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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合理莊嚴╱均衡偉美；因為╱上帝╱不擲骰子；上帝╱即骰子

╱祂被擲了。這首詩，是木心發表於1987年的「骰子論」。當時，我的人

生正處於虛無時期的拋物線頂點，隨時，都有掉入萬丈深淵的莫名恐懼，

於是，只要心緒有些些波動，我就無心上課，找一個孤獨的角落，不斷瘋

狂寫詩、讀詩。那時，台灣剛剛解嚴，又解除了報禁、黨禁；而，虛無的

我，因為無知，完全感受不到社會正在快速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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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為是的親密，只是

對關係的操控

任何人，都不可能從別人身上

找到完整的自我。但，很多耽溺於愛

情的人，卻總是認為，當自己在愛情

中，才能得到完整的自我，這其實是

自欺欺人的。而往往，妄想從別人身

上找到完整的人，從來無法擁有生命

的完整。時常大聲疾呼愛別人甚於愛

自己的，其實不過是依賴別人甚於自

己罷了！

休又不捲起袖子做事的人。

渴望親密，卻無法親密；渴望自

由，卻無法自由。這似乎已成為感情

世界的莫非定律了，為何會如此？許

多不斷在感情中索求的人，往往到最

後，都是一無所獲的。

孩子出生後，受到父母的呵護

與教養，有了最初的樣貌。受寵的孩

子，像無邪的天使，怎麼看都可愛；

而，某些在邊緣家庭成長的孩子，他

們人生最初的學習，卻是不斷的戒慎

恐懼。張愛玲在短篇小說「色．戒」

裡有段話：「只顧忙著抵擋各方面

的攻勢，這樣的女孩，不太容易墜入

愛河，抵抗力太強了。」成長過程如

果感受不到家人的鼓勵與支持，甚至

還要被強迫做不喜歡的事情，這樣的

人，往往會在日後的感情處理上，只

會不斷要求對方，而不懂得付出。他

們只要一不順心，下意識就是放棄；

而經常放棄愛情的人，表面上似乎相

當灑脫，實際上卻是基於愛無能的表

現。痛苦，是改變的根源，不要企圖

去隱藏，否則，快樂也會因此而被掩

蓋。

瘋狂寫詩，只為了寄情，因為

心中想的很簡單，只要重覆某一個情

境數次，用不同的文字與隱喻與形容

詞，詩意就跳出紙面了，不但成就感

與滿足感立現，還贏得許多肯定與讚

美，讓我更樂意不斷書寫。文字，是

我的熱情所在；我寫，故我在。

而，歷經了十年的媒體書寫，我

一面要不斷尋找與閱讀一段段被我錯

過而忽略的歷史，一面要思索發表文

章背後的社會教育深意，突然間，下

筆的內容都要有根據，都要經得起質

疑；眼見充滿證據與分析的文字擠滿

了稿紙，而那些含詩含情含點點絮語

的文字，受限於篇幅，只好刪去了。

文字，不再是我的熱情所在；我寫，

故我在，但日漸焦慮。

何以至此？現在，我的書寫，究

竟是在擲骰子？還是被當成骰子擲？

渴望親密，卻無法親密？

渴望自由，卻無法自由？

如今的我，站在理性與感性的

十字路口，左顧右盼。我知道，不論

是感性的少年情詩綿綿，還是理性的

青年社會百態絮絮，邁向中年的我，

如不在理性與感性間調和，文字的旅

程，勢必會因為缺乏彈性而顯得寂寞

的。

觀察身邊，發現人們多數的時

刻，都處在渴望改變或忍受現況的

焦慮中。張愛玲在「紅玫瑰與白玫

瑰」文中，有段描寫愛情心態的經典

論述：「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

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

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

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

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

粒飯黏子，紅的卻是心口上一顆硃砂

痣。」如今，時代不斷轉變，這樣的

感受，女人也開始同感了。

如果一個人在他生命中經驗過

被瞭解，而且這個關係又是一個穩定

的狀態，那真是幸福！但，幸福絕不

會從天上平白掉下來。如果我們打開

兩性問題的話匣子，天天漫談不休，

任由口沫橫飛遮蔽了一切，還深信這

樣就可以幸福，那，真要比中樂透還

難！美好的生活，只會留給用心耕耘

心田的人，而不是給那些天天喧鬧不

▲ 許多不斷在感情中索求的人，往往到最後仍
是一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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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長期缺乏關注的孩子，容易為

