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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始終記得，奶奶說，被撿回來的東西是有福氣的。

因而當她在臉書看到文章分享說「老人家能長久維繫

感情的秘訣，就是他們習慣一件東西壞掉時不是丟掉，而

是修好它」時，也非常容易地接受了。壞掉就修好，爺爺

就是這樣。至少在奶奶口中，他可真能讓那些撿回來的東

西深深地愛上他。在奶奶回憶裡的爺爺就像神醫，從電器、

鍋碗瓢盆到腳踏車他都有辦法妙手回春。但從她有記憶以

來，只剩儲藏間裡一堆不知該拿它們怎麼辦的廢棄物。就

像那些家裡那些口耳相傳的傳說，看著有些趣味，但沒一

個能用的。

所謂口耳相傳的傳說，比如，奶奶總說爺爺是被她撿

來的。他被國家遺棄在某個老舊眷村的小小合作社裡，合

作社倒掉後也無處可去，沒辦法，就被她撿了回家。奶奶

成人組  短篇小說．佳作

二手
黃致中



184

總說什麼不好撿，竟撿了個大爺回家。聽說爺爺脾氣之大、

之臭的，那些臭脾氣也被棄置在久遠的回憶裡積塵，聽說

他只對這些撿回來的廢棄物充滿耐性。只要奶奶一想丟，

他就生氣。為此他們成天只要心情不好就吵這個，廢棄物

成了釋放能量的開關，成天奶奶要丟，爺爺護著。就這麼

把父親也吵大了，結了婚，當爺奶又爭著要丟東西時，父

母早練就了在旁喝茶看電視的淡定功夫，她也淡定地浮在

母親的羊水裡吸著拇指。

爺爺死時她還小。又過幾年，奶奶也開始弄丟了自己。

隨時間過去，弄丟的次數漸漸頻繁。當她開始弄丟自

己時，竟漸漸變成了爺爺。換成只要母親一想丟那些東西，

奶奶就發飆。那堆廢棄物成了奶奶漂浮於記憶時的錨，只

要有人拉起，她便會回來，起身阻止。爭吵的兩造換了，

內容卻沒什麼差異，就像一齣經典戲碼換一批演員，觀眾

邊看邊回味懷舊的鄉愁，演員卻早已排練到麻痹，只是上

去照本念。定期就要上演一次，提醒觀眾記憶，順便讓演

員也有點事做，聯絡聯絡感情。

那堆東西當奶奶在世時始終沒丟掉，直到她走後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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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清空出去。陳舊的廢棄物沾染得連空氣也有舊味，她印

象裡仍清晰可見母親用力拉開窗簾，打開每扇窗戶與門，

像要釋放什麼妖魔出去似的。情節隨即快轉到結束，母親

如釋重負的疲累笑容，像剛打完了漫長的一仗，漫長如數

十年。在奶奶的根據地被清空之後，在她的心裡只存著那

句話。

被撿回來的東西，是有福氣的。

像個孩子氣的信仰，她也固執地這麼相信了。

但很遺憾地，她不會修理任何東西。

也曾經歷過那種宛如孩童，把所有看似能用、但其實

不行的碎片撿回櫃子或抽屜裡當寶的歲月，但總是長大了

才發現，不是誰都能讓壞掉的東西重現光亮。為了躲避遺

憾，她只得學會丟東西。丟久了，總有些心理矛盾，奶奶

的教誨成了保護她的咒語。被撿回來的，不須複雜工序修

理的，她無法解釋地異常偏愛。

比如說，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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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非常喜歡二手書。若是書況好又便宜實惠的書當然

