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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心逸

浮世如繪 微⼩小說



⽅方⼼心逸 

跳躍思考、︑熱衷神秘象限。︒ 
 
神經纖細，某種程度上的不求
甚解，極度⽭矛盾念舊。︒ 
 
醉⼼心古典遺韻，始終執迷⽽而不
悔。︒ 
 
喜歡童話，喜歡在歪斜的道路
上，找正確的⽅方向。︒

作者簡介

浮世如繪



      彌風在純樸的漁村長⼤大,這
裡的左鄰右舍都熟識,彼此的孩
⼦子也打成⼀一⽚片, 窗外盡是海天⼀一
⾊色,這個環境帶給她純淨的視野,
從她的視角看出去的世界⼀一直是
彩⾊色的,每個⼈人都有獨有的氣味
與⾊色澤,有的⼈人在她眼中是輕快 
的⿈黃⾊色、︑有時又是憂鬱的藍,或
是幾分童⼼心未泯的⾺馬卡龍⾊色,她
最怕教英⽂文的 Ms. Lee,常洋腔
洋調地比⼿手畫腳,這樣的⾊色調印
象是⼟土⽿耳其的藍, 混著綠⾊色的那
種,她的氣味就像美國出產的乳
液,⾹香到有點⽬目眩神迷。︒ 

浮世如繪

浮世如繪 



      這裡也孕育出她的繪畫
天份,⽼老教堂外的圍牆是她作
畫的畫布,海珊親吻柯林頓、︑
聖誕⽼老⼈人騎著⼤大象,或是幾個
像卓別林⿊黑⽩白默劇中的角⾊色,
裡⾯面的景象是超現實的無邊
想像,她長得討喜,笑起來眉眼
彎彎,笑顏下的眼 瞳是無邊⽉月
⾊色,朦朦朧朧,有那麼幾分不食
⼈人間煙⽕火,她的話不多,可筆下 
所繪全是鮮活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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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下的塗鴉,原以為是惡
作劇的把戲,還是有⼈人會欣賞,
偶爾漁村外圍的 ⼩小洋房,會有
穿著⽩白⾊色連身裙的⼤大⼩小姐,嬌
滴滴地命令她來家中幫忙作
畫, 通常的代價是獲得⼀一筆豐
厚的零⽤用錢,並吃上⼀一頓烤雞
⼤大餐。︒⽣生活中的⼩小⼩小困擾是
吃飯、︑寫字的時候,總是因為
使⽤用相反的左⼿手,⽽而被傳統的
⽗父親⽤用捲尺警告,她也漸漸學
會使⽤用右⼿手,琢磨著,右⼿手又畫
出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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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擁有許多童年玩伴,
這是她記憶中最純真的⼀一
塊,與他們的回憶就像珍珠
⽩白,沒有任何瑕疵。︒她很會
利⽤用⾃自然素材,比如說,⽤用幾
根繩⼦子綁住樹, 讓⼤大家吊在
上⾯面旋轉,有時平衡感不夠
的孩⼦子會掉到⽔水裡,終⽇日嘻
嘻鬧鬧, 覺得好玩極了,⼀一些
⽪皮外傷也不以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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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磚道外的⼩小廣場是⼤大
家輪流開演唱會的地⽅方,她規
定⼤大夥拿著⼿手電筒當螢光棒,
誰敢偷懶不揮動棒⼦子, 就會
被驅逐出場,所以⼤大家都不敢
怠慢每個上台的⼤大歌星。︒ 

