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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書評

我等的不是咖啡是你已飄散的心  Dosmos

   每個人都在等一個人，你是
否也在等一個人呢？在寂寞的夜
裡，寂寞地泡在咖啡因裡。
   我覺得阿拓是位值得深交的
知心好友，阿拓的眼睛跟所有人
都不一樣。他單純地希望每個人
都能幸福，他幾乎沒有煩惱，或
許你我身旁都有如此的朋友，傻
傻的，沒有心機，在你我眼中都
是位開心果，但這種人卻也常成
為大家欺負的對象，像阿拓就常
被他的朋友損他，他的女友被個
拉子搶了，但他卻毫不生氣，相
信這樣的大氣是我們學不來的，
所以希望大家多珍惜像這樣的朋
友。
    雖然思瑩是位外表不起眼的
半工讀高中生，放學後就到咖啡
店上班，下班回家便繼續拚學測。
你可能覺得她怎麼能當主角呢？
但阿拓可不這麼想，他覺得思瑩
是一位很有正義感，很有勇氣的
女生：不但救了阿拓，還教他騎
野狼125，並且常常請他喝咖啡、
跟他看電影、還猜對了金刀嬸的

菜名，再怎麼平凡的人，在愛你
的人眼中，就是不平凡的。
    不論是書籍或是電影，都為
自己帶來許多的的感觸和想法以
及省思，我也發現書中字裡行間
隱藏著作者的用心，〈每個人，
都在等一個人〉相信光是這句就
早已讓浪漫的少女們聞之風靡了
吧！但九把刀的浪漫可不只這樣
呢！就像〈缺口〉歌詞裡所寫的
「想和你一起撐傘，漫步雨中，
默默牽手走過」這歌詞的意境，
相信也說中了許多失戀而難以言
喻的朋友吧！
    人們總是不懂，不懂得珍惜
自己身旁的一切，理所當然地忘
記在風雨裡一直默默守護的人，
女主角一直認為澤予是他心中所
等待的那個人，直到阿拓不在時，
才懂自己喜歡的人是他。人，總
是在失去時，才知道珍惜，但沒
有在對的時間把握住機會，那麼
剩下的，只會是無限的懊悔與空
虛了。
   愛情就是走了一個，忘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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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來了一個，就再愛了一個，
期望現在認定的人會是對的人，
也期待你發現我的愛，但一切要
經過時間的淬煉，如同楊過和小
龍女，等了 16 年還是深深的思念
著對方。等待，往往讓人煎熬，
但若等待的結果若是美好的，這
苦澀便也無風雨也無晴了，我想
這就是這本書的精髓之處吧！
    品嘗咖啡，就算最普通的黑
咖啡，也深邃而又耐人尋味，直
至你發現撲鼻而來的咖啡香時，
你已經上癮了。咖啡就像愛情一
樣，永遠不知道我們品嘗的下一
杯是苦澀的，還是甘甜的？苦澀
的，耐人尋味；甘甜的，甘之如
飴，是福是禍，我們也不知道，
就像在賭博一樣，不知道該不該
放手一搏呢？但是直到了某一
天，某件事，某個人，值得你擁
有的時候，就請不要放棄那一份
絕對，讓他成為我們生命中的永
遠吧。
    我們亦是如此吧……不論是
感情，課業上的困擾，或許遇到
瓶頸，障礙時，是心酸的，但回
想自己一路走來的困難，煉成的
淚水幻化成勇敢的力量，成為自
己繼續向前的動力。〈等一個人
咖啡〉讓我學到了許多人生哲理，
值得我們去探索，去發現，這真
是一本充滿正面能量，值得受到
肯定的好書！

