠和湛藍的淡彩襯托著。他們肯定為

這裡寫過詩吧。肯定曾經決定從此留在這個富饒的山城度過餘生吧。肯定沒想到

再過不久就得離開吧？ 

  李格瑞喜歡俯瞰著山城，這樣流淌著綺想。 

  克里斯的咖啡店就位在居高臨下的山邊一角，可以讓他恣意眺望。稀少的客

人令李格瑞懷疑咖啡店收支平衡與否的問題。不過，有的時候在網路上，好像會

有以私房景點為題的文章，使這裡偶爾會突然湧現人潮。雖然是很偶爾地。 

  不知不覺就成為「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往咖啡館的路上」的維也納人。想到

這裡李格瑞不禁自嘲地笑了。 

  明明就應該是順便喝咖啡，卻變成了順便寫論文。有的時候連筆電都忘了

帶，難道來這裡是為了享受人生嗎？但不可否認，這裡讓他的精神狀態得到難得

的舒緩，每天只是要前往克里斯的店卻精心打扮。 

  唯恐失去，於是緊緊把握自己。但這套自我欺騙的邏輯很快就被打破了。李

格瑞懷疑自己難道還是沒有跳脫激情的年代，所以才無法抵擋任何浪潮嗎？難道

不論多深，只有一兩道的傷痕仍然不足夠嗎？ 

  是不是只要還會耽溺於甜味，就沒辦法跳脫？ 

  他想知道他是怎麼想，卻並不真的想知道。任何事物一顯露出真實又赤裸的

形貌就變成醜陋。明明瞭解，想揭露的欲望卻時時燒灼他的內心。 

「他叫王翰。跟你一樣就住在這附近。」 

「他是這裡人？」 

     「嗯……我不確定。」克里斯歪頭，「不過從我開店以後，他就是常客了。」 

     開門聲闖入了尚未落盡的話語珠粒。 

被談論的曹操駕臨，於是頓時從常客變成了遊客。這種默契令李格瑞感到克

里斯或者是王翰本人都有看透別人的智慧。又或者自己才是唯一的蒙昧無知。 

  對於自己欲拒還迎的心態，李格瑞暗暗感到好笑。 

 

  老街一年到頭都是那麼多人。新的與舊的訪客。新的與舊的居民。人與非人。

物與非物。把這古舊的街道填得滿滿的。煙霧在他們的身邊以鬼魂的方式流動，

一個轉身，就會有身體的一部分被竊走。總是。總是。可是卻執著於某些種類的

食物：形狀，顏色，味道，耽溺沒有來由。 

  李格瑞與王翰隨性地走著，交換了對於各種類似形象的異同興趣，最後沒有

異議地走入同一家肉圓店，談話的內容一開始有些貧乏。 

  「你還是學生吧？」 

  「我正在寫論文，想換個環境。」 

  「是找個藉口逃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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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煩。」李格瑞忍不住笑了，「你呢？不用上班？」 

