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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學與哲學 

 
           我愛黑眼珠         作者：七等生 

  李龍第不告訴他的伯母，手臂掛著一件女用的綠色雨衣，撐著一支黑

色雨傘出門，靜靜地走出眷屬區。他站在大馬路旁的一座公路汽車的候車

亭等候汽車準備到城裡去。這個時候是一天中的黃昏，但冬季裡的雨天尤

其看不到黃昏光燦的色澤，只感覺四周圍在不知不覺之中漸漸地黑暗下

去。他約有三十以上的年歲，猜不準他屬於何種職業的男人，卻可以由他

那種隨時採著思考的姿態所給人的印象斷定他絕對不是很樂觀的人。眷屬

區居住的人看見他的時候，他都在散步；人們都到城市去工作，為什麼他

單獨閒散在這裡呢？他從來沒有因為相遇而和人點頭寒喧。有時候他的身

旁會有一位漂亮的小女人和他在一起，但人們也不知道他們是夫婦或兄

妹。唯一的真實是他寄居在這個眷屬區裡的一間房子裡，和五年前失去丈

夫的寡婦邱氏住在一起。李龍第看到汽車彷彿一隻衝斷無數密布的白亮鋼

條的怪獸急駛過來，輪聲響徹著。人們在汽車廂裡嘆喂著這場不停的雨，

李龍第沉默地縮著肩胛，眼睛的視線投出窗外，雨水劈拍地敲打玻璃窗像

打著他那張貼近玻璃窗沉思臉孔。李龍第想著晴子黑色的眼睛，便由內心

裡的一種感激勾起一陣絞心的哀愁。隔著一層模糊的玻璃望出窗外的他，

彷彿看見晴子站在特產店櫥窗後面，她的眼睛不斷地抬起來瞥望壁上掛鐘

的指針，心裡迫切祈望回家吃晚飯的老闆能準時地轉回來接她的班，然後

離開那裡。他這樣悶悶地想著她，想著她在兩個人的共同生活中勇敢地負

起維持活命的責任的事。汽車雖然像橫掃萬軍一般地直衝前進，他的心還

是處在相見是否就會快樂的疑問的境地。 

  他又轉一次市區的公共汽車，才抵達像山連綿坐立的戲院區。李龍第

站在戲院廊下的人叢前守望著晴子約定前來的方向。他的口袋裡已經預備

著兩張戲票。他就要在那些陸續搖盪過來的雨傘中去辨認一隻金柄而有紅

色茉莉花的尼龍傘。突然他想到一件事。他打開雨傘衝到對面商店的走

廊，在一間麵包店的玻璃櫥窗外面觀察著那些一盆一盆盛著的各種類型的

麵包。他終於走進麵包店裡面要求買兩個有葡萄的麵包。他把盛麵包的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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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一起塞進他左手臂始終掛吊著那件綠色雨衣的口袋裡。他又用雨傘抵著