   家，是溫馨的處所，是每個

人可以避風遮雨的港灣，是每個
人在受到挫折、受到傷害時療傷
的地方，家，是永遠安全，永遠
值得你依賴的地方，當你有任何
不順心、不如意的事，永遠會有
一個聽你訴苦的地方，讓你不再
擔心受怕。不管正處哪個時期，
回家的路途，總是使我感到漫
長……
    小學時，基於我家離學校的
距離需跨一個鄉鎮，於是就開始
我的搭公車通勤之旅，每天就如
同準時的上課鐘聲般，搭上固定
一班車回家，連司機大哥都知道
我總會在哪一站下車。半小時的
路程，足夠令一天貪玩的我酣然
入睡，爾後醒來的我，發現窗外
景色竟如此陌生，果然！我在一
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坐過頭了，
好在好心的司機大哥想方設法讓
我平安回到家，也深怕我緊張害
怕，還不時操著一口流利的客家
話說著幽默的趣事，第一次的睡
過頭經驗令我至此難忘。當時我
與家的距離只隔著半小時的車
程，但我卻獲得其他人沒有的公
車回憶簿。
    國、高中時，基於我家離學
校的距離變成需跨一個縣市，於
是開啟我每個禮拜的搭火車之
旅，每個禮拜固定的時間站在月
台黃線等候，雖然羨慕過通勤生
或走路上學的同學，只要放學就

我與家的距離  Amy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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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去同學家玩耍，但國、高中
時期，常常放學跟同學約去校外
活動、吃晚餐、夜市，每每越聊
越起勁，也豐富了我的青春回憶，
既有次因為貪玩多待了幾分鐘，
快要趕不上發車時間，但為了不
想再等下一班半小時後的火車，
我竟追著火車跑！心裡想著徒勞
無功的我，竟看著火車慢慢停下
且還把車門緩慢打開，心裡無不
驚訝不已，但也十分感謝站長。
當時我與家的距離隔著兩小時的
車程，但我卻有著不同於通勤的
住宿回憶，這些養分滋養著我成
為更獨立自主的人。
   升上大學，又是一個新的階
段，我與家的距離竟變為跨越一
個台灣海峽，雖然不能像其他學
校的同學一樣，只要想家，每個
禮拜就可以回家一次，雖然偶爾
還是想起爸爸的寵溺、媽媽燒的
一手好菜、哥哥的拌嘴，但在不
同環境下成長，體驗和感受也相
當多元，如金門的交通、金門隨
處可見的海邊、金門突如期來的
陣雨……等。雖然我與家的距離，
現在要仰賴飛機這個大眾運輸工
具，但也因為這些原因，讓我徹
徹底底必須了解金門這個史地文
化，也讓我們這些異地學子有更
深層的體悟。
    不同的際遇，造就我有不同
的經驗，以離家的距離為出發點，
我有了搭公車睡過頭的蠢事、追

著趕火車吃力不討好的苦事、等
托運行李等到天荒地老的經驗，
家，是一個就算沒辦法每天都回
家的地方，我與家人之間的距離
還是不會因此變遙遠。

呼喚  Cosmas
   小時候走丟，因為沒有地圖

而找不到家，路牌上的字認得的
也屈指可數，膽小如鼠，也不敢
開口問路人，我走得很慢，與匆
匆來去的大人成了強烈的對比。
後來，僅依著腦海熟悉的那幾個
店家招牌，勉強想起了家的位置。
   長大後迷路，也不再感到如此
害怕，無論 Google Map 帶你繞了
多遠的路，始終會跟隨著導航，
漫漫回家。
   走錯了路，就好像人生迷走於
岔路上，當下會是那樣的徬徨，
向左向右都不是，更別提，往前
去找尋一個沒有命名的目的地。
   以前畏懼迷惘，因為就算當下
有目標，那段時間也提不起勁去
做事，好比你寫著「今日事，今
日畢。」給自己，但卻依然像攤
爛泥一樣，想懶懶地躺在床上耗
上一天，整天煩惱亂竄，連睡眠
也不放過，是那樣的可怕日子，
誰會想花時間特地去渡過呢 ?
   但如同船隻行駛在海洋，無可
避免大風大浪，才會寧靜的輕靠