  「我是做生意的。是個商人。」 

  「買賣芋圓嗎？」 

  王翰一邊笑一邊艱難地嚥下口中的肉圓，「你更煩。」 

  王翰身邊的空氣跟李格瑞是截然兩樣的，這點李格瑞也能夠略微地感受出

來。可越是如此，他便越有種獵奇的興趣。那是一種世故的氣質，教人想領略他

所會見過的世界。但也可以感受到濃厚的物質性的氣氛。初初引發興趣的對象，

就算其中包含了自己所不喜歡的特質，那特質反而會被扭轉為挑戰。更挑逗了人

的好奇心。 

  「你和這裡的關係深嗎？」 

  「跟你比起來的話，算是深吧。」 

  「畢竟我是到最近才知道神社留下來的只有柱子。」 

  「我的老家就在這裡。」 

  「啊！」李格瑞露出了驚喜的目光。 

  「不過礦挖光之後就沒落了。」 

  「所以你沒有離開過這裡？」 

  「剛好相反。小時候搬走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回來過。直到這幾年才回來。」 

  「是因為鄉愁嗎？」 

  「……你的想法好奇特。」 

  「會很奇特嗎？」 

  王翰又抿著嘴笑了。正是那天他舔完蜜糖吐司的表情。教人分不清是滿足還

是輕蔑。這讓李格瑞覺得自己好像問了一個笨問題。 

  「是因為生意的關係。」 

「原來如此。」為接話而接話。李格瑞雖然很想問這位在地人許多事，可是

根本無從問起。他若再老個七十歲該有多好。李格瑞甚至這麼想。 

  「什麼東西都會用完的，在用完之前要盡情用才好。」王翰說。 

  「你說金礦？」 

  「礦也是。」 

  李格瑞不太懂王翰的意思，但大致是引導至金錢的方向。他有點擔心那張臉

上的自若會不會因為貧窮而崩塌，那似乎是極有可能的一件事，這又讓他察覺到

對方與自己價值觀上的距離，只是，他多少能夠瞭解，上一輩的人在晚年也都走

向相同的價值觀，或許一切只是因為自己太年輕，或者，只是個學生的關係。李

格瑞不太喜歡思考這些事。漂流的思緒一時之間無法靠岸。 

  外頭又下起慣常的小雨。兩個人仍然在同一條街上晃蕩。 

  李格瑞猜不透王翰細微變化的表情。在雨中顯得更為模糊晃動，一打算要看

清，才發現對方也正看著自己。 

  「實在沒辦法忘記上次那個味道。」 

  「我也覺得很好吃。」李格瑞回想起克里斯美好的手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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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彷彿夾縫般的石階小巷。也不知是何時彎進來的。明明彼此的意思好像總

是擦肩而過，具像的部分卻能有交點。這或許可以看做一種幸運吧。回過神來李

格瑞才發現王翰正舔冰淇淋般舔他的臉頰，讓他的臉一層一層剝落。這種情形讓

李格瑞感到撲朔迷離，但他也想知道剝落究竟有沒有盡頭。王翰就像是解癮頭一

般迫切地舔食著，呼吸急促，李格瑞不確定那是不是自己的。沒有再問應不應該

的問題，舌頭來到了嘴唇上，李格瑞給了王翰一連串深具善意的回應，而王翰仍

然要再往下，往脖子的地方進攻，這讓李格瑞的騷動直線躍升，觸感如碩大的浪

推擠他，將他推向至高點，他於是陷入一種狂躁，那是足以毀傷精神的狀態，可

他感覺若抽身而出，肉體會比千瘡百孔的精神先一步步入凋萎。 

  最後會變得什麼也不剩嗎？ 

  但王翰停了下來，李格瑞的臉與脖子遂一點一滴地長了回來，一分開就知道

那狂亂的呼吸屬於自己，這使得李格瑞感覺難堪。幸好王翰微垂的目光給予他些

許饒恕，讓他有空檔可以思考自己的立場，思考事件的始末。 

  沒有什麼結論。王翰一次次地測試李格瑞，李格瑞也輕易地通過了測試。他

或許沒有精準的意識什麼，但是很本能地接受著。被動著。他於是了悟自己在此

刻以前對王翰種種語句的誤解，發覺自己被物化。可怕的是，即便理解以後，仍

然沒有去排斥那種物化，自己怎麼一瞬間就被波浪襲捲得失去蹤影？ 

  為什麼感到那麼需要？ 

  是不是藝術品本身更需要需要自己的目光？更熱愛熱愛自己的感官，更尋找

著尋找自己的人？是不是食物比口腹更想著吃這件事？是不是？ 

  「吃完鹹的就想吃甜的，吃完甜的又想吃鹹的了。」王翰說。 

於是兩個人又一起去吃了滷味。 

 

 

