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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幾個學生，想要讓我為他們起個讀書會。無論是誰，想

要讀書，總該鼓勵，便不顧已經有多少課要上，答應當他們的輔

導老師。但是要讀什麼書呢？

我有一個幾十年來從未改變的信念，就是讀書當然應該有情有

趣，讓人興致勃勃，愛不釋手才對。這是個人的經驗，相信凡是

好書都該有這樣的魅力，否則就是沒讀對，或是沒教對。很多當

老師的，起先是自己沒讀對，然後當然教不對。那麼讀什麼書才

好？學生等著我的建議。

繪本也能讀出滋味：在北京遇見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

在頭一次聚會中，我提出了一張書單，全都是漫畫繪本，有十

幾種，包括國內外的名家。

學生嚇了一跳，原本他們以為老師會提出一個滿佈著原典，一

本比一本厚實可觀的書，我說那些書當然可讀，同樣也可以讀得

神魂顛倒如夢如幻，但是大家總以為漫畫繪本之類是「很容易讀

的書」、「只是童書」。我說，凡是好書都有趣，都有深度，重

點是怎麼個讀法跟看法，讀不讀得出好滋味好營養？《論語》、

《史記》、《漢書》、新舊約，都很好，讀來迷人不在話下。只是，

有的書雖然好，卻不如許多經典名著那麼受到重視，總以為讀過

就可以了，殊不知也可以一讀再讀，每讀都會有新的發現，有些

漫畫繪本就是。

我平時上課比較嚴肅，從無多餘的閒話，現在居然建議他們

讀繪本讀漫畫，有沒有搞錯？但是毫無疑問的個個都非常興奮，

磨拳擦掌恨不得早點開始，他們以為他們是讀這種書的專業，讀

來應該非常有趣而且輕鬆。我們這個讀書會就喚作「黃金屋讀書

會」，黃金當然不是一兩多少錢的那一種，而是跟黃金一樣珍貴

的覺悟。後來又讓學生自己去找些國內外的漫畫繪本來讀，他們

細細的欣賞，一讀再讀，陸續發現許多前所未有的玄機，個個都

寫了非常可觀的報告，拿到校方的優勝獎勵，還有獎金。

我們讀的第一部繪本，就是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

說來滑稽，這本書我最早讀的版本居然是簡體字版，在北京。

已經出簡體字本，又有許多其它幾米的繪本在北京書店的陳列檯

上，可見，我發現幾米，已經比他的一般粉絲要晚得多。封面上

明白的說，這本書已翻譯成多少國的文字了。

之所以會在書店裡讀他的書，也有很可玩味的理由。

平時逛書店，倒也大小不拘，但是，圖書多如汪洋大海，進書

店，只有挑著看。那麼，去看看漫畫繪本的機會就很少了，雖然

個人讀書的胃口也很寬廣。這一回到北京，人在渡假中，一則是

時間多一些，再則是這家號稱全國最大的書店，回回總要去一趟

兩趟，是個人的行為儀式，三則是也想了解一下他們圖書出版界

的變化，這就走到了漫畫部了。當然，要是跟日本東京的神保町

比，那兒的漫畫專賣書店規模極大，櫛次鱗比，便是馬馬虎虎瀏

覽一番，也要個把星期。

然而北京書店的漫畫部也非常可觀了，一兩百種是不成問題

的。首先吸引我的就是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他們也放在

比較明顯的位置，我站在那兒就把這一本給讀了一遍，覺得意猶

未盡，又買了些幾米的其它繪本，還有幾位其他漫畫作家的作品，

中外不拘。那一次回國，行李好重，心情卻格外的好，似乎回到

了童年中的某種境域，正做著當個漫畫家的夢。沒錯，那是我最

早立過的志向，小學同學多年不見，就會問：「你還在畫漫畫

嗎？」是啊，我本來就愛漫畫，幾十年前還寫過專文在報刊發表

過呢。

現代的城市傳奇：在都市中撿拾靈感的幾米

幾米本身就是個現代的城市傳奇，他到了高中三年級方後知後

覺地發現大學裡有美術系，滿封閉的。到了中年，患了大病，幾

疑無法存活，病中輾轉三年之後，才開始大量創作繪本，然後就

迅速名聞國際。他有好幾十種的創作繪本，無不暢銷，看來應該

是個多產的繪本畫家，但是據他回應讀者的答案是，這麼多作品，

早在許多年前，就已經在腦海裡醞釀了。

■ 幾米，《向左走．向右走》

（台北：大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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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台上的幾米

