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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痂盈盈的心情筆記

把心熄滅..沒想到黑暗中反而聽得更清楚..

我沒有欺騙自己，我沒有逃避，於是我流淚了..

我的很痛很痛 證明 我那時候真的很愛很愛..

我是幸運的.. 可以相愛是一種運氣..

至少我們都很肯定那時候的我們 真的很愛很愛對方..

於是我不逃避.. 我放任我自己的痛.. 我感受著我愛過

的証據..

 

我知道我會好的..

但，知道 並不代表就不會痛了..

就像割傷了手,你知道傷口有一天會癒合,

然而當下還是會覺得很痛 不是嗎?

 

我一直都知道該怎麼做..

只是沒想到會這麼捨不得..

捨不得眼睜睜的看著它死去,像放血般..

看著自己的血 一滴 一滴 的流失，然後   死亡...

一片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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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努力,

我真的很努力的忍著痛     讓心一點一滴的流掉..    直

到乾掉..   死掉..

然後再努力的 等待傷口..

結痂

 

我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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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下了兩天不停的雨還沒有停，他如常在車站

等待學生巴士。小小的巴士車站，每天都那麼熱鬧，除

了穿著學生製服的，還有穿著便服等公共巴士一夥人。

巴里文打這地方，雖然不大，然而如果目的地是在將鎮

子一分為二的大河對岸，還是搭巴士比較方便。

那天很罕見的，學生巴士與公共巴士同時抵達小車

站，一夥人同時上了各自的巴士，原本熱鬧的小車站馬

上變得空蕩蕩的。

他一上學巴，就忙著跟巴士裡的好朋友打招呼，一

屁股就坐在熟悉的座位，旁邊坐的是他的死黨。總覺得

上了巴士，那一天才有真正開始的感覺。而放學乘同一

輛巴士回家時，就是一天的結束。

兩輛巴士一前一後的前進著。開到河邊的碼頭，也

一前一後的上了越河的渡輪，在渡輪上並排停放。每次

趁著渡輪越河，他都有一種奇妙的感覺。他就坐在一個

被另一個交通工具運載著的交通工具中。而今早的情景

更妙，因為渡輪運載了兩輛同時坐了幾十個人的巴士。

他通過巴士窗子算了一算兩輛巴士裡的人數，有四

27個天使
Night聽小故事
On Air日期：1/3/2010
配合ntv7《心聞》
改編自真實新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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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在眼簾中。他在水中也被打得一時辨認不清方向，

直到一個好心人游到身邊提醒，他才開始往河邊游去。

爬上岸，岸邊有人喘氣，有人哭泣，也有人反复跳

到河裡尋找沒有上岸的朋友，幫助在水里掙扎的乘客。

他回頭看著大河，卻完全看不到那兩輛大巴士，也看不

到那龐大的渡輪。河水悠悠的繼續流，彷彿一隻飽腹的

大蟒蛇。

幸運的，他的死黨後來被人救了起來。聽說，那個

反复跳進河裡的印度大兄，再也沒有爬上來。那天，那

悠悠的大河，吞噬了27條人命。包括他的17個同學。

一年之後，巴里文打終於建起了跨越大河的鋼骨水

泥橋。即使多年來民間都意識到建橋的重要性，卻一直

等到27個生命的犧牲，才換來一座橋。

也許，那就是這27個天使的使命吧。

十多人呢。他覺得這是一個特別的日子，要記一記。今

天的日期是：1972年9月13日。

突然，渡輪的一側傳來一聲巨響，大家的目光馬上

轉向渡輪右方看個究竟。還來不及理清事情，他感覺到

地面開始傾斜，大夥兒慌張的站了起來，可是沒有人能

站穩腳。傾斜的幅度愈來愈嚴重，河水開始從渡輪的右

方湧上；兩輛巴士裡的人惶恐驚叫...看來渡輪正快速沉

溺中。

他知道必須要逃命，和死黨緊握著彼此，吃力的

跑下了巴士，渡輪後半部已經被洶湧的河水吞噬。他們

站在船頭，看見還有許多人在兩輛巴士裡不知所措的尖

叫，他自己還來不及決定怎麼做，便失去平衡“撲通”

