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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陳美紅敲著吳輝光的家門，吳輝光沒有開門，他看著晃動的門板，身體靜止不動，直

到外頭傳來自己熟悉的聲音。 
「美紅嗎？」他問。 
「對。」陳美紅回答。 
吳輝光迅速地開門。 
「快進來。」吳輝光說。 
「光誠失蹤了。」陳美紅說。 
吳輝光覺得自己的內臟忽然糾結在一起。 
「我想要找他。」陳美紅說。 
許多問題在喉嚨中打轉，不過吳輝光沒有開口。吳輝光知道李祥誠成為老師，陳美紅與李祥

誠結婚，住在學校的宿舍。 
陳美紅觀察著安靜的吳輝光，想要透過對方的表情，判斷對方願意幫助自己。 
吳輝光的外表終於成熟起來，只是在烈日下捕魚的吳輝光，古銅色的皮膚充滿乾裂與脫皮的

痕跡。 
陳美紅知道吳輝光已經不是一個喜歡捉弄他人的小孩，但是陳美紅不清楚吳輝光究竟改變多

少。 
其實過去討厭吳輝光一段時間，因為吳輝光曾經找到一條泥鰍，放入李祥誠的鉛筆盒裡頭。 
上課時間，李祥誠打開鉛筆盒，泥鰍跑出來，在地面上扭動，其他同學大叫，直到李祥誠撿

起泥鰍，走出教室。 
吳輝光沒有動靜，依然站在門口，雙眼看著陳美紅。 
「你的船在哪裡？」陳美紅直接開口。 
「其他人呢？」 
「其他人找其他人了。」 
「我不知道……。」吳輝光露出慌張的表情。 
門口異常安靜，吳輝光甚至可以聽見角落的時鐘運轉的聲音，於是吳輝光想著要不要拒絕陳

美紅，雖然清楚自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絕。 
吳輝光觀察陳美紅的服裝，陳美紅穿著一件白色襯衫與黑色長裙，只是陳美紅的雙手抓著裙

子。 
「明天……。」陳美紅說。 
「早上三點，我在港口等著。」陳美紅說。 
陳美紅是風，她進來吳輝光的家，一下子就離開了。 
吳輝光只能關上大門。 
吳輝光想著李祥誠的面貌，但是吳輝光忘記對方完整的外表，記得李祥誠的身體好像旗桿，

特別引人注目。 
吳輝光打開窗戶，看著黑夜中的月亮。 
外頭已經沒有轟炸機與防空警報，沒有炸彈留下的黑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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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輝光記得自己與陳美紅，曾經一起在一個防空洞。 
「吳輝光。」陳美紅開口。 
「怎麼了？」 
「你有沒有看到李祥誠？」 
「沒有……。」 
防空警報解除。 
「借過一下。」陳美紅說。 
吳輝光看著陳美紅的背影，陳美紅迅速地離開防空洞。 
吳輝光坐在防空洞的角落。在安靜的防空洞，吳輝光只有聽到自己不規律的呼吸聲，等待著

下一次的防空警報，但是現在已經沒有防空警報，沒有任何人打開防空洞的門。 
「如果李祥誠……。」吳輝光自言自語。 
吳輝光不禁羞愧地低下頭。 
後來，吳輝光出來的時候，天空的顏色已經改變，黃昏的太陽是一顆柔和的火球，照著吳輝

光疲累的身體，照著河岸一排窗簾拉上的窗戶，照著綠意豐滿的山坡，照著山頭後方，模糊的月

亮。 
「……還是去好了。」吳輝光關上窗戶。 
 
今天，吳輝光打開自己的家門。 
狹窄的巷子上方，兩側的磚瓦屋頂遮住了月光。吳輝光只能憑著微弱的光線，朝著大街前

進。 
吳輝光走出巷子，終於來到大街。寬闊的街道上只有吳輝光一個人。吳輝光看著對街的藥

房、洋服店，以及信用合作社。招牌在黑暗之中模糊一片，二樓的窗戶沒有燈光。 
吳輝光走在騎樓底下，注意四周的聲音，但是只有聽見自己的腳步聲。吳輝光緊張地穿越街

道，即使街道上沒有汽車與自轉車。 
吳輝光來到碼頭，河岸瀰漫著淡淡的臭味。 
吳輝光環顧四周，看到陳美紅。 
陳美紅仍然穿著襯衫，只是長裙換成長褲，手中的手電筒，微弱的燈光只能照亮自己的容