那萬斤的雨水衝奔回到戲院的廊下，仍然站在人叢前面。都市在夜晚中的

奇幻景象是早已呈露在眼前。戲院打開鐵柵門的聲音使李龍第轉動了頭

顱，要看這場戲的人們開始朝著一定的方向蠕動，而且廊下剛剛那麼多的

人一會兒竟像水流流去一樣都消失了，只剩下糾纏著人兜售橘子的婦人和

賣香花的小女孩。那位賣香花的小女孩再度站在李龍第的面前，發出一種

令人心惻的音調央求著李龍第，搖動他那隻掛著雨衣的手臂。他憑著一股

衝動掏出一個鎳幣買了一朵香花，把那朵小花輕輕塞進上衣胸前的小口袋

裡。 

李龍第聽到鐵柵門關閉的吱喳聲，回頭看見那些服務員的背影一個一

個消失在推開時現出裡面黑霧霧的自動門。他的右掌緊握著傘柄，羞熱地

站在街道中央，眼睛疑惑地直視接道雨茫茫的遠處，然後他垂下了他的

頭，沉痛地走開了。 

他沈靜地坐在市區的公共汽車裡，汽車的車輪在街道上刮水前進，幾

個年輕的小伙子轉身爬在窗邊，聽到車輪刮水的聲音竟興奮地歡呼起來。

車廂裡面乘客的笑語聲掩著了少許的嘆息聲音。李龍第的眼睛投注在對面

那個赤足襤褸的蒼白工人身上；這個工人有著一張長滿黑鬱鬱的鬍髭和一

雙呈露空漠的眼睛的英俊面孔，中央那隻瘦直的鼻子的兩個孔洞像正在瀉

出疲倦苦慮的氣流，他的手臂看起來堅硬而削瘦，像用刀削過的不均的木

棒。幾個坐在一起穿著厚絨毛大衣模樣像狗熊的男人熱烈地談著雨天的消

遣。這時，那幾個歡快的小伙子們的狂誑的語聲中開始夾帶著異常難以聽

聞的粗野的方言。李龍第下車後；那一個街道的積水淹沒了他的皮鞋，他

迅速朝著晴子為生活日夜把守的特產店走去。李龍第舉目所見，街市的店

舖已經全部半掩了門戶打烊了。他怪異地看見特產店的老闆手持一隻吸水

用的碎布拖把，困難地彎曲著他那肥胖的身軀，站在留空的小門中央檔著

滾滾流竄的水流，李龍第走近他的身邊，對他說： 

「請問老闆—」 

「嗯，什麼事？」他輕蔑地瞥視李龍第。 

「晴子小姐是不是還在這裡？」 

他冷淡地搖搖頭說： 

「她走開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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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時候離開的？」 

「約有半小時，我回去吃飯轉來，她好像很不高興，拿著她的東西搶

著就走。」 

「她和我吵了起來，就是為這樣的事—」 

李龍第臉上掛著呆板的笑容，望著這位肥胖的中年男人挺著胸膛的述

說： 

「—她的脾氣，簡直沒把我看成一個主人；要不是她長得像一隻可愛

的鴿子吸引著些客人，否則—我說了她幾句，她暴跳了起來，賭咒走的。

我不知道她為了什麼貴幹，因為這麼大的雨，我回家後緩慢了一點回來，

她就那麼不高興，好像我侵占了她的時間就是剝奪她的幸福一樣。老實

說，我有錢絕不會請不到比她漂亮的小姐—。」 

李龍第思慮了一下，對他說： 

「對不起，打擾你了。」 

這位肥胖的人再度伸直了身軀，這時才正眼端詳著李龍第那書生氣派

的外表。 

「你是她的什麼人？」 

「我是她的丈夫。」 

「啊，對不起—」 

「沒關係，謝謝你。」 

李龍第重回到傾瀉豪雨的街道來，天空彷彿決裂的堤奔騰出萬鈞的水

量落在這個城市。那些汽車現在艱難地駛著，有的突然停止在路中央，交

通便告阻塞。街道變成了河流，行走也已經困難。水深到達李龍第的膝蓋，

他在這座沒有防備而突然降災禍的城市失掉了尋找的目標。他的手臂酸

麻，已經感覺到撐握不住雨傘；雖然這隻傘一直保護他，可是當他抱著萬

分之一的希望掙扎到城市中心的時候，身體已經淋漓濕透了。他完全被那

群無主四處奔逃擁擠的人們的神色和喚叫感染到共同面臨災禍的恐懼。假

如這時候他還能看到他的妻子晴子，這是上天對他何等的恩惠啊。當他看

到眼前這種空前的景象的時候，他是如此心存絕望；他任何時候都沒有像

在這一刻一樣憎惡人類是那麼眾多，除了愈加深急的水流外，眼前這些倉

皇無主的人擾亂了他的眼睛辨別他的目標。李龍第看見此時的人們爭先恐

後地攀上架設的梯子爬到屋頂上，以著無比自私和粗野的動作排擠和殘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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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別人。他依附在一根巨大的巨柱喘息和流淚，他心裡感慨地想著：如此