即使深夜了，月台沒有半個人，也有幾米的畫陪著你等車，讓你知道你並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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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注意的是，題材在他的腦海中浮沉翻滾的許多年間，他並

沒有做一個繪本作者的意思，他原來是個廣告公司的設計師。他

的故事背景也多半是都市人的奇想，現代的品味很強烈，雖然不

是故意的，但是，之所以成為暢銷作者的理由，大概也在於其無

意中得之吧？他的這些奇想，無一不是從生活中出發，看他的繪

本，就會發覺，無論以什麼背景為題材，不是逃走就是追尋，現

實生活中，總是空茫虛無為多。現代人、都市人的感覺不就是這

樣嗎？

在大家不論幹什麼都要講講鄉土的時候，幾米一點也不湊趣，

他的鄉土也好，城市也好，就算背景屬於台灣的某處，甚至很清

楚的可以見到那些取材的地點跟人群，然而，經過幾米畫出來，

就像世界上任何的一處所在，台北、宜蘭，還是任何台灣其它的

地方，也可以是東京、大阪、紐約、倫敦、巴黎、米蘭還是日內瓦。

我相信許多國外的地方他都沒有去過，他是天生的不屬於這個現

實世界的人，但他卻可以更開展，在內心的小小世界裡，他自然

的擁有宏大的格局，超乎象外了。

這是一個優秀藝術家的特質，偶然天外飛來，又幾欲絕塵而去，

只是暫留人間，給許多不想受困於功名情慾，卻又十分懷疑存在

問題的人一點生活的信心，一點有情有趣的安慰，只是一點又一

點，看來不多，然而獨特，所以大家愛他，也信他，儘管他的作

品中充滿了奇想。

這是有道理的。幾米自道說，他是一個平凡的中年男子，是的，

他也跟所有的人一樣，有童年、少年、青年然後中年，接著無可

避免會有老年，最終也會像我們所有的人一樣，消失無蹤。這是

很平常的道理，也許連是不是個所謂的道理都可疑，也許只是個

人類共同經驗的陳述吧？可是，他的作品，也就因為從這麼平凡

的立足點出發，才能獲得幾千萬人的認同。

依他說，靈感隨處都有，怕不要氣煞了許多整天尋找靈感而不

得的人。靈感云云，只是想法與感覺、情感與情緒而已。有，就

是源源不絕的靈感，沒有，到哪兒也找不著。凡是藝術家都會跟

我們說，他們感受到的問題是靈感多到用不完。作家王鼎鈞有一

本書，名為《靈感》，就是八十多歲的老作家用了一輩子的，卻

多出來實在來不及用的靈感，乾脆彙集成書，讓有興趣的人分享，

誰想用就拿去用吧。幾米的繪本有好幾十種，年年都有兩三種新

的作品出版，就數量而論，不能說不多了，但是我們可以相信，

他沒有用到的靈感，一定比用過的還要多得多。

水彩筆下的詩意：繪本《向左走．向右走》的本質

很有意思的是，他的書，在書店，總是放在童書部。他的書，

也得了許多的獎，而得獎的獎項，卻總是「童書獎」，否則就是

最佳「小學生讀物」，好像大人總有大人的書，小孩子總有小孩

子的玩意，河水不犯井水，就好像漫畫還是繪本，只是小孩子的

玩意兒。殊不知，在大半個世紀之前，歐洲的許多漫畫家早不以

小娃娃為唯一對象了。那些作分類的、當評審的，大概依然把小

孩子的世界跟大人的分得遠遠的。在南港捷運站，牆上都是幾米

的作品，天天都有許多人專程去拍照留念，請問其中有幾個是小

孩子？

可不是嘛，好的書，好的故事，是不會有小娃娃跟成年人的不

同標準。好的畫也一樣，幾米會吸引小孩，同樣也會吸引許多大

人，就是因為總有那些天真未泯，對人生保持著純真的信仰跟疑

惑的人。

手邊沒有統計數字，只能憑直覺的說，幾米的作品裡，比較有

名的，大概是《向左走．向右走》跟《地下鐵》。兩部的背景都

很都市化，畫的也是都市人的生活與感情，想來他的讀者也以都

市人居多。這兩部作品都有人改成電影跟歌劇上演。是的，我相

信，以《向左走．向右走》來說，也許是一部以歌劇呈現比故事

型電影呈現更合宜的作品。

為什麼？注意了，幾米的作品，常常含有濃厚的詩情。

詩，總是超現實的，否則何以成其為詩？《向左走．向右走》

無論是繪本還是電影，都從一首短短的詩開始，那首詩是波蘭詩

人辛波絲卡的〈愛情初始的一瞬〉（Love First Sight）的第一段：

■ 作者 幾 米

（大塊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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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彼此深信