兄控日常   白聿

四格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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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去體會
那些挫折所帶來的出口與成長，
它們似乎逐漸從排斥進化成了順
應，換了個想法，變成了一個必
經的方向。也許我們會在那段日
子大哭一場，埋怨自己，但最終
依然會任由內心所有的波動，而
漂至一個能讓自己繼續向前的轉
乘處，成為了一趟不可思議的旅
程。

   最近想著，人的一生中應該都
佩帶著一顆星，正閃耀著當自己
的嚮導，它讓你不至迷困在茫茫
人海的混雜，而領著你去心中最
渴望的地方。
  北極星點燃了旅人回家的希
望，大海豐富溢滿了整個盛夏，
渺小事物升值了珍惜，是心裡最
深沉的願望在呼喚著生活，成了
碩大的力量，不斷在微加著動力，
撐起了過去與現在，內心的所有
好與壞都真誠的面對吧，我想以
這樣的話語，呼告著無法猜測、
似近似遠的未來，與站在那的我。

二月四號。

　  簽書會場，人滿為患，各個
手上抱著書本排排站好，與隔壁
的人聊天，相談甚歡，貌似四肢
都不夠用地比劃著。須臾，對方
猛然激動地抬起食指抖動著，嘴
角毫無掩飾往上勾去。

  「來了，她來了！」

　  沿著指頭望去，一位身穿簡
便Ｔ恤搭配牛仔褲的女子出現在
眾人的歡呼中，更有人忍不住尖
叫，用力向前擠去，只為了看女
子清晰些，不料卻因此跌倒出糗。

　  場面瞬間安靜下來，所有人
皆把目光移到這個意外的插曲上
頭，那人慌張無比地想馬上站起
身子，可誰知＂惜春＂老師快步
來到他的面前，溫柔地將他扶起，
並對他微微笑後旋身而去。

    速度如此之快，大家都未反
應過來，老師已走到前方就位，
場面頓時又恢復最初的躁動了，
拉開了活動的序幕。

    惜春是她的筆名，外貌普通，
身材普通，平凡到走在路上也不
會被人認出來的程度，但是現在
的她卻是讀者們心中的大神，她
的第一本書「韶光」賣到缺貨，

惜春  瑪薇絲

小說

幫行李買了一張豪華郵輪的頭等艙
再搭著廉價航空在世界各地來往
反正，心
只會在一個地方

看見日落的港
沒有日式風格的淒涼
更沒有老軍艦護航
只有機油噴出的海口腔
幾分悲涼
卻也不是無處安放

那是我們一起走過的地方
一起躺過的床
一起洗脫過的罪狀
如今卻只剩下我一人在等待行囊
算了吧
入秋之後
閉上眼睛等天亮

入秋之後，等天亮  Chester

能不能有一葉扁舟 
為我乘風 昇華寂寞 
乘載一窩流連忘返的鄉愁？ 
 
能不能跨山跨海跨越沙漠 
讓無遠弗屆的溫柔 不斷收縮 
沉積在被震碎的時間洪流？ 
 
能不能不去在乎歷史長河裡的蹉跎 
拾起散落沙場的灑脫 醉臥 
做一個永遠醒不過來的夢？ 
 
幻想自己身處蓬萊仙島 
自在逍遙 
觀我山水之浩 
不理紅塵喧囂 
想我隱逸山林之高 
不論江山社稷之遙 
 
喟嘆—— 
那些年頭在外闖蕩的浮雲遊子輕喃 
慈母手中線織過已是千載 
而後清明上河僅存高樓摩天 
回憶殘存成念 熬過忘川煮水 
猶如曇花一現 只在午夜夢迴

空  彧諳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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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相遇，但男孩有著出眾
的外貌，女孩只是長相平庸的普
通人，本該是平行線的兩人卻是
因為吃錯便當相識，如此荒謬。