貌。 
吳輝光走向對方，腳步的聲音隱藏在風聲之中。 
「美紅，你真的確定嗎？李祥誠真的在這裡嗎？」吳輝光問。 
「可以找的地方，我已經找了。況且你不是來了？」她平靜地說。 
「現在這麼危險。我們回去吧。」 
「可是現在沒有憲兵。」陳美紅說。 
「你不擔心嗎？」吳輝光指著她的手電筒。手電筒的燈光閃爍著。 
「你不想去，就告訴我。」 
吳輝光選擇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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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輝光一直沿著河岸行走，直到他經過一排漁船。 
陳美紅跟著吳輝光停下腳步。 
吳輝光指著一艘竹筏。 
「可以嗎？」他問。 
陳美紅點頭。 
陳美紅捲起褲管，經過泥濘的河岸，站在竹筏上，雙手抓著船槳。吳輝光赤腳踩進泥沙之

中，雙手推著竹筏，冰冷的河水越過他的腳踝。陳美紅握著船槳，伸進河水，移動竹筏。 
竹筏終於離開河岸，吳輝光站在竹筏上。 
他們面對面站著，陳美紅放下褲管。 
「可以了。」陳美紅說。 
竹筏順著河流，朝著海港前進，在寬敞的河道中間前進，以防岸上的人發現。 
「當時的他穿著一件白色的襯衫，還有一件西裝外套，而且戴著一個白色圓形的手錶。」陳

美紅忽然直視著他。 
「光誠嗎？」 
陳美紅點頭。 
「為什麼？」吳輝光問。 
「我不知道。」 
吳輝光無法理解，現在的竹筏並非逆流前進，但是手中的船槳特別沉重。他看著河岸兩側的

房屋，沒有一扇窗戶亮著。熱鬧的市區，成為黑夜的獵物。 
吳輝光發現臭味越來越刺鼻，越來越濃厚，聞起來像是壞掉的魚肉。他沒有停止前進，只是

速度慢了下來。 
「你有沒有找警察？他們知道嗎？」吳輝光問。 
「他們不知道任何事。」陳美紅冷淡回應。 
「我只要找到光誠。」 
吳輝光不知道如何回應。 
竹筏怎麼辦？ 
味道會不會滲入隙縫之中？ 
碰。 
竹筏撞上東西。 
吳輝光放下船槳。 
「看不到。」吳輝光瞇著眼睛。 
「手電筒比較亮。」陳美紅交出自己的手電筒。 
「你記得阿明嗎？溺水的……那個……。」 
「我知道。當時光誠跑去找大人，可是他還是沒有活下來。」陳美紅說。 
「沒關係。」她面無表情。 
「我曾經在港口遇到其他人。」陳美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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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電筒對準河水，吳輝光探出身體。 
他看到一具浮屍。 
 
「他不是光誠。」陳美紅伸出手。 
「繼續開吧。」陳美紅說。 
「怎麼可能。」吳輝光說。 
吳輝光想要確認對方是不是李祥誠。他舉起手電筒，仔細地觀察。 
這一具浮屍已經流浪許久。它穿著一件西裝外套，浸濕的外套緊貼著它的腫脹的腹部，一排

釦子向外突起。雙手的皮膚脫落一大片，露出黑色的腐肉。它睜大雙眼，眼球已經越出眼眶，舌

頭從口中伸出。 
不過它的面容仍然可以分辨，確實不是李祥誠。 
「等我……一下。」吳輝光說。 
吳輝光一手拿著手電筒，一手舉起船槳，移開浮屍。 
吳輝光輕易地推開浮屍，竹筏離開浮屍。 
一陣強烈的逆風吹向他們，陳美紅閉上眼睛，吳輝光低下頭，繼續划動竹筏。陳美紅拿走吳

輝光手中的手電筒，他們站在竹筏上。 
浮屍的味道直接從鼻子灌入身體。 
一開始，一點奇怪的甜味，味道是腐敗的水果。一瞬間，猛烈腥臭突然竄出，味道成為點燃

的蜂炮，射向四周，最後化成一團酸臭的濃霧，困在身體之中。 
「我想要……看清楚前面。」吳輝光對陳美紅解釋。 
「我幫你。」陳美紅說。 
陳美紅舉著手電筒，照亮前方。 
這一具浮屍只是他們遇到的第一具浮屍。其他緩慢地前往港口的浮屍遇上快步地的他們。浮

