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特濃，呈現圓環的姿態。

當我們只是看著，圓環就像是無缺的圓滿。

當我們咬下去，圓滿就不再圓滿了。

而人生，就從這不圓滿的時刻開始更豐富。
■ 文．攝影／邱麗文

阿特濃是一種中空環型的德國麵包，

內餡包著滿滿的羊奶起司，咬下去，柔滑

香甜的起司就會在口腔裡爆漿開來，對

喜歡奶製品的人來說，是充滿誘惑力的口

感。

阿丹對食物的挑選，總是充滿著浪

漫的深情。他不會喜新厭舊的到處嘗鮮，

而是反覆光顧充滿味蕾記憶的店家，對充

滿感情的食物百吃不厭。有回，阿丹發現

了阿特濃，立刻感覺到童年的某種甜美記

憶迴盪心頭。從此，就不斷買來與小薇分

享。

看著阿丹一臉滿足的吃相，對食物一

向沒有忠誠度的小薇，總是深感佩服，怎

麼有人可以長時間吃同一種食物而不膩！

小薇與阿丹是學生時代的戀人。他們

一路理虧的。

兩個人雖然年齡相近，成長的背景卻相差很多。阿丹是家境富裕的

老么，幼年時又經常生病，於是在全家族的呵護下成長，性格非常耿直

且寬厚，對小薇總是無盡的包容；而小薇，則是在重男輕女的家庭中成

長，加上性格好強又固執，導致情緒總是因憤怒而陰晴不定，對愛情也

總是患得患失，對阿丹，她從不願意主動表達關心，甚至還動不動就大

發脾氣，只為了證明這段感情經得起考驗。

大學畢業後，小薇開始有了來自職場的追求者。一如過往，她還是

覺得那只是「異性的好朋友」，還不斷數落阿丹的不成熟；但是，

同事的追求卻一點一點動搖了小薇的心。就在小薇與同事的戀情

已經愈來愈明顯時，阿丹才得知自己的處境。此時，阿丹並沒

有與小薇大吵大鬧，而是開始來公司送花，並隨花附上一封

又一封的情書，描述著兩人過去共處的幸福時光。

兩人共處的「幸福」時光 

阿丹天天清晨5點起床，開車到路程半小時

的小薇家，強迫受傷需要復健的小薇去晨泳；

但是，當小薇東拖西拉的出現時，往往已經是

上午8點多，也錯過了游泳的時段。這，總讓等

了又等的阿丹心浮氣躁，卻又在見到小薇時，完

全無法生氣。阿丹寫著：我想，這就是愛吧！

每個情人節、聖誕節、小薇的生

面對愛情，就像他們面對食物一樣。

對阿丹，小薇是一路理虧的 

在打工的場合認識，阿丹第一眼就迷

上了小薇，從此一路細心守護呵護；而小

薇，雖然與阿丹是公開的一對，卻仍像個

花蝴蝶，不斷穿梭在一群異性的好朋友之

間。面對流言滿天飛，阿丹自然會吃醋抗

議，不料小薇的火氣卻更大，還不斷指責

阿丹對她的不信任。而這樣反覆發生的衝

突，最後永遠是阿丹道歉了事。

小薇來到住家附近新開的麵包店，意

外發現了阿特濃。真是久違了，她想著，

與阿丹分手已經整整10年了。當熟悉的氣

味溢入小薇的唇齒，腦中就浮現許多關於

阿丹的記憶。對阿丹，小薇自覺，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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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自定的節日，甚至開車6小時去看流星