  生活泰半時候並沒有味道。沒有味道仍然得吃。山城的景色並不時時貼著眼

角膜走，平常，李格瑞待在自己的租賃套房中，用小小的空間，面對著小小的筆

電，打少少的字。這是沒有味道的時候。 

  是狹窄如裝在一只行李箱中的時刻。 

  拋開綺想，就能嚴正地進行論述。事情總不如想像的順利，面對著 Word 便

有股令人作嘔的難受積在胸口，多次轉換仍沒有習慣，總要背對著電腦往床上俯

臥一陣子，非開窗呼吸幾口空氣不可，腦內不能如室內般靜默。不能清晰構造出

理論的堅強形體，不能把自己的意念流洩成銳利的文字。並非不願意，順利的時

候就能進入一種亢奮狀態，那彷彿煮沸了腦漿般的時刻危險而迷人，但是許多時

候，即便願意卻屢屢遭拒，曾經打開的門鎖頭壞掉一般，固執地緊閉著，最煩悶

的時候，李格瑞就會動身前往咖啡店。 

  咖啡店的念頭一出現，所有焦慮都有了歸結點。再怎麼閃避也沒有用，因為

那是唯一的理由，那是不能被遮蓋住的事實。被點燃的騷動成為了一團怎麼澆

水、拍打、噴滅火器都熄滅不了的火，持續在肉體中不停地游移著，燃燒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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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症狀是李格瑞煩悶的重大因素。這種騷動不適合在學術的場合出現，可是怎麼

每次最正經的節目或最緊張的電影都會有吸引消費欲望的廣告硬生生地插入其

中。王翰就是那廣告。 

  李格瑞自承對那些都難以抵抗，也沒很強烈的意圖去抵抗，連一次的抗爭或

靜坐都沒有前往。對於促銷的商品，或食物，或身體。他沒辦法否認生理與心理

的需求同樣強烈，有時到了貪婪的地步。他時常忘記，他時常假裝忘記，最後不

小心真的忘記。他認為如果要選擇某種趨向，自己原本的道路是最好的一條，仔

細地單獨地擦拭自己的靈魂，那麼外在的人事物就比較不那麼能干擾自己的自給

自足，他也的確得到了一段自得其樂的日子。唯一煩惱的只有論文。大標題，中

標題，小標題怎麼訂較確切，哪一段刪去了令自己痛心不已，哪一段留下來卻又

萬般猶豫。 

  可是他現在的心思像往低處流的水一樣，全部流到了另外的地方。 

  這難免讓他想要訂定「王翰對自己是壞的影響」這樣的結論。可這次不論多

麼精準，多麼一語中第，也再也沒辦法了結這個段落，也沒辦法訂定更具體更具

建設性的行動。 

李格瑞現在最想做的，是吃許許多多美味的食物。越精緻，越可口，越令人

滿足越好。他終於隻身前往茶樓，獨自吃掉一整桌菜餚。食物像是都跑到腦袋裡

般，將他的思路塞滿，回家後肯定能好好睡上一覺。一面這麼想一面步出茶樓時，

遇到了克里斯。 

「啊，嗨。」 

李格瑞微笑了一下。 

「這是我妹妹。」 

「妳好。」 

克里斯的妹妹看來比克里斯小上許多，即便在寒意陣陣的天氣裡，仍然穿著

短褲，露出一雙細瘦而白晰的腿。 

「Alice，他跟妳一樣唸Ｃ大。」克里斯對妹妹說。 

「是喔！你常來這裡玩嗎？」 

「我住在這附近。」 

「離學校很遠耶！」看來艾莉斯只是放假來找哥哥的。 

「沒關係。我沒有課了，剩下論文。」 

「咦？原來你是研究生。你看起來比我還小。我以為你才大一或大二。你好

瘦！」艾莉斯化了妝的臉蛋相當可人，但更顯出她的言語乏味來。 

  「我很不小了……」 

  「總不會有我老吧！」克里斯笑道。 

  克里斯一離開咖啡店就成了一個俗人。李格瑞忍不住這麼評論。但語言的廢

料不就是這樣回事嗎？即便每個人都能夠預期，仍必須要吐出的廢料，否則恐怕

會無法支撐住正常與正確的情境。這種感覺越是強烈，李格瑞往反方向奔逃的意

念越深，那是異質性的魅力，那是他今天出門前仍想要擺脫的意念。但迎向口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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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慾其實是正中了那個意念，他想得還是不夠多。而且，庸俗的反方向明明有多

