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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組短篇小說．第一名

我們不應該再旅行了
◎許俐葳

她每天翻開報紙，都會看見上面有個洞。

洞大多是長方形的，有時大有時小，邊緣平整而銳利，偶

爾泛著毛狀的鋸齒。再繼續翻閱下去，就會發現洞不止一個，

而是以隨機的方式散布整份報紙之中。

中間被開了洞的那張失去支撐，軟趴趴的在手裡垂落。她

取下眼鏡，將臉貼近報紙仔細審視那個洞，大概是因為裁切得

太過乾淨，無法看出那原先到底是什麼報導或訊息，她只能藉

著版面屬性和周圍其他文章來判斷：這是生活版，這是娛樂休

閒版，本日主題是東海岸旅遊，洞的左邊正好是宜蘭的在地風

情，穿著泳衣的女明星站在海邊笑得一臉燦爛，她想著這張臉

不知在哪裡看過，再往後翻，是社會版。

她的手停了一下，離沙發不遠的電風扇剛好轉了過來，吹

得報紙啪嗒啪嗒響，好吵。她急忙伸手用力按住，扇葉轉過幾

圈又往右偏了，客廳裡頓時安靜了下來。早晨不需要開燈，陽

光從玻璃窗外斜斜的灑進來，今天是個好天氣呢。她想，彷彿

極為疲累的往沙發上靠去，耳裡聽見外面庭院傳來的澆水聲，

以及在磁磚地板上緩慢拖行的腳步聲。

在他推開玻璃門回到客廳來之前，她把報紙摺好放回原

處，猶豫一下隨即又攤開。反覆幾次後決定還是自然一點，安

靜的望著正在門口用抹布擦拭手腳，準備進屋的他，上衣袖口

還是濕的。

「你看，你又把報紙剪成這樣。」她抬抬下巴，茶几上攤著

那份報紙。

「可以看就好了。」他把抹布掛上鐵架，陽光從身後的門照

進客廳，頓時大亮，她看見他的白髮在陽光下無所遁形，稀疏

的夾雜在並不濃黑的頭髮裡，他轉身關上紗門，緩步走進客廳。

「問題是我不能看啊，你看。」她從報紙裡拿出一張，像急

於證明什麼似的舉在他面前，反覆翻轉：「你剪這裡也就算了，

沒有剪到其他字，可是翻過來就剪到了啊，這個人的臉被你剪

一半。」

他坐上沙發，瞇起眼睛注視那張報紙，不知是誰跟誰的對

談還是政見發表，左邊穿西裝的男人的確被他剪去了半邊臉，

嚴肅的表情此時看來卻滑稽可笑，他把報紙翻到另一面，注視

著那個邊緣整齊的洞。

「妳又不認識這個人。」

「可是我要看啊。」她抬起眼睛瞪著他：「你以後可不可以

等別人看過之後再剪報紙，或是晚上睡覺之前剪？」

「晚上還有晚報啊。」他拍拍膝蓋，像是急於結束這個話題

似的站起來，往廚房走去，冰箱上貼著大大小小的剪報，用磁

鐵或膠帶一張張層層堆疊，他小心掀開幾張，仔細的看著「花

蓮兩天一夜海岸之旅，現在報名打八折」的標題，確認了時間

與集合地點之後，打開冰箱取出塑膠水瓶大口灌下：「快準備一

下好出門，我們八點就要到。」

客廳裡一時沒了聲音，他聽見冰水通過喉嚨的吞嚥聲，伸

出手翻動那些剪報，試圖找出那個被剪了一半的男人臉孔，她

的腳步在地板上踩得特別大聲，經過廚房時丟了一句話給他：

「你每次都這麼自私啦。」轉身進臥室。他知道，她想說這句話

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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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大背包一向都放在角落隨時待命，究竟用了幾年也