模樣求生的世人多麼可恥啊，我寧願站在這裡牢抱著這根巨柱與巨柱同

亡。他的手的黑傘已經撐不住天空下來的雨，跌落在水流失掉了。他的面

孔和身體接觸到冰冷的雨水，漸漸覺醒而冷靜下來。他暗自傷感著：在這

個自然界，死亡一事最不足道的；人類的痛楚於這冷酷的自然界何所傷害

呢？面對這不能抗力的自然的破壞，人類自己堅信與依持的價值如何恆在

呢？他慶幸自己在往日所建立的曖昧的信念現在卻能夠具體地幫助他面

對可怕的侵略而不畏懼，要是他在那時力爭著霸占一一些權力和私慾，現

在如何能忍受得住它們被自然的威力掃蕩而去呢？那些想搶回財物或看

見平日忠仰呼喚的人，現在為了逃命不再回來而悲喪的人們，現在不是都

絕望跌落在水中嗎？他們的雙眼絕望地看著他（它）們漂流和亡命而去，

舉出他們的雙臂，好像傷心地與他（它）們告別。人的存在便是在現在中

自己與環境的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中，我能首先辨識自己，選擇自己和愛

我自己嗎？這時與神同在嗎？水流已經升到李龍第的腰部以上，他還是高

舉掛雨衣的左臂，顯得更加平靜。這個人造的城市在這場大災禍中頓時失

掉了他的光華。 

在他的眼前，一切變得黑漆混沌，災難漸漸在加重。一群人擁擠過來

在他身邊，急忙架設了一座長梯，他們急忙搶著爬上去。他聽到沈重落水

的聲音，呻咽的聲音，央求的聲音，他看見一個軟弱女子的影子趴在梯級

的下面，仰著頭顱，掙扎著要上去，但她太虛弱了。李龍第到達屋頂放她

下來時，她已經因為驚慌和軟弱而昏迷過去。他用著那件綠色雨衣包著她

濕透和冰冷的身體，摟抱著她靜靜地坐在屋脊上。他垂著頭注視這位在他

懷裡的陌生女子蒼白面孔，她的雙脣無意識地抖動著，眼眶下陷呈著褐黑

的眼圈，頭髮潮濕結黏在一起；他看出她原來在生著病。雨在黑夜的默禱

等候中居然停止了它的狂瀉，屋頂下面是繼續在暴漲的泱泱水流，人們都

憂慮地坐在高高的屋脊上面。 

李龍第能夠看到對面屋脊上無數沈默坐在那裡的人們的影子，有時黑

色的影子小心緩慢地移動到屋簷再回去，發出單調寂寞的聲音報告水量升

降情形。從昨夜遠近都有斷續驚慌的哀號。東方漸漸微明的時候，李龍第

也漸漸能夠看清周圍的人們；一夜的洗滌居然那麼成效地使他們顯露憔

悴，容貌變得善良冷靜，友善地迎接投過來的注視。李龍第疑惑地接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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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著像一條河對岸那屋脊上的一對十分熟識的眼睛，突然升上來的太陽光