種答案，但他先前所被下的暗示與自我暗示的累加，讓他只剩下一種選擇。這是

李格瑞事後回想起來的一個思考上的重大謬誤。 

 

 

  山城的陽光突然很慷慨地綻放起來，這通常是夏天時才會有的優惠，讓李格

瑞感受到確確實實的喜悅。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主要的原

因，乃是他走在一條追逐慾望的道路上。 

  李格瑞的方向感不好。因此，雖然來到這個城鎮已經幾個月了，仍然不能很

確切地弄清楚位置，他亦沒有交通工具。於是靠著手機的 Google 導航，左轉，

右拐，直走，叉路抉擇。王翰給他「往那條路一直走，轉個彎就到了」的指示毫

不管用，找路找得令人困頓。但他也隱隱然希望就這麼迷路，就這麼一輩子迷失

在山路上，就這麼一輩子不要找到目的地也好。 

  正這麼想時，要找的房屋就矗立眼前。李格瑞呆立著仰望。 

  幾天前在咖啡店裡，一邊喝咖啡、吃克里斯做的鬆餅，一邊沉思時，坐在隔

兩個位子遠的王翰突然向李格瑞搭話：「後天你有空嗎？」 

   李格瑞又吃了一口鬆餅，才確定王翰是在問他。 

「有。」 

  「要不要來我家？」 

  「……」李格瑞一時之間沒有回答。 

  「我想你會喜歡。」 

  「你指的是你家嗎？」李格瑞原本要這樣問，話到嘴邊又倒流回肚裡。這是

什麼無用的問句？他笑得了然於心，其實心中充滿疑惑。王翰的態度自然，讓他

覺得自己好像過度揣測了一個好客的生意人，但下一件事讓他又把這種想法推

翻。 

  「但我那天會出去一下。如果你來時我還不在，你就開門進來吧。」說完把

一支鑰匙推到李格瑞面前。 

  李格瑞看著那支鑰匙，腦中突然跳出了某個童話故事。並且想起了女主角讓

鑰匙沾滿血跡時驚恐的神情，她拚命刷洗鑰匙，鑰匙仍然滲出血來的焦慮心情帶

給李格瑞的童年深深的影響，有時候他甚至會做那樣的夢。所以當看到鑰匙時，

他差點要以為它也要滲出血來。 

 

  事實證明李格瑞的確喜歡，才一瞬間，他就幾乎陷入迷戀。 

  那是一棟日式房屋，有著黑瓦的屋頂，是日本時代的式樣，看情況已經經過

修復。打開外門，就看到一座植有櫻花的石鋪庭園，池子裡養著紅色鯉魚，氣氛

相當高雅。在陽光下，即便一切清晰，也令他興奮得恍惚，他覺得自己回到了這

個城鎮仍然興盛繁華的年代，靠著金礦坐擁財富的人們住著整個島上最好的住

宅。踏著石子路，李格瑞來到屋前，用鑰匙打開木門。整棟房子都是木造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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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翼翼地走進去。 