算不清，縫線有好幾處都綻開了，但她從未主動拿出針線去縫

補，他也就不開口，反正兩人換洗衣物必備用品也不多，不至

於把背包撐破。加上旅行社找的飯店服務向來周到，他們帶出

門的行李也就越來越少了。他把拉鍊拉開，在整齊的衣物底部

放進一把剪刀，再拉了條毛巾蓋上。

她早已穿好了鞋，站在庭院裡望著那幾盆花草，不算大的

鐵架上擺滿大大小小的綠色植物，幾隻螞蟻在盆緣上爬動著，

他急匆匆開門出來，背上揹著包包。

「我真的很受不了你，你早上怎麼澆水的，不是說大盆三

瓢，小盆一瓢嗎？」她指著某一盆滿溢著水的植物，盆底還在

滴滴答答漏著水，漏出鐵架落在樓下的遮雨棚上：「你又澆了多

少水？」

「兩天不在家，本來就要多澆點。」他一臉的理所當然。

「每次都這樣，再澆都要被你澆死了。」她仔細審視那幾株

狀況最慘烈的九重葛，是幾個禮拜前才從市場買來的，現在莖

葉都泡在水裡，開得再燦爛也維持不了多久。

他轉身鎖門，順口問她：「悠遊卡帶了沒？」她翻開隨身

包包，翻了半天才從夾層裡摸出卡片，出門前互相提醒已經成

為一種習慣，「鑰匙呢？」她回問，他摸了摸褲子口袋掏出一

整串叮噹作響，稍嫌吃力的彎身鎖門。她的視線又停留在他的

頭頂，白髮隨著他的動作上下晃動，她默默望著，忽然開口：

「不知道音音今天會不會回來吃晚飯？」

他沒有停下鎖門的動作，「啪喀。」牢牢的鎖了三道，眼神

異常溫和：「她身上有鑰匙啊。」轉身邁出步子。

上次的遊覽車比今天的空間大多了，她想，空調也比較好。

不過這臺有附液晶電視和摺疊小桌，旅行社還貼心的附上了餐

盒，實在也沒什麼好挑剔的。

車子裡坐得滿滿的，看來即使經濟不景氣，利用週休二日

來趟小旅行的人也挺多，她微微抬高了脖子四處打量，大多都

是像他們一樣的中年夫婦，幾乎看不到任何年輕人，想必他們

要玩也不會參加這種旅行團的吧。也有上了年紀的老人，三四

個坐在一起高聲談笑，大概都是互相認識的朋友，退休後就呼

朋引伴的到處遊玩，總比窩在家裡或醫院好得多了。她瞄了幾

眼，忽然發現社區裡的王小姐坐在遊覽車的最後一排，眼神剛

好和她對上。

「拜託妳別到處亂看。」他已經吃完自己的餐點，將紙盒解

體後攤平。

她和王小姐點點頭禮貌的交換了微笑，才轉身坐回位子

上：「是王小姐耶。」

「王小姐？」他想了一下：「是每次都讓狗在路邊隨意大小

便的那個？」

「你小聲一點啦。」

「怎麼這麼巧，上次社區辦的旅行她就沒去，這次卻剛好碰

到。」

「可能她也想去花蓮吧。」

遊覽車上了交流道，她想著不知要開多久才能看到海，

忘記仔細看看這次旅行的路線圖了，是先去海洋公園還是七星

潭？旅行的一切事宜都是他打點的，每天從報紙或傳單上剪下

那些宣傳廣告，再加以篩選後找出適合的。然後在晚餐桌上告

訴她：「我們這禮拜去苗栗喔。」、「週六去了礁溪，那週日就去

坪林，如何？」大多是一日來回，但後來就發現這樣往返實

在太累，所以也開始考慮兩天一夜的行程，她有時也覺得真神

奇，臺灣就這麼點大，沒想到旅行社卻可以生出各種方案，有

時賞鯨有時登山，每週都有參加不完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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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瞄了旁邊一眼，看見他正靠在椅背上，專心的看著液晶