清楚地照明著她。李龍第警告自己不要驚慌和喜悅。他感覺他身上摟抱著

的女人正在動顫。當隔著對岸那個女然猛然站起來喜悅地喚叫李龍第時，

李龍第低下他的頭，正迎接著一對他熟識似的黑色眼睛。他懷中的女人想

掙脫他，可是他反而抱緊著她，他細聲嚴正地警告她說： 

「你在生病，我們一起處在災難中，你要聽我的話！」 

然後李龍第俯視著她，對她微笑。 

他內心這樣自語著：我但願妳已經死了；被水沖走或被人們踐踏死

去，不要在這個時候像這樣出現，晴子。現在，妳出現在彼岸，我在這裡，

中間橫著一條不能跨越的鴻溝。我承認與緘默我們所持的境遇依然不變，

反而我呼應你，我勢必拋開我現在的責任。我在我的信念之下，只佇立著

等待環境的變遷，要是像那些悲觀而靜靜像石頭坐立的人們一樣，或嘲笑

時事，喜悅整個世界都處在危難中，像那些無情的樂觀主義者一樣，我就

喪失了我的存在。 

他的耳朵繼續聽到對面晴子的呼喚，他卻俯視著他的頭顱注視他懷中

的女人。他的思想卻這樣地回應她：晴子，即使你選擇了憤怒一途，那也

是你的事；你該看見現在這條巨大且凶險的鴻溝擋住我們中間，你不該想

到過去我們的關係。 

李龍第懷中的女人不舒適地移動她的身軀，眼睛移開他望著明亮的天

空，沙啞地說道： 

「啊，雨停了—」 

李龍第問她：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你抱著我，我感到羞赧。」 

她掙扎著想要獨自坐起來，但她感到頭暈坐不穩，李龍第現在只讓她

靠著，雙膝夾穩著她。 

「我想要回家—」 

她流淚說道。 

「在這場災難過去後，我們都能夠回家，但我們先不能逃脫這場災

難。」 

「我死也要回家去，」她倔強地表露心願。「水退走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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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它可能漸漸退去了，」李龍第安慰她說：—「但也可能還要高

漲起來，把我們全部淹沒。」 

李龍第終於聽到對面晴子呼喚無效後的咒罵，除了李龍第外，所有聽

到她的聲音的人都以為她發瘋了。李龍第懷中的女人垂下她又疲倦又軟弱

的眼皮，發出無力的聲音自言自語： 

「即使水不來淹死我，我也會餓死。」 

李龍第注意地聽著她說什麼話。他伸手從她身上披蓋的綠色雨衣口袋

掏出麵包，麵包沾濕了。當她翻轉雨衣掏出麵包的時候，對面的晴子掀起

一陣狂烈的指叫： 

「那是我的綠色雨衣，我的，那是我一慣愛吃的有葡萄的麵包，昨夜

我們約定在戲院相見，所以現在那個女人占有的，全都是我的．．．．．．」 

李龍第溫柔地對他懷中的女人說： 

「這個麵包雖然沾濕了，但水分是經過雨衣過濾的。」 

他用手撕剝一小片麵包塞在她迎著他張開的嘴裡，她一面咬嚼一面注

意聽到對面屋頂上那位狂叫的女人的話語。她問李龍第： 

「那個女人指的是我們嗎？」 

他點點頭。 

「她說你是她的丈夫是嗎？」 

「不是。」 

「雨衣是她的嗎？」 

他搖頭。 

「為什麼你會有一件女雨衣呢？」 

「我扶起你之前，我在水中揀到這件雨衣。」 

「她所說的麵包為什麼會相符？」 

「巧合罷。」 

「她真的不是你的妻子？」 

「絕不是。」 

「那麼你的妻子呢？」 

「我沒有。」 

她相信他了，認為對面的女人是瘋子。她滿意地說： 

「麵包沾濕了反而容易下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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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毀我們也助我們。」 

