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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度 

                                                             文/楚卿 

名作家楚卿，三十四年来写作不辍。他短篇小说的特色，就是不用第一身称的「我」，也非第三人

身称的「他」，而是开口便是「你」。这个「你」不是接受聆听故事 的人，却原来就是故事中的

「我」，或「他」。这篇「二度」写二度友谊、二度爱情的获得，都由菩萨保佑。情节迷离，引人

入胜。  

你往大椅坐去，双褪舒展地放著，桌上茶杯，热气腾腾，外面的闪光和面的灯光使腾腾的热气像一

楼烟往上飘著。 

女儿、外孙一走，满屋子寂静。初春时节，寒风劲雨，屋子显得更冷清。夜逐渐深了，雨越发大了，

银蛇在窗上飞舞，雷声隆隆。突然，震动屋子的雷声间歇中，一声紧急的呼救。「瑞玉，救我！」 

你跳了起来，报纸摔落地上；环顾四周，心在砰砰地跳著。灯光明亮的客厅静悄悄的。你迅速穿过

卧室、厨房、浴室和其他房间，但悄然无声。  

走近窗边，怀著畏惧，望著楼下的街道。雨，攻击著窗子，街灯亮著，除了风吹树动，什么也没看

到。 

发抖的双腿，带著你回到椅子，拾起报纸，放在膝盖上，想著刚才一定打了瞌睡，那种呼救一定是

虚幻梦境。你的脉搏逐渐缓慢下来，心也舒坦多了；但是，就没法集中注意力再事阅读。 

杨丽琼，你最好的朋友，她家搬到你那时住的地方，两人都才十二岁，直到 －－ 直到什么时侯?你

已记不得了，事实上你们已经三十三年没见面。十六年前最后一次在电话发生激烈的争执以后，就

断了音讯，逢年过节彼此连卡片都没寄过。 

三十三年前，八月的一个下午，大你五岁的哥哥露营去了，母亲忙著经营花生生意，你感到无事可

做，走了出来，走到学校，走过操场，在并排的秋千中一架上坐著，脚在沙坑钩画著。 

一阵吱吱的秋千声，你转过头去，一个从没见过的女孩望著你。她瘦瘠瘠的，稀疏的头发剪得长短

不齐，有点像男孩，苍白瘦削的睑上嵌著一双巨大的眼睛。 

「嗨！这是高级小学吗?」她张大眼睛。 

「不，这是警察局，他们正在找寻你。」你说。 

她的脸上泛著殷红，没说一个字，转身就跑了。 

你随后追去，「嗨，就不能开开玩笑?嗨，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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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操场转角地方停住。 

 

你追上了，气喘呼呼，「对不起，我只是开玩笑，你就吓著了?是的，这里是学校。」 

那双大眼睛研究了你好一会，然好顽皮地露出一笑，「我才不相信是警察局，是经察局又怎样?我才

不怕他们找我，只是－－，唔我叫杨丽琼，家刚搬来这，我一个人也不认得，我们做个好朋友，好

吗?你叫什么名字?」 

她的笑意开朗了你的心灵，你那起她的手，紧紧握著，「我叫赖瑞玉，你几岁?」 

你们同年，她大你八天，於是由她请客，在一个小小卖削冰的摊上开始了你们的友谊。她特别告诉

你：「这钱是我姑母给我的压岁钱。姑父去世，姑母住在礁溪，开了一家叫贵妃的温泉旅社。姑母

的名字叫慈姑，真的好慈爱，我的父亲是她带大的，我们将来到那去泡温泉，好吗?」 

当 然好。那天以后，你们经常在一起。她喜欢来你家，你母亲爱笑而快乐，自己种花生，自己煮来、

炒来卖，常常把一把热烘烘的花生往她手塞。你父亲是个货车司 机，一出门就是好几天，在家的时

侯，母亲就不那样忙进忙出，挨著他坐在桌边，无终止地为他冲茶倒茶，听他说些外面的事情。 

你在父亲身边变得羞涩起来，父亲也一样，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是不再把你往膝盖上抱去。当