電視，新聞在螢幕上閃動著，又來了，「你現在不睡，等一下不

要叫累喔！」她忍不住叨唸著，眼見他仍盯著電視，很快就打

消了問他接下來行程的念頭，緩緩閉上眼睛，忽然在意起庭院

鐵架上的那幾盆植物了，九重葛開得那麼漂亮，不應該那麼早

死的。她有股衝動想要立即下車，回家把那些水全倒掉或替它

們換個盆，但旋即又覺得自己真是有點傻。遊覽車平穩的繼續

往前行駛，去哪裡觀光或做些什麼，事實上一點也不重要，他

們好不容易才離那個家越來越遠了。

他們都有各自的習慣動作，她進房之前必定說句：「打攪

了。」才小心翼翼的開門，帶著審視的眼光環顧整個房間，廁

所乾不乾淨，床單是否真的有換過？而他總是先脫了鞋，把肩

上行李放在角落，接著用力往床上一躺，發出鬆了一口氣的嘆

息聲，彷彿剛剛經歷一場多麼疲憊的旅程。

「真沒用，才坐個遊覽車而已。」她打開電視機下的小冰

箱，將行李裡的幾瓶礦泉水拿出來冰進去。

「那椅子真是有夠硬。」他抱怨著：「從沒坐過這麼硬的。」

「睡覺就好了，早就跟你講過了，每次講你都不聽。」她伸

手翻了翻潔淨的床單再拉平：「睡著就沒感覺，誰叫你要看電

視。」

這間雙人房相當豪華，king size的大床靜置在房間正中
央，窗簾是她喜歡的淺綠色，她想過許多次，新家就應該要有

這種顏色的窗簾，現在用的還是她結婚時婆婆送的，樣式老不

說，還又厚又重。玻璃窗外是一個小陽臺，再望出去後面就是

海。她走進廁所，看見角落裡一個過分乾淨的白色浴缸，這是

分離式的盥洗間，中間是一大片霧面玻璃，乾淨摺疊的浴巾，

裝在塑膠袋裡的刮鬍刀和牙刷，漱口杯倒放在毛巾上，一切嶄

新而清潔。她忽然發現自己已經很習慣這些東西了，習慣到有

點憎厭的地步。

她洗了手才走出浴室，看見他還躺在床上半閉著眼睛發

呆，也無意開口叫他，更對接下來的行程一點興趣也沒有。進

房之前，導遊在飯店大廳對著所有人宣布待會集合時間：「請

大家跟我對時，回房間放個行李整理一下，就可以準備出來

了，不要拖到時間⋯⋯」導遊戴著一頂鮮黃色的帽子，聲音

略嫌沙啞，明明就是個年輕人，怎麼這麼沒有活力？但也不能

怪他，因為大廳裡所有人都在大聲講話，她前面的兩對夫妻好

像是結伴來的，兩個太太一逮著機會就抱怨起剛剛的遊覽車有

多糟糕，丈夫在一旁和其他人談論著花蓮美食，扁食、公正街

包子、曾記麻糬⋯⋯她愣愣的看著，在那些吵雜而喧鬧的聲音

裡，他們彷彿是不相干的人那樣沉默著，安靜得太過突兀了，

就像那個時候。

他們是事後才在電視裡看見自己的模樣的，晚間七點的夜

間新聞，夾雜在警方查獲幾起販毒案和板橋某處KTV失火的
報導裡，她看見自己蒼白而浮腫的臉出現在鏡頭前，卻一點也

不意外，因為他們已經坐在電視機前等了一晚上了。她妹妹一

家擔心她全跑來，他大舅也是，十幾個人全擠在小小的客廳裡

盯著電視，她不知道該說謝謝還是沒關係，好像說什麼都不適

合，只好沉默，從冰箱裡切出西瓜端上桌，她還不習慣當那個

被同情的對象。

但當那個男人的臉出現時，她卻確實的顫抖起來了，悄

悄的把雙手藏進椅墊裡，毫無理由，她明明就看過這個傢伙，

還面對面的交談過，雖然她完全不記得當時說了些什麼，但已

經發生過的事情重複出現，沒道理現在還會如此激動才是。她

聽見主播字正腔圓的唸著男人的年紀與職業，沒有任何情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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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像是在描述一個毫不相關的人似的。是了，她和這個男人