誰都喜歡，但她更愛那些普通人不太愛的、扉頁有寫字的

書。就愛那份故事感。她特愛其中一本，定價不斐的手工

詩集，花俏的裝幀，高級紙質，內頁夾了張便利貼紙條，

寫了諸多鼓勵話語與親暱的稱呼，翻回封面，映光細看，

還可看見無數試寫的筆跡刻痕。那可不是一張，而是很多

張便利貼，一張一張試寫，挑一張最好的放在內頁，沒那

麼好的大約早已滅跡。上述的推理不需要福爾摩斯也做得

到，而即使福爾摩斯也回答不出的是，這樣的一本書怎麼

會出現在這裡。

她像個偵探反覆看著，便利貼上的字跡有種娟秀感，

是個女生嗎？或是一個氣質陰柔寫字好看的男生呢？這本

書贈與的對象從暱稱推測無疑是個女孩子，那她賣出這本

書的意思是，你們已不再是朋友了嗎？挑了本如此價昂的

書送，在燈下一遍遍臨摹寫給她的話語，只是贈書者單方

面的執著嗎？你們為何而分開？是生離還是死別？

就這麼想著，在書櫃前面站了好久。那真是本很貴的

書，即使二手價打了六折，仍然所費不貲，但她依舊掏出

了不寬裕的生活費買下。花錢會痛，但想想比起那位贈書

者、若他看見這本書在這裡的痛楚，應無法相比吧？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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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應該算是筆划算的交易。她將那確鑿的背叛證據放進

袋裡，感到一股重量踏實地壓在肩上，嘴角微微上揚，離

開了犯罪現場。

說來，二手書店可真是個充滿背叛證據的地方。某人

付錢，向作者締結契約，把部分的他買了回家；而後因某

些原因已不再需要了，就背叛了這份契約；當然亦可能是

讀者先感到作者背叛了自己，才進而毀棄約定。人來人往，

在湮滅證據的同時又帶來更多證據，一人不要的，另一人

撿走。

她第一次失戀時，在這裡待了好久。

直到確定沒有人撿走她，這才回去。

在那之前，她就一直晃著，拿一本書在手上又放回去，

她突然覺得作者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生物，如果他們進入

二手書店，看見一排自己的書排列整齊，一整櫃的「不，

我不需要你」撲面而來，怎麼能夠不發瘋呢？她想或許這

就代表她不適合寫書吧，當個讀者簡單多了。

但到底要怎麼做，才能一輩子只讀不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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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太多了啦。」阿麥對她笑著，說：「沒見到那

些書櫃上有一整排書的作者，都是賣得最好的作者嗎？有

人買才有人賣嘛。」

阿麥是她的第二任男友，綽號阿麥，他說是因為最喜

歡《麥田捕手》，她倒覺得更像是他那宛如麥香紅茶的廣

告笑容，燦爛的陽光麥田之類。她愛極，也怕極了這種笑

容。為此她可以試著跟他同居數年，為此她最後仍跟他分

手。

阿麥非常喜歡「被撿回來的東西是有福氣的」這種論

調。她毫不意外。阿麥就在二手書店工作。在上次失戀

時，她發瘋似地成天往阿麥的店裡跑，亂買一堆其實沒那

麼想要的書。據阿麥說他從那時就開始注意她，但真正跟

她搭訕卻是在六個月之後，她的購物狂已經暫時痊癒了兩

個月，痊癒期間不再出現在二手書店然後把吃飯錢砸去買

書，乖乖吃了兩個月的飯後，終於重新有了一絲力氣。阿

麥就抓著這一絲爬了上來。一次書店外的巧遇，他開始約

她出去，兩人在剛被炸成廢墟的地方重新談起了戀愛，任

何一點進展都像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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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麥第一次看到她書櫃時，輕輕吁了口氣。她感到一