然，也不知道你的心情、梦想。父女情虽深，突然拉开的沟渠上架不起桥梁。 父亲在家休息，丽琼

来的时候，你会兴起莫名的妒忌。她很快就学到和你父亲逗乐顽皮、伶牙利齿，而你的舌头却打了

结。 

那是刚开学不久一个灼热的下午，你们正懒洋洋地坐在你家门前的台阶上，你问，「为什么不带我

到你家去?我要看看你家在那。」 

她狠很地看了一眼自己从破了的运动鞋里伸出来的脚趾，脸红了，然后抬起头，挑战似地，「好吧！

去看我的破家。」 

租来的房子，又小又破旧；你们溜进门的时候，觉得是比你家脏乱得多了。你在小过道上站著，

「来吧，我妈妈不会咬人的！」 

你们走进客厅，藤椅坐著一个中年妇人，呆呆地望著墙壁。 

「妈，这是赖瑞玉，我向你说过的同学。」你叫著杨妈妈。 

瘦小苍白的杨妈妈，望了你一眼，没有说话。 

你在客厅逗了一会，她说：「我们到外面去吧。」 

你们在后面一棵巨大榕树的浓荫沈默地站了一会。 

「我猜想，我妈今天的情形很好，我不要你到我家来，因为我无法告诉你她会怎么样。除了不咬人，

她什么都做得出来。父亲说她病了，我知道那是由於她成天喝酒。」 

你不知道该怎么说，但知道她为什么喜欢到你家，喜欢盘桓在你父母身边的道理。 

上初中是你梦想的事情。你一直没有朋友，现在你既上了初中，也有成天在一起的朋友，觉得无比

的满足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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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三上，你俩好喜欢新来的音乐老师马维良，半个学期里，时时刻刻都在计算马老师向你们的微笑、