是瞬間迸發的熱情讓他們相遇。

這樣的確定是美麗的，

但變幻無常更美麗。」

這幾句詩是整個作品的動力，也給了創作者最大的空間。其實

整部作品都在訴說著這兩句話，用不同的畫面、言語跟情節的發

展。愛情的可愛在其充滿了想像，婚姻就要顧到現實了。而歌劇

最宜於表達簡單而共同的夢想，這樣的夢想，也一再的重複出現

在我們凡人的夢裡，永不煩厭，永遠迷人。

許多以歌劇形式出現的電影，如出自《唐吉訶德》的《夢幻騎

士》、以搖滾歌劇形式表現的，出自新約的《萬世巨星》，還有

描述阿根廷女強人的《艾維塔》，當然也包括出自紐約歌劇院的

《歌舞線上》、《悲慘世界》等等，都是化繁為簡，掌握住核心的，

人類共有的夢想。歌劇的主題一定一再的以各種面目、唱腔出現，

一次次漸漸深入心靈底層，撼動了我們長久的體驗，作品也因此

受到了肯定。

要把這樣的詩情，以一般的電影來表現，恐怕不容易。

這就牽連了若干基本觀念的問題。那就是，漫畫到底是什麼？

我們讀過的漫畫書，給我們在常識世界的觀念是，漫畫總是在搞

笑，漫畫的搞笑大多數是滑稽，連是否合於幽默，也就是會心的

那種微笑都少見。漫畫是當場當下笑出來，然後就沒了的玩意兒。

然而有些漫畫家就不一定停留在這樣通俗的境界裡，比如老

瓊、朱德庸，他們的作品，總是在搞笑中，卻依然含有苦澀，那

是在美學裡很不易達到的「嘲弄」與「反諷」的境界，是「卻道

天涼好個秋」的成熟蒼涼。這樣的漫畫跟常識中的就很不一樣了。

不該僅僅是小孩子的所謂之的「讀物」吧？然而漫畫是否一定要

搞笑，又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

日本人把宮本武藏的故事改成漫畫，成為「連環畫」，就不一

定要有笑了。太多的漫畫不用笑依然好看，就像動畫影片，畫面

到故事都不搞笑，也非常出色。宮崎駿的《神隱少女》便是一例。

再進一步說，漫畫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個故事，也可以討論了。

《向左走．向右走》就不一定是一個「故事」，這是說，如果

故事應該含有豐富情節的通俗陳述的話。幾米的這部作品，是一

本充滿了詩情畫意的「繪本」──在此用上日本人的說法，應該

更恰當。因為「繪本」是一個中性的名詞，可以包羅一切的以繪

畫形式表現的，書本型的作品。《向左走．向右走》一點也沒有

搞笑，是一首以水彩繪畫方式表現的，最最簡單的愛情故事。兩

句話就講得完：「得而復失，失而復得的發展。」如此而已。因

其簡單，所以有無限的包容，因其包容無限，所以能夠擁有無數

男女老少的讀者。幾米不是專屬的兒童作品畫家，他屬於所有的

年齡階層，這是只有偉大的作品才能夠達到的標準。

他的許多畫面，用的是真實世界的背景，在這本作品中，男女

主角出現在很多我們同樣走過的地方，比如捷運的車廂、車站，

台北新北投的那一處難得的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圓形噴泉、市區裡

的地下道、車水馬龍的街頭、很一般的公寓……。然而出之於他

的筆下，便自然的彌漫著詩情。

我們可以再注意一下，幾米的畫是「好」還是「不好」？

在網站上可以讀到，他雖然出身於美術系，卻不一定是個在校

表現優秀的學生。入學考中他的素描只得了十六分。就繪畫的技

巧看來，許多學美術的人都不比他差。他的特色在於他的想法。

暗沉沉的城市夜色中，只有月亮跟一連四扇窗是亮著的，這樣

的畫面，重點在於想法。男女主角的房間裡，充滿了各種大小「道

具」，如何的擺放？如何的配色？如何的比例？如何的合於男女

主角的年齡、職業、品味、性情？這靠的是觀察、思考、體會，

只知筆觸運用可辦不到。在歐美，許多大學裡的藝術系招考學生，

在三、四十年前都已經不必用顏料紙筆，只是要檢視觀念，技巧

部分學一學就成，不難。但講到想法，就是另一個問題了。幾米