　  男孩叫鍾宇春，待人落落大
方，熱情四溢，就是一個相處起
來相當舒服的陽光大男孩，孟昔
則為女孩之名，給他的第一印象
是淡漠寡言，觀察後才發現她只
是悶騷，現實不太與他互動，網
上的嘴砲功力堪稱精彩絕倫。

　  兩人在網上可說是知己，互
吐苦水，也分享生活趣事，就像
筆友一般，但鍾宇春卻在某陣子
消失了，在現實也找不著他。既
不是考試週，也不是營隊及系上
的事情，社團也不來了。

　  他到底跑哪去了？她感覺有
些莫名其妙。

　   然而，孟昔並沒把這件事太
放在心上，這是正常的，很多緣
分皆是如此，到了盡頭就是結束，
簡單明瞭。

　   某天三更，一通緊急的手
機鈴聲將還沉浸在睡夢中的她吵
起，一接通就是壓抑的啜泣聲，
這可讓她整個人都嚇醒了，來電
者正是消失已久的鍾宇春，她連
忙關心、安撫、開導、陪伴，就

連連佔了幾個月暢銷排行榜上的
第一名。
    「韶光」記述許多不同故事，
相當新穎又多變，大多內容都是
青春洋溢的學生時光，好笑又帶
著溫情，逼真的劇情宛如真人真
事一般。當然，有人便問她為何
有這些靈感？或者說，故事皆是
真實改編？

　  聞言，惜春搖了搖頭，發問
者有些失望，不失禮貌地道謝坐
下，來來回回與讀者們交流，活
動不知不覺將邁入尾聲，大夥兒
都有些捨不得地與她握了手、要
了簽名，她這個鬼才猛然丟了個
意外插曲。

　  「突然想說個故事，不知道
各位給不給個面子？」她笑問。

　  一旁的編輯蹙眉輕聲地「喂」
了一聲，要她注意自己在幹嘛，
而她只是掃了一眼腕上的錶後，
對編輯笑了笑，低聲回，「不會
太久，我等下有約。」

　  她就是這麼胡來，每次都不
按牌理出牌，也不知道是向誰學
的，不過眼下的狀況不是能收回
話的時候，倒不如讓她速戰速決。

　  故事的開始是兩個１９歲的
孩子剛上大學成為新鮮人，因為

橡膠彈漫天飛舞
在天空劃出美麗的膛線
我努力說服自己
他們只是走錯了靶場

催淚彈彈殼遺落
上面寫著請勿向人發射
我努力說服自己
他們只是射歪了目標

我想我瞎了
我分不清誰是穿白衫誰是穿制服
我想我瞎了
透明的空氣佈滿了白煙
我想我瞎了
漆黑的柏油路被我看成了鮮血的暗紅
我想我瞎了
我看不見這座城市的希望和自由

幻覺  Chester

審訊早已結束
推開束縛 心未能得到安撫
靜默難以入眠
一個鐵籠裡的臉
一座城市煙霧繚繞
何時才能接近破曉
對於自由 本以為是理所當然的要求
現在仍然如此堅決

急診室內的希望 迫切挽救還來得及
即便社會把我置入思想的毒氣室裡
我也依然會再霾裡尋找呼吸
我知道 語言想勸阻子彈
並沒有 理想所想的如此簡單
那就給我火苗
不求多寡 只求綻放

怒放  許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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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陪到黎明，還陪了他好一陣
子散心，那些日子她的綽號就是
熊貓，而失魂落魄的鍾宇春，在
走出情傷後被玩笑為春不斷。

　  很可惜，兩人並沒更進一步，
事隔一年被孟昔拿出來說嘴，鍾
宇春只坦言無比神奇，那時遠距
離的女友猛然提分手，他因此傷
心欲絕，過著失魂落魄的日子。
那天滑著手機恰巧看到孟昔，倘
若沒那通電話，他可能已經是頭
條版面上的社會新聞了。