雨，只要能看到小薇開心，阿丹再辛苦都

願意。而且，每一張卡片，阿丹都是自己

繪製；每一份禮物，阿丹都是自己包裝。

甚至，為了那次去看流星雨而準備的戒

指，阿丹還去學習製作蛋糕，並用糖霜製

造出造型相似的戒指，再將真的戒指藏在

糖霜底下，這一切的費心，只為了看到小

薇臉上的驚喜。

當流星雨如煙火般在阿里山上的漆黑

天際劃過時，吃著蛋糕的小薇也發現了藏

在糖霜下的戒指。此時，阿丹興高采烈地

訴說這段製作的過程，本以為會看到小薇

感動不已的表情。不料，卻見小薇皺著眉

頭，有點不領情的說：「你的時間是太多

喔，怎麼總是做這樣無聊的事情。」

阿丹寫著：小薇，妳知道嗎？

當時我真的好難過，但是，我理解

妳對感情沒有安全感，所以總是

喜歡潑我冷水，我相信，妳的

心裡是感動的，只是不

願意說出來⋯。

看著阿丹寫的情

書，回憶著一件又一件

的往事，小薇的內心竟感到

愈來愈沈重。一直以來，阿

丹都在小薇的身邊，默默地

呵護守候著。這一切，小薇

都理解，卻總無法表現出幸福的樣子。似

乎，她的內心有許多餘恨，讓莫名的脾氣

總是說來就來，而好脾氣的阿丹，又總是

任由她毫無道理的發脾氣。導致，每每在

小薇發飆之後，就會感到愧疚感，被愛的

感覺，竟演變成淡淡苦澀的滋味。

小薇心想：如果不能發自真心去愛、

去尊重阿丹，就放他自由吧！她覺得自己

不好，給不了阿丹幸福，希望逼他離開，

好讓他可以碰到更好的人。

也許，我有被虐待狂吧！

小薇手中握著信，看著一臉懇求的阿

丹，心中突然湧上一股無名火，於是一臉

嚴肅的說：「阿丹，為什麼你從來不生我

的氣？我明明就對不起你，你卻還一臉討

好的盡提這些往事，你感覺不到嗎？我喜

歡有事業心的成熟男人，而不是像你這樣

天天只知道耍浪漫的公子哥兒！我，對你

已經沒有愛了，你放手吧！」

天天親自將花送到小薇手中，不但

沒有看到她的感動，還聽到令阿丹如此心

痛的答案。小薇本以為阿丹會生氣而怒罵

的，卻沒有。阿丹竟懇求地說：「小薇，

我可以改，改成妳喜歡的樣子，只要妳不

要離開我。」看著眼前這個毫無自尊的男

人，小薇只覺得不耐，於是轉頭搭上等在

旁邊的同事的車，將阿丹遠遠拋在腦後。

多年後再憶起這一幕，小薇感到一陣

刺痛。當時的心，怎麼會那麼殘忍啊！樂

天又善良的阿丹像個沒有心眼的大孩子，

連一句重話都不曾對小薇說過；而小薇，

卻總將莫名的情緒全數宣洩在阿丹身上，

幾乎沒有說過一句溫柔體貼的話語。

小薇的心深深的嘆息，當時怎麼會如

此自私啊！當時心中究竟被多麼惡毒的魔

鬼所佔據啊！腦中不斷閃見阿丹一臉認定

的神情，還有當時自己始終飄飄忽忽的眼

神，小薇的心呼喊著一聲聲抱歉，希望現

在的阿丹，已經找到真心對待的幸福。

與阿丹分手後，小薇又經歷了幾段戀

情。經常，小薇會看到現任的男友與異性

一起喝咖啡，就算在心裡不斷告訴自己：

他們只是朋友嘛！卻還是感到有些落寞。

小薇的處境就像當年的阿丹，就算表達醋

意也只會換得對方不耐煩或一頓脾氣。

這些年來，小薇不曾與男友真正大吵

過，那種豁出去的大吵。因

為，只要兩人互動出現了一些

摩擦與爭執，就差不多等於是

分手了。這，讓小薇覺悟到，

對方根本沒看重過自己，才會

連一點點的包容都吝於施捨，漸

漸地，她對感情的經營變得愈來

愈戒慎恐懼，原本嬌蠻的脾氣也

被磨得平和了。

但是，小薇沒有阿丹那種海

一般的肚量，所以總是在很短的

時間就放棄了；而再喜歡上的對

象，依舊是任性又自我的人。小

薇不禁對朋友自嘲：「也許，

我有被虐待狂吧！」有時，她

也會淡淡地想起阿丹，再也沒

有人給她那樣的包容了。

小薇，妳不是很缺乏愛嗎？

經過許多年的自我探索，小薇發現

自己面對愛的態度，始終是迷亂的。童年

時期的被忽略，讓小薇格外渴望被人真心

疼愛與呵護。但是，她也不知是什麼情結

作祟，碰到像阿丹這樣無怨無悔的深情付

出，總覺得倍感壓力而直覺想逃；反之，

愈是令自己感到掌握不住的感覺，愈是一

步步接近，並深信這是愛情。

一次次沈浮於得到愛與失去愛的不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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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感的波濤中，小薇原本已從阿丹處獲得

