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
冬曙
人貴自知，但我對自己並不了
解。
今早敎授說：「弗洛伊德指出，
人有三個我，分別是『原我』、
『自我』和『超我』。『原我』的特點
是不斷地要求滿足自己的慾望，
它是個人存在的原動力，但又是
毀滅個人存在的潛伏。如果任
『原我』主幸『我』的心理，就必導
致自我毀滅。爲此，『超我』便擔
當指導的角色’用來強制壓抑
『原我』……」
我沉思他所說的每一句話，覺得
很有道理。如用這套理論來解釋
自己的話’哪一個是『原我』？哪
一個是『超我』？我怎樣才能認識
我的潛意識？我不知道，也不想
窮源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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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車中我記起若敏千盯萬囑提醒

我越想越不自在，便大力踏油門

下課後，看一看錶，與若敏的約

我今天穿得整齊一點，晚間要和

加速來宣浅我的不快，車在公路

會還差兩個小時，便到下層自修

她的朋友敍舊，我頓感煩厭起

中急馳如飛，但也快不過我腦海

室繼續寫作論文。我在圖書館借

來。爲什麼要特別光鮮一點？爲

中念頭的轉動。驀地，我看到一

了很多巨型的參考書籍’但當翻

什麼我不可隨心所欲地自己決

個人正在橫過公路，我登時轉汰

閱時，頓感泛起一股腰心來，就

定？爲什麼我要時常遷就她？這

向左，但畢竟太遲，車的尾部仍

像一個厭食者面對豐富的晚餐一

時我想起早上敎授所說的理論

撞倒了他。我手足無措，不知該

樣。我讀了數頁’覺得忍受不

來。我與若敏的愛並不深，我不

怎辦，附近又沒有公衆電話，只

了，便打算駕車出外究圈子。

知她的感覺如何，但我卻是這樣

有下車看看他的傷勢如何。

我很喜愛我的車子’它雖是二手

想。朋友說若敏如何漂亮可愛，

他痛苦地摸著大腿，我想他的腿

車，但卻是我在暑假中辛苦地賺

她愛上我是我的福氣，我唯有毫

受傷了，甚感歉意，便扶他上

來的工資，加上在銀行中多年的

無選擇餘地地愛她。後來我發覺

車’並連番道歉。他望著我時，

儲蓄而來的，當然還有我父親的

她對我很是認眞，我像欠了她什

我心頭一跳，定眼望著他，他一

資助。回想起那時拼命的日子，

麼似的，便在盡量的範圍內達到

臉徬徨。我結結巴巴地對他說：

不禁失笑起來。我望著倒後鏡中

她的要求。但現在反思，這是愛

的我，有點模糊，便用布去抹一

麼？我爲何要活在他人的世界

抹它，但鏡子已殘留了洗不去的

裏？

污漬’抹也抹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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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送你到醫院去。」