了彌補童年的愛的匱乏而顯得「愛得太

多」，導致對愛的感覺上癮。這些人，有

些會表現出缺乏安全感的低姿態，總是不

斷地討好對方，並深信，這樣就可以長久

留住愛情；而有些，則會產生強烈的嫉妒

心或占有欲，舉止也非常瘋狂，甚至，出

現自殘或傷人的恐怖行為，成為「致命的

吸引力」。

日前，大陸名主播胡紫薇大鬧中央

電視台的新聞，讓人看得於心不忍。不是

同情胡女的婚變，而是同情胡女處理感情

的欠缺智慧。根據媒體的報導，多年前胡

紫薇對張斌一見傾心，立刻用盡心力來追

求，隨後兩人各自離婚而再婚。再婚後，

胡女不斷對媒體表示：婚姻，是她生命的

全部。而，眼看著張斌時時吸引著異性的

主動接近，胡女總是採取宣示主權的強勢

姿態，在所有的「假想敵」面前，刻意表

現出與張斌的關係親暱，卻不知，這樣的

操控，才是導致婚姻無法長久的原因。畢

竟，誰都不願意被當成誰的所有「物」，

甚至還被公然搶來搶去。

在愛情的挫敗中，失戀的人一方面

打擊自己的價值感，一方面責備對方的不

是。卻不知，這都是自己跟自己玩的遊

戲。很多關係中自以為是的親密，其實並

不是親密，而是令人充滿壓力且痛苦的操

控。操控，不但會使人心充滿不自由，還

會破壞原有的親密感受。許多人的愛情，

都在操控中褪色，或在操控不成功之後，

黯然面臨分手。很多人在愛的關係中，自

以為愛得轟轟烈烈，事實上卻總是因為操

控不成，導致不斷挫敗還怪命運多舛。

失敗的背後，藏著讓我們脫離苦海的

智慧，只有正視失敗，才能走出失敗。隨

著社會的日益都市化，居住其中的人早已

不可避免會壓力愈來愈大，此時，如果再

缺乏情感的支持，往往難以保持身心的健

康。每個人的生活，背後其實都有規則可

循，所反映的，不單只是人的真正內在狀

態，還有更多衝破限制的渴望與追尋自由

的嚮往。

從《愛、生活與學習》到

《親密、孤獨與自由》

記得有回聽到廣播中的一段話：「對

立與衝突，放在音樂上，會很美；而放在

人身上，就會很醜。」突然間，內心被震

了一下，隨即開始玩味這句話的深意。音

樂，是人所創造出來的旋律，目的，是為

了滿足心靈的感受；而衝突與對立，經常

都是使曲子產生戲劇張力與震撼心靈的重

要關鍵，也是成為名曲的充要條件。而人

與人之間的互動，總在不斷社會化的過程

中，被迫學習必須活在「讓別人滿意」與

「不得罪別人」的情境中，此時，任何的

衝突與對立，都成為不夠圓融與寬容的特

質。

1995年出版的《愛、生活與學習》，

曾是我的床頭書。學習去愛，學習在生活

中落實愛的真諦，這本書，不斷鼓舞我們

付出，只是付出。但，經過許多年不斷去

實踐，卻發現，如果缺乏愛的智慧，不斷

付出的結果，只會造成別人的壓力與負

擔。看了2006年出版的《親密、孤獨與自

由》，一些始終盤旋在心中的疑慮，開始

有了瞭悟，更給了我一些人際互動的新激

盪。親密、孤獨與自由，乍看之下是完全

不可能並存的，心理學家楊蓓卻將其組合

成現代人生活的指導法則，給了人嶄新的

思考新方向。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如果也開始有

了「必要的」衝突與對立，那，生活是否

也能如音樂的譜寫一樣，因此散發出美妙

的律動？親密、孤獨與自由給人感覺不相

關，主要是因為，我們對親密的認知，就

是緊緊守在一起，而，這樣的相守，如何

可能孤獨？如何可能自由？但，我們不能

忽略掉，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沒有

人可以完全屬於另一個人，也沒有人可以

完全被另一個人所了解。而緊緊守在一起

的親密，如果沒有加入適度的孤獨，讓人

有機會在孤獨中學習了解自己，學習與自

己相處，並享受孤獨中的自我，親密的感

受，很快就會被時間所累積的疲乏與壓力

所傷害，甚至無法繼續保持親密。

現今，離婚率不斷攀高，令許多人

生只繫在婚姻生活而沒有自我的人，深深

焦慮。如果，不斷耕耘與付出的婚姻，竟

可以被輕易摧毀，我們一生學習的付出的

愛，是不是錯誤的？我深信，愛本身不會