      她有⼀一個祕密基地,是⾃自
⼰己暗藏的⼩小角落,那裏特別涼
爽,還能釣得到⿂魚,可惜她的
⾏行蹤還是被對⾯面的⼆二寶發現
了,不多時,又變成⼤大夥玩遊
戲的⼩小天地,這裡沒有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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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漸的,漁村被政府徵
收,⼤大家也逐漸外移,分別搬
遷到各⼤大城市,有的⼈人去了
海的那⼀一端,舉家遷徙,她們
家是最後⼀一批移⾛走的⼈人,童
年的夥伴⼀一個個與她道別,
搬⾛走前,說好著⼀一定要⾒見⾯面,
卻也相⾒見無期,那時,沒有電
話也沒有電⼦子郵件,她的⼼心
中,頓時空洞了⼀一⼤大塊,空空
蕩蕩,說不清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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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工程有限公司致⼒力於提供各類場所有關消防安全
之全⽅方位解決⽅方案，團隊⼈人員皆為從事業界專業⼯工作長

達⼗〸十數年之菁英，經驗豐富，包含消防設備師(⼠士)、︑勞

⼯工安全管理⼈人員、︑甲級電匠、︑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

⼈人、︑公共危險物品專家顧問及最新消防性能法規專業顧

問群等，我們是⼀一家專注於提供客⼾戶專業消防研究、︑規

劃與設計、︑施⼯工及售後服務等多元化的消防公司。︒

地址：新⽵竹縣湖⼜⼝口鄉成功路965號 
電話：03-599-4119

⽴立即預約

https://www.119safe.com.tw


保安⼯工程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消防器材販售 

消防⼯工程 

消防設備維護保養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滅⽕火器藥劑更換與充填 

公共危險物品場所規畫設計 

申請政府消防會審勘驗作業

聯絡我們

https://www.119safe.com.tw


      改變最⼤大的是,⽗父母也在搬
遷後,選擇分開,這個緣由她是清
楚的,⽗父母相對無⾔言已久,這也許
是媒妁姻緣下的悲歌,最掙扎的
是就是要跟著誰, 她明⽩白外婆那
邊是有權有勢的⼤大家族,母親又
是最⼩小的女兒,回去之後沒有罣
礙,倒是⽗父親,舉⽬目無親,因此她
決定跟在需要被陪伴的這⼀一⽅方
身邊。︒ 
      對於這個抉擇,她沒有任何
解釋,⼀一如往常的,她總是有⼜⼝口難
⾔言,因此母親對於她斷然的決定
感到傷⼼心,從此也就斷了⾳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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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經濟本不寬裕,⽽而⽗父親
原本是漁夫,⽣生活環境改變後,又
少了經濟⽀支柱,這剛好也是她要
上⾼高中的前⼣夕,念藝術科系所花
費的⾦金錢龐⼤大,她也沒有任何後
盾,加上⽗父親也不⽀支持這個決定,
說:「妳只是平凡中的不平凡些,
沒什麼⼤大不了,念藝術混不了飯
吃,別⾛走這條路。︒」 

      ⽽而她平常也沒有放太多⼼心思
在課業上,只是規律地跟著⽼老師
的節奏⾛走,成績維持了⽔水等的⽔水
平。︒對此,她開始要為⾃自⼰己的⼈人
⽣生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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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在眼前的，有兩條道路
可選擇：（請點選） 

選擇唸藝術學校  

選擇唸普通⾼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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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就將畫畫當成第⼆二⽣生命
的彌風,對於藝術義無反顧,哪怕
沒有⼈人⽀支持, 都無所謂,她從不覺
得⾃自⼰己與旁⼈人有什麼本質上的差
異,只是本能地選擇⾃自⼰己喜愛的、︑
離不開的事物,為了藝術之路,除
了貸款,她也必須要晚上兼差,⽩白
天上課,才能⽀支付昂貴的學費與⽣生
活開銷,就這樣,每天的⽇日程表就
像快輸掉的俄羅斯⽅方塊,滿滿的,
滿到沒有⼒力氣鬱悶,好不容易弭平 
些,卻又重疊上去,課堂上、︑下了
課的房間中,滿是⼼心愛的畫筆跟畫
具, 有時滿身狼狽,髮尾上還沾著
顏料就出⾨門,⼼心靈卻是滿⾜足的。︒ 