　  「老實說，妳是不是很開心
接到我的電話？」鍾宇春不為人
知的一面露出，就是自戀到爆錶
的自信。

　  「開心屁，我只感覺看了驚
悚片。」孟昔習以為常地回以白
眼。

　  聊著聊著，也從大一聊到大
四了，途中經歷了報告選隊友的
眼光訓練，以及實習與打工的糗
事，最後則是鍾宇春常被困擾的
問題—追求者多如毛。除此之外，
鍾宇春最常開啟聊天話題，分享
了許多故事，有自己的也有別人
的，還會白目地吊她胃口，最後
總被她唸神經病，他才乖乖投降
認輸。
　  鍾宇春不為人知的一面伴隨

著時間，一點一滴曝露在她面前，
個性相當孩子性，喜歡惹她生氣，
比如看了某部上映中的夯片，他
看完後揚言要劇透，嚇得她差點
把他封鎖。

　  「我沒在開玩笑的，男主角
最後會……」

    「我也沒在開玩笑，我真的
會把你封鎖一輩子。」孟昔驚慌
警告。

　  就在她下一秒就要按下結束
通話，他又突然抽風問她要不要
一起去看那部夯片。

　  「你不是看過了？」孟昔不
解。

　  「不能二刷？」鍾宇春一貫
以疑問句回覆。

　  「錢真多。」

　  鍾宇春豎起食指至於她的面
前搖了搖，嘴巴嘖了幾聲後，勾
起一抹＂受不了你＂的無奈笑
容，「這是投資的概念。」

　  「……」結果結局爛尾，她
從此認定鍾宇春真的是神經病。

　  基本上，他們總是形影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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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是下著的
當我在這片狹隘的海峽
風發狂地要把窗戶打破
我知道
它是要我逃
它是要我停止前往那座我不愛的島
它是要我別過頭給我愛的人一個擁抱

雨是下著的
當我直視那塊悲傷的懷錶
時間在顯現我遠離的速度
我知道
它是要我停
它是要我走入我們那些愛的回憶
它是要我把和你擁吻之時變作永恆

雨是下著的
雨是
一直下著的
我知道是全世界都在替我落淚
我知道是悲傷把整片海峽變得朦朧
雨是下著的
雨是
不停下著的
這場雨
沒有機會停

今夏無妳  Chester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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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出去玩一定有彼此相伴，旁
人都以為兩人終於有一撇了，孟
昔的回應只有搖頭。事實上，鍾
宇春曖昧地向她告白無數次，明
的暗的都來，她都是技巧性跳過。
不是欲拒還迎，而是她認為愛情
沒什麼必要性，加上他又是萬人
迷，她肯定備受挑戰，還是當朋
友好，反正彼此都很習慣。

　  一直被拒絕的鍾宇春也很氣
餒，他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遇到
讓他這麼絕望的對象，連他前女
友都沒這麼難追，他到底在找什
麼樣的苦頭狂吃啊？

　  「痛苦就放棄啊。」朋友事
不關己道。

　  這個抱怨他的朋友已經聽了
不下百次，每次這樣建議鍾宇春，
還不是死不放，叫他繼續加油，
他就又會有更多苦水要吐，真的
都是來找朋友說心酸的，兩人都
被煩到快抓狂了。

　  「沒辦法，我就喜歡她。」
他無奈地仰頭吶喊。

　  時光荏苒，大學時光終究走
到了尾端，他偶然還是會以撩她
當日常，而她一樣迴避，在這樣
的相處下，他也被訓練出鋼鐵心
了，每天還是不忘回她訊息。

　  直到某天，鍾宇春整整一天
沒回覆孟昔，感到奇怪的她，從
貼圖到文字，最後則是電話，對
方都沒讀沒回，這不禁令她憶起
當初消失的鍾宇春，她昨天好像
又拒絕他的告白了。想到這兒，
孟昔緊張地奪命連環 call。