「要奶嗎？」阿倫問。

到達醫院，立即與他辦理住院手
續，又在附近買些生果給他’並

第二天，我捧著兩瓶果汁去探望

「好。」

對他再一次表示歉意。

阿倫，他的腿已敷上石膏，看見

阿倫將奶注入咖啡內，白奶逐漸

「放心吧！我真的不會怪責你

我到來，便笑著說：

化開、在黑咖啡中輾轉，我覺得

的。」他笑著對我說。

「你果然來。」

很好看，故用攪伴棒去攪動它。

「如我不來，我會內疾的。」

「你爲什還不向若敏解釋？」阿

「原來R是爲了安慰你自己罷

倫問。

我如釋重負。

了。」

厂解釋什麼？人寰處處有爭執，

「要不要我通知你的家人呢？」

「當然不是。」我連忙分辯，

總是紛耘難解。」

「我眞的想看你的傷勢如何。」

「你不怕失去她嗎？」

「不用了，他就是知道我受傷’
也不會來探望我的。」他無奈地
說。
「那麼你不會介意我明天來探望
你吧。」
「當然不會。」

「醫生說我還有一個多月才能出
院。」

我想，起初還有一點掛念她，但
在這個月裏’她慢慢地從我的生

在這個月裏’每逢我下課後便去

活圈子中冉退。逐漸地連她的容

探望他，談話內容由風花雪月至

貌也模糊起來。

我十分興奮，終於可以補救我的

內心的秘密，逐漸我了解他很多

錯失了。突然我想起若敏的約

東西，也了解更多關於自己。在

會°

這些日子裏，我最感到意外的

「哈！我這般爲你設想’你卻繞

「我有點事情要做’明天才來看

是，他彷彿與我心靈相通似的’

個彎兒罵我太監了 ° 」

你吧。是呢，你叫什麼名字？」

我心裏想些什麼都逃不過他的眼

我倆隨即大笑起來，我感到和他

睛。就如有一天，我們一同下

一起比若敏還要開心得多°

棋，他像是知道我行每步棋的用

我噪了一口咖啡’倒覺得太甜

意，並會先行截去我的去路。我

了。我想我其實較喜歡喝黑咖啡

唯有投降，說：

的’以前竟不知道。

厂阿倫° J

我趕忙駕車到約會地點，但已遲

「天子不急太監急°」我取笑
他°

了一小時，她已不在那裏°天色

「你下棋眞行。」

已昏黑得如墨澄遠’我唯有先行

他開玩笑地說：「不，我只是猜

我眺望窗外，外面的景物一片朦

回家。

到你想什麼罷了。」

月龍，原來天正下着毛毛細雨，雨

.

絲彷彿給舗子舗過，格外疏落、

回 到 家 裏 ’ 一邊守在電話•旁’ 一
邊盤算著怎樣向若敏道歉，等候

在他出院的那一天，他邀請我去

了很久，她才搖電話給我°

吃一頓飯，說是多謝我這個月來

「原來你在家裏。」聲音出奇平

的關心’我陆地慚愧起來’如不

靜’聽來像是響自海底，但淘湧

是我撞倒他，他就不用躺這一個

的波濤並不發生在海面，而是在

月病牀了。況且如沒有他’我的

海底。

生活便如以往那般呆板了。

「我有去找你的’只是遲了一
些，因爲……」

他選了一間頗高格調的餐廳’廳

厂遲了便是遲了，不用解釋°」

內的陳設幾乎全是玻璃，連地板

電話那端寂靜一片，原來對方已

也是亮晶晶的°客人很少，但透

摔了電話°我擱上電話筒’感到

過玻璃的折射’人便彷彿多起

憤怒莫名。

來°他要了一客士丹尼牛柳、雜
菜沙律’我要了一個波士頓意大
利粉、雞蛋沙律。
吃完正餐，侍應遞給了我們兩杯
咖啡。

整齊。漸漸，雨勢越來越急
終於把窗外一切景物溶成一幅抽
象的圖晝。而我和阿倫投射在玻
璃窗中的側影，逐漸的也被雨溶
掉，最後與景物溶爲一體。

五、

我看著爐內的火舌1竄。風吹得

我鼓了最大的勇氣再搖電話給若

我不愛若敏。我越來越淸楚這一

很勁，火舌糾纏在一起，紛紛往

敏。若敏的聲音很平靜，靜得我

點。但我又不能向若敏訴說我這

上竄。

聽到有點迴響。

一個秘密。她對自己太有信心

「爲什麼？」

「你還怪不怪我？」我問。

了，她以爲付出了這麼多的愛，

「•祥常常感到很寂寞，我想有你

便會得到同等的回饋。就像農夫

作伴，生活才有意思。」

四.