浮世如繪



      這是⼀一間貴族學校,同學都
從容優雅,從⼩小就受良好的藝術
薰陶,因此她身處其中,並不顯
眼。︒⽽而她在畢業前⼣夕,卻不眠不
休地花了⼀一個⽉月,完成俯瞰家鄉
的泥塑,這⼟土⾊色系的作品細緻飽
滿,飽含著她對漁村的愛,師長 
愛惜她的才華,推舉她保送到全
國最好的藝術學府,於是,她又再
度離開家,⼀一個⼈人到更⼤大的城市
去念書。︒在這分崩離析的過程
中,她已無歸屬感, 到哪個城市,
對她⽽而⾔言,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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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城市將唯⼀一的保送
名額給了彌風,她暫時減緩了
經濟的壓⼒力,可以⼼心 無旁騖地
作畫,強烈又鮮明的構圖蘊藉,
看似不合時宜,又能在歪斜中
找到平衡,無束縛的冷⾊色調洋
溢著理智的襯托,難以想像她
這樣嬌⼩小的身體, 有如此充沛
的創作能量,這個衝突⽭矛盾,讓
旁⼈人對她充滿好奇,⽽而多半的 
時候,她依舊低調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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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她在紙上畫了⼀一座藍
⾊色的鐵塔,旁邊拼貼著躍動的⽉月
曆與數字,然 後她趴在桌上,百
無聊賴。︒⼀一個男孩⾛走過,對著她
直率問道:「塔上的是⽔水,那⽔水是
往上還是往下流動︖？」她看了
看,不假思索的說:「我不認為 
這是⽔水,但如果要那樣說也⾏行,往
下流⾛走的是歲⽉月,往上流轉的是
希望, 就看你是⽤用哪個角度
看。︒」然後她抬頭,望進男孩⿊黑
框眼鏡下的雙眼,⼀一眼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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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碰到⾃自⼰己⼈人⽣生中的第
⼀一個愛情,這個男孩叫沁然,
與她有著相仿的藝術細胞,
信⼿手拈來都是藝術,他最擅
長的是素描,可以把隨意揉
爛的紙團、︑咬了⼀一⼜⼝口的蘋
果,都畫得栩栩如⽣生,筆下的
花,豔美絕倫,他很光明、︑非
常光明,彷彿可以照亮她⼼心
中的⿊黑暗角落,也能猜到她
筆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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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同班,也沒事先
約好,卻總是在第三節下課,
踏上迴旋樓梯的同⼀一階。︒術
科考試時,他畫樹上的⿃鳥,她
則是畫⽣生命之樹,他畫著沙
漠中的旅⼈人,她則是把⼀一望
無際的沙漠延伸到⾼高原,他
們不相同,卻有著難以⾔言喻
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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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前⼣夕,尋了⼀一個悠閒的⽇日
⼦子,兩⼈人在河岸看星星,彌風咬了
⼀一⼜⼝口冰棒 牙齒的酸麻感讓她眨了
幾次眼睛,她隨⼜⼝口問道:「吶,我問
你,你第⼀一次 拿畫筆是什麼時
候?」  
 
「上國⼩小的那⼀一年,在國⼩小對⾯面開
的才藝班吧。︒」  
 
「你知道我的第⼀一枝畫筆是什麼 
?」 他不解地搖頭,她接著說：
「是⼀一根枯樹枝,第⼀一次畫畫的地
⽅方是沙地, 旁邊有個⼩小窪塘,我畫
了對⾯面捕⿂魚的⼤大鬍⼦子⼤大叔。︒」想
著想著,彌風泛起微笑。︒  