  王翰不在。李格瑞並不在意，逕自參觀著對方的家。天花板上縱橫交錯著木

頭，地板上也整齊地鋪著木頭，散發出芳香的味道。餐廳是西洋式的，並不鋪著

榻榻米。這是因為設計年代的關係。和洋折衷的文化住宅，是那個年代人人都嚮

往的新潮設計。 

  李格瑞踏上榻榻米的和室，這應該是王翰的起居室，整個房間東西不多，雖

算不上整潔，也沒有髒亂。房間右側有一排拉門，他拉開拉門，走上了連接著庭

園的緣廊。再拉開落地窗，涼風就襲面進來。他於是坐在緣廊上，舒適地。這裡

就是王翰的家，就是他看慣的景色。這是他呼吸過的空氣，他睡過覺的空間。李

格瑞想到這裡有些不知所措，可是執著帶給他莫大的自由。他開始感覺著自己，

感受著自己的精神與身體，因為感覺不夠真實，他便想出一個辦法，同時也是為

了確認，他舉起右手，像貓一樣舔自己的手背。 

  舔著舔著。連風都是甜的。 

 他發現自己的皮膚真的有一股甜味，為什麼過去從來沒有發現？是本來如

此，還是蜜糖吐司的幽靈作祟？亦或者，是王翰的唇舌改變了他的構造？ 

  說到構造，他覺得自己的構造真的改變了。變得可以自由地拆解，溶化。方

便給予，交換，回收。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因為覺得有趣而獨自笑了起來，陽光

有些被雲遮擋了，他看了看時間，持續著等待。也許是因為剛才走久了山路所留

下來的疲累，新鮮感與興奮也經過放置而轉淡，濃濃的睡意上了他的身。他的身

體遂擺在緣廊與和室的中間，他睡在那個交界點，上半部在房間裡，下半部則在

室外。他蜷曲地側臥著，沒過多久就沉沉睡去。 

  整個人生，任何事件的起點與終點究竟該付出什麼代價？夢中世界的門票收

取的是哪種費用？精神與肉體既然可以分開，肉體與肉體的各個部分也可以分

開，那精神與精神可以分開嗎？可以分成多少個部分呢？可以拿去送人嗎？可以

一部分在夢裡一部分在現實裡嗎？可以一半遊山一半玩水嗎？可以同樣份量地

給各個愛過的人嗎？收回來之後，它還可以被擦拭回原本的樣態嗎？吃起來還是

同樣的味道嗎？會不會鹹味跟甜味夾雜在一起？可以讓別人選擇要酸甜苦辣哪

一種嗎？精神的樣態是否可以捏造呢？美好的一面可以像擠牙膏那樣全都擠向

同一邊嗎？鋼刷刷掉自己不想要的部分時，會把想要的部分也不小心一起刷下來

嗎？…… 

 

  醒過來時，氣氛整個變了。 

  詭譎恐怖的空氣與光線，讓李格瑞一時感到驚嚇。確定自己身在何處後，發

現他頂多睡了兩、三個小時，但陽光消失得那麼快，明明還不到傍晚的時間，卻

是傍晚的天色了。缺乏日頭照射的氣溫急速地滑落，是明暗交界的時分。李格瑞

突然想起了附近山區的礦坑裡，許多礦工因為挖礦工事意外死去的事，以及戰爭

時期，眾多戰俘遭虐而死的事，使得這個區域有鬼影幢幢的傳聞。來到這個城鎮

的日子裡並不特別想起這些，此時卻全都湧上心頭。他突然極度希望王翰趕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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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他需要他。心情與身體同樣地需要。 