絲不安，阿麥那不僅僅是瞥過去的眼光，讓她覺得自己開

啓的好像不是書櫃，而是衣櫃或浴室的門，有些混亂、有

些汙濁骯髒與褪色、滿是時光與情緒沈積物的小小空間。

「你眼光真好。」陽光麥田的笑容閃耀。

她為此大大地鬆了口氣，感到心裡深處被意外而強烈

地認同了。但若說她是因此在後來同意與阿麥發生關係，

她肯定會搖搖頭，冷笑一聲。你以為愛情是什麼？哪有這

麼簡單就達成心理認同？但那卻不是阿麥——二手書店店

員——的理論。

阿麥的理論是：書買了就是要準備賣的。此刻的一手

書櫃，遲早會變成二手書櫃。而如果說讀什麼書就會變成

什麼人，那麼一個人的二手書櫃就會意外地變成展示一個

人私密碎片的小小空間。一本書往往會被貼上對其人藏書

眼光的少許讚揚或輕蔑。看得懂的人或許會說：唉呀，看

這人的二手書櫃就知道他愛看奇幻小說與偵探小說，而且

品味真不錯，這書可是早已絕版了，在網路上被豬頭喊個

不知所云的天價，他卻只按照原價打六折，顯然本性溫良

醇厚，對知識傳播事業抱持著極大的熱情。轉眼又看見他

竟然同時在賣另一本輕薄短小、除了意淫教練肉體外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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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都沒有的減肥書，不禁為他感到遺憾難過，但隨即又

原諒了他，畢竟，誰活著不會做些傻事？

當阿麥不當店員時，總是如此精挑細選著自己的書，

精挑自己的荷包外，更像是在苛求著什麼。或許他真的不

能容許自己有天二手書櫃開出去全是一堆爛書，倒不是怕

沒人買單，怕的是同樣看得懂的，可能便藉此看穿了他什

麼：衝動消費、缺乏主張、眼光差勁……他有時會想，或

許在這空間的完美人生，就是二手書櫃開出來本本皆有可

觀之處，價格又合理。那些看得懂的人們必然會點頭會心，

明白此人在這方面已可比擬為聖人，然後開心地將書搜刮

而去，像群螞蟻歡快地將一隻蟲的屍體分解搬運乾淨。

「這理論根本毫無道理。」她瞪著眼睛。

「不會啊，妳就是聖人。」阿麥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

「我當不成聖人的。我的一手書櫃，永遠也不會變成

二手書櫃。」

「妳也考慮一下我的立場嘛。」阿麥苦笑。「好像我

都不肯幫你忙，其實我只要一個下午就能把那些東西清掉

啊，還能給你個好價錢。」



191

「二手書店哪來的好價錢。」她瞪一眼阿麥。「不就

一本十塊。」

「妳不是說妳沒賣過書？」阿麥笑得有些尷尬。

常去二手書店的，誰沒賣過書呢？她第一次去二手書

店時就是為了賣書而去的，那時還小。還小的時候，父親

就離開了她。

或許是母親收拾得太有心得，轉眼一看，覺得這個父

親也是多的、無助於妝點自己的生活。不同於與奶奶的戰

爭，父母之間的爭吵是以一種隱晦而有效率的方式進行，

她突然覺得或許那些父母跟奶奶間的吵吵嚷嚷多少還帶

點人情味的親暱，屬於某種不擅說愛的族群抒發情感的形

式。當人真的要表達自己不想再看到誰，最好的方式就是

徹底不去看，不去接觸，不去爭吵，只是冷冷地做著各自

的事。

然後一日父親就離開了，甚至沒說自己會不會回來。

母親假裝沒事了好幾個月，直到她要放暑假前，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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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說要把父親的東西全都處理，能賣的賣，能丟的丟。

「妳怎麼可以這樣？」

「我怎麼不行，這是我的房子。」母親冷淡地說：「我

付的貸款，讓他堆垃圾，夠了。這些他不要，那我也不

要。」

「妳怎麼可以這樣？」

「我怎麼不行？」

對話毫無意義地重複，甚至稱不上對話，只是念著各

自的詞。

她只知道她後來就出去了。出去外面晃了整夜，回來

撿起父親的角色，開始與母親冷冷地對峙著。母親開始把

父親的痕跡慢慢地收拾起來，那男人在她家裡的留置物就

像潮水般退去了，留下不忍卒睹的空間，長方或正方形

的灰塵，從那箱櫃家具與地板廝磨的陰濕處悄悄生長出來

的，一片片可觸摸的影子。她試著去擦，卻怎麼都無法把

它回歸到跟別的地磚或牆壁相同的顏色。那灰像滲下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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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狀方整，像一張被仔細燒去的相片灰燼。