「不怪你才怪。」她佯嗔薄怒。

播種後，並頻加灌激，便冀求得
我知她的氣已消了，便將那天不

到豐富的收成一樣。但她並不知

通紅的火炭燒得辟辟啦啪地響。

小心撞倒阿倫的經過訴說給她

道我並不需要泛濫的愛，與其要

我支吾以對地說：「我們還有很

聽。她說要看看阿倫，並要代我

她這樣愛我’我寧願自己愛自

多事情可使我們活得有意思呀，

向他道歉。我暗裏十分感謝她。

己。•

就以我來說，我定一個目標，希

我約好二人在我家會面，若敏一

望可在學術界有所成就，於是我

看到阿倫的樣貌，驚認地說：

現在勤奮讀書，盼望未來成爲碩_

厂你們的樣貌蠻相似的。」阿倫

士、博士’甚至學術界權威。我

淡淡一笑。

朝著我的目標走，生活在我來說

在這次聚會裏，我們言談甚歡，

就是有意思的。」

阿倫給若敏留下了好印象。

他用不可置信的眼光盯著我說：

這個週末，我們三人相約到廟裏
求簽，這是若敏的主意’她說阿
倫和我前生一定甚有緣份°誰知
道結果正如若敏所說一樣，我們
不約而同求了下下簽，而簽文也
是一樣的。
若敏看過後，顯得有點志Z、不
安，並自言自語地說：「那麼巧
的。」她的不安彷彿不是•爲了我

我在倒後鏡中望着自己。阿倫坐
在我身旁，今天是他的生日，我
送了一隻狗給他作伴’並打算到

厂眞的？」我堅決地說：「眞
的。」

海灘上燒烤。他說今天要好好慶

吃過東西後，我們躺在沙灘上，

祝一番。我問他爲什麼，他只笑

新月已爬上中天。他堆了一座一

而不語，後來才感慨地說：「以

座的沙堡，然後又把它們推倒。

前沒有人會爲我慶祝生日，每個•

他說：「我實在不知道我要追求

生日我都是孤單地渡過。」

的是什麼。」

車子在公路上飛馳，兩旁的街燈

我聽著’聽著，把手中握著的一

節節往後退‘。他望出窗外。

撮撮沙，緩緩撒落在一個又一個
的蟹洞裏，讓它形成一個個隆起

們的，而是爲了我與阿倫h緣。

「這些街燈很像生日蛋糕上的蠟

後來若敏待我比以前好多了，更

的山丘。跟著，我又用手去摧毀

燭，每經過一枝就等於人生中少

收飲了她以往的脾氣°我有點受

它……

了一年似的。前面的街燈沒有

寵若驚’待她反不比以前好°有

了 ’人的生命也完了。」他語氣

一次阿倫對我說：「我的直覺告

有點稀墟。

訴我你不是愛若敏的。」我詳異

「但你還很年輕呀！況且我覺得

地看著他，他佻皮地望著我，我

人生只要活得有意思便可，還管

隨即避開他的目光，驚恐他還知
道我一些不爲人知的秘密。

它有幾多個年頭？」
「怎樣才算活得有意思？」

突然，他脫去身上所有衣服，赤
裸裸地跑到海邊，「噗通」一
聲’跳進水裏去。月亮冷冷地照
著他載浮載沉的身軀，我興緻萌
生’也跟他跳入海裏去，朝他游
過去，眼看就要追到他時，他突
然潛入水裏。我也不甘示弱，立

他追問道。

即鑽進水中。可惜海底太黑’我

我思索了一會，然後答道：「做

一點東西也看不見，唯有浮上水

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面，等待他的出現。但等了良

他默然不語。

久’還是沒有見到他的影子，我

到了灘頭’我們在附近找到燒
烤爐，便開始用火燃起黑炭°火
光映在阿倫的臉上，他旳神色有
點異樣。
他囁卩需地說：「你……可否陪我
多些？」

很驚惶，發慌地找他，直至我感
到絕望之際’驀然回首，原來他
已上了岸，正坐在燒烤爐旁。我
走到他的面前，看見他渾身是
水，神色不定，對我說：「剛才
我曾想憑自己就這樣永遠消失在
黑暗中。」我拍著他的肩膀，對
他說：「不要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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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翌曰，若敏約我到茶居喝茶，_這
是她的習慣，因她屬於嗜茶如命
的那類人。我在茶居看見她，她
的臉色不大好看’望著我說：
「你整夜去了那裏？」
「昨天是阿倫的生日’我和他一
起慶祝。」她露出不悅之色。
她向侍應要了一壺「碧螺春」°

八.