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們全部都跟他沒有關係，本來就應當如此

的。

她從來沒有這麼希望過，希望自己和另一個人澈底毫無關

係。

男人的頭垂得低低的，外套遮掩下的側臉看起來那麼茫

然，就像一個無害的孩子，她想，這傢伙甚至只比音音大個幾

歲呢。這個突如其來的想法讓她的胃一陣翻攪，忍不住彎下

腰來，險把剛剛吞進去的稀飯給嘔了出來，那是她這幾天唯

一正常進食的東西，妹妹在一旁扶著她的肩膀：「沒事了，沒

事⋯⋯」她想放聲尖叫，怎麼可能沒事？但妹妹的手在背後來

回撫摸，一股輕柔的暖流，彷彿將她的脊椎一節節箍緊又鬆

開，這一切不是發生過了嗎？為什麼疼痛還像是真的一樣。男

人擠在人群中跟著移動，她看見自己對著鏡頭不知說了些什

麼，缺乏水分而乾裂的嘴唇上下掀動著，看起來真難看。

但她仍然睜大眼睛望著，直到已經換了下一則新聞還無法

移開，像是還希望聽到什麼他們不知道的事，一些推翻現實的

事。主播依然用著同樣的音調繼續播報：「接下來讓我們來看一

起虐童案⋯⋯」她終於移開視線，看見坐在沙發另一側的他，

始終閉緊的雙眼帶動臉部肌肉，彷彿好幾條山脈在他臉上隆起

又凹陷。他什麼也沒看見。她盯著自己的丈夫，忽然發現自己

從沒像此刻這麼憎恨過他。

三分鐘。

客廳裡的鐘一定是壞了，怎麼可能才三分鐘就過去了。

敲門聲響起，她猛然張開眼睛，才想起自己身在花蓮的

飯店，門外想必是導遊來提醒他們的吧，規律而節制的只敲三

下，她固執的相信那是一種貼心，不想打擾她此刻陷在回憶裡

的情緒，即使敲門那人想必什麼也不知道。他整整睡亂的衣物

起身去開門，走廊上傳來壓低的交談聲，她靠著枕頭坐直身

子，伸手把冷氣的溫度調得再低一些，再三分鐘，臉頰上的水

痕就能乾透。

這種旅行團往往搬演著固定戲碼，幾個景點導覽外加一次

親身體驗，鐵皮屋裡吃大桌合菜，她早已熟悉這般套裝流程，

換個場景與成員又是場好戲。桌上的菜一道道的上，全是些海

鮮類的料理。她伸筷夾起一塊魚肉放進碗內，環視整桌旅行團

成員，剛剛才從鯉魚潭划船繞一圈回來，所有人的臉上都透著

倦意，一副巴不得趕快回飯店好休息的表情，帶這種中老年團

最輕鬆，也不用太費心思把活動排得滿滿，吃完晚餐便可安排

自行回房行動了，重要的是住得好吃得好，結束之後才沒人會

抗議被坑了錢。

早上那兩對還不斷在聊天的夫妻們也安靜了，默默扒飯偶

爾批評菜色，其中一對的太太抱怨著划船讓她手痠腿麻，以及

每個景點間的距離太過遙遠：「我有坐骨神經痛知不知道！」

旁邊的先生趕忙低聲安撫：「好啦好啦出來玩嘛⋯⋯」她不知

既然如此為何還要來參加旅行團，還要來坐一整天的遊覽車？

手裡麻利的剝除眼前的蝦殼，轉手丟進他碗裡。他朝她點點頭

捧起碗，「妳也吃啊。」她吮了吮手裡的殘汁，仍然繼續剝蝦：

「音音最愛吃蝦子了，每次去外面吃都愛點。」不知是說給自己

還是他聽，他停了一下手邊進食的動作，聲音平緩：「她不喜歡

吃這種清蒸的啦，喜歡那種蔥爆、鹽酥的⋯⋯」

蝦子的醬汁滲進指縫間，她忽然有種錯覺那是這隻蝦的

血，面前滿滿小山似的蝦殼像宣告她是個屠殺者，不過蝦子的

血應該沒有顏色吧？像蛤蠣、烏賊、章魚那些，血也都是透明

的啊，看不見的。她嚐到手指裡的鹹腥味，如果人類的血也是

透明的就好了，這樣即使再殘忍的事情，或許也就不會那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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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接受了。