同年夏天，她接受了一個男生的告白。

小小的高中歲月，卻做了不少後來回顧起來會冒冷汗

的事情。她如此著急地想讓另一個男人進入自己的生活，

好像這樣就能帶著她離開那片記憶的謀殺現場。她什麼都

給了出去，冒過幾次險，試著模擬逃亡到遠方的計劃，兩

人上了一架臺鐵車廂，沒有目的地逃亡。 

在母親報警之前，他們就回來了，因為男孩說他錢不

夠。她覺得自己蠢到家了，逃亡也是需要能力的，她竟然

連這點道理也不懂。母親嚇了嚇那男孩，讓他乖乖地道歉

回家。但等到剩下她們兩人，對著她，母親卻好似無話可

說。

「別懷孕了。」母親最後只說：「生下來，我也不會

幫妳養。」

她沈默。等母親掉頭離去，才輕輕說了一句：「當然

了，妳其實連我也不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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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轉身走過來，步伐有點激動，她等著巴掌揮下來。

秘密是由奶奶泄漏的。

已經弄丟自己的奶奶，總是漂浮在記憶之海的奶奶，

有一天，把她認成了年輕時的母親，勸她不要拿掉孩子。

她極力想要讓奶奶明白自己不是那女人。奶奶卻像覺得她

想逃避，把她的手抓得更緊了些。

「這是妳跟他的骨肉牽繫。好歹也是個生命啊……」

奶奶急著說：「我知道妳想出國唸書，年輕人總有自己想

法，但孩子要生下來，大不了我來養，好嗎？」

「……好的，奶奶。」她說。

奶奶鬆了一大口氣，一直說「謝謝妳、謝謝妳」。又說：

「妳知道嗎？被撿回來的東西是有福氣的，這孩子以後一

定會孝順妳啊……」

而她也就這麼相信了。

像個孩子氣的信仰。被撿回來的東西，是有福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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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巴掌始終沒有揮下。反而掩上自己的臉。

「妳跟妳爸，都是一樣……」

母親說完就走，像不會有其他話比這句更惡毒，留她

一個人坐在客廳。

仿佛要證明自己跟爸爸不一樣，她後來就幫母親把爸

爸的書搬去二手書店。書很重，卻只換來一疊薄薄的鈔票。

她還記得母親想跟店員爭個更好的價格，店員只是一臉歉

意地重申價錢就是如此，裡面某些書依店裡的規定還不能

收，因為連屯放的價值都沒有。

收不回來的壞帳。

「總之，我不想賣書啦。」她覺得阿麥很煩。她始終

還是沒弄懂過阿麥到底喜歡她哪裡。

雖然阿麥讚過她的眼光，但其實她挑書的方式比阿麥

還要隨意。因為憂鬱而瘋狂購書時期的遺跡仍清晰可見，

其中有些她其實滿後悔，但她不想賣掉任何一本。書櫃早

已容納不下正常的擺放，就連書本上面的空間也堆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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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是書桌、地上，打平堆疊起如地質斷層一樣的書籍。

要找書還得依照年代與位置挖掘下去，像在尋找恐龍化

石。

阿麥始終無法接受這樣的她。

「不喜歡的書就是要讓它流通。若我是作者，看到自

己的書被積壓著又不看，也不會覺得開心啊。」

阿麥常說自己是作者，卻還沒寫過任何一本書。因為

他所要的書很難寫。

「妳知道那種少量出版的珍藏，只要一上架就會搶光

的書吧？」阿麥眨眨眼睛：「我這裡有好幾本。每一本在

網路上都被喊到很誇張的價格。」

「真是，誰說文化事業不賺錢哪？」她嘆。

「賺錢啊，只是都不是賺到作者口袋。」阿麥戲謔地

笑。

不是賺到作者口袋，也不會賺到二手書店店員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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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跟阿麥同居的這些日子，房租也還是她付的。阿麥是