要是在歐美讀大學美術系，多半會是個高材生。教授給他高分，

是因為他的想法高明。每一個細節，他都能一再推敲，入其神髓。

一幅畫好不好，重點在於是否耐看，耐看就是耐人思索回味之意。

無論有多麼好的學院派經歷，做不到就不是好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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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港捷運站的新景點

躺在那兒的胡桃鉗士兵，以及水彩筆下的詩意，讓整條走道都不一樣了。在南港捷運站裡，滿滿

的都是幾米的作品，總有人專程去拍照留念，幾米儼然已成為南港捷運站的著名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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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在每一次展卷讀書的時候發現一點新的，原先沒有注意

到的東西，又有一點新的感覺。比如說，這一回發現的是他們的

生活都很隨性，不這麼注意小節；下一回發現女主角喜觀的顏色

是紅，男主角喜歡的是綠。又有一次發現他們都有貓咪跟兔子的

玩偶。幾米以俯瞰的角度，在同一個畫面中表現出他們初次相遇

的歡喜。從大樹往下看，每一處的樹枝樹幹間，都有他們不同的

身影，有的是談話、有的是共坐、有的是在開玩笑……，充滿了

情苗乍放的難分難捨跟忘情相對。

這樣的畫面讓我想起賈島的詩句：「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

身。」只是沒有了唐代詩人的寂寞，取而代之的是兩人的世界充

沛在整個生命中，再無其它。忽然間我們發現一隻小松鼠在樹上，

或是一隻小狗狗在草叢裡，當然有其情趣，但是以電影要同樣的

表現這樣的情趣，幾乎不可能。電影無法達到像繪本一樣的，可

以細細的欣賞，慢慢的品味。電影的一看再看，不會是為了發現

新的東西，而是重溫舊有的感覺。

電影的移動光影：改編詩意的困難

那麼，電影的表現，就一定得另闢蹊徑。首先得看出兩者之不

同。成本不同，因為製作程序不同。繪本是畫家可以依想像天馬

行空的創作，要什麼線條、什麼顏色、什麼角度跟結構，什麼樣

的取捨，以及什麼樣的狂想，都可以呈現在畫面上。興之所至，

輕鬆自如，而且，這些應該就是繪本的賣點，沒有這些，繪本幾

乎無路可走。

電影可不一樣，這些在繪本畫家眼中十分容易的表現，要用電

影表現可就難了，不一定是錢就能解決。以《魔戒》為例，有夠

炫的吧？然而不見詩情畫意，便是有，不僅不一樣，成本之高，

算它一算，也許就放棄了。人物造型，繪本可以寥寥數筆，便神

采奕奕呼之欲出。比如男女主角的眼睛，在幾米筆下只是無法再

輕的小小兩點，笑起來的嘴一直張到耳根，這在繪畫中可以是非

常傳神的誇張，卻一點也不顯得粗魯古怪。但是讓金城武、梁詠

■ 往左走去的女主角

他們彼此深信，是瞬間迸發的熱情讓他們相遇。這樣的確定是美麗的，但變幻無常更美麗……。

■ 往右走去的男主角

因為變幻無常，所以，她往左走去，他往右走去，在茫茫人海裡，他們明明走過同一條路，兩人

卻始終碰不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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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的眼睛小到只有兩個點，嘴巴大到耳根，那不是怪物是什麼？