「我不想繼續玩了啦，腳痠死了！」

「妳小聲一點大家還在吃飯⋯⋯」

「都你啦，放假好好的幹嘛參加什麼旅行團啊⋯⋯」

她將最後一隻蝦子丟進嘴裡，感覺充滿彈性的蝦身和唇齒

碰撞的滋味，看見那位先生還在安撫鬧脾氣的太太，忽然忍不

住羨慕起來，不知是羨慕他們竟能如此為如此小事吵鬧，還是

其他什麼說不上來的，但要是她也能這樣任性發怒，一切就會

不一樣了吧。

飯畢，她趁他抽根菸的時間去洗手，正巧在門口碰上王

小姐，剛剛他們不同桌，在活動時沒什麼交談，現在碰上不免

寒暄一下。王小姐其實不比她年輕個幾歲，只是沒結婚自然得

叫小姐，就住在他們家那條巷子最裡間，音音小時候還常常去

那邊玩，但自從王小姐養了一隻博美狗後，她就不准音音再去

了，怕髒。

「出來玩啊。」

「是啊，偶爾走走也好。」她扭開水龍頭，看見鏡子裡一張

蒼白疲憊的臉，一點也不像是會說出「走走也好」的模樣。

「沒錯，一直待在家裡，沒病都悶成有病囉！」王小姐從

皮包裡拿出牙線開始剔牙，從鏡子裡瞄了她一眼：「啊妳跟妳先

生，都還好吧。」

一開始，當她被這麼問的時候，總會忿忿的衝出「怎麼會

好？」這四個字，常常在飯桌上或聚會場合嚇壞人，一種太過

袒露的情緒。而同桌的丈夫往往什麼動作也沒有，只是繼續未

完的話題或默默夾菜，安撫她的往往是坐旁邊的那個親戚或朋

友。她也慢慢發現，這句話就和「吃飽了沒？」是一樣的意

思，或許探問或許帶點關心，但發問的人其實並不想知道她究

竟好不好，只是無話可說。

面對他們這樣的人，無話可說。

於是她也學會了，學會如何微笑著說出：「還可以。」活到

這把年紀，都四、五十歲的人了，居然還在重新應對練習，不

過她想這往後一定還用得上。

「妳怎麼會參加這個？」她迅速把話題扯開了去。

「啊就剛好在報紙上看到，月底前報名有打折⋯⋯」王小姐

照照鏡子洗了手，把牙線放回包包。她腦中浮現家裡那些被剪

了洞的報紙，是否真有人也這麼做過？「貝比死了，以前都為

了照顧牠不敢跑太遠，現在剛好出來透透氣⋯⋯」

「什麼？」她沒有漏掉話裡的關鍵字，貝比是王小姐家裡

那隻博美狗：「怎麼這麼突然⋯⋯」

　「哎也是意料之中的，都老狗一隻囉！」王小姐嘆了一

口氣，跟著她走出洗手間，團員們都已經吃飽等著上車了：「只

是陪了那麼久，難免也會有些捨不得，或許有機會再養一隻看

看囉。」

「是啊。」

「范太太妳要不要也養隻寵物？可以轉移注意力。」王小姐

沒注意她臉上表情，自顧自的說下去：「貓可愛歸可愛，就是

有點嬌貴。還是狗好，夠聽話，說來好笑，我都把貝比當小孩

養呢。范先生應該也不討厭狗吧，如果喜歡改天可以一起去逛

逛，有家寵物店⋯⋯」

「王小姐，」她聽見自己的聲音透明而冷靜，甚至還帶點壓

抑的興奮感：「狗不是人。」

「什麼？」

「狗不是人。」她緩慢的再次重複了這句話，快步走向餐廳

門口。

他正站在那邊等她，手裡拿著她的皮包。導遊站在車門前

招呼著，她很快的拉著他上了車，在座位上坐定後才鬆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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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還好她們不同車。團員都陸續回座了，她轉頭小心的望著