一聲的掉進河裡。

他在水中掙扎了一下，終於找到了游泳和浮水的本

能，再冒出水面時，眼前的渡輪已經完全翻覆。死黨不

會游泳，和許多掉進水里的人一樣，雙手緊抓著翻覆的

渡輪往上爬，正當大家以為捉穩了，翻覆的渡輪卻開始

又往下沉，一陣急流將大家沖散，死黨就這樣隨著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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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廁所裡等待。驗孕棒的顏色在轉變中，她低著

頭，心忐忑不安。如果懷孕了，她必須執行她的決定。

時間到了，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剛抬起頭，就看見鏡

子裡的自己。左臉頰上的瘀青還沒散。她看著自己，眼

淚忍不住又開始流。

那個拍拖時甜言蜜語溫柔體貼的男朋友，在結婚後

的半年裡好像突然失蹤了。身邊的這個人像是一個她從

不認識的陌生男人，脾氣暴躁，對她大聲呼喝。她還記

那個第一次，被他狠狠賞耳光的第一次。只因為她和舊

同學出外喝茶聊天，比原定時間遲一個小時回家，手機

因為沒電而聯絡不上，回到家，還來不及把門關上，他

那一記耳光便“啪”的一聲打在臉上。她失衡的跌坐在

地上，丈夫憤怒的大吼：“我很擔心你，你懂嗎？”說

完緊緊抱著她，像個孩子一樣哭了起來。“對不起。我

不是故意打你的；但是你真的讓我很生氣。我愛你，我

真的很愛你，你懂嗎？”

坐在客廳的奶奶把一切看在眼裡，卻什麼都沒有

說。奶奶是丈夫的祖母，唯一的親人。她一手將丈夫撫

離開
Night聽小故事
On Air日期：8/3/2010 
國際婦女節特備
結局由你決定 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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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衣服，都由丈夫選擇。然而每一次動粗後，丈夫都會

像個孩子一樣流淚道歉。她覺得丈夫只是需要時間，只

要她耐心的配合，丈夫總能改過來。她相信丈夫是善良

的。她一直這麼相信。

前天，丈夫是為了她不小心撞壞了家裡的古董而大

發雷霆。她急起來便提高聲調忙解釋，丈夫拿起古董往

地上摔，古董馬上分屍，其中一塊碎片彈跳上來，正好

打在她臉上。丈夫指著坐在一旁的奶奶，冷冷的說了一

句：“你為何就是不學學奶奶。我看你也應該纏腳。”

驗孕棒的顏色，顯示的...是她懷孕了。她崩潰

了，徹底的崩潰痛哭。

她衝出廁所，看了一看牆上的時鐘，5點55分。她

還有5分鐘的時間。她可以為了對丈夫的愛，一個人默默

承受，因為她相信皮肉上的痛楚可以痊癒，時間可以換

取未來的幸福。然而，她不想幼小無知的孩子在充滿暴

力的環境中長大。她不想孩子看見媽媽的委屈。她必須

離開。因為她知道，無論如何，孩子都得不到正常的父

愛。

養成人，家教什嚴。平時不多話，就愛坐在客廳門口乘

涼。奶奶的腳，是三寸金蓮，小小的。從前的女人，4歲

就用布纏著雙腳，不讓腳長大；那是女人三從四德的表

現。一輩子，就以男人為中心。由於腳無法正常發育，

走動變得不方便。三寸金蓮，足不出戶；這樣才是好女

人。奶奶，也從來沒有踏出家門。

記得她結婚那一天，為奶奶敬茶的時候，奶奶只講

了一句：“你的耳朵很漂亮。人家沒有說明白的話，也

要聽得懂才對。”

那個晚上，她失眠了。她被打得錯愕；還來不及生

氣丈夫卻已經道歉了。她爬起床，到廚房去倒杯水喝。

一轉身，卻看見奶奶坐在廚房門口。奶奶看見她，只說

了：“水倒進什麼形狀的瓶子，就是什麼形狀。只有女

人，才能當水。”