屍逐漸地包圍他們。陳美紅環顧四周，找不到李祥誠，她沒有發現李祥誠的手錶，而且它們的身

材與李祥誠不對。太矮。太高。太壯。太瘦。不然就是手腕戴著款式不同的手錶。 
吳輝光發現一些屍體的雙手綁著鐵絲，生鏽的鐵絲從他們的手心穿過去，綑綁他們的手腕。

吳輝光克制自己噁心的衝動。他決定看著陳美紅，可是陳美紅冷淡地看著它們，眼神甚至沒有一

絲的憐憫。 
吳輝光不禁冒出冷汗。每一次陳美宏發現一具新的浮屍，雙眼立刻明亮起來，直到清楚對方

不是李祥誠，於是恢復原本的狀態。 
現在的陳美紅似乎不是吳輝光所認識的人。 
吳輝光覺得自己正在前往地獄，可是他不得不這麼做，因為竹筏上不只有一個人。 
「還要繼續嗎？」吳輝光問。 
「前面還有。」陳美紅說。 
究竟還有多少？  
「他們的家人呢？」吳輝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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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麼知道？」陳美紅說。 
陳美紅看著骯髒的天空，聽著雜亂的風聲。一開始的衝擊已經消退，河水多少稀釋腐爛的味

道。吳輝光已經習慣，他的鼻子因為長期接觸魚腥味而不如一般人靈敏。他划動船槳，注意規律

的水聲，觀察陳美紅的頭髮。她沒有綁起自己的長髮，長髮在風中飄盪著。 
「現在的你知道什麼？」他問。 
陳美紅沒有回答。 
他們甚至不知道誰決定李祥誠的下落。 
一具浮屍經過竹筏。它的襯衫袖子捲起來，手臂的皮膚出現一片綠色的網狀紋路。一枚戒指

卡在浮腫的手指上。吳輝光用船槳推開浮屍。 
吳輝光看著浮屍的模樣，不禁回憶自己的父親，記得父親活著的最後一天，父親拿著一瓶

酒，走出家門，想要尋找已經失蹤的妻子。 
居民以為吳輝光的父親掉進河水，直到一個星期過去，一個農夫在一間茅坑發現他。 
這是吳輝光第一次目睹夏天的死亡。他覺得死亡是成熟的西瓜，死亡是七彩的剉冰，死亡是

融化的冰棒。蒼蠅在周圍跳著舞蹈，貧乏的想像已經來到極限，他不知道如何形容。 
吳輝光看著天空，覺得自己置身在一個棺材，腥臭的河水是抬棺人，天空只有模糊的月光，

沒有閃爍的星星。 
陳美紅看著吳輝光的背影，不禁想到李祥誠的背影。 
「我出去一下。」李祥誠說。 
「我不會有事。」 
「我是老師。他們不會逮捕我的。」 
「放心吧。」 
 
吳輝光觀察著陳美紅的表情，不禁開口。 
「我們回去吧。」吳輝光看著陳美紅。 
「什麼？」陳美紅的手電筒對準吳輝光的眼睛。 
「我們還沒有找到他啊。」 
「不是。現在根本不行。」吳輝光繼續說。 
「你說什麼？」 
「不。」吳輝光說。 
「反正他已經死了。」 
陳美紅低下頭。吳輝光發現自己說錯話。 
「對不起。」吳輝光回答。 
陳美紅轉頭，手電筒照著流動的河水。 
吳輝光放掉船槳。 
吳輝光伸手，抓住準備離開竹筏的陳美紅。 
竹筏猛烈地晃動，飛濺的水花砸向吳輝光與陳美紅，手電筒掉入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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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輝光知道，雖然他和陳美紅沒有找到李祥誠，但是他看到熟悉的面孔，不知道陳美紅有沒

有發現。 
有一具浮屍穿著一件白色的上衣，身材高大，容貌完全呈現草地的綠色，腐敗的鼻子兩側凹

陷，像是山坡。 
它是藥行的張先生。 
有一具浮屍穿著一件黑色的西裝外套，身材矮小，右半邊的臉頰已經脫落，露出牙齒。 
它是學校的林老師。 
它們為什麼在河上漂流？ 
吳輝光想像著他們在憲兵的拖行下，來到河堤。 
他們跪下來，面對著河水。 
憲兵的槍管對準他們的頭部。 
砰。 
砰。 
然後他們的身體落入河水，激起一陣波浪，但是波浪迅速消失。 
吳輝光想像著憲兵收起槍管，回到營地，報告自己的成果。 
不知道憲兵有沒有家人。 
或許憲兵的家人已經身亡。 
或許憲兵的家人沒有過來。 
吳輝光的身體逐漸下沉。 
他沒有看到陳美紅。 
於是他大喊。 
 