車窗，看見王小姐從餐廳走出來擠進人群裡，不知道是不是因

為天色暗了，表情顯得有些茫然，周圍都是夫妻檔，那身影更

是單薄了些。她想起王小姐以前總在晚上七八點遛著那隻博美

狗，穿越巷子走進公園裡去的模樣。

「怎麼了？」他湊過去望她：「妳剛在跟王小姐講些什

麼？」

「沒事。」她輕聲說，伸手把車窗上的布簾拉開了，原來同

情別人，是一件這麼輕鬆的事。

飯店的空調總是過冷，調了半天也不見回溫，她索性將

櫃裡所有被褥全搬了出來，一層層往他們身上蓋。他沒多說什

麼，洗過澡就坐在床上看起電視，一切如同往常生活作息，好

像他們其實人並不在花蓮的大飯店，而是還待在中永和那屋齡

二十六年的小公寓裡。

他總是一臺轉過一臺，手裡按著遙控器，從 TVBS看到東
森，再轉回民視，夜間新聞播完一輪後總會在下個時段又重播

一次，所以不用擔心錯過些什麼，她剛開始也跟著看，每逢凶

殺案或天災人禍等死亡意外總是兩人一起罵，罵到激動處總不

免大力捶桌，餐具碗碟被捶得碰撞作響，他的臉上竟有些發洩

的放鬆感，表情也不那麼緊繃了，她望著望著心底也忍不住小

小的慶幸起來，如果這麼做能讓晚上睡得好些不再失眠，比任

何安眠藥或抗憂鬱都來得有用。

他們仍定時和律師保持聯絡，案子拖得過長，幾乎已經變

成生活的一部分了，她常常希望快點解脫，有時卻又想著就永

遠這樣下去吧，沒有結果或許一切就都不是真的。判決結果出

爐那天，律師和事務所的人開車載他們回家，一路上誰都沒開

口講話，下車時律師歉疚似的握了握她的手：「抱歉，沒有幫上

忙，我們真的很遺憾。」他站得遠遠的望著他們，望著她滿臉

眼淚鼻涕還忙亂的和律師說沒關係，你們已經盡力了。車門啪

噠一聲關上，她木然的轉身往他身邊走去，一切真的結束了，

他望著絕塵而去的車影，朝地上啐了一口痰：「操他媽的。」

操他媽的。

她有些驚愕的望著自己的丈夫，腦裡浮現每個夜間新聞的

晚餐時光，他總在罵到激動處時吼出髒話：「操他媽的這些傢伙

都該去死。」她相信在那些彷彿發洩的爆喝裡必定有什麼難以

言說的情緒，對著螢幕裡那個頭低低的凶手、犯人，或肇事者。

他一向是個壓抑且溫和的人，家裡對外溝通的管道往往都是她

處理的，有了音音之後更是如此，某次她為了頂樓陽臺漏水的

事，在樓梯口和鄰居吵架，他還出來勸阻：「別那麼大聲，妳

嚇到音音了。」那樣的一個男人，她站在他身邊望著地上那口

痰，車子已經駛離巷口，但他依然站在那裡，雙拳緊握浮出一

條條青色筋絡，彷彿一切還沒有結束。

她想，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近十一點，電視新聞早已播過不止一輪，她淡淡出聲提

醒：「啊不是都看過了？該睡了。」他無可無不可的聳聳肩，

彷彿今日大事已完成，翻身鑽進被窩裡，他們早習慣一人一邊

各自占據睡眠位置。家裡就那兩間房，為省錢只在主臥裡裝了

冷氣，到了夏天音音總喊熱，夜裡非要擠上床跟他們一起睡不

可，這也沒什麼，挪個位置也就是了，反正嬰兒時期音音也這

樣睡，夾在他們兩個中間好照顧。後來是他出聲反對的，說女

兒大了怎麼還能跟他睡同張床？擅自抱著棉被往客廳去，把主

臥留給母女倆，寧可在沙發上吹一晚電扇也不喊熱。她翻了個

身把棉被裹緊，一切就像昨天才發生過的那樣。

她知道他還沒睡，從事情發生開始，沒吃藥他幾乎睡不著。

於是夜晚只剩兩種選擇，是要輾轉反側到天明，還是服了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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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來近乎死寂般無夢的夜，然而無論是哪一種，醒來之後都不

會是愉快的。

棉被在皮膚上發出摩擦聲，她假裝睡了不再動作，他的腿

悄悄碰著她的，在乾冷的空氣裡顯得格外暖和，她忽然好想翻

身抱住他，但終究還是忍住了。事發之後給他們擁抱的反而都

是親戚朋友，當只剩他們在屋子裡相處的時光，兩人所做的只

是默默維持日常生活，不對彼此講那些過於溫暖的話語，像是

兩個過於衰敗的負極，一旦碰撞便會招致毀滅似的保持著距離。

她感覺到棉被被悄悄的提起又放下，腳步在地毯上摩擦發

出安靜的窸窣聲，仍然躺著不動，按開了小燈，她想起他們回

房時，他在大廳書報夾上抽起的那一份報紙，此刻必然被攤在

燈光下，行李底層翻出那把細長剪刀，咖嚓咖嚓，刀鋒滑過報

紙邊緣，足以剪得乾淨平整而不發出太大的聲音，彷彿在做什

麼過於精細的工藝品。她縮在棉被裡，拚命壓抑慣常的那句：

「你今天不是剪過了嗎？」他一定知道自己還沒睡著，他其實

什麼都知道，知道一切都是徒勞都是無可挽回的，包括那些貼

在冰箱上快要崩落的剪報，以及每個週休二日過於密集的旅行。

她知道，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回程放人下車的點，有一站就在他們家附近的公園，這樣