之後，平均每一個月，這樣的事情都會發生至少

一次。每一次爭吵後，她都選擇讓步。她開始不單獨和

朋友出外，電話通訊記錄都公開讓丈夫審查，銀行戶頭

都和丈夫聯名，每一個月的家用都清楚記錄，買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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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局A:

奶奶抬起三寸金蓮，正好檔著門口。奶奶指了一指

自己的腳，說：

“這，是我的付出。是我媽把我的腳纏起來的，我

根本不知道是為了什麼，也沒有選擇。九十幾年了，這

一雙腳被緊緊的纏著，每一天都在隱隱作痛。因為它從

來沒有停止要長大。我現在可以不纏腳了，反正爺爺早

就走了，這個時代也沒有人在乎；但是，我的腳如果沒

有覺得痛，我倒覺得不舒服。

“呵呵，真好笑，我竟然習慣了痛，還喜歡腳痛的

感覺。但是，我看著自己這對沒有機會長大的腳，常常

會想，如果我不纏腳，它們應該很漂亮吧？但是我永遠

不會知道。看來，有些痛，還是不要忍，會比較好。”

說完，奶奶放下雙腳，低著頭，繼續洗著自己的三

寸金蓮。

她提著行李，從奶奶身邊走過。眼睛這個時候突然

濕潤了，輕輕的說了一句：“奶奶，保重。”

她收拾了衣物細軟，擦乾眼淚拿起行李，輕輕的往

大門走去，深怕吵醒在午睡的奶奶。

只是，奶奶就坐在門口，細心的在洗著自己那瘦小

畸形的雙腳。泡在小盆盛著的溫水里那彎曲的骨骼，根

本分辨不出腳趾頭。她正打量著該怎麼辦，牆上的鐘就

響起整點的訊號，是傍晚6點；丈夫一般放工回到家的時

間。

你覺得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結局A: 奶奶抬起三寸金蓮，正好檔著門口。

       ~ 請翻閱第119頁

結局B: 丈夫的車子，這個時候開進了大門。

       ~ 請翻閱第1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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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局B: 

丈夫的車子，這個時候開進了大門。她的心，狂亂

的跳了起來。手中的行李使勁的往後頭拋，深怕丈夫看

見自己收拾了行李。然而，行李卻不偏不倚的撞倒了牆

角的古董花瓶，花瓶失衡倒下，跌成碎片。她感覺到自

己的心，也跟著碎成一小片、一小片...…

丈夫正巧下車，聽到玻璃落地的聲音，高聲問

到：“怎麼了？又打翻什麼了？”

她還來不及反應，奶奶卻突然高喊：“哎唷！好痛

啊！” 雙手抓著胸口，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奶奶，怎麼了？”丈夫跑到奶奶跟前，著急起

來。

“我的心...我的心...哎唷...”

她趕緊跑前去扶起快要倒下的奶奶：“老公，我們

送奶奶去醫院吧！”

丈夫一手將奶奶抱起，往車子跑去，她趨前將車門

打開。

奶奶頭也不抬，聲也不作。

她走出了家門，望了一望天空快出現的夕陽。那是

一個結束，也是一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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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這時抓著她的手，說：“你...你幫我看看廚

房裡的火。我煮著一煲湯，不能熄火的，一定要多熬兩

個小時。”

丈夫望了她一眼，說：“那樣啊，老婆，你別去

醫院了。你就呆在家裡。”交待了，車子就往醫院開去

了。

她回到房子裡，馬上到廚房看一看情況。

廚房裡有三個爐灶，每一個爐灶，都是空的。沒

有煲子，更沒有在熬的湯。她找遍廚房，沒有看見任何

在烹飪中的食物。她楞了半響，眼睛這個時候突然濕潤

了。

她拿起被拋到牆角的行李，往大門走去。踏出大

門後，轉身輕輕的對空蕩的房子說了一句：“奶奶，保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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