他嚴正地再說。李龍第暗暗嚥著淚水，他現在看到對面的晴子停止怒

罵，倒歇在屋頂上哭泣。有幾個移到李龍第身邊來，問他這件事情，被李

龍第否認揮退了。因為這場災禍而發瘋甚至跳水的人從昨夜起就有所見

聞，凡是聽見晴子咒罵的人都深信她發瘋了，所以始終沒有人理會她。 

妳說我背叛了我們的關係，但是在這樣的境況中，我們如何再接密我

們的關係呢？唯一引起妳憤怒的不在我的反叛，而在妳內心的嫉妒：不甘

往日的權益突然被另一個人取代。至於我，我必須選擇，在現況中選擇，

我必須負起我做人的條件，我不是掛名來這個世上獲取利益的，我須負起

一件使我感到存在的榮耀之責任。無論如何。這一條鴻溝使我感覺我不再

是妳具體的丈夫，除非有一刻，這個鴻溝消除了，我才可能返回給妳。上

帝憐憫妳，妳變得這樣狼狽襤褸的模樣．．．．．．。 

「你自己為什麼不吃呢？」 

李龍第的臉被一隻冰冷的手撫摸的時候，像從睡夢中醒來。他看看懷

中的女人，對她微笑。 

「妳吃飽我再吃，我還沒有感到餓。」 

李龍第繼續把麵包一片一片塞在她口腔裡餵她。她一面吃一面問他： 

「你叫什麼名字？」 

「亞茲別。」李龍第脫口說出。 

「那個女人說你是李龍第。」 

「李龍第是她丈夫的名字，可是我叫亞茲別，不是她的丈夫。」 

「假如你是她的丈夫你將怎麼樣？」 

「我會放下妳，冒死泅過去。」 

李龍第抬頭注意到對面的晴子在央求救生舟把她載到這邊來，可是有

些人說她發瘋了，於是救生舟的人沒有理會她。李龍第低下頭問她： 

「我要是拋下妳，你會怎麼樣？」 

「我會躺在屋頂上慢慢死去，我在這個大都市也原是一個人的，而且

正在生病。」 

「妳在城裡做什麼事？」 

「我是這個城市裡的一名妓女。」 

「在水災之前那一刻妳正要做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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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到車站乘火車回鄉下，但我沒想到來不及了。」 

「為什麼妳想要回家？」 

「我對我的生活感到心灰意冷，我感到絕望，所以我想要回家鄉去。」 

李龍第沈默下來。對面的晴子坐在那裡自言自語地細說著往事，李龍

第垂著頭靜靜傾聽著。 

是的，每一個人都有往事，無論快樂或悲傷都有一番遭遇。可是人常

常把往事的境遇拿來在現在中作為索求的藉口，當他（她）一點也沒有索

求到時，他（她）便感到痛苦。人往往如此無恥，不斷地拿往事欺詐現在。

為什麼人在每一個現在中不能企求新的生活意義呢？生命像一根燃燒的

木柴，那一端的灰燼雖還具有木柴的外形，可是已不堪撫觸，也不能重燃，

唯有另一端是堅實和明亮的。 

「我愛你，亞茲別。」 

李龍第懷抱中的女人突然抬高她的胸部，雙手捧起李龍第的頭吻他。

他靜靜地讓她熱烈地吻著。突然一片驚呼在兩邊的屋頂上掀起來，一聲落

水的音響使李龍第和他懷中的女人親吻分開來，李龍第看到晴子面露極大

的痛恨在水裡想泅過來，卻被迅速退走的流水帶走了，一艘救生舟應召緊

緊隨著她追過去，然後人與舟都消失了。 

「你為什麼流淚？」 

「我對人會死亡憐憫。」 

那個女人伸出了手臂，手指溫柔地把劃過李龍第面頰而不曾破壞他那

英俊面孔的眼淚擦掉。 

「妳現在不要理會我，我流淚和現在愛護你同樣是我的本性。」 

李龍第把最後的一片麵包給她，她用那隻撫摸他淚水的手夾住麵包送

進嘴裡吃起來。她感覺到什麼，對李龍第說： 

「我吃到了眼淚，有點鹹。」 

「這表示它衛生可吃。」李龍第說。 

李龍第在被困的第二個夜晚中默默思想著：現在妳看不到我了，妳的

心會獲得平靜。我希望妳還活著。 

黑漆中，屋頂上的人們紛紛在蠢動，遠近到處喧嚷著聲音；原來水退

走了。這場災禍來得快也去得快。天亮的時候，只剩下李龍第還在屋頂上

緊緊地抱著那個女人。他們從屋頂上下來，一齊走到火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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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臺中，那個女人想把雨衣脫下來還給李龍第，李龍第囑她這樣穿

回家去。他想到還有一件東西，他的手指伸進胸前口袋裡面，把一朵香花

拿出來。因為一直滋潤著水分，它依然新鮮地盛開著，沒有半點萎謝。他

把它插在那個女子的頭髮上。火車開走了，他慢慢走出火車站。 

李龍第想念他的妻子晴子，關心她的下落。他想：我必須回家將這一

切的事告訴伯母，告訴她我疲倦不堪，我要好好休息幾天。躺在床上靜養

體力；在這樣龐大和雜亂的城市，要尋回晴子不是一個人倦乏的人能勝任

的。 

原載一九六七年四月《文學季刊》第三期 

 

 

 

 

 

 

 

 