繪本可以把一個靜態的畫面，讓讀者看了又看，看得發呆，進

入另一個世界而不自覺，隨便多久。電影呢？電影無法停格，至

少發展不出一直動不動就要停格的電影作品，那不如去開攝影展

算了。電影總是要不停的動，人物動，畫面動，場景動，凡是出

現的，都要不停的動。觀眾目不暇給，很少人能在看電影的當場

同時能夠沉思，回味總在觀後的回想。

電影可以有色彩，但那是光影中的色彩，跟調色板無法相提並

論，完全兩回事。電影無法達到畫家筆下那樣，要深便深、要淺

便淺那麼自主的程度。連畫面也不同，電影的畫面是一定的，在

一個框框裡，能容下多少、捨去多少都是一定的，不可能像繪本

一樣長短寬窄隨意自如。

再說，電影的空間時間同時交錯就很麻煩，會搞得讓人覺得太

前衛，多半是搞不清楚導演在幹嘛？但是，繪本中，地下道與馬

路的橫切面，讓兩個人在同一場景中卻不相遇，畫出來，容易得

很。新北投公園裡那樣子的初會，一個畫面裡，有多少相同的人

不同的身影，幾米把不同的時間壓縮在同一個平面的空間上，簡

單極了，但這要電影怎麼表達？

且以另一個畫面的實情作例子來看：

標明 12 月 20 號的那一天，大家在等捷運，橫跨兩頁的畫面，

是長長的月台，月台上有許多的，各色各樣的人，都在等車。幾

米要設計好每個人的形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男女老少都要不

一樣。也要表現出他們各自的心情，連表情動作都不同。讀者儘

管慢慢的品味好了，每個人都值得欣賞。並且，幾米寫道：「好

像又要下雨了。」他用水墨染出了欲雨烏雲，墨色淋漓，便是真

的烏雲攝入畫面，也無法傳達出那樣精密的感覺。

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另一句：「就像都市裡大多數人一樣，一輩

子也不會認識，卻一直生活在一起……。」有了這一句，同樣的

許多畫中人，就自然的彌漫出孤寂的氣氛。而讀者細細的找出男

主角在那一邊的月台盼著車子快點來，女主角剛剛從電扶梯冒上

頭，此刻讀者又是歡喜又是惆悵，他們是那麼接近，卻又無緣相

認……。凡此等等，都屬於繪本才能傳達的感受，很珍貴，遺憾

的是與電影的表達無關。

電影要怎麼辦？在這部戲中，導演等等的原則是，把沒有搞笑

的繪本改成搞笑的「電影漫畫」，說起來也有許多製作電影的為

難之處。因為觀眾總是愛問：「有沒有忠於原著啊？」電影的製

作與導演不見得不明白這根本是兩回事的道理，但是，所有的藝

術創作，都是要服侍欣賞者的，只知道表現自己是不夠的。於是

乎導演編劇便會千方百計的要想「忠於原著」，期望不要讓大多

數讀過原著的讀者失望，然而在影史上兩者同調成功的例子非常

難找。

電影是否成功，也要看觀眾都是誰？有的觀眾是以看看有沒有

把繪本成功的改換成影？想來當然失望的居多，因為連製作群都

不敢有此想法。有的觀眾則只是懷著看一場電影的心情進入電影

院，那麼問題就不大了。也有的連繪本都沒有讀過，根本無從比

較，這樣最好，無牽無掛，看一場純電影就是了。但是既然本片

的片名都是同樣的繪本書名，他們的宣傳也借重了許多原繪本的

廣告作用，就有責任努力的把繪本的原汁原味兒搬到銀幕上去，

能搬多少便搬多少，辦不辦得到，就不能多管，就是要努力給大

家看看。我們就可以看看電影部分是如何的設法盡量的忠於原著

了。

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電影中的現代都市風貌

場景是比較容易處理的問題，故事開始發生在一個冬季的雨

天，在大街上，人潮擁擠的都會馬路口，這就好辦了，照拍便是

了，台北街頭這樣的場景真不難找，敦化路、信義路、仁愛路，

哪兒都好。餐館裡拉拉小提琴糊口，那就找個餐館來拍，民生社

區的中產階級氣質剛剛好。捷運車站、車廂、還有公園、馬路、

斑馬線，其中種種的行動來往，都很容易解決。

作者用上了那個新北投公園噴泉的場景，而且正在整修，那剛

好，很合於現在的現實，就去拍吧。有的連人物也盡可能安排的

■ 導演杜琪峰

■ 導演、編劇韋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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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比如在公園裡，有一對老夫妻帶著一個小娃娃，就照樣安