点头、皱眉的次数。马老师又年轻又英俊，教唱歌的时候，那根小 小的棍子像魔术棒，一挑就有蝴

蝶飞起，一点就飘来花瓣，而你们总是故意闭著眼睛，让蝴蝶飞上你们的头顶，让花瓣落在你们的

脸上；但是，那个学期还没结束， 马老师就和一位英文老师结了婚，你俩至少有两个星期痛苦得难

以宣泄，相拥而哭。 

初中最后一个学期，五月末的一个清晨，她钻进你家，你的母亲正在享受早茶，你从浴室出来，打

著呵欠。 

「什么事情，丽琼?」你母亲的猛然惊觉，问著。 

它哭著到了你母亲身边，说她家要搬走了，她父亲已失业，要搬回花莲她母亲的娘家。「爸说，妈

回到那会好一点。」她垂著头。 

最后一天，日暮之际，你俩到运动场上，那个奇特而美好的时刻正由白日滑成黄昏。你俩坐在秋千

架上，轻轻地荡著，红色的天空溶入灰蓝，然后星星出现，你俩对著星星，分享著彼此的秘密和愿

望。 

「我从没有像你这样的朋友，你却要走了。」你说。 

「等我们毕业了。」她捏住你的手，「我们去台北或其他大地方，一起租间房子，好不?」 

从她热切的声音，你想到这个梦想比星星还遥远。毕业，那该是指高中高职而不是指现在的初中，

不只还有三年时间，还要看能不能考上。 

你们静静地坐著，阴影爬黑了运动场，你握紧她的手，「你会写信给我吗?」 

她正正地转向你，朦胧的天光，她的眼睛像两颗陨石，几乎向你坠来，「当然，我要每天写信给你，

告诉你所有发生的事情，不过那是个小地方，不会有太多的事情。」 

「希望你妈妈很快好起来。」 

「我们来作个认真确实的约定。」她避开你的话，一双手捧住你的一只手，「我们发誓要做最好的

朋友。我们谁要对方帮助的时侯，不管什么事情，对方都要来。」 黑暗，她的声音格外严肃，你把

一只手加在她的双手上，「我发誓：上对老天，下对老地，不管什么时侯，你要我帮助的时候，我

就赶来。」 

她重复了你的誓词，加上一句，「即使你七十岁了，我也会来的。」 

「那你不也是七十岁多八天?」 

「当然，我们仍然还是好朋友。」 

「永生永世的好明友！」 

「来，我们到那边庙里去。」她说。 

「干什么?」 



4 
 

「在菩萨面前许下我们的心愿。」 

学校附近的大慈庵，也是她俩常去的地方，她仍喜欢那里的清静，喜欢观音圣像的庄严。 跪在菩萨

面前，你和她异口同声的表明愿作永生永世的好朋友，求菩萨为证，并且求菩萨加被。 

然后，你俩大笑著，紧紧地握过对方的手后，跳了起来，她说，「我送你回家，我走时你送我。」 

她走了，你们彼此为了信，不是每天，至少也每周一封，信又长又详细，彼此的寂寞在里鼓噪不已。 

你上了高中，想参加仪仗队，没有成功；参加辩论队，如愿以偿。她也上了高中，凤林到花莲通勤，

又参加了田径队，逐渐地你们的信件就像从狂流奔瀑变成了淙淙细泉，里面却又激射出几点水花。 

十七岁那年春天，你脱去冬装同时脱去了往日的肥胖，使你惊奇的，是一个蛮具形象的身子。她寄

来的相片，高了许多，而且胸中也有了丘壑，你回报她一张照片，身旁多了一个男孩。 高中三年，

过得好快，毕业的时间突然跳上日历。春假以后，没得到她的消息，而在毕业典礼一完回到家，电

话铃在响著。 

你拿起话筒，「就是我，你怎么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才装没多久。」 

「我来电信局准备给你拍电报，好奇地翻了翻电话簿，看到和你父亲相同的姓名，还有个公司，我

就试了。我相信你不知道我爸的名字，但我知道你爸的啊，不说这些，你准备了没有?」 

「准备毕业?啊，毕业典礼刚才像一阵风过去了。」 

「不，不是」她有点不耐，「我是说准备我们说过的：毕业后要做的事情，到台北来住在一起。」 

经过一阵停顿，你大笑起来，「啊，丽琼，那是五六年前，我们还是小孩，而且－－」 

「而且什么?」 

「我会写信告诉你，但要等到正式决定的时侯，今晚我播电话给你。」 

「我住的地方没有电话。」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吧，丽琼，我已经订婚了。」 

「是相片的那个男孩?」 

「是 的，他叫张维毅，比我大一岁，九月我们就要结婚。」你冲口而出，再喋喋不休，当然，我会

