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倆有沒有明天

Cindy

一天大明又來到鐵雄的小機場閒晃,
2 人喝了 2 瓶可樂後, (鐵雄再也不敢拿酒給大明了, 呵呵,) 大明忍不住開口了,
“我剛剛從珍珍那邊過來…”
“嗯,” 鐵雄回了一聲, 表示聽到了.
“你最近很少去那裡了,” 大明說.
“忙啊,” 鐵雄說.
“鐵雄, 你是不是該抽個空陪珍珍吃個飯?” 大明說.
“發生什麼事了?” 鐵雄說.
“也沒什麼, 我看她最近悶悶不樂, “大明說.
“是這樣嗎?” 鐵雄看著手中的飲料, “吃飯會好嗎?”
他好像不是很認真的在回答.
“鐵雄,” 大明看著他, “我是說真的, 女孩子有時候就愛這一套…”
“嘿, 你大老遠來就是要講這個? “ 鐵雄轉過頭去, “我才剛回來, 沒事的話我要睡
了, 待會兒博士還要我去夜巡耶…”
說完就躺到沙發上.
見鐵雄不再回答, 大明接著說,
“珍珍是個好女孩, 只是太乖了, 很多事都不明講, 放在心裡悶著. 你嘛, 又整天
正事太多, 就算看到她也好像沒看到一樣. 女生是需要關心的. 男人太乏味無趣,
女人最後也會失去信心…”

“講那麼多, 你那麼會, 為什麼不自己去?” 鐵雄被弄煩了.
“我…” 大明一時之間竟不知怎麼接下去.
“你知道, 珍珍她喜歡的是…” 大明真說不出下面的話來.
“你喜歡為什麼不自己去?” 鐵雄打斷他的話.
大家真以為我就這麼乏味無趣? 請女孩子約會吃飯有誰不會?
夠了吧, 在長官和外界的壓力下, 根本不允許我這樣做,
結果呢, 還要得到你們這些人的揶揄跟不諒解,
我該怎麼做?
鐵雄轉而一想,
憑什麼? 你有什麼資格叫我去跟誰吃飯? 你們有什麼權力管我?
“我要喜歡誰, 不喜歡誰, 不用你管,” 鐵雄扔掉手中的空罐, “要去你自己去!”
這時只聽見門碰的一聲,
“糟糕, 是珍珍!” 鐵雄和大明不約而同叫了出來.
“這下 “請問” 是要你還是我去追?” 大明搖搖頭說.
“什麼時候了還講這個,” 鐵雄說完就追出去了.
只見珍珍狠狠的發動機車引擎, 揚長而去.
鐵雄也騎上另一台緊追上去.
“珍珍, 妳聽我說,” 鐵雄在一旁喊著.
“不要, 有什麼好說的,” 珍珍氣瘋了.
“我不是那個意思…” 鐵雄說.

“不喜歡就不喜歡,” 珍珍大叫, “我一點也不希罕!”
“聽我解釋, 但是, 停車,” 鐵雄再喊, “妳要先停車!”
“不要, 我為什麼要停車?” 珍珍說, “你有什麼資格叫我停車?”
她套了他的話講.
“我是妳領隊,” 鐵雄只得搬出這句不中聽的話, “叫妳停車!”
不管你是誰! 珍珍喊著. 領隊, 我就討厭你是領隊!
為什麼你會是我的領隊, 而不是別的…
好吧, 鐵雄看珍珍已經失去理智, 不知道會出什麼狀況, 只好將機車騎近珍珍身
旁, 然後居然棄車, 跳上她的後座抱著她.
“你要做什麼?” 珍珍大喊.
“要妳停車啊,” 鐵雄回答.
“哪有人這樣叫人停車的?” 珍珍說, “我從來沒看過一般人這樣做.”
“我不是一般人,” 鐵雄說, ”我常常這樣做, 妳又不是沒看過.”
珍珍居然覺得有點好笑起來, 但是不行啊, 她明明是在氣頭上, 還只得裝下去.
她車速很快, 所以鐵雄也抱著她很緊. 她開始覺得心跳加快.
一旁的車子呼嘯而過, 裡面的人搖下車窗, 對他們 2 個大吹口哨.
“可以停車了嗎?” 鐵雄無奈的說, “光天話日之下, 這樣抱著妳不太好吧…”
不說還好, 一聽到這裡, 珍珍不覺得又氣起來.
不好看? 好, 我停車! 珍珍熄了引擎, 跳下車, 逕自往一旁的草地走去.
“妳氣夠了沒?” 鐵雄追了上去.

“要你管,” 珍珍沒好氣的回答, 但是語氣顯然比之前緩和了許多.
“告訴妳, 我不是那個意思…” 鐵雄又重複了一次.
“那是什麼意思? ” 珍珍看著他.
“是…妳也知道,” 鐵雄想了一下, “我們不是一般人, 過的也不是一般人過的
生活; 怎麼說好? 長官說過, 長官說…”
可惡, 為什麼每次講到這裡都會接成這句? 鐵雄自己也很恨自己, 所以他潛意識
根本也不想把長官說的話說出來.
“我不要, 你每次都說這個, 我不要聽! 長官說, 你說呢? 你怎麼說呢?” 珍珍
張著大大的雙眼看著鐵雄.
鐵雄沒再說話了.
珍珍看著他不回答, 走上前去, 雙臂不停的往他胸口打, “你自己怎麼說?”
我沒什麼話好說, 鐵雄心想, 長官的意思不就是這樣…
太陽已經下山了, 月亮昇了上來,
珍珍不甘心的一陣亂打, 鐵雄只得一步步的後退,
鐵雄一退撞上身後的欄杆, 只是沒想到, 那年久失修的欄杆竟然經不起他這麼一
碰, 整個跨掉, 鐵雄就這樣摔進湖裡去!