  李格瑞發現王翰的家裡並沒有電視。更加深了這裡仍然停留在大正、昭和初

期的印象。他不知道是不是應該打電話，卻想不起曾經記過王翰的電話。後來發

現到他只有王翰的臉書。臉書的概念讓他被拉回 2012 年，減緩了恐懼的感受，

他傳了訊息給王翰，內容是「我到了」。 

  把手機放在榻榻米上，以等待它的振動。緣廊邊有雙脫鞋，李格瑞穿了那雙

拖鞋走下緣廊。精心設計的日式庭園，沒有陽光給予的高彩度也顯得黯淡。櫻花

樹光禿禿地，還沒有到綻放的時候。站在這裡等，會不會王翰一在外面就看得到

了呢？但是，轉角遮住了從遠處而來的方向，李格瑞不自覺地推開木製的外門，

站在轉角處往來路眺望。那條路空無一人。他於是感到心虛起來，這是在做什麼？

遂不太好意思地退回庭園，但仍然往外看了一陣子。這麼做不是等待丈夫回家的

妻子，或者等待兒子回家的母親嗎？有這麼盼望，有這麼焦急嗎？王翰一定會取

笑他的吧。 

  可是，王翰都沒有回傳任何訊息。 

  就算按重新整理，也找不到王翰在幾點幾分已讀過訊息的紀錄。 

  難過得就像要崩解。如果可以，多希望一輩子都不用陷入等待。多希望永遠

永遠，都可以不必等待。李格瑞的精神墜落著。那團沒熄滅的火，燃燒自己在許

多時候的許多部位，從沒有像此刻那麼使人發痛。 

  回到房裡的李格瑞沒有把落地窗關上。他想再被那冷風吹一陣子。天越來越

黑，早就過了傍晚時刻，鬼魂沒有出現，但鬼魂的氣味卻越來越濃郁。身上各處

都是那麼地甜，感到微微饑餓的李格瑞把能舔到的地方都試著舔舔看，甜度不

一，但確實都是甜的。他又想到了構造的問題，為了解悶，他開始拔起自己的腳

指頭。一根一根，短短地，整齊地排在榻榻米上，這是個頗有趣的遊戲，引起了

李格瑞的興趣，他於是拆光了整排的腳指頭。接著腳踝與小腿也被他卸下，看著

自己的腳，他想起了某篇小說裡，主角不小心帶了一隻腳回家的情節，他充分地

體會了那種奇異的情境。下肢都列隊完畢後，李格瑞先把自己的頭顱移到看得清

楚的地方，然後繼續拆解著軀體（雙手因為是工作者所以就不拆了），打開軀體，

李格瑞把臟器一個接著一個掏出來，獺祭般地與其他肢體並排著，沒過多久，軀

體就空了，他像一個蜜糖吐司的料理者看著空空如盒子一般的吐司，為其嶄新的

型態讚嘆了一陣子，又把切出來的一塊塊料理完畢的甜蜜吐司填回盒子裡，直至

填滿，蓋上蓋子，鋪上裝飾後，料理就完成了。積木一般的遊戲讓李格瑞玩了好

一段時間，嘗試各種拼裝腳指頭的方法，刻意拼了兩隻大姆指在同一隻腳板上，

但這麼一來另一隻走起路來就頓失支點，不好走路了。…… 

 

  啊，怎麼又睡著了。可能是想什麼做什麼都太聚精會神了吧。李格瑞從榻榻

米上爬起來，手機顯示為深夜一點。王翰還是沒有讀訊息，所以當然也沒有回覆。

他這麼做是什麼意思？叫別人到自己的家裡來卻遲遲不出現。實在太沒有常識、

也太沒有禮貌了。李格瑞更討厭的是他竟讓他動用到常識或禮貌這些概念，這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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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懊惱。他恨自己的心情怎麼才沒過多久就成為怨婦。未免太懦弱了。什麼貶抑

自己的辭彙都用上。再沒剩下一點優雅。 

  想著想著，李格瑞突然覺得王翰不會回來了。這是一種沒有來由的靈光式的

頓悟。令他懊惱與憤怒的情緒轉為低落的憂傷，他感到自己對自己的殘酷。他感

到曾經有過的傷疤陰森地發亮，他感到體內的餿水發酵著，他感到真空封口機用

吸嘴吸他的空氣，讓他越來越扁，他懷念自己能夠豐潤地被舔食著的日子。他悲

觀得像個末日主義者。 

  潮溼的氣息。一開始以為是眼淚。後來發現是在這樣的深夜裡，突然下起雨

來了。一開始綿密，但越來越巨大。是暴雨。雨打進了緣廊，很快使得緣廊邊一

片濡溼，為了看清楚外面的狀況，李格瑞並沒有關上落地窗。他坐在緣廊上仰望

著天空，那黑已經是深不見底的，與自己眼珠的顏色上下呼應，眼珠與天空，天

空與眼珠，用雨水連結起來了，他被雨打得溼了，很冷，外面的景色幾乎看不清

楚，卻彷彿是最美的。 

  李格瑞意識到用糖分構成的自己的身體開始被雨溶化。糖遇到水果然是會溶

化的啊。想起了中學時候在理化課做過的，用水去溶解方糖的實驗。方糖真的很

好吃，放進紅茶或咖啡裡太浪費了，直接放到嘴裡才是王道。話說回來，就算是

教學活動，如此浪費一顆方糖也太沒道理了，有誰不知道它會溶解呢？卻不能直

接把它放進嘴裡，而得一步一步地紀錄它的溶解。沒有意思。沒意思至極。那麼

如今的自己，不能被放進嘴裡，而得被雨這麼溶解，豈不是跟方糖的命運一樣嗎？

真是因果報應，是方糖的鬼魂回來復仇了對吧。可自己也曾經那麼虔誠地吃掉一

大堆方糖呀，是否它們都已經去了極樂世界呢？…… 

 