请你做我的傧相，我好希望见到你，你会来吗?父亲这些年来生意不 错，有了自己的货运公司，需

要人手，维毅和我结婚以后，会是爸的好帮手，业务再好一点，爸就要给我们买房子，而且，--」 

「你是个大白痴！瑞玉，你才十八岁，就让人把你套得紧紧的。现在抛弃那种无聊的事情，来台北

我们在一起。我昨天到达这，今天就给你拨电话，因为我们是好明友--你说的永生永世的好朋友！

而且，我们在菩萨前发过誓。」 

「可是，我现在谈恋爱呀！菩萨会原谅我，你也会原谅我，是不是？」 



5 
 

一声深长的叹息充满了话筒，「好吧，算我想得太天真了。我有个感觉：有一天你会来找我的。那

么现在我只有照我个人的计划去做了。我要去当女兵。」 「不会是外藉兵团吧?」你开著玩笑，

「啊，听著，张维毅来了，我要跟他出去。我会写信告诉你详细情形，把地址告诉我，九月再见！」 

你结婚时请她来做傧相，她已不在台北。过年的时侯，她从南部训练基地寄来了一张邮卡。 

往后多年，有时收到她的来信，你也写了回信寄到来信的地方。有了孩子，你寄去孩子的相片，也

总会收到她的一些礼物。 

你把自己的生活情形作了详细的叙述：父亲的公司业务扩大，维毅真的成了好帮手，也是父亲的继

承人，因为你哥哥已迁居国外，娶了当地的女孩。你更说到维毅原是个孤儿，无父无母，现在什么

都有了，感到好得意好幸福。 

她 在信说到有结婚的机会，却没结婚。军人的生活也蛮写意的。最后她说曾经几次见过马维良老师，

问你还记不记得－－突然，雷声像滚进了你的房，打断了你的回 想，驱散你和她远去了的年轻幻梦。

忽然你觉得听到她的呼唤，是不是菩萨显现什么灵感，你不安了。你望著旁边闪动的灯光，扑窗的

大雨把它扑熄。大雷雨经常震 吓著你，尤其是现在，家没有任何人，你拨开窗帘，激怒的闪电和包

围你的暴风雨，要把你的记忆淹没。 

你上了床，平常，你很快就入睡了，但是，今夜，睁著眼，直到天亮。 

「瑞玉，救我！」 

丽琼的声音再度响起，就跟她站在你的身边一样清晰。房间仍然只有你一个人，但你听到了呼救之

后在啜泣，等你仔细地听著，轻柔无助的声音又告消失。浙淅历历的是雨声。 

拉上睡袍，抵抗升起的恐惧，你走过房间，打开所有的灯，打开衣橱，也在浴室的帘后找著，灌进

的是风雨声。你往下面的街道窥去，除了街灯下的水塘闪亮著黎明的灰光，没看到什么。 

你把水壶加热，冲了一杯茶，大声地自语著，「为什么?为什么我会想到你在叫我?我已经多年没想

到你了。」 

坐回椅子，喝著茶，望著慢慢光亮的天空，再让所有的往事回注心头。 

十六年前一个周末旁晚，她最后一次拨来电话。你的孩子在另一个房间做作业，维毅在公司调度车

辆。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调度车辆的工作太忙碌，有些夜没回家。 

「嗨，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她一听清楚是你接电话，就劈头说：「我有一个星期的假期，而且

拿到两张到金门的飞机票，你从没去过金门，普通人也不容易去那。跟我去吧，瑞玉，我们可以好

好地玩上几天。」 

「真是个好消息。好久没见到你，真想跟你去玩玩；但是我办不到。」  

「为什么?是不是你的孩子生病了?」 

「不，不，他们都很好。」 

「听我说，机票不要钱，如果你没有零用钱，我负担。」 



6 
 

「你很慷慨，我知道；但不是那回事。我没法子马上收拾东西和你飞金门。我有家，我要负担起照

顾家庭的工作。」 

「维毅不让你－－？」 

「不，不，不是那样。我只想到我没有权利把家丢下就走了啊，是不是可以多弄一张票，我要维毅

跟我一起去?」 

「不，我也办不到。如果你不肯花几天时间和老朋友一起，也就算了。」 

她 是你最久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不把不能离开维毅的原因说出来?那是你在尽量地想做好一个妻子，

经常在他身边，从不要求什么，因为，你担心他的工作太重。而 且，你已经敏感到你们的婚姻有了

破裂的迹象，你在做你所能做的--牺牲一切，力图挽救。但是，为什么要辜负誓为永恒友人的好意

和深厚的友谊，不但不透露自 己的秘密求取她的谅解和帮助，反而恶毒地反唇相讥? 