排作為旁襯。有另一個小娃娃是他們兩個人都常常分別遇到的，

這樣的情節也就照樣的處理。

但是，有些就不是那麼容易忠於原著了，怎麼拍「有時他會覺

得空虛無力」呢？怎麼拍「有時她會感到人生乏味」呢？這兩幅

畫在繪本裡的畫面都很超現實，要有極出色的想像力才能表現出

來。幾米又細細的畫出兩個人失去連絡之後的沮喪，簡單的藍色

沙發，兩個人在分別的畫面中沉入其中，都是背面，但讀者可以

把這一幅畫看得好久好久，這樣的感覺，電影就很難拍出來，能

出現的，只是暗暗的場景而已。

有的就得加些佐料了。詩意常常是靜止的，電影無法靜止，要

是真的照繪本拍，這部片子能撐十分鐘就已經很不簡單了。便如

李白的靜夜思，五言絕句，一共二十個字，舉一舉頭，低一低頭，

加上一個當空的月亮，這就完了，詩意出得來嗎？

面對一部非動不可的電影，他們的策略是增加幾個人物。

比如說，增加了一個餐館老闆，他總是跟清純可愛的男主角作

對。增加了一個女主角的頂頭上司，他總是跟同樣清純可愛的女

主角為難。又增加了以非常奇怪的風格分別來追求女主角、男主

角的男女，很不近人情，太古怪了，應該是要誇張到許多市場可

見的漫畫口味吧？這樣的人物，在《蠟筆小新》中出現的話，反

而對味兒。

情節也有變化，原來他們在少年時便曾經相會，那是一段短短

的，乍見便消失，亦復無處追尋的情苗。這一段戲也有其離奇之

處，然而觀眾有時是寧信其有的，就像相信有情人終成眷屬一般。

這些變動，觀眾都可能接受，雖然不能說是忠於原著。

最後結尾的戲，在繪本上是兩個人在一個台灣新北投公園的場

景中相遇，也就是他們初會的地方重逢。然後作者幾米非常節制

的，讓兩個人在風雪中面對面，有點錯愕，還來不及驚喜，卻沒

有刻意的把相擁熱吻表現在畫面上。然後是大巴士在大雪紛飛的

大遠景中駛去，觀眾可以自憑想像而知他們一起離去，共赴天涯

海角，真是浪漫得要命。

■ 富錦街的菩提樹道

這片菩提樹林。春夏時，綠蔭盎然，滿耳都是風撫過樹葉的聲音。秋冬時，綠葉褪盡，樹枝交織

出金黃色的網，兜著冬日的暖陽罩在路人身上。電影中，男女主角也常行過這條美麗的「富景街」。

■ 信義商圈

電影中有多處帶到我們所熟悉的信義商圈。比起那時候，現在我們看到的它更為完整美麗，點綴

的藝術品讓這條街更有人文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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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下來的畫面是這一年的除夕，大家聚集在市政府的廣場