「吳輝光。」 
陳美紅雙手扶著竹筏，她觀察四周，沒有發現吳輝光。 
她等待吳輝光浮出河面，河面上只有一具又一具的浮屍，河水是一輛車門無法打開的火車，

載著無語的乘客，前往終點站。 
陳美紅掙扎著，她回到竹筏上，雙手抱住大腿。 
吳輝光……。 
陳美紅抬起頭，發現月亮已經來到山頭上方。月亮沒有消失，只是朝著終點前進。 
陳美紅移動自己的位置，雙手抓著船槳。 
竹筏沒有前進，沒有後退，竹筏無法依靠自己，前往任何的地方。 
陳美紅看著水面，發現人影，她低下頭。 
「啊……。」吳輝光探出水面。他抓住竹筏，想要撐起自己的身體。 
陳美紅驚訝地看著對方。 
「對不起。」 
「你沒事吧？」她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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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久？」他問。 
「至少一分鐘吧。」她伸出雙手。 
吳輝光抓住她的手。陳美紅發覺這是一雙冰冷的手，手掌長著一層厚繭。 
「沒……事。」他渾身濕透，爬上竹筏。 
吳輝光大口喘氣，他脫掉衣服，擦乾頭髮上的水珠。陳美紅露出尷尬的眼神。吳輝光擰乾衣

服，沒想到衣服出現今夜的味道，於是他把衣服丟到竹筏上。 
「……沒人過來吧？」他擰乾自己的褲子。幸好褲子沒什麼味道。 
「沒有。」 
「我剛才遇到他了。」吳輝光低語。 
「什麼？」 
「他不在後面。」他看著陳美紅背後的河水。「他就在這裡。」 
「什麼？。」 
吳輝光的右手伸進口袋，拿出一個圓形的手錶。 
陳美紅驚訝地看著手錶，手錶的指針停在四點，差不多是李祥誠出去的時間。 
「不可能。」她盯著手錶。 
「為什麼他沒有浮上來？」 
「不。」吳輝光說。「他不在那裡。」 
「什麼意思？」 
「我剛才遇到一件奇怪的事。」吳輝光說。「我不知道你願不願意相信。」 
「你告訴我。」陳美紅說。 
吳輝光看向河水。他可以清楚地看見月光漂浮在水面上。 
「你有沒有看見？」他問。 
陳美紅瞧了一眼。 
「嗯。」她說。 
「就是眼睛可以看見。可是兩件事的關係在哪裡？所以你在水中看到光誠？」 
「不。我沒有。」吳輝光說。 
「你究竟看到什麼？」陳美紅不耐煩地問。 
「你到底看到什麼？」 
「我告訴你。」吳輝光說。 
 
雖然河水很深，但是沒有暗流。我本來想要直接回到竹筏上，於是我揮動雙腳，可是我發現

右腳無法移動。我低下頭，結果我看到一截西裝的袖子，一個手掌從袖子中伸了出來，抓著我的

右腳踝。 
我大喊，只是聽不見水中的聲音。 
我抬起左腳，想要踢開對方的手。我不知道西裝的袖子接著什麼東西，因為袖子後面只是一

團黑影。我踹著對方的手指，沒想到另外一隻手從黑影中伸了出來，抓著我的左腳。我拼命甩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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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掌，可是越來越多的手臂從河底伸了出來，抓著我的雙腳。 
我彎下腰，想要扳開它們，沒想到它們開始伸向我的雙手。我想盡辦法擺脫它們，甚至用牙