浮世如繪



「那你喜歡我什麼?」  

「說不上來,妳很多變,有時很天
真、︑有時又很複雜,有時聰明獨
⽴立,有時又蠢得可以,這些看在我
眼中,都很美好。︒」  

「是嗎?」她笑了笑,佯裝⽣生氣
地扯著沁然的⽿耳,說:「瞧你這樣
⼦子,意 氣風發的,學妹都被你迷
得神魂顛倒,我看我是再美好都
不夠美好了。︒」 

沁然笑得燦爛,⼀一把將彌風抱個
滿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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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工程有限公司致⼒力於提供各類場所有關消防安全
之全⽅方位解決⽅方案，團隊⼈人員皆為從事業界專業⼯工作長

達⼗〸十數年之菁英，經驗豐富，包含消防設備師(⼠士)、︑勞

⼯工安全管理⼈人員、︑甲級電匠、︑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

⼈人、︑公共危險物品專家顧問及最新消防性能法規專業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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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幾年,彌風越來越有名
氣了,⼤大家都說她是女⽣生版的畢
卡索,奔放⾃自如的畫,拼接卻又
俐落得不沾不染,⼀一看就無法移
開⽬目光,許多企業主投 資她開
畫展,但她卻像風⼀一樣,碰到感
興趣的主題,就不在乎報酬,沒
興 致就兩⼿手⼀一攤。︒ 
      沁然則繼續進修美術史,成
為⼤大學的講師,繼續精進他的 
靜物素描。︒⽇日⼦子無聲無息的過
去,在眾⼈人眼中,他們是⾦金童⽟玉
女,可是總少了那麼⼀一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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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長跑多年,沁然未來的
⽣生活藍圖勾勒著與彌風共度的
畫⾯面,彌風卻常悵然所失,在⼀一
次的求婚中,他們⾯面臨了⼈人⽣生中
的考驗。︒  

「說什麼都太矯情,就是不能沒
有妳,妳已經準備好與我共度後
半輩⼦子了嗎?」 

      沁然拿出戒指,他的態度明
快,冒汗的⼿手⼼心洩漏他的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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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說吧......你⾛走在預計的
⼈人⽣生,⼀一絲不苟,就像在畫框中,
很踏實、︑ 很沉穩,我很喜歡,但
我總在畫框之外的那個世界,總
之,好像沒辦法給 你答案。︒如果
我們結婚,你能容忍我每⼀一分每
⼀一秒都為藝術⽽而活?」 

      她想像蒲公英,浪跡天涯,看
看畫中延伸出去的這個世界,世
界太⼤大了,⼤大到 她捨不得放棄。︒  

「我會退讓,只要妳留在我的世
界。︒」意料之內,沁然溫和堅定
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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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人⽣生重⼤大抉擇點中，
彌風該如何抉擇： 
（請點選） 

⾛走⼤大部分⼈人⾛走的路，結婚 

為藝術⽽而活，不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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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時間,彌風選擇與⾃自⼰己
獨處,與沁然處於失聯狀態。︒遇
⾒見他前,她習慣⼀一個⼈人;遇⾒見他之
後,她習慣他的靜靜守候。︒她⾛走
過這些年與他步過的點點滴滴:
⼀一條熟悉的⼗〸十字路⼜⼝口、︑⼀一家熟
悉的咖啡店、︑⼀一塊品嘗過無數
次 的羅宋麵包,好像不太習慣。︒
她打開⾞車窗,窗外的⼈人低於⾃自⼰己
視線的⽔水平, 隱隱約約,她好像
在⼈人群中看到了他,不太切確,她
的⼼心卻跳了⼀一下。︒於是,她似乎
明⽩白什麼是比投奔⾃自由的藝術
更重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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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彌風出現在沁然家
樓下。︒過了幾個⼩小時,總算
等到晚歸的沁然,在他 詫異
又疲憊的神情下,他們⼀一同
進了家⾨門,好像什麼也沒發
⽣生,聊著這些⽇日⼦子的家常瑣
事。︒彌風看到沁然家的閣樓
轉角,搭起⼀一間⾨門房,⾛走近⼀一
看, 是⼀一間畫室,佈置成她最
愛的⽩白⾊色調,簡約又輕盈,裡
⾯面掛著她隨⼿手創作的作品,
還有琳瑯滿⽬目的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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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他說:「這些⽇日⼦子
除了改造家中格局,我想了
很多,也許我們不相似,我平
穩拘謹,妳靈活輕巧,但我們
都喜歡⿈黃昏落⽇日的浪漫筆
調,喜愛那有點蕭瑟的寂寥,
縱使我開朗,妳偏靜,但私底
下我們都怕吵,開⼼心的時候,
又瘋狂得像個傻瓜。︒」說著
說著,他拿出⼀一只精緻的⾦金
鑰匙。︒  