也就不用再大老遠從車站再搭捷運回家了。他們拎著大包小包

有些笨拙的下了車，盒子裡的麻糬大概都要壓爛了，他在柴魚

博物館買了個魚型的塑膠小吊飾，剛好可以掛在上次去鶯歌買

的陶瓷上頭。她想著，忽然看見王小姐也在後頭下了後頭那輛

遊覽車，畢竟同個社區下車地點自然一樣，但此時卻顯得有些

尷尬了。王小姐睇了他們一眼，拎起行李快步走在前頭，沒幾

下就不見人影了。她忽然有些後悔自己昨晚的舉動，與其說是

反駁，更像是某種藉機發揮的遷怒。

家裡一如離開時的整潔乾淨，才一踏進客廳，他們分別放

下手中的物件與行李，像是剛做完什麼苦工似的吁了一大口氣。

她抬頭望著客廳裡的掛鐘，晚上七點半，距離明天早上六點還

有十個半小時，就可以迎接新的一天了。她抿了抿嘴唇微微上

揚，彷彿這比任何事情都來得慶幸。

他跨進廚房給自己倒了杯水，她打定主意，從客廳角落的

袋子裡翻出一本資料夾，攤在小桌上，裡面是她從廣告單和房

屋仲介那拿來的資料，上面清楚的一條條列著房價與地點，有

些被她做了記號打了紅勾勾。

「你看，」她說，轉頭望著坐在沙發上，正拿起遙控器的

他：「這幾家都是我有去看過的，位置好，價錢雖然有些高，不

過我解幾個定存應該也夠了。」

他啜一口冰水，眼睛依然盯著電視：「不夠啦。」

「什麼不夠？我都比較過了，你看一下⋯⋯」

「不夠就是不夠啊。」

「那要怎樣才夠？」她有些氣急敗壞，一股無法壓抑的情

緒逐漸往上升，伸手大力翻動那本資料夾，色彩鮮豔的圖片一

張張在眼前翻動：「我不要這樣繼續了，生活還是要過的啊，

我們應該真正離開這個地方，這個家。看是要賣掉還是怎樣都

好，我們馬上就搬⋯⋯」

廚房忽然傳來一陣輕微的響聲，彷彿鳥類拍擊翅膀奔逃而

出，她和他同時停頓了一下，訝異的往後望去，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剛才他開冰箱的時候碰到了，還是原先就堆積得太多已超

過負荷範圍，冰箱門上的剪報全數掉落，瞬間彷彿落葉般飄落

整個廚房地面。

他跨進廚房，小心翼翼的不讓自己踩到，蹲下身子緩慢

的將它們逐一拾起，一張張在手心上攤平，檢查有無髒汙或破

損，接著拿了捲新膠帶再一一貼回門上，動作俐落且溫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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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沙發上望著他的動作，不知過了多久，才聽見他說：「那，

要是音音明天晚上回來吃飯怎麼辦？」

她不再說話了，低頭看著自己的腳趾，發現有好幾張報紙

不聽話的飛往客廳裡來了，被電風扇吹得啪啪作響，在整間客

廳裡到處亂竄，「人權團體要求⋯⋯」、「凶殺案⋯⋯棄屍」、「廢

除死刑⋯⋯」、「驚傳無名屍⋯⋯」她彎下身子撿起那些剪報，

斗大的標題不知看過多少次了。人類真的很奇怪啊，她想，總

是要等到自己真正經歷過，才會忽然注意到，原來世界上像這

樣的事情這麼多啊，簡直就像規則般不斷重複似的。天色已經

暗了，剛剛回來的時候忘了看外頭的九重葛，不知道那些花草

是不是還活著？她把那些剪報扔進紙類回收箱，連同昨天早上

的那份報紙一起，沒有再望廚房一眼。

以後每天的報紙還是買兩份吧。她想著，伸手啪嗒一聲，

把面前的資料夾合上。

〈我們不應該再旅行了〉得獎感言

從這個名字，換到那個名字。不論升不升格，土地也不曾變

多變大一公厘；越是屢次被誤認成天龍國的子民，越是要嚴

詞澄清。不，我們不是臺北人，是新北市，不，我們和他們

不一樣。仍然寸土寸金，仍然像是整座島嶼的人們，都擠到

了這麼一小塊地方來。我們不應該再抱怨了，你們不應該再

搬進來了。但總是越愛越要氣惱，越離不開越是跺跺腳，我

那些隱藏在話裡的謝意與真義，你們應該都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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