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

Cindy

近日落時, 山上遊客中心的餐廳裡, 科學小飛俠一行人坐了下來點菜.
“哇, 這裡還可以看到風景耶!” 阿丁大叫.
“你小聲一點好不好,” 珍珍說, “不過風景真的很漂亮!”
“你們好, 我是你們這桌的服務生,” 服務生走了過來親切的問, “請問你們想
先喝點什麼呢?”
大夥兒不約而同把臉轉向鐵雄.
“請給我水就好,” 鐵雄說, “你們呢?”
“那我們也水就好,” 大明還能說什麼呢.
“水馬上就來,” 服務生說, “你們想點些什麼菜呢?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大夥兒又不約而同把臉轉向鐵雄.
“請給我們一點時間好了.” 鐵雄最討厭點菜了, 為什麼菜單總是寫的像一堆謎
題一樣?
如果是機器使用說明書就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是菜單, 喔, 菜單又是另一回事
了…
多虧了阿丁, 還不是珍珍, 總算食物都上齊了.
“你想明天要怎麼去玩?” 珍珍高興的看著鐵雄.
“隨便你們囉,” 鐵雄說. 不是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他其實是很不喜歡去當指揮
的.
“你看地圖,” 珍珍打開旅遊簡介, “這裡有幾個景點, 但是都要走幾個小時才
會到, 像是這條童軍路線, 2 小時可以看到瀑布. 熊洞路線, 1 小時可以看到熊洞

和幾百年前部落的壁畫…”
熊洞? 聽到熊洞, 鐵雄眨了眨眼睛, 他在想, 去了不會碰到 Monica 小姐派來的黑
熊吧?
“怎麼都是這種的?” 大明不耐煩的說, “我們不是來度假嗎, 怎麼又要走這走
那的? 有沒有那種我開車就可以把你們載到下來直接看的?”
“有啊,” 珍珍說, “就是紀念館, 但是你們會想去嗎?”
這就是他們這次會來這個森林公園的原因.
有次科學小飛俠和惡魔黨大戰, 雖然小飛俠勝利了, 但是山區附近的環境也被破
壞的一團糟, 國際科技研究所便組團規劃重建方案, 讓附近的居民和環境又可以
回覆像以往那樣. 為了感謝國際科技研究所的幫忙, 當地居民便建了一個紀念館
來紀念這次的戰役和重建經過, 完工時還不忘送幾張招待券給國際科技研究所.
“聽說裡面還有一塊惡魔黨機械獸的殘骸, 我想一般人是很喜歡看啦,” 珍珍回
頭瞧了瞧鄰座, 壓小音量說, “但是你們應該是一點興趣也沒有吧…”
“機械獸的殘骸嗎?’ 大明笑了一聲, “搞不好上面還有鐵雄的血跡喔, 血很難
洗的.”
“嘿, 你講到哪裡去?” 鐵雄看了大明一眼.
“不是這樣嗎,” 大明說, “我把你拖出來的時候, 你渾身是血的…”
“拜託請小聲一點,” 珍珍又得再提醒一次. 還好每桌的距離不是很近.
“我想還是在旅館的游泳池裡泡泡澡最好,” 阿龍伸了伸懶腰說.
“不要!” 阿丁說, “我要去熊洞看壁畫!”
這幾個人有時看來還真像一群烏合之眾, 一點紀律也沒有, 讓人實在沒法懷疑到
他們的身分, 真不知這樣是好還是不好…
“好吧,” 珍珍說, “那就去熊洞看壁畫. 好嗎, 鐵雄?”

“隨便你們了,” 鐵雄一手托著下巴, 他還能說什麼?
回到旅館, 已經晚上了. 珍珍洗完澡, 一人坐在房間裡, 忽然覺得孤獨起來.
看著窗外湖邊的倒影, 發覺鐵雄他們房間的燈還是亮的.
“真不知道他們現在是在做什麼?” 珍珍好奇的想著.
要去敲門嗎? 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一個人實在很悶…
都是博士害的! 珍珍忽然怪起南宮來, 隊裡只有我一個女孩, 害我現在連聊天的
對象都沒有.
她完全沒注意到, 阿丁他們那間房間的燈也是亮的!
“這個大傻瓜, 也不會來找我, 只會跟旁邊的人聊天,” 珍珍心想, “不好意思就不
好意思吧, 反正是博士造成的.” 於是便跳下床去.
只是手才摸到門把便又縮了回來, “理由呢? 總得找個理由吧…”
這時的她忽然眼前一亮, 那不是鐵雄他們房間的門卡嗎? 怎麼會留在她桌上?
這個傻瓜, 珍珍心想, 一定是幫我開門放行李後, 自己都忘了拿回去... 或是, 他
故意這麼做的? 不可能, 那他就不是鐵雄了…
唉, 想東想西想了這麼多, 珍珍都覺得自己很沒勁, 終於拿起鐵雄的門卡走了出
去.
“不來找我,” 珍珍心想, “好, 那我就看看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想完門也沒敲, 直接將卡片插入, 旋開門把.
只是沒想到, 她一開門竟然看到鐵雄趴在地上, 旁邊跪著大明, 大明還一手壓在
鐵雄背上.
鐵雄這時猛然抬起頭, 直接撞著大明的下巴, 大明不禁哀嚎了一聲.
“你們是在做什麼啊?” 珍珍看的莫名其妙.