浮世如繪



「純⾦金的戒指換成⾦金鑰匙,
以後妳進入畫室,就是妳的
絕對空間,我誓死守護妳的
藝術⾃自由。︒」 

      他信誓旦旦,這個形式
上的⾃自由,也給了她另⼀一種 
更堅定的承諾。︒  

      她輕聲問道：「你確定
你沒有偷打備份鑰匙?」  

浮世如繪



「真是沒⼼心沒肺,這時候不是該感
動得哭了嗎,偶像劇終究只是偶像
劇。︒」  

      兩⼈人相識⽽而笑,彌風的眼角帶
淚,還是哭了,只是遲了些,她的情
意也遲 遲,但卻深遠亙久。︒ 

      於是,她收下這隻⾦金鑰匙,也決
定去美術館⼯工作,可 與最喜愛的典
藏藝術共處,也能在每天晚上與丈
夫好好地吃上⼀一頓飯,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     ～End 【結局1】

浮世如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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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風留下了⼀一張紙條在沁
然家的信箱上,上⾯面寫著:「想
保持現狀,沒能 想到婚姻,但不
想⾃自私,決定放你⾃自由,我⾛走
了。︒」 

      這些斷斷續續的思緒, 揭
⽰示了她的決定,她向來率性⽽而
為,靈感來了就要做畫,想要感
受,就⽴立刻踏向⾃自然,風⾬雨無
阻。︒但去機場的路上,她還是⼤大
哭了⼀一場,這些年的年少輕狂,
都是沁然陪她度過,無法當著他
的⾯面說再⾒見。︒ 

浮世如繪



      之後,彌風跟了⼀一個
法國⽼老師,有時協助畫展,
有時學習筆法,⼤大部分時
間是當流浪畫家,⾛走遍世
界⼟土地,過著⾃自⼰己喜愛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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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風會定期寄送明信⽚片給
沁然,花都的明信⽚片有淡淡的
⾹香氣、︑約旦的明信⽚片有隱約的
鹹味,近期的明信⽚片來⾃自羅⾺馬
尼亞,她寫著:「突然貪戀此處, 
這裡有最漫長的秋季,沿著多
瑙河畔晨⾛走,路上的櫻桃跟李
⼦子也垂涎欲滴, 如果你在這邊,
⼀一定可以描繪出真實的樣貌。︒」
照⽚片中的她依然笑得靦腆, ⼿手
中拿著她最喜愛的萊姆汁,是
⼀一種微酸的滋味,她怕酸,只她
向來不太寵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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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他訂了⾶飛往羅⾺馬尼
亞的機票,也許能在某個陽
光燦爛的時候,不期⽽而遇。︒ 