  清晨開始到來。溶液狀的李格瑞攤（正確來說是灘）在緣廊上，意識一直都

是睡睡醒醒的，一下恍惚、一下清楚。這是人生中最冗長的一夜。他開始問自己

王翰真有這麼值得等待嗎？隨即又不明白自己事到如今為什麼會問起這種無意

義的問題來。雨老早就停了。可是天亮得很慢。好不容易，四周開始一點一滴地

轉亮，經過身旁的貓咪毫不顧忌地偷舔了李格瑞，李格瑞斥喝一聲才嚇走了牠。

升起的太陽開始大放光亮，照向昨晚所有落下的液體，使得大家紛紛蒸發，光照

到緣廊上的時候，李格瑞也平等地得到蒸發的機會，他緩緩飛升，俯瞰了王翰居

住的黑瓦房屋，俯瞰了山城，俯瞰了整個北海岸。 

  近中午。李格瑞完完整整地重新回到緣廊之上。所有液體的蒸發讓他重新結

晶為原來的模樣。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彷彿什麼都發生了。李格瑞懷疑自己是

否還是原來的自己，被重組了一遍，經歷的只是一次物理性的變化而已，但是否

有某處悄悄起了更嚴重的改變？他不想知道，他極端地感到憂鬱。且為自己仍會

感到憂鬱而憂鬱。 

  王翰還是沒有出現。 

  他還是沒有出現。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李格瑞手中拿著王翰

放在櫃子抽屜裡的水果刀，熟練地割著左手腕。血液沿著餐廳一路滴回了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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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榻榻米上血跡斑斑，教人想佈置成殺人現場之類的。不過來到現場，偵探或

許最先懷疑的會是被害者的血糖值，因為沒過多久，螞蟻就紛紛上岸，即使溺斃

也要來搶食這些美好的蜜了。 

 

 