“糟糕!” 珍珍大喊, ”你還好嗎?”
“
還好,” 鐵雄笑了一聲, “不過水很涼, 不太適合游泳…”
反正都摔下來了, 我還能說什麼?
“傻瓜, 哪有人晚上在湖裡游泳的啊?” 珍珍著急的說, “趕快上來吧.”
“我是要上來啊,” 鐵雄全身濕淥淥的從堤岸爬了上來.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珍珍低下頭去.
“沒關係,” 鐵雄拍拍她的肩膀, “那我們現在可以回去了吧?”
“脫下來,” 珍珍說.
“什麼?” 鐵雄以為他聽錯了.
“衣服脫下來,” 珍珍看著鐵雄.
“為什麼?” 鐵雄瞪大了雙眼,
她想要做什麼?
“你全身這麼濕, 怎麼騎車回去啊? 晚上風又大, 你會感冒的,” 珍珍說, “脫下來
我幫你弄乾.”
“不會,” 鐵雄說, “跟妳說過, 我不是一般人. 我常常打架打到水裡去, 妳又不是
沒看過.”
“脫下來!” 珍珍好像發號命令似的.
好啦, 鐵雄只得在珍珍面前脫下上衣.
那強壯的胸肌, 濕淥淥的身體, 昏暗不明的月光… 珍珍沒有想到會是這樣, 她
實在沒有辦法將視線從他身上移開.
鐵雄開始感覺到不自在, 便從地上撿起石頭, 坐了下來, 將石子一顆顆扔進湖裡
去.
珍珍將鐵雄的上衣擰了一下, 掛在樹上, 然後坐近看著他.
“你的身體好冰喔,” 珍珍忍不住碰了他一下, “很冷是不是…”
“還好,” 鐵雄說.
他其實不覺得冷, 他的心被搞的, 不知道為什麼跳很快, 怎麼會冷?

說句話吧, 鐵雄心想, 他應該要說句話的,
“大明說, 我很少關心你們… 其實我有啊, 我不是常常到店裡去看你們嗎?”
“大明說? 我們? 這句話裡面好多人喔…” 珍珍不太滿意的回答.
“好, 我在想,” 鐵雄轉過頭去, 看著珍珍說, “妳要是可以的話, 明天…”
明天? 說到這裡, 鐵雄忽然覺得他做錯事了.
“明天”, 這不就是約會的意思嗎? 博士要是知道了…
而且, 我現在還衣衫不整的跟她坐在這裡…
“明天? 明天怎麼樣?” 珍珍認真的問.
明天? 鐵雄真說不下去了, 我怎麼可以帶頭做這種事…
“我不要明天!” 想不到珍珍說完就一頭撲倒在鐵雄的懷裡, 把他推到地上去…
天啊, 這是什麼感覺! 鐵雄真說不上來.
珍珍柔軟豐滿的胸部靠在他身上, 他一動也不能動, 太突然了, 怎麼會是現
在?…
過了半晌, 鐵雄這才彷彿酒醒般回神過來, 第一個念頭卻是,
我應該嗎? 我應該繼續嗎?
但是, 在這樣朦朧的月色, 這樣溫熱的體溫, 還有, 這樣豐腴的觸感…
我跟一般人其實沒有兩樣, 我為什麼不應該繼續?
現在的鐵雄只是想給自己找藉口而已.
他那不斷上下起伏的胸口, 已經讓他變回了常人.
終於, 他緊緊的抱住了珍珍, 翻過身去, 壓在她身上.

看到珍珍無辜半開的眼神, 他感覺到他所有的體能就要爆發,
而且, 他決定他就要這麼做…
不過就在此時, 突然聽見樹叢後一陣亂聲,
竟然是一隻黑熊衝出來!
黑熊攻擊人類本不是應該有的事, 但是現在生態破壞了, 就時有所聞了…
“可惡!” 鐵雄勉強爬起來, 折斷一根樹幹, 朝黑熊揮去,
黑熊也不甘示弱的咆嘯起來,
“鐵雄, 小心點!” 珍珍喊著.
“知道了,” 鐵雄對著黑熊大喊, “回去, 退回去!”
他狠狠的朝黑熊的頭上打, 沒想到他今晚的體能是要這樣爆發…
黑熊挨了幾棒重重的木棍後, 就不甘心的逃走了.
“我們也回去吧,” 鐵雄穿回濕淥淥的上衣.
“回去哪裡?” 想不到珍珍這樣問.
還能去哪裡? 鐵雄心想, 所有人都知道我們 2 個出來了, 當然是要載妳回家啊.
-----------------------------------------在暗夜的山路上, 他們還是上路了.
後座的珍珍緊緊的抱著鐵雄, 靠在他身上,
鐵雄全身真是溼透了, 抱著他, 竟覺得自己的衣服也濕了,
他身上的水雖不是直接穿進她身體裡, 卻是漸漸的, 緩緩的滲進去…

真希望這是一條無止盡的山路啊. 不過, 還有明天…
到了珍珍家門前, 珍珍露出一抹微笑, 鐵雄看著她,
珍珍, 妳知道嗎, 我承認我可能是很無趣, 沒有女生喜歡這樣; 但是, 可能也是
因為我太理性, 所以長官才會要我當領隊, 我不知道…
剛才的事, 我不知道為什麼居然會失去理智, 其實是連現在想起來都還無法克制,
激動的情緒, 只是這種事要是傳出去了, 對我也就算了, 對妳, 怎麼說都是一種
傷害, 是不是?
他始終沒說出一句話, 甚至連再見都忘了說.
鐵雄回去之後, 當晚就發燒了.
不過他真不是一般人, 隔天醒來就好了.
那麼他們所謂的明天呢? 珍珍還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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