個怪人，他藏了好幾本自己口中的珍藏，卻每一本都不打

算賣出去。他說大概到他死才會想賣。他想當個作者，卻

只想寫出那種很難寫的限量珍藏、傳說中的二手珍品，也

不知道是誰跟她說二手書店堆最多的作者才是賣最好的作

者，有人買才有人賣？

「妳堅持不賣書，但妳的書已經開始壓縮到我的生活

空間了耶……」阿麥抱怨。

「你有資格抱怨嗎？」

當她說出口時，還完全感受不到這句話可能造成的後

果。直到看見阿麥的表情，從他的表情，看見了自己的母

親。

他們之後還撐了好一陣子，但結局或許從那時開始就

有了預示。就像母親想拿掉孩子出國去，最終孩子沒拿掉，

國也沒出成。她發現自己不知何時竟變成了自己記憶中最

討厭的模樣，阿麥也默默地離去了，鑰匙就放在桌上。

書卻沒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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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傳說中的二手珍品，他的命，就這麼棄置在此。

聯絡不上，無人認領。她想著這到底是怎樣的家族宿命，

男人總是游牧於天涯追逐他們想要的水草，女人則默默待

在原處收拾他們造成的殘局。阿麥離去後的某天晚上，她

撥了通電話給母親。

「怎麼？」母親的聲音依舊冰冷。

「我想問，要多久時間才能合法地丟棄別人放在妳家

的東西？」

母親沈默了好久，然後笑了，她覺得這女人在那頭突

然軟化了下來。

把所有的書清空出去，包括阿麥的以及她的，空間突

然多了起來，她決定這回不再隨便買東西去填滿了。如果

非要買，就買花，那種會凋謝壞死、會提醒自己要把它扔

掉的東西。它不會悄悄地在那盤據一塊地，佔領一小塊日

常，直到非丟不可的時候竟會猶豫，覺得像遺棄了部分的

自己。記憶的謀殺現場，一小袋一小袋被分裝妥當，拖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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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意粗心，像要證明自己做得到似地哐哐地敲擊每道階

梯，並裝出沒事般的笑容跟鄰居打招呼以免對方起疑。

不買東西，要買，就得買好的，一輩子用得上的。無

奈的是，那樣的好東西並不那麼容易找到。別人丟棄了，

妳撿起來，有些缺憾，也得擦磨著用。無奈的是，人總是

被各式各樣的二手包圍，總是先看見海的圖畫，後看見海。

她有時會想，可能的話，想買下一節車廂，被廢棄的

臺鐵車廂，座椅的綠色早已被磨得光亮，甚至有些破皮露

出底下黃色海綿的車廂。那時男孩睡著了，不時頭就輕輕

地隨著車廂晃過來像海浪，如潮漲漸漸逼近，她靜靜不動

等待像塊無奈的礁石，全身唯一的活動只有左手食指身進

那座椅的破洞裡，摳呀摳著，海綿碎屑飄落，而陽光哐噹

哐噹地從縫隙漫灑進來。

那是只屬於她的一手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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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得獎感言

有聽過一首詩的形成可能是詩人先想到什麼好句子，之後

的整首詩就只為了寫出那個句子；那麼這篇〈二手〉也就

是為了帶出那本書而產生的小說。是的，那本書確實存在。

每個愛書人必然會有一籮筐關於二手書的愛恨情仇，會寫

這故事，最基本的目的只是為了讓那些長期徘徊於二手書

櫃前的人們會心一笑，然後說：「你以為這很誇張了嗎？

我告訴你��」

非常感謝支持我至今的每一位家人，每一個朋友，每一個

點撥我、幫助過我的人。我會繼續努力寫得更好，為自己，

也為你們，每一個你。

黃致中

曾任電子工程師，現專職寫作。在

耕莘青年寫作會認識了一群寫作怪

咖而感到欣慰，現仍在人生與寫作

的道路上狂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