你给她写一封道歉的信，撕了；再写一封，没有寄出。从那以后，十六年来，再也没有听到它的消

息。 

 

你在尽力地挽救你们的婚姻，维毅却说你们结婚的时候太年轻。他才三十，就给婚姻的枷锁锁了十

二年，现在他要自己的一片天空，好好呼吸一下，他要找寻自己的机会，那一年内，你们就离婚了。 

那 段时间，你过得好艰苦，维毅向父亲清算得到他所有的走开了，两年之后父亲的运输公司由於石

油危机而宣告倒闭，不到半年，忧忧而终。老母也失去往日的乐观， 一年后离你而去，这个世界你

就只有十岁的女儿和九岁的儿子相依为命，你得花多少时间去呵护和教养?於是你只好去一家成衣公

司，先是卖你从母亲学得的一点技 巧，接著发现自己还能出点点子，几年下来，公司日益壮大，你

也成了研究发展部门的助理主管。 

你发现单身生活也有好处，不须要去讨好一个特定的男人。情况逐渐好转，工作有兴趣，待遇也不

错，等到两个孩子专科毕业、都已成家，两肩松弛，整个人挺直起来。 

但是，有时挺升得太高，高得飘渺云际，孩子、孙子们不拉住你的衣角，你也就什么都抓不著了，

四顾茫茫，不知飘向何处。 

而此刻，带著昨夜的失眠，重重地跌坐在这儿独自喝早茶，整个人生的前前后后都扑落在心头。为

什么，为什么这么多年后，还把她这样牢牢地挂在心上?而且还想到真正地听到她的呼救? 

於是，你记得三十三年那天的情景，清晰得只像隔了三十三分钟，你可以看到那双巨大而清亮的眼

睛和脸上有的坚决，「我们作个认真确实的约定，我们发誓是最好的朋友，谁要对方帮助的时侯，

不管什么事情，对方都要来。」而且在庙中菩萨之前互盟。 

「一定是杨丽琼有了问题。」你坚决地告诉自己。 

但是，你们十六年没有联络，到什么地方去找她?她仍在军中，还是退役下来?一阵思维之后，你记

起她家搬回的地方，你拨了电话，问到那儿的民众服务处，他们不知道；再问那儿的派出所，没有

她的名字。 

坐在那，望著电视机，听到隔壁钟敲九下，你跳了起来，茶杯落在地上。已经完全把工作忘记，简

直成了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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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著起装来，你工作十五年，从没迟到过。你拨电话去公司，说家里发生意外事情，要请两天假。

两天时间，要找到场丽琼，时间会够吗? 