　  「喂？」

　  最終，孰悉的嗓音迴盪耳畔，
懸在天邊的心才緩緩下降，孟昔
這才問他忙什麼，人也找不著，
幹什麼大事業去了？

　  然而，得知答案的她又是一
個不能理解，張大雙眼後又試著
用手撥開緊皺的眉頭，盡量保持
平穩的口氣問，「幹嘛突然跑去
金門？」

　  「就……瀏覽網頁看到廣
告。」他無辜地回答。

　   聞言，十字青筋從孟昔的太
陽穴突起，鍾宇春的不按牌理每
次都能成功惹怒她，她的音調降
低了八度，冷冷地問，「……所
以你就這麼一聲不響離開？」

　  似乎感受到她的怒意，另一
頭的他尷尬地勾起嘴角笑道，「也
才一天而已……」
　  接著的是一陣的沉默，鍾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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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相當不舒適。

　  孟昔答應鍾宇春要接機的，
她一大早就準備好妝容衣物了，
其實她一直偷偷學習如何穿搭打
扮，就是為了讓他看到她漂亮的
一面，今天她終於有理由學以致
用，她想告訴他，她很想他。

　  提早到了機場外等候，一想
到將要相見，她掛起好看的笑容，
心裡甜滋滋的。然而，那一天她
遲遲未見到他的班機降落，也未
等到他的人，她的笑容隨著手機
震動的次數，一點一滴下垂。

　  一則接著一則命人不安的消
息掩蓋過她所有情緒，懸在天邊
的心，也隨著時間殞落，埋入深
淵。

　  飛機墜毀於基隆河，生還者
的名字裡，沒有鍾宇春。

　  哭也哭了幾天，她行屍走肉
地望著搜救隊們在冰冷的河水裡
來來去去搜尋他的屍體，世界彷
彿只剩她一個人。當所有人都快
放棄搜救時，她對著偌大的基隆
河大聲哭喊，「膽小鬼，快回家！
不是說好要給我告白的嗎？！」

　  奇蹟大概就是這麼發生的
吧，鍾宇春回家了，而不眠不休

等待他的孟昔也不堪身心疲憊，
失去意識。

　  他們似乎在夢裡相遇了，鍾
宇春對她苦笑道，『幸好妳叫我
回來後告白。』
　  沒有安慰，沒有對話，只有
微笑道別。
　  『再見，我的青春。』
　  然而，孟昔在淚水中醒來，
放聲痛哭。

　  畫面回到人滿為患的簽書會
會場，大夥兒專注聆聽惜春分享
這則簡短的故事，最後仍是溫柔
的微笑道，「女孩不想忘記男孩，
便把他說過的故事記下並分享出
去，彷彿感覺男孩還在她身邊。」

　  「請問這則故事……是您的
親身經歷嗎？」讀者嚥了口唾沫，
鼓起勇氣提問。
　  多雙好奇的雙眼黏在惜春的
身上，就連編輯也驚訝地張嘴望
著她，她輕輕一笑，「當然不
是。」