我回到家裏趕寫論文，但面對着
那些書，又感到煩悶透頂。突然
我想起今早若敏在茶居所問的問
題，我想着想着，覺得有點倦
了，便伏在書桌上小睡一會。
夢中，我跌進一個迷宮裏’全是
彎彎曲曲的道路。我聽到前面有
腳步聲’便跑上前看’但轉了一
個彎又一個彎，還是看不見他的

在醫院裏，我正好遇到一個警
員。他說他向途人査問了意外的
發生。途人說，他的狗驀然跑掉
了，他追牠。車子驶來。他捉住
了牠。車子閃避不及，他逃不
了，卻仍用身子去保護牠。
我走到他的病房，坐在他的身
旁’他奄奄一息。醫生說他們已
盡全力。我望著他傷了的臉，不
禁鞍較地流下淚來’在他的面頰

我爲了使她忘記剛才的不快，便

影縱。我累得坐下來，前面的腳

立刻轉個話題，問她：「很奇怪

步聲也戛然停止，才省得這是自

而別緻的名字，是怎樣得名

己腳步聲的迴響。

的 」

醒來時已是午夜時分。我去洗一

她一向對茶頗有認識，聽見我虛

個臉，抖擻精神，準備繼續我的

心求敎，便促促而談：

論文。，突然電話響起，一種不

「碧螺春是皇帝茶的其中一種，

祥的預兆驟然而生，這麼夜還有

我駕車默到前夜來過的灘頭’環

有詩云：『梅盛每稱香雪海，茶

誰搖電話給我？我拿起電話筒。

顧 四 周 ’ 一切景物依舊’但往事

尖爭說碧螺春。』可見它的矜

…——「這裏是瑪麗醫院……」

卻已灰飛煙滅°我望著茫茫大

上深深吻了一下。

貴。由於茶葉呈『螺』狀，而泡成

海，突然感到我原來是多麼的寂

的茶湯是『碧』綠色，『碧螺春』因

寞、孤獨°沒有了阿倫’就彷似

此而得名。」

九•

生命中欠缺了甚麼似的°我往後

我對這些沒有多大的興趣，只要

我望著倒後鏡中的自己，面色死

的日子應怎麼辦呢’我感到無名

她忘記先前的不怏便如願以償

灰。我要以最快的時速趕去醫

恐懼。我不想再讀書了 ’不再追

了。她說完碧螺春的得名後，果

院。醫生說他被車撞倒°車在公

求什麼目標了 ’我R想不要這樣

然已忘掉了不快，還興緻勃勃的

路上飛馳。但我的心卻想停下

的空虚。我想起阿倫來，想起他

將其他稀奇古怪的茶名也一一道

來。我也曾撞倒過他。臀生說他

的一句話：

來。我看見她說得起勁，便不好

病情危殆。我的汗流了滿臉。不

「我眞想任自己就這樣永遠消失

意思打擾她。說完後，她突然用

是汗。是淚。

在黑暗中……」

挑戰的眼神望著我，問道：「有
一種茶與你的性格很相似的，知
不知是甚麼茶？」我想了又想，
但還是猜不到。她看見我迷惑的
表情’便失望地道：「算了。」
我看着茶杯中的茶葉慢慢的往下
沉。

感情細職，敍述三人間的關係委婉動人’文筆甚佳
一一馬森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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