挂 上电话，她姑母和贵妃温泉旅社立即跳进你的心灵。你拨了礁溪长途电话，也接通了一个温泉旅

社，现在不叫贵妃，而叫洗凝脂温泉大旅社，你所要问的人已经去世 多年了。你恳求说要和死去老

太大的侄女杨丽琼有紧急事情相商，务请对方帮忙。对方说是杨丽琼的表弟，也见过他的表姐。 

「她寄来一张贺年卡，上有她的地址，好吧，你等一下，我去找来。」话筒在你耳上紧贴了二十分

撞，筒里响著，「这就是，我念给你听。」 

你记下地址，那是南部一个新兴的工业小镇，离这儿两百多公里。这边的电话一挂断，就拨那边的

长途查号台，得到了她的号码，心情轻松一些，坐下来拨著；但只听到铃声

响了又响，没人接听。 

踌 躇一下，你拨电话给住在附近的女儿，说你要到南部去一两天，看看一

个老朋友，就把话筒搁上。一个小时内，你已开车上了高速公路。 车子进

人那个小镇，中午刚过不久，你在一个加油站前停下，拿出她的住址，问过

服务员，慢慢地往绿油油行道街夹持的大路上开去。你在对自己说，「杨丽

琼，你 这只老野鸭、老混蛋！让我老远来找你。要是你用不著我帮助，我

非揍你的老屁股不可--啊，也许该揍我自己，因为我发了疯！」 

一堕顶上竖著钢筋只有底楼完成的宽大建筑呈现在你的眼前。那栋建筑一边带有一个车库。往前开

去，下了车，两腿有点发麻，也向门前挪去。这儿正是你要找的地方。里面的灯亮著。你按了门铃，

门铃不响，却传出悠扬的音乐。你再度按著，仍是不响。 

你 往丽琼的车库走去，往里望著，车子停在里面。突然你想：车子空在这里，她一定是坐朋友的车

子或计程车到某处去了，只打算去一下，才没有关去音乐和电灯，却 又在那个地方出了事情--不，

在那里逗留下来。你咕噜著，「你在什么地方享受快乐，我却从老远的地方飞车赶来，真是见了大

头鬼--我是神经病！」 

你要再去按门铃，绕过车库，往前门走去，无意之间，看到脚边一道窗子。你弯下身，往里面望去，

那是地下室，灯光亮著，但玻璃上有灰尘，有些朦胧，你搜索著，终於看到楼梯底下躺著一个妇人，

一条腿难看地张开，角度不自然。 

「丽琼！」你叫著，敲著玻璃窗，没有反应。你的心在撞击，喉咙拉紧。你挺立起来，向前门奔去，

推著，门锁住了。你再经气窗，绕到后门，后门也锁住了。你从地上抓地一块石头，打破一个玻璃

窗格，伸手入内，摸到门钮，打开门。直对著门，越过走道，就是地下室的楼梯口。 音乐仍在屋里

回旋，你下了梯子，蹲近妇人的身边，看清楚是杨丽琼，即使她已老了，轮廓仍在。她还活著，你

叫著，她张开眼睛，那双巨大、仍然可爱的眼睛注视著你。 

「我知道你会来的，瑞玉，」她的声音徽弱，几乎给上面传来的音乐掩住，「给我一杯水。」 

等著紧张而激动的时刻过了，等著救护车把她带走了，等到医生把她断了的骨头动过了手术，你在

她的床边坐下。 「只能十分钟，」护士告诉你，「她很衰弱，需要静静休息。」 

你去拨了长途电话，把公司和家里的事情交待妥了，再到她的病床边。她的精神好多了，但是护士

要你明天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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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你来了。她明亮的眼睛望著你，一扫昨日的软弱，精神奕奕，於是你们天南地北地聊著，

「马维良老师，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当年，我俩爱得他要死，他却突然和一位英文老师结了婚。」  

「往后，他和我见过几次面，那时我还在军中，」她苍白的脸孔红润起来，「说他已弃教从商，业

绩还不错。他也问到你，说我俩是他当时最喜欢的学生，他也知道我俩对他的孺慕之情，但那时我

俩全是小孩·而且在学校里，师生之间得保持清纯。」 「当然咯，」你扭著嘴角。 

「他有意要我参加他的公司，跟他合夥。我说我是现役军人，不便作生意。他要我和你联络，那就

是我要你跟我去金门的原因。其实那只是藉口，只希望见到你，我们三人一起谈谈－－」 

「他的太太?」 

「他已离了婚。当然他在我的身边，你不肯来，他说算了，我就挂断了电话--啊，他不仅仍然那样

可爱，也更成熟。」 

「你仍然爱他?」 

「你知道我从没正式谈过恋爱。除了你这位朋友，我一直想念著马老师。不想的时侯，就把全部的

精神放在工作上。我的服务成绩很好，随团访问了许多国家，到过最前线，但腰部受过伤。」 

「啊！」 

「我挂断电话，当时就告诉马老师，我退役后和他做生意。结果，真的，四年前，我以腰部受伤经

常引发腿部痉挛疼痛为由，申请退役，用退役费，在马老师设厂的这个市镇边上，买了这块土地，

准备盖一栋房子--」 

「只完成底层?」 

「可是也有了地下层，而且是五楼的基础，你不是看到上面还竖著末继续进行的钢筋?你一定想像得

到。」 

「想不到，」你半开著玩笑。 

「马老师的生意遭到挫折，我们建楼房的预算就抽了出来。」 「你们？」 

 