  ……感覺好像有某種東西在振動。全身上下會振動的只有一樣東西。而振動

的原因可能也只有一種。 

  老師的嘴仍然在一張一闔的。因為這樣，視線必須集中在那之上，嘴巴也得

適時吐出一些回應才是。剛才，明明滿滿的心思都在跟老師說明在台日人新詩中

所呈現出的台灣風物，其中的相同與相異性，但如今卻難有心思回答老師的問

題。不是已經放棄了嗎？為什麼還去思考那種可能性？這還不夠嗎？ 

  Ｃ大的氣候在某種程度上跟山城有些類似。同樣在山邊，所以總是籠罩著煙

霧與陰雨。可是，學校裡的潮溼給人一種黏膩，一種除之而後快的不適；山城的

潮溼卻滿滿夾帶著某種懷舊氣息，讓人感覺好像可以遇見充滿善意的未知生物似

的，不過這或許只是一種偏見罷了。結束了與指導教授的 meeting，李格瑞無精

打彩地掏出手機。果然是。原來王翰還活在人世上： 

  「你在哪」 

  李格瑞邊走邊低頭回覆臉書訊息，來到了電梯門前： 

  「有發現你家爬滿螞蟻嗎」 

  「沒有螞蟻了。我舔光了」 

  正要走入電梯的李格瑞猛地被從背後抓住，他吃了一驚，差點鬆手讓手機摔

到地上，那個人同時抓住了他雙手手腕，教他不能動彈，也難以回頭，對方的嘴

巴離李格瑞的耳朵完全沒有距離，甚至讓人懷疑他已趁隙把耳朵咬掉了一口。 

  「別誤會，我說的不是螞蟻，是你留下來的東西。」 

  「……」 

  李格瑞沒有掙扎，也沒有回話。他感到煩悶。感到那些幽暗處的鬼魂都直勾

勾地覷著他。曾經有過的執著與執著帶來的勇氣都成為笑話。曾經有過的變形紛

紛落地，他懷疑自己所有的經驗與流動過的意念，會不會全是憑空而來的妄想，

會不會他其實根本忘記赴約。 

  而手腕上的標誌是那麼鮮明。 

  左手腕被拉到王翰嘴邊，他專心一意地品嚐著那尚未結痂完全的傷口。彷彿

從李格瑞手中搶來最有價值的寶物，那樣珍惜地品味著。李格瑞內心模糊形狀的

物事已經不成模樣，全然無法把握，抗拒與迎合扭絞在一起成為死結，如果有慾

望，到底是什麼樣的慾望？那種燒到連舌頭都狂伸出來的火，到底是要驅動自己

去做什麼？能不能讓王翰徹底死去，就埋在後頭的深山裡？還是能放下一切回頭

去包紮自己與對方，直至傷口全然癒合？王翰溼潤的口舌讓李格瑞的手腕頓時變

得乾淨潔白。即使如此，上面仍然交橫著充滿了不同角度與方向的痕跡，那是為

了填補裂縫而導致與原本的皮膚有些許不同的長條狀凸起物，活像細長的白蟲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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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地爬在手腕上，好像會令人感到奇癢難耐的景況。 

  那正是王翰所舔的地方。雖然他舔的是新傷，但也連這些舊日白蟲的味道一

齊順便品嚐了。即使已經享用完畢，王翰仍戀戀不捨似地細察著李格瑞的手腕，

好像是在確定自己確實沒有錯過一樣美食，確實沒有放過任何已決定不要放過的

味道。 

  李格瑞有種被揭穿似的難堪。不過，王翰卻輕鬆地說： 

  「蜜糖吐司那天就看到了。果然，這個地方是最甜的。」 

 

  他沒有開口問。明明最希望他問，也最不希望他問。自己也沒有開口問。明

明極度想問，又全然不想問。走過的山路變為白蟲蠕動，黑瓦則化成蝴蝶拍翅。

白蟲迅即成長為蛹，蛹化成蝶，白蝶與黑蝶在空中相撞，一起墜落在樹葉上，樹

葉的氣味帶來蠱惑，黑蝶首先躍起，往白蝶身邊飛去，白蝶才一打算起飛，尾部

就被黑蝶的尾部順勢擒住，白蝶突然靜了下來，深入又緊迫的交尾連樹葉都緊張

得振動，使得兩隻蝴蝶一齊掉下樹葉，掉下的時候，牠們的尾部仍然緊緊相黏，

裡面種種浪潮或感受的變化已使牠們酒醉般暈眩。兩隻蝴蝶交尾的時候，雙方的

目光各自朝著相反的方向。牠們看到的景色與對方截然不同。牠們把彼此的感受

傾吐向完全相反的目標，牠們的口器侵犯過完全不同模樣的花朵，但彼此渾然不

知。 

 

 

  又是陰溼冰冷的一天。李格瑞帶著筆電走進咖啡店，向克里斯點了咖啡和甜

點，這次學乖了，坐在窗邊的位置，打開筆電裡的 Word 專心寫起論文來，克里

斯將餐點放在桌旁，李格瑞簡短地說了聲謝謝，手中打字的動作並沒有停止，停

滯的時刻，也只是在腦中作一次又一次的組織。從早到晚。當不知道為什麼時刻

已經從午前轉換到午後時，李格瑞夢醒般地想起自己點的餐點。盤上原來的壯麗

已經被時間破壞。放在蜜糖吐司上的冰淇淋已經完全溶化。吃了一塊不再新鮮的

水果，撥開其他，再吃下一根裡面的吐司條，酥脆的口感完全消失了，糖霜也因

為吸收了溼氣，像鼻涕一樣黏膩地附在吐司上，他深知自己已沒辦法再吃。不論

有多麼餓。 

  過期了的藝術。 

  一面想起一張逐漸老去的畫像，李格瑞不自覺地抬起手來，舔了舔自己的手

背，這次，他沒有再嚐出一丁點甜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