“看不出來嗎,” 大明揉著下巴, “我們在找他那張該死的門卡!”
“妳又是怎麼進來的?” 鐵雄也抓著頭, “難道妳撿到那張卡了?”
“是啊,” 看到他們 2 個狼狽的樣子, 珍珍忍不住笑了起來, “你根本就忘記了, 把
它留在我桌上!”
鐵雄接過珍珍手上的門卡,
“要小心啊,” 珍珍說, ”下次不見的有這麼好運了.”
“知道了,” 鐵雄又不自覺的抓著他那頭亂髮.
看他們彼此對看的眼神都要閃爍出火花了,
“好吧,” 大明只得聳聳肩說, “我要裝點冰塊去, 順便去晃晃. 你們沒事不要跟著
我啊!” 說完快閃走人, 留下他們 2 個在房裡.
不知道是不是夏天的緣故, 這時的感覺特別熱, 明明冷氣的溫度已經調的很低了.
“怎樣,” 鐵雄說, “要不要去開車夜遊?” 房裡唯一的東西就是床. 他實在不能繼
續跟她待在這裡.
夜遊? 沒想到鐵雄會有這樣的提議, 珍珍滿心歡喜的跳上了車!
雖然知道什麼事也不會發生. 但就是喜歡跟他在一起.
一起發呆也好.
山上的夜晚真的很黑, 黑到讓人有一種不安的感覺…
“好暗喔,” 珍珍忍不住說, “會不會有什麼東西出來啊? 尤其這裡以前是戰場…”
“當然會有東西出來,” 鐵雄一邊開車一邊說.
“啊, 討厭,” 珍珍推了鐵雄一下, “你不要嚇我啦!”

只是珍珍話還沒說完, 鐵雄就把車減速, 然後停在半路上.
“怎麼了?” 珍珍開始緊張起來, “為什麼停在這裡?”
“妳看, 那邊有東西出來了,” 鐵雄說.
“哇, 不要啦, 不要嚇我!” 珍珍趕緊遮住眼睛大叫, 一邊打著鐵雄.
“輕一點好不好. 妳看, 前面有一隻穿山甲走過去,” 鐵雄說.
“穿山甲? 是耶, 牠的腳好小好可愛喔,” 珍珍這才放過鐵雄.
鐵雄嘆了口氣, “看來這裡的復原工作相當成功…”
“復原…” 珍珍說, “你對這種事始終耿耿於懷嗎?”
“大概吧,” 鐵雄說, “戰爭始終是一種破壞, 雖然是建設中的破壞, 我有時甚至不
知道自己是在做什麼. 看到這些, 罪惡感會少一點.”
說完又踩上油門, 繼續前進.
珍珍看著鐵雄, 覺得他看起來有點無辜. 無辜的神情實在太傷人.
要不是他還開著車, 她的手真想給鐵雄一個擁抱…
只是鐵雄又何嘗不是這樣想呢?
發覺珍珍一直望著他, 那充滿憐愛的眼神實在太動人.
不過夜晚山上的狀況實在太多, 動物世界這時候才是開始, 所以鐵雄一下就分心
了.
連珍珍也是.
“你看, 是鹿群!” 這次換珍珍忍住不要大叫, “至少有 5 隻耶!”
“太好了,” 鐵雄也高興的說, “看起來像是一個鹿的家庭喔!”

他們緩緩的開著, 沿路看著一些經過的野生動物, 飄來飄去的螢火蟲, 然後 2 個
人在那邊像小孩天真般的, 興奮的雀躍不已.
回程的路上, 鐵雄看見天上的弦月,
到底哪條是可走的路, 哪條是不可走的路, 為什麼始終看不清楚?
--------------------------------第二天一早, 珍珍就敲門來叫人了, 唯一還賴床的, 竟然是鐵雄!
“喂, 鐵雄, 有女孩子要進來了,” 大明丟了件鐵雄的上衣到他床上.
“不要, 我昨晚睡的很差, 我要睡覺!” 鐵雄不高興的把枕頭矇在臉上.
“不管你了,” 大明說, “我要開門囉.”
鐵雄不高興歸不高興, 一看到珍珍進來, 還是露出了淺淺的笑容, 非常帶睡意的
笑容.
於是他們 5 個早餐後就照著原先計畫, 好幾條的健行路線, 去看個個景點.
“哇, 想不到熊洞這麼大!” 阿丁大叫, “至少可以放 100 隻熊吧!”
“那壁畫呢?” 阿龍說, “沒看到啊, 到底在哪裡?”
“你忘了那個公園解說員, 講的很神的樣子嗎?” 大明說, “他說用肉眼看不太到,
要用相機拍下來, 從螢幕裡面才看的到!”
“那至少也要能看到一點邊才能這樣做吧,” 阿丁說, “不然要把整個熊洞一點一點
拍下來嗎?”
“我還是先去那邊坐一下,” 聽到阿丁的結論, 阿龍趕緊說. “找到了再叫我喔.”
“你們有耐心一點好不好,” 珍珍說, “再這樣吵, 小心熊洞都垮了.”
“你說這個是不是, 鐵雄?” 珍珍找到壁上的一個紅色線條.