上，一起享受倒數計秒，無數的人的歡歡樂樂洋溢紙上，但是這

幅畫中卻是找不著男女主角的，這樣的安排極見機鋒。再接下來，

是原先他們住的只隔一牆的兩間房屋空空如也，又是橫跨兩頁，

中間那一堵牆破了個大洞。然後在結束本書的最後一頁，小小的

一幅畫，我們見到一紅一綠的兩把傘靠在牆角。總體看來，有滋

有味，忍不住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想了又想。

到了電影裡就太不一樣了，情節發展得非常瑣細，男女主角都

在作最後的努力，要找到還是等到對方。結果居然遇到天大的大

地震，居然把牆都給震出一個大大的洞，他們從此猛然的發現他

們就是隔牆的鄰居。彼此等電話的戲發展得真不少，這樣等、那

樣等、等了又等，希望變成絕望，絕望了又不肯絕望，所以重啟

希望，否則只有回到被一對怪男女糾纏的怪情節裡去。民生東路

富錦街的暗夜，成了異色奇情的發生地，但是出現大地震到那個

程度，卻沒有見到慘烈的傷亡，好像整個地震只為了讓他們之間

的牆碎出個大洞而已，這就很難有說服力了。有傷亡的話，那樣

的哀鴻遍野，又與全片的調子不統一。但是，在原著中，牆上的

一個大洞，是美麗的象徵，就像一綠一紅的兩把雨傘一樣，好親

切又可人，但象徵變成了寫實就成了荒謬。

依繪本看，這是一對無名的小人物的戀愛故事，連這個故事

的本身，也沒有發展出什麼奇情。要說有什麼問題，就是為什麼

老是分別的要堅持向左走向右走？難道生活裡沒有改變方向的機

會嗎？我們不難提出如此的質疑。然而有時讀者也會是寧信其無

的，因為這樣子的走法，也可以是緣份的象徵。

這是個平平常常的故事，想找一點不平常的話，就是他們相愛

又能相逢了，這是現實生活中難見的際遇。不錯，從一對偶然相

遇者的暗中愛慕，到失去如此際遇之後的輕愁，是許多平凡的人

的故事，至少是普遍的感覺。要是只能這麼表達，就沒有吸引力

了，不會有人想要去電影院還是繪本中找一個跟自己一樣平凡乏

味的人生。然而，若是故事中一點自己的身影都不見，又可能太

疏離遙遠，也是引不起興趣。

這部電影跟繪本前面大部分的發展，一直維持著讓讀者以及觀

眾跟隨著關切結局的張力，這一點非常成功。故事太簡單就難有

張力，太有張力常常又過分的經營情節，失去從容中才會產生的

品味。

《向左走．向右走》，以簡單的故事延展出無限的張力，從

平凡出發，產生了濃厚的戲劇性，就繪本而論，十分可觀。就電

影而論，卻難免迷失在要有奇情的故事還是保持混沌的詩情畫意

之矛盾中，難分難解，不免遺憾。然而也可以想想，如果不必請

金城武跟梁詠琪當男女主角，只是找一對平平凡凡的正弟正妹來

演，是不是許多問題都會不一樣了？

■ 撰文  亮  軒

本名馬國光，著名散文家。畢業於國立藝專影劇科、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碩士。曾任國立

藝專廣播電視科主任、中廣節目主持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副教授。亦為《聯合報》、《中國

時報》及若干雜誌專欄作家。曾獲中山文藝獎、中國時報吳魯芹散文推薦獎。出版散文集、時事

評論集、小說集、文學研究文集二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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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年夜最顯眼的 101

跨年夜裡，最值得期待的就是

倒數，看 101 施放的絢爛煙

火。而在電影的開始前，我們

驚鴻一瞥到還未完工的 101，

相較於它現在昂然立於台北盆

地中的模樣，僅有半截的「竹

子」，可算是珍貴的畫面。

▼ 池塘旁的綠建築

位於池塘旁邊的北投圖

書館，是著名的綠建築，

它本身就是一棵生機滿

滿的知識之樹，不但供

養學子與城市的心靈，

同時也以優雅、靜謐的

姿態，陪伴著老邁的池

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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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北投噴水池

現在的噴水池沒有蓮花

了，也沒有幾米畫中的

天鵝塑像，它的池面因

此更光滑，像一面銅鏡，

映照著藍天，包納著四

週建物與草木的變化。

在這座公園裡，它是一

個年邁而盡責的紀錄者。

▲ 日治時期公園噴水池

曾有個畫家，經過北投

公園的噴水池，他看著，

看著，便一筆一畫地將

當年噴水池那誘人的弧

度給畫了下來。他用木

框將畫框了起來，使日

治時期的北投公園一景

得以流傳下來。比照今

日，那噴水池的弧度依

然如此優美，美到再入

另一個畫家的手裡，織

出一個更美的故事。（亮

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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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緻的溫泉博物館

池塘旁，還有一棟與它年歲相當的紅磚建築。它的前身是日本人開設的公共浴場，如今成了一座

刻寫歷史的博物館，紀錄著大地溫暖的體液，如何洗滌人們的身體與心靈。



愛、理想與淚光 306 繪本、漫畫與電影的三角習題 307

■ 大地溫暖的體液

繼續在公園裡漫步，還會聽到潺潺的流水聲。原來，是略帶乳白，來自大地深處的體液，像幽溪

一樣在山林中奔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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