　  所有人頓時鬆了口氣，惜春
卻揹起包包表示有事要離開了，
編輯來不及追上，大聲問她要去
哪做什麼。打住腳步的她輕輕吐
了口氣，旋身露出幸福的笑顏。

　  「抱歉，我還得去接機。」



98

春有些疑惑地喚了她的名字，她
才再次開口問他何時回台灣，還
是乾脆就不回來了，語氣雖然沒
有了嚴肅之氣，卻仍是透出一絲
不滿。

    「2/4，我還是會回去包紅
包～」他也放下緊繃的心玩笑。

　  「包給我啊？」孟昔露出不
易察覺的微笑。

　  「作我女友就包給妳～」鍾
宇春訕笑，一樣嘴炮。

　  這次孟昔沒逃避他的問題，
不承認也不否認，告訴他自己會
撥空接機，這樣的反應讓鍾宇春
懵了，但想想她可能只是突然抽
風，不知道又要幹嘛，但整他的
機率很大。

　  「就這麼迫不及待想見我
啊？」鍾宇春操著噁心的語調問。

    來啊，互相傷害！

　  「……」

　  「放心，朕不會虧待妳的！」
他燦笑道，「一定給妳帶回很多
菜刀！」

　  「……你知道反派死於話多

的道理嗎？」

　  「正派反派哪個沒差，最後
都是栽在妳手裡。」鍾宇春厚臉
皮的程度與心臟鋼鐵化成正比，
笑著反問，「不是嗎～？」

　  手機的一端傳來她止不住的
偷笑聲，好氣又好笑地說道，「貧
嘴。」

　  鍾宇春沒說什麼，漫步於寥
寥無人的碼頭，與她分享夜空的
星辰很美，卻打住了下一句，與
她一樣，美好又遙遠。另外，這
兒還看得見對岸的夜景，別有一
番風味，他揚言下次帶她帶這兒
度假。

　  「嗯，說好了。」孟昔笑著
掛電話，可她沒想到，下次聯絡
卻是後天。

　  鍾宇春又消失了，連一篇限
時動態都沒有，電話也打不通，
灌爆他的聊天室更是徒勞，孟昔
第一次感覺這麼惶恐無助，一顆
心又懸到天邊，通常他都會秒讀
秒回，前天是為數不多的例外，
那昨天與今天是……？

　  緊張、不安、驚愕等複雜情
緒湧上心頭，她又回到他離開台
灣第一天時的狀態，壓抑到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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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

　  但下一刻，鍾宇春的來電讓
她的恐慌得到救贖，一頭又傳來
一如既往的開朗笑聲，原本憤怒
不安的情緒霎時煙消雲散，可接
下來的話題並沒那麼輕鬆，他說
那晚他出車禍了。

　  「車禍？！」

　  「嗯，不過是自摔。」

　  「怎麼會？」她忍不住蹙眉。

　  「有隻牛突然衝出來……」

　  語畢，鍾宇春自嘲地大笑，
接著開始少之又少的感嘆，他告
訴孟昔這幾天的他生死一瞬間，
差點就要被後送回台灣了，語氣
相當風淡雲輕，另一頭的她可沒
這麼平靜，一顆心緊張地急速跳
動，屏氣聽完他的話，想罵他卻
又深知這不是他故意的。

　  不等孟昔開口，鍾宇春再告
訴她，他對很多事看開了，不想
再執著於不屬於自己的緣分了，
到頭來可能還是一頭空，也許隨
緣是最棒的選擇，他表示會再向
她告白，真心誠意、認認真真地
向她告白，就當最後一次，之後
就不會再騷擾她了。

此時，孟昔緊著的心像是猛然被
抽空了一般，她突然感到有些無
力，好像有什麼東西要不見了。
即使如此，她還是維持一如往常
的冷靜，作出最重要的判斷。

　  「嗯，我等你。」
  
　  這一次的答案明明白白，出
乎意料之外的不是拒絕，也不是
打哈哈，鍾宇春沮喪的情緒彷彿
看到一線曙光逐漸擴大，整顆心
田都明亮了，心花怒放地揚言馬
上回台灣執行任務。

　  「反正再幾天就是 2/4，你
就在金門多玩幾天吧。」

　  「不行！萬一妳反悔怎麼
辦？！」好不容易得到的機會，
他豈能輕易放過，他現在就要告
白。

　  「誒，誠意呢？」

　  「我明天就回去！」他說得
認真，沒有半點虛假。

　  最後他還是敵不過孟昔的威
脅，為了當她以後免費的導遊，
他的任務是跑完所有景點，買了
一堆伴手禮興奮搭上幸福的航
道，但在幸福面前貌似總會有荊
棘阻擋，今天的飛機異常晃，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