有錯，錯的是愛的方式。如今的親密、孤

獨與自由，就是修正早年的愛、生活與學

習的新觀念，修正，並不代表過去的信仰

有錯，而是因應社會的變遷，有些觀念必

須略微調整，才能繼續帶給人們實用的收

穫。

當我們處在一個有條件的愛時，基

本上就有很多牽制和限制，這些牽制和限

▲ 操控，不但會使心充滿不自由，還會破
壞原有的親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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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很容易讓人從中敗下陣來，而感到孤單

寂寞。時代改變了，我們因應的心態也要

調整，只有保有彈性，讓自己的眼界愈來

愈開闊，才不會在這個離婚率不斷攀高的

新世代中，不斷被一對對「完美夫妻」的

離異而打擊信心。親密、孤獨、自由看似

很對立，其實卻是相依相伴的，如果缺其

一，生活的彈性就會受到考驗，甚至造成

危機。孤獨，並不是寂寞與無聊，而是與

自己相處的感覺，幫助我們自我了解，學

習更好的生活態度。

《苦煉》的主角澤濃，父親是天主

教的高級教士，光憑這點，就已經預言了

人生，必定是一場艱苦的旅程。私生子的

他，為了生存，經歷宗教迫害、戰事、瘟

疫與飢荒，卻也練就了一身本事。「有朝

一日，上帝會從人心裡抹去一切戒律，只

剩下愛。」這是個歷經人生苦難的人，最

終所懷抱的夢想。愛，既是所有至聖先賢

們的共同夢想，也普遍流傳在俗世凡間，

為何社會還是充滿罪惡與怨恨呢？

我想，當我們氾濫地傳誦愛，卻沒有

實踐愛的真諦，愛，就不再是那個帶給人

溫暖與希望的力量了。而我們與愛，也因

為無法溝通而漸行漸遠，終於不再產生交

集了。愛可以治療一個人，不論是付出的

一方，還是接受的一方。許多人的內心深

處，因為始終感受不到溫暖與希望，很久

以來就希望死了，正如繃得太緊的繩子希

望斷掉一樣。如果可以找到與愛溝通的管

道，慢慢再體會到溫暖與希望，人自然就

會更珍惜生命。

長久被焦慮困住的小孩，信心，真的

非常重要。但，在建立信心之前，要先跨

過重重自我肯定的考驗。電影《熱血橄欖

隊》中的教練，為了幫助獄友們走出不斷

犯罪的輪迴，決定籌組橄欖球隊。長久與

這群失去信心的孩子們相處，教練發現他

們的本性都相當善良單純，只是缺乏正面

沒有實踐，愛，就不再是愛

現代人的關係猶如浮萍，給人感覺

缺乏責任與承諾，兩性關係更是合則聚，

不合則散。即便是這樣，人們的付出，並

沒有因此而減少；因為當「愛」正濃時，

任誰都會全力以赴的。每條路的開始，都

有一段摸索的過程，我們在路上留心一切

的路標與地標，好記住自己的所在方位。

但，認路的過程，就像是人生，當一條路

熟悉了，往返自然駕輕就熟，而，卻也因

為熟悉，再也不在意沿途不時變化的風景

了。

的鬥志來扭轉悲慘的過去；而打球的發洩

憤怒與勝利伴隨而來的肯定與自信，都是

這群孩子現階段的迫切所需。果然，初嘗

勝利的滋味後，這群始終失敗的孩子，開

始有了「過去不等於未來」的信心，出獄

後再犯的機率，也遠比過去低得多。而，

本來與父親充滿仇恨的教練，也在持續受

到孩子們的啟發後，決定用原諒來代替仇

恨。不管是教練，還是球員們，處在充滿

鼓勵與希望的自信中，自然會有能力將恨

意從心中排除。當然，這是需要相當的時

間，還有持續的累積自信，才能擁有扭轉

痛苦的能力。 

▲ 修正，不代表過去的有錯，而是因應社會的變遷。

愛可以治療一

個人，不論是

付出的一方，

還是接受的一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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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戀愛，使我們無法展現真正的自我，而

且戀愛的結果也多會失敗；但是，許多人

卻由於需索甚急，因而常會陷入導致失敗

的戀情。

當別人的認可與否，成為判斷一個

人的努力和身分地位的主導標準或愛的

代用品時，個人的自由就完全淪喪了。完

全的隨心所欲，並不是自由，而是自私與

放縱。電影《命運好好玩》中的亞當山德

勒，意外獲得了可以遙控人生的遙控器，

從此，只要是他不想經歷的，都讓其快轉

通過。剛開始，他深感可以操控人生的自

由自在，最後才恍然明白，人生少了那些

不想經歷的過程，根本就不值得過。

許多人總是誤解了自由，導致總將自

由與不負責任劃上了等號。自由，其實是

一種盡力完成責任後的解放，由於時間短

暫，所以特別珍貴。

在孤獨中，我們都是由由且

親密的人

放下，其實是一種接納，接納自己

的矛盾、害怕，也接納自己的狹隘、自我

中心。禪修能幫助我們更認識自己，因為

其所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將我們對外的注

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當我們能夠享受孤

獨，即能觀照到內心，看見自己的內在，

並一步步整理自己。

扭轉痛苦，除了幸運與福

報，更要自己去開創

由於我自己也是從小被困在焦慮與絕

望中，所以深知，除了信心的建立之外，

還需要很多配套的環境，才有可能一步接

一步從陰暗與失敗的人生中走向光明與成

功。而，這些相關的配套環境，除了要有

一些幸運與福報，更多的，是要自己去

開創。首先，我們要培養自己樂觀的人生

態度，還有不斷將悲劇的人生，轉念成喜

劇。慢慢，再大的挫折，也會日漸稀釋而

緩解的。這就是樂觀的力量。

當人們表相的理性已做出了選擇，感

性的內心卻無法擺脫情傷，這個時期，就

很容易感到沮喪。但，如果對自己的認識

很深，選擇是出自理解，沮喪期，就會愈

來愈短了。電影《糯米正傳》中的糯米，

雖然集人間所有的悲慘於一身，卻始終樂

觀面對，讓人一面捧腹大笑，一面感受到

樂觀者的無限希望。雖然，這是典型的搞

笑片，卻真實傳達了樂觀的精神。其實，

在現實生活中，也有不少凡事樂觀面對的

人，而，只要我們有機會認識，一定會相

當喜歡親近這樣的人，並深深感受到這股

樂觀的無邊影響力。

我們每個人都有內在美，那才是我們

真正能帶給別人的幸福；只要我們願意發

揚，內在美將光芒四射。與一個不搭調的

當孤獨擁有自己，當自己能夠很輕

鬆、自在地和自己在一起，那會是非常大

的享受。在孤獨中，我們都是由由且親密

的人。心在自己身上，好、壞都在自己身

上，為什麼要別人負責呢？當一個人不再

把自己放逐在環境外頭，不再把自己的喜

怒哀樂要求別人負責時，他會變得更有能

力去愛，他周圍的人，也都會受到影響，

良性循環地開展出一條條內在轉化的道

路。誰有權力，從我們的手中，拿走人生

的自主權呢？人生，除了自己，又有誰可

以分秒陪伴呢？只有你可以讓自己走上正

道，也只有你自己可以使自己痛苦。

改變並不容易，需要時間。內心的負

面思考，不可能立刻完全停止，但是，那

些負面的情緒，會逐漸消退下去。當人開

始接納自己的不完美時，便開始嘗到自由

的滋味。

當心安於己上，有滿足之感。這種滿

足感，就是到任何地方，都能很安定、無

恐無懼，跟別人相處也會很平和且快樂。

唯有孤獨，才能讓人更親密、更自由。願

意擁抱孤獨的人，自會邁向更高品質的人

生。實例在何處？多留心一些精彩的人生

故事吧！

現在，我的書寫，究竟是在擲骰子？

還是被當成骰子擲？我想，我就是骰子本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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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轉痛苦，除了幸運與福報，更要自己去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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