“我覺得不是,” 鐵雄說, “看起來像是鏽染.”
“那這個呢?” 阿丁指著壁上的一個管狀物.
“看起來像是生物爬行過的痕跡,” 鐵雄搖搖頭.
“到底在哪裡?” 大明實在也忍不住了, “怎麼比惡魔黨還難搞?”
“我想是這個吧,” 鐵雄說, “看起來不像天然的曲線, 還有明顯的幾個轉折. 想不
到經過幾百年後顏色會淡成這樣! 難怪解說員會那樣說.”
“這是在畫什麼?” 阿丁側著頭看, “不會是飛碟吧?”
“那有什麼奇怪? 說不定幾百年前他們就看過機械獸了!” 大明說, “雖然畫的不
怎麼高明, 不過總算是看到了. 這下妳滿意了吧, 珍珍.”
天鵝公主始終是公主, 何況旁邊還有白鳥王子護航, 於是他們幾個就這樣, 很遵
守珍珍的規劃路線, 到了傍晚, 把整座山的健行路線幾乎都走完了.
“我們總算快完成了,” 大明喘著氣說, “這真是最累的一次度假! 真不知道為什麼
要來.”
“我看一下簡介還有說什麼…” 珍珍翻了一下背包.
“拜託不要再看了!” 阿丁和阿龍求饒的說.
“你看!” 珍珍推著鐵雄, “它說遊客中心的落日是必看的景點耶!”
“遊客中心?” 鐵雄這下也不得不說話了, “從這裡回到那裡, 至少也要半個小時吧,
我想是來不及了.”
“可是我很想看耶,” 珍珍只得撒嬌起來, 而且她知道有人始終拿她這點沒辦法.
“好吧,” 鐵雄果然是這樣回答, “大明, 你就想辦法開快車吧.”
每次都這樣, 大明心裡嘀咕著.

這下大明可真是卯起來飆車了, 總算有件令他稱心的事可做, 在轉來轉去的山路
上, 還真是沒有大明不行!
“哇, 是老鷹耶!” 阿丁嚇的大叫, “大明哥, 你差點要壓到老鷹身上去了!”
“我覺得好像在鳳凰號上喔,” 阿龍說, “不然老鷹怎麼會跟我們這樣重疊交過去
啊?”
這真的是很奇怪的景象, 老鷹可能以為在無人的山區便低飛, 沒想到臨時殺出大
明的快車, 所以有了鷹飛在前, 車追在後的平行奇景!
“算了,” 鐵雄想想開始覺得有點不妥, “大明, 你開的實在太快了, 動物都來不及
反應, 而這個山上什麼動物都有!”
只是到了遊客中心, 還是太慢了, 落日已經過去.
站在山崖旁邊, 珍珍嘆了口氣.
“不要太遺憾了,” 鐵雄拍著珍珍的肩膀.
“我知道,” 珍珍勉強露出一絲微笑看著鐵雄.
是啊, 如果我什麼都不知道, 就什麼遺憾都不會有. 人是不是很蠢呢?
明明昨天就是坐在這裡吃晚餐的, 夕陽就在身旁, 只是因為不知道, 就沒有特別
去欣賞.
知道了才要欣賞, 不知道就沒有, 那麼事情本身存在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意義是思考之後才被賦予的嗎? 不去思考就沒有意義了嗎? 怎麼會是這樣…
只是在她遺憾這件事的同時, 是不是又錯過了另一件事? 像是, 那個站在她身旁
的人…
幾天後,
“照片洗出來了!” 阿丁大叫.

“咦, 山旁邊那亮亮的是什麼啊?” 阿龍指著一張他們在遊客中心的合照.
“照成那樣, 誰知道是什麼?” 大明轉過頭去.
“是落日,” 鐵雄說完, 看了珍珍一眼.
珍珍也看著鐵雄, 還看見了窗外的弦月, 比夜遊那晚又更圓了一點.
照片上到底是什麼她也說不上來,
但是鐵雄會想那樣告訴她, 她覺得, 她是得到了真祝福, 這大概就是意義的真意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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