齒咬它們，然後我看到一隻手向我撲過來。一綑刺鐵絲纏繞著它的手臂，它握著拳頭，朝著我的

臉揮過來， 
我舉起雙手，想要擋住它的攻擊，它只有打到我的手臂。雖然只有一下，但是非常疼痛。我

的身體往後仰，它想要抓住我的手，於是我揮開它。它抓住我的小腿，力氣非常大，我甚至覺得

小腿可能斷掉。我發現鐵絲刺進它的皮膚，留下許多小疤痕。我仔細一看，發現五根手指上沒有

指甲，全部不見了。 
我的鼻子吐出氣泡，我的身體向下沉，而且速度越來越快。我沒有辦法反抗，只要我的手一

伸過去，它們就想要抓住我的手，而且我根本不知道它們怎麼看得見。 
水面的月光距離我越來越遠。我的鼻子想要呼吸，於是河水進到我的鼻子，我的身體。我困

在非常深的地方，只能看著月光越來越小，我覺得四周越來越暗，越來越冷，抓著雙腳的手越來

越緊。  
忽然，我看到一隻手，從我的上方伸過來。 
我只能相信，這一隻手沒有想要把我帶向比河更深的地方。我舉起手臂，不停揮動雙手，想

要抓住。明明這一隻手在我的眼前，我就是看不清楚手臂的後方。我發現白色襯衫與黑色外套的

袖子，露出來的手臂非常白，手腕戴著一個白色的圓形手錶。那一隻手抓著我的右手，開始往上

拉，於是我舉起左手，雙手握住。我覺得自己不再孤單，即使對方的手非常冰冷。 
我發現身體不再沉重。我低著頭，其他手已經放開我的雙腳，消失在水中。我不知道它們為

什麼放棄，可能它們發現一隻手想要救我，於是決定放手。 
所以我拼命揮動雙腳，往上前進。河水越來越亮，我終於來到河面。月光清楚得就像布料上

的印花，我看到一張模糊的臉在水的另一邊，五官因為河水而扭曲。只是對方的手忽然放開，離

開水面，沒想到手錶從手臂上掉落。雖然我在水中，但是光穿過水面，照著銀色的背面。 
水中的手錶，就像水中的月亮。 
我握住水中的手錶，放進口袋。我再次抬頭，已經沒有看到任何人影。只有一片黑夜之中的

月光。我揮動雙手，浮出水面，水從我的鼻子流了出來。我終於可以呼吸，可以聽見自己喘氣的

聲音。我發現我的船，可是沒有發現其他人。 
我覺得那個人就是李祥誠。 
 
陳美紅看著吳輝光撿到的手錶。 
這一個手錶的確是李祥誠喜歡的款式。 
吳輝光焦慮地看著她。 
「……謝謝。」陳美紅說。 
陳美紅回頭，發覺竹筏已經來到港口附近。許多浮屍聚集在這裡，即將前往大海。她覺得自

己無法再次見到李祥誠，但是他的最後一幕已經成為標本，而陳美紅是唯一的收藏者。 
「回去的時候，大概就天亮了。」陳美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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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輝光握住船槳，開始朝後方移動。 
他們背對大海，朝著當初的地點前進。他們不再說話，吳輝光專心地划槳，抵抗水流，陳美

紅仔細地檢查手錶，發現釦子斷掉，於是她握著手錶。 
明亮的月亮消失在山頭後方，但是東方的天空不再黑暗，即將宣告陽光的來臨。疲累的陳美

紅收起大腿，頭靠在膝蓋上。吳輝光回頭一看，發現睡著的陳美紅，決定不要打擾她。 
手臂痠痛的吳輝光放下船槳，竹筏在河上自由地漂浮。東方的天空已經染成一片蛋黃色。他

瞇起眼睛，看到遠方的一排魚船，中間狹小的位置就是他停放竹筏的地點。 
吳輝光觀察河岸，河岸沒有行人，街道的門窗緊閉。 
吳輝光看著河岸上的鐘錶店。 
只有自己知道水底下發生什麼。 
吳輝光看著平靜的河水，河水映出他的面貌。一張黝黑的臉，不過雙眼流露火花似的目光。 
蛋黃色的天空已經煮熟，一片橘色從群山之間冒了出來。吳輝光忍不住打了一個哈欠。他看

著自己的右手，覺得自己的老繭多了一層。他聞著自己的右手，只有工作而殘留的魚腥味，河水

已經洗去其他的味道。 
吳輝光安靜地等待日出。他認為自己坐在最好的位置上。竹筏安穩地搖晃，就像小時候的搖

籃。 
吳輝光抬起頭，看到一道光線從山的外側溜了出來。他凝視著最明亮的地方。 
天終於亮了。 
他不需要瞇起眼睛。早晨的太陽是一顆柔和的火球，照著吳輝光疲累的身體，照著河岸一排

窗簾拉上的窗戶，照著綠意豐滿的山坡，照著山頭後方，月亮的殘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