「事实上，这两年，他一直住在我这里，吃我、喝我--」 

「他呢?」 

「前晚和我吵过以后，走了。我愤怒把门铃切断，把门锁上，他就是再回来，我也不理会，不开

门。」 

「没回来?」 

「没有。他走的时侯，自动唱盘上还叠著一大叠可以重覆继续唱的唱片。平常我也很喜欢音乐，但

是前晚他走以後，我听了一会，不想听了，要去关掉，结果走近地下楼梯口，腰一痛，腿一痉挛，

摔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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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摔破你的脑袋瓜子，真太幸运。」 

「也许是军中多年的训栋。我躺在那里，失去了知觉。等回复知觉，我开始念观音菩萨圣号。你知

道，我已经皈依了佛教。我恳求菩萨舍救。当时，我忽然想到你，不由喊出瑞玉救我。」 「我听到

你呼救！」你扭曲的嘴角放平，紧紧地捏住她的手，「听到你啜泣，我不知道怎样做，我记得了我

们的誓约，我就尽我的能力做了。想不到，真的是来救你。」 

「是菩萨灵感。」 

「我想一定是，否则，我怎听见你的声音。」 

你拨电话向公司请了半个月假，陪她在医院里待了两个星期。你们谈著三十多年来各人所有的遭遇

和点点滴滴的秘密。你们再度成了最好的朋友。 

你走的时侯，她把你拉近身边，开著玩笑轻轻地说，「你离婚了，我没结婚，我俩仍可以像三十多

年前那样，一起爱我们的马老师。」 「现在我们已经老了。」 

「他比我们更老--他比我们大十岁，五十五了。」 

你用力地在她的腰间一捏，她没叫出来，眼角却泛溢著泪水。你直直地望著她，觉得自己的腰部也

痛了起来。「你不觉得他骗了你?」 

她用手臂揩了一下眼睛，一只要能爱，骗一下算得什么。人生能爱几次?我能二度爱他，正如我能二

度成为你最好的明友，於愿已足了。」 

「爱，还可以有三度四度，我们的友谊终此一生不会有三度的。我走了。」 

「是的，瑞玉，情也好，爱也好，都在缘中。我们有缘，因而有情有爱，和你有了二度的友谊，我

一定要和他有二度的爱情。你好好地走吧，车开慢点。」 车子上路了，你在想著；二度友谊的滋味

你尝到了，二度爱情的滋味又将怎样?忽然你想到，只要求菩萨保佑。。。。。。 

你在一个休息站上停了下来，拨个电话给女儿，没人接。再拨回自己的家，

接话的却是女儿。 

「啊，妈，您终於要回来了，爸在家里等您。」 

「爸等了您一个星期--他回来了?」 

「为什么?」 

「爸在这里，我要他和您说话--」 

「不。」你挂断电话。但是，身子却贴在墙壁上，撕不下来。 

你离家半个月，如三十多年前的誓约，救了你最好的朋友之后，心情愉快，现在--你不知这是什么

样的一种心情。你慢慢地走回车子，深深地吸著气。吸得你一身的倦怠，真想就在车里睡了下来；

但是，你却又赶快发动车子，立即起步，转出休息站，上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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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记起丽琼说的，车开慢一点。你立即从交流道转下高速公路，慢慢地往省道上开去。你尽量地慢

著。 

你记起维毅向你说的，他要找一片自己的天空，现在竟然……。 

「等了我一个星期?为什么?外面的天空大得太无边际，十五年来什么也没抓著?只有我这片天空才触

手可及！难道如同丽琼说的要来个再二度的爱?二度的爱，二度的情，能是真的? 

「南无观世音菩萨，是您加被?」你心跳加速了。车也加速了，回家去，接受另一个「二度」。 

 

 

 

 

 

 

摘自《普门》127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