的愛的安全感幾乎都消磨掉了，如今的小

薇，始終在逆來順受的處境下經營愛情。

阿丹知道小薇的成長歷程很辛苦，

他無法感受不被父母疼愛的滋味，所以決

心要好好疼愛小薇，讓小薇能活在被他加

倍疼愛的幸福中。自從有了這樣的決定之

後，小薇就是阿丹現實裡最大的夢想。

阿丹以為可以直到永遠，從一而終的

呵護疼愛著小薇，然而小薇的反應卻十分

地飄忽，她從不說愛，也從不說將來，甚

至對阿丹的苦心經營都深表反感。阿丹一

直到分手都無法理解，兩人之間的愛，到

底存不存在？

當小薇說：「阿丹，你一直都是自由

的，不要讓我綁住你的自由。」這話，聽

在阿丹的心裡，只有被拒絕的痛。彷彿小

薇說著︰我不要你，我從沒愛過你。

有人說，會嚷嚷「我不愛你」的，大

半都是被愛了很多的人。因為總是輕易得

到愛，所以不珍惜。小薇，妳不是很缺乏

愛嗎？為何總要將那麼愛妳的我推開？阿

丹在心中低喊，目送著小薇搭上同事的車

子，遠離他的視線，遠離他的真心。

為什麼受小薇吸引？她經常心不在焉

的，動不動眉頭就皺成一團，嘴唇撅成豬

仔模樣，情緒很容易受到波動，又從來不

將事情說清楚。神祕和脆弱的小薇，始終

讓阿丹摸不著頭緒，又總是吸引著他的好

奇心，渴望摸清楚小薇的心思，

感情裡比較讓人難受的，就是：誰愛

得多，誰就輸。努力不是成功之本，付出

越多，得到越少。有時，阿丹也會厭倦一

切都得由他主動奉上，而小薇始終都是被

動接受、不可捉摸、自我心中，甚至，一

切都不在乎。導致，阿丹常覺得自己在愛

情中，永遠唱著揣摩對方心思的獨角戲。

走進感情迷宮，小薇迷失了

兩人分手的事情傳開了。朋友們一

面倒的支持阿丹，而小薇，自始自終沒有

一句辯解。友人說：「這彷彿是『陸小曼

甩掉王賡』的翻版。」小薇笑說：「也許

吧！說了再多的心事，他還是不懂。」如

果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多數如此，為什麼還

要「拚命」對不懂自己的人訴說心事？不

是徒增煩惱心嗎？

就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童年時期經

歷過被忽略的痛苦，內心所渴望的滿足，

往往要從更棘手的交往過程來獲得。而怎

樣是更棘手的交往過程？是不是像許多人

說的，願意等某人一小時，卻對另一個人

連五分鐘都不耐煩；而前者就是棘手的交

往，偏偏阿丹一直都是屬於後者。 

反覆的失戀，在旁人眼中是一件很痛

苦的事。每當在失戀時想起阿丹，小薇的

心，都會驟然大痛起來。小薇知道，只有

真愛真恨的人，才會那樣豁出去的大吵，

她錯過了。如今，她只是眾多情人們漂流

的一站，連吵的動機都點不燃。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但，我們是因

為愛過而留下印記，而不是被愛。小薇自

以為是個對愛領悟很深的人，但經過了歲

月與失戀的反覆洗禮，她才驚覺自己一直

繞著無解的謎題打轉。彷彿走進了感情的

迷宮，小薇迷失了，那種毫無頭緒的無助

感，讓她變得非常脆弱且恐懼，不知道置

身何處，更不知該往哪個方向前行。

身處地獄的無盡下墜之中

動人的歌，其實不光只在音色和旋

律，而是歌詞的意境觸動了回憶。所以，

情感經歷愈多的人，情歌總是唱得更深入

人心。

小薇每每唱著劉若英的〈後來〉，總

是不自覺地想起阿丹，「後來，終於在眼

淚中明白，有些人，一但錯過就不再⋯」

追悔著，那段青澀的戀情；懊悔著，為什

麼在青春的歲月裡，一定要讓深愛的人受

傷。但是，對小薇來說，沒有了這些錯

過，就不會有這些體悟。

青春的愛慾是每一個細胞都蓄滿了光

與熱，等候在最微小的星火刺激下燃燒。

而小薇的心，卻還沒有青春過，就已經衰

老了。看似活潑熱情的她，其實壓抑著內

心的渴求，讓自己冰冷成熱的絕緣體。

在人群中周旋談笑，心中沒有誰的

小薇，雖然臉上始終笑容明亮，內心卻無

法注入陽光照耀般的暖意。本就容易波動

的情緒，時時變化著氣象，但是誰也看不

出來，有時，甚至連她自己都可以騙過。

這，就是所謂不堪回首的心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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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想起當年阿丹那委曲求全的挽留