   就像那些羅曼史⼀一樣,只
是少了居⼼心叵測的男主角。︒  

就算不結婚,也能長相守。︒      
            ～End 【結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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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實的考量實在太沉重,
最後她選擇不念藝術科系,念
了普通⾼高中。︒她放下畫筆,腦
中漸漸也少了想像的線索,⼀一
⼼心⼀一意,是她最好的籌碼,她下 
定決⼼心,既然要念,就要念到最
好,才不枉費棄守藝術的犧牲,
於是她開 始拼命念書,與數學
與⽣生物博⾾鬥,她有與⽣生俱來的
空間概念,也善於剖析⽴立體結
構,她的成績很好,之後的每個
學期,都能拿到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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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她的⽗父親中風
了,連說句話都⽀支離破碎,
⼀一向傲然的⽗父親,終究也
不敵歲⽉月的摧折,挺直的
肩膀也垂了下來,但始終
不輕易與她⽰示弱,每次的
醫院複診,彌風都無聲陪
伴,⽗父親在⼀一次昏厥後的
甦醒,對她說了⼼心底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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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醒來後的⽗父親看著她
良久,說了:「對不起,耽誤了妳
的才華,妳太像妳那個媽,我不要
妳像她,卻偏又如此相似,放下妳
的包袱,⾛走⾃自⼰己的路吧!」 

      這語氣,有淡淡的怨懟與說
也說不清的複雜情感,彌風看著
鏡⼦子中投射出⾃自⼰己的影像,那似
曾相似的陌⽣生,無法消磨的千絲
萬縷在⼼心中交錯著,她看著⾃自⼰己
曾經畫出厚繭的左⼿手,最後,她只
輕聲對著⽗父親說: 「年紀⼤大了,
別逞強,沒事的。︒」這時,她的⼼心
裡也下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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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風⼀一直對於服裝設計
有著濃厚的興趣，但看到⽗父
親的病情，又想選擇習醫以
協助救治⽗父親，她應該如何
選擇：（請點選） 

選擇當個可以協助救治⽗父親
的醫⽣生 

依著⾃自⼰己的興趣，選擇當個
服裝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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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彌風唸了醫學院,
她選擇當⼀一名外科醫⽣生,在
視網膜的世界做完美切割。︒
⽗父親的蒼⽼老帶給她許多感
悟,也許⽣生命不能抵抗突如
其來的禍患,但她可以幫助
這些病患重⾒見光明與希望,
⼿手術⼑刀下的完美精湛,就像
實現畫筆下未竟的夢。︒如
此,也能就近照顧⽗父親,成為
他的專屬家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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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世界雖然孤⾼高
寂寥,但並不寒冷,有時
就像是夏夜晚風,也能
從⽣生活中的美好稀微
憑欄⽽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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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一場跨國救疫的⾏行
動中,她被媒體採訪,於是她
從容說出⾃自⼰己的理念, 緣分
的羈絆,讓母親從電視中看
到長⼤大的她,於是母親循著
線,來到她任職的醫院,⾎血緣
的牽引始終不受時間的阻隔
⽽而陌⽣生,這⼀一場晚年的和解
終於來到, ⼀一切都還不遲。︒ 
           ～End 【結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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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風唸了服裝設計系,
這與她原本的藝術夢有著相
似的軌跡,她善⽤用鮮明的⾊色
彩概念與前衛的想法,設計
出⼀一系列的草圖,買布及各
式鈕扣成為她 ⽣生活中最常
接觸的事物,穿梭在針線中
使她快樂,做成⼀一件有想法
的衣服是她最專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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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後,她成為紡織公司
的設計師,有時礙於雇主主觀
的設限,還是不能 盡情揮灑,
但她仍會在⼀一些無關緊要的
地⽅方,偷偷加入⼀一些⾃自⼰己的⼩小
創意, 算是妥協下的堅持。︒
累積了實務經驗與客源後,她
開了⼀一間⼩小⼩小的⼯工作室, 與
好友的咖啡店做了⽂文創的結
合,以精準的美感與迷離的賞
玩間,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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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彌風這近乎女強⼈人的
⽣生活也不孤獨,到了中年,她
與⼀一個欣賞⾃自⼰己多年的男
⼦子,⼀一起⾛走完後半⽣生的路。︒
他們會在假⽇日的畫廊⼀一起出
現,也會贊助青年藝術家,希
望他們堅持⾃自⼰己的夢,這⼀一
⽣生,也不枉然。︒  
              ～End 【結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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