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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號堆填區

阿榮是垃圾車司機，每天的工作是運載垃圾。

從收集站到堆填區的路，阿榮整整往返了五年，他熟悉每一個

交通燈，知道要開多快，才能趕在下一個紅燈前經過，時間每次都

拿捏準確，垃圾車幾乎不會在途中停下來。

他會這樣做，除了為了準時收工之外，也是為了不讓臭味停留

在一個地方太久，怕影響附近的居民。這不是清潔公司定下的規則，

也不是潛規則，只是他小小的同理心而已。他家附近有個廢物回收

場，風一大，氣味就從那裏飄過來，惡臭難當，非得要關窗或開空

調才能隔絕氣味。

阿榮總是戴着口罩，雖然很少聞到垃圾車發出的氣味，但他知

道，那一定比家附近混雜廢紙、塑膠或玻璃發出的氣味還要臭。因

為每當垃圾車經過，路人都會立馬掩鼻、遠離，彷彿阿榮拉着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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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頭專吃鼻子的獸。
即使他盡量不讓車停下來，但臭氣依然存在。他唯一能做的是

減少臭氣持續排放，而無法減低臭味，或者使垃圾在運送的過程中
消失。這就好像他家附近的廢物回收場一樣，即使有人投訴，還是
無法排除，必要的存在。

阿榮不是甚麼環保人士，對政府的政策也沒有意見。他只是一
個普通的垃圾車司機，開着一台顏色不怎麼討好，像熟爛的香蕉皮
的垃圾車，晚上回家，洗澡吃飯，摸摸睡着的小女兒的頭，看看兒
子擱在桌上的功課，或許會發現一份作文功課，標題是父親的職業，
然後盯着稿紙思索，他會怎樣寫自己的父親，會把真實呈現，還是
造假。

阿榮一大早就會出門，出門時會把廚房裏的幾袋垃圾拿到樓下。
垃圾袋裏分別裝着廢紙、塑膠和鋁罐。阿榮把它們逐一投進適當的
回收箱，唯獨玻璃瓶，不知道該放到哪個箱子才好，因為玻璃瓶沒
有專屬的回收箱。由是，每收集到一定數量的玻璃瓶，阿榮就會用
紙皮箱裝着，擱在回收箱旁的地上。

他知道，即使他不做，也會有清潔工人做。她們會把每層的垃
圾袋打開，把堆積如山的垃圾，像玩辨識遊戲那樣逐一分類，這個
可回收，這個不可回收，這個不可──。工序耗時，一個早上也不
知道能做幾層。阿榮只認識其中一個，叫青姐，矮矮瘦瘦，常常看
到她站在垃圾堆裏，瞇起眼睛的模樣。

阿榮今早沒有看到青姐，心想可能還沒做到這一層吧。吃完早
餐，就坐車到三號堆填區。兩年前，垃圾車可以停在市區，但後來
有人投訴，政府就在堆填區旁劃了一片土地作停車場，垃圾車大多
停在這裏。