賞析： 

    七等生，本名劉武雄，1939 年生，台灣苗栗人。台北師範學校畢業後，

曾任國小教師。任教時發現自己的創作潛能，開始小說的創作。他深受現

代主義文學的影響，並稱自己的小說為「理念小說」。1962 年以〈失業、

撲克、炒魷魚〉崛起文壇。重要作品有《我愛黑眼珠》、《重回沙河》、《思

慕微微》等。 

    七等生的寫作風格，多被文評家譏諷為「不忍卒睹」、「悖逆倫常」甚

至「離經叛道」。呂正惠在〈自卑、自憐與自負〉一文也批評七等生「從

來沒有創造出一部完整的作品」，意味著他的小說在結構的缺陷失衡，與

情節的曖昧不清。然而將七等生所有的作品全面檢視，才能有一個較客觀

的評論。 

    〈我愛黑眼珠〉是一篇非常有特色的作品，不論在人物、形式、情節

上都有令人玩味之處。此篇創作於 1967 年，是一「意識流」的短篇小說，

文中多描述人物的內心獨白、自由聯想，突破空間與時間的限制，尤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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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轉折」上圍繞著現實與虛幻的情境中，開展「追求自我」的內心對

話。 

     小說可分三部份。第一部份是洪水來之前，主角李龍第他準備綠色

雨衣、一朵鮮花和有葡萄的麵包要去找妻子晴子的過程。李龍第常年失業

在家，依靠妻子工作維持生活，他時常掛念妻子那雙黑眼珠，但也正依賴

妻子，深感喪失自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因此在小說中他提到「在這樣的

情況中，我能首先辨識自己，選擇自己和愛我的自己嗎？」 

      第二部份，在接回晴子的路途，遇上大雨滂沱，在暴水泱泱的泛流

之中，擁擠的人群搶忙爭梯而上。他遇到一位虛弱的生病女子，他抱著她

靜靜地爬到屋脊上，無視於晴子在對岸的咒罵呼叫，李龍第甚至撇清彼此

的夫妻關係，執意救助這位妓女。看似無情且絕情的李龍第，此時他內心

的想法卻是不願拋下當下的責任而回應晴子，以致晴子落水。他說「我在

我的信念之下，只佇立著等待環境的變遷，要是像那些悲觀而靜靜像石頭

坐立的人們一樣，…我就喪失了我的存在。」這段情節表現出李龍第從現

實中掙脫出來，以此時空間的身分與責任，尋找「自我」的存在。在他的

想法中，他不再依附他人，而他人卻又需要他的幫助，從而找到自己的人

生尊嚴。 

     第三部份，大水退後，他送回女子，開始想念落水的晴子。晴子落

水的那一刻，李龍第流下眼淚，他不是無情、自私，只是，那時他的身分

已經從「李龍第」、「丈夫」轉換到「亞茲別」。此刻，與女子一別，責任

放下，他才又回復「丈夫」的角色，並開始計畫要想辦法尋回妻子。「我

要好好休息幾天。躺在床上靜養體力；在這樣龐大和雜亂的城市，要尋回

晴子不是一個倦乏的人能勝任的。」故事結束，李龍第在這場突如其來的

大洪水中洗滌自己，重新找到自己的地位和價值，開啟新的人生。從人情

上也許我們覺得悖離人情，若是從一種「哲學思想」上出發，它不過在表

達一種人生思維和思考方式。 

    本篇是一個「存在主義」的作品，它不是道德小說，李龍第的行為很

難說是善還是惡。「存在主義」大師沙特曾說：「存在先於本質，人是自由

的，無所謂善惡。」「人的存在」著眼於眼前這一刻的行動，滾滾洪流阻

斷他與妻子的聯繫，正是李龍第尋回自我的契機，這是一種自我存在的方

式。而這存在背後的力量，應該就是一種「愛」，一種實踐愛的能力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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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大水中被喚醒的能力和意識。 

 

 

--品味時間-- 

1.李龍第的愛情觀為何？你認同他的處理方式嗎？ 

2.說說「存在主義」的意義，並介紹其他相關的作家與作品。 

3.如果你是晴子，你會用什麼角度看待這場洪水所發生的一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