淚水，小薇整個心是揪痛的。臉上片片粉

飾的純真，也不斷發出如坐針氈的哀鳴。

這時，她彷彿身處地獄的無盡下墜之中。

愛是付出，不斷地付出

投入心靈成長的旅程，小薇置身在絕

對的沈默與孤獨之中，在反覆的靜坐過程

中，小薇彷彿看到年幼時那個渴望父母擁

抱的小女孩。當小女孩的渴望不斷落空，

變得對親密的互動感到恐懼。長大後，情

緒又從渴望、恐懼，轉變成瘋狂又叛逆的

戀情。造成反覆錯愛了人，又愛上了癮。

面對痛苦，只有不斷化解與寬恕，才

能真正走出痛苦的陰影；如果只是一味逃

避，痛苦只會不斷加重，導致愈來愈難解

脫。母親冷漠、嚴峻，強迫小薇不得不掙

脫依賴心、自食其力。父親的吹毛求疵、

古怪難纏，讓小薇為了獲得父親的讚許而

接受了許多超越能力的挑戰。

多年之後，當小薇有了過人的工作

表現與圓融和諧的人際應對能力，才逐漸

體會到，父母的陰暗性格，將自己訓練得

特別敏感，也讓自己的同理心特別強，更

能同情旁人的遭遇，更願意付出愛心。這

時，不完美的父母和悲慘的童年時光，反

而為小薇帶來了成長與智慧，也讓她更加

慈悲，讓她愈來愈懂得愛與理解。

年少時的痛苦回憶，只要能夠經歷

智慧的轉化，都能扭轉成充滿愛的故事，

甚至更能激勵人心。不懂愛的人，永遠都

沒有機會學習到愛的智慧；但是，多數人

都是要經歷許多挫折與失敗，才會真正懂

得，愛是付出，不斷地付出。

在反覆的靜坐過程之後，小薇的生

命安靜下來了，像一個哭鬧已久的小孩，

終於找到了懷抱安眠，不再為愛盲目且瘋

狂，不再讓自己傷痕累累。

不會再錯過，下一次的幸福

一旦有勇氣將自己的弱點向所愛的人

分享，願意將心牆一片片拆除，毫無掩飾

地表達自我，這就是親密的能力。

小薇只有與阿丹在一起，才能夠毫不

掩飾自己的喜怒哀樂。但是，還沒有學會

愛的智慧的小薇，卻只是整天對阿丹的孩

子氣感到憤怒，希望阿丹更努力於當個有

成就的人；卻不知道，這些計較與指責，

都是愛情的殺手。

現在，小薇才感受到阿丹身上那種天

真的氣息，是多麼令人安心啊！也許，真

的是 相見恨早啊！她其實是愛阿丹的，

但是，卻用了很差勁的態度來對待這段純

真的情感。只因為，當年的小薇，置身在

對親情的渴望與憤怒之中，內心始終不快

樂，於是只會用不快樂的態度來表達愛。

錯過了阿丹，也讓小薇錯過了幸福；

卻也因為錯過後的種種挫折，才讓她更懂

得幸福是什麼。經歷了心靈成長，小薇也

真實認識了自己，知道自己現在已經有能

力，從許多微小的快樂中，累積幸福的能

量，也知道，不會再錯過下一次的幸福。

阿特濃的滋味，幸福的滋味

跨年的寒流，小薇與一群朋友圍著

營火取暖。看著漆黑的天空，不時出現一

朵朵美麗的煙火，這，彷彿是當年流星夜

空的重現。現在，小薇的心中早已經沒有

得失與比較，只有平靜與喜悅；因為，人

生中的每個階段，都是喜怒哀樂交織的，

差別只在我們用哪個點切入思考。過往，

她已經走過太多用哀、用怒去思考的日子

了，往後一定要好好平衡一下，多用喜、

用樂來過生活。

「寒風中，再也沒機會暖妳的手。

答應我，要好好照顧自己！」這是小薇想

像阿丹傳來的簡訊！這些年，透過其他朋

友得知阿丹過得很幸福，所以小薇就換了

電話，只希望阿丹不要再費神擔心她。所

以，過往每每在節慶必會收到的簡訊，就

中斷了。但，小薇早就能夠想像簡訊的內

容，不需要透過現代科技產物來傳送了。

幸福的心，始終在體諒、包容的往返

中循環。就算是曾經的幸福，也可以納入

這股幸福的循環，在心中成就永恆。阿特

濃，呈現圓環的姿態。當我們只是看著，

圓環就像是無缺的圓滿。當我們咬下去，

圓滿就不再圓滿了；而人生，就從這不圓

滿的時刻開始更豐富。

阿特濃的滋味，一口回憶、一口理

解、一口無限的祝

福。那種從痛

苦轉甜蜜又依

舊帶著微疼的

心情，是心靈

成長中的人最

深刻的感受。

對小薇來

說，阿特濃的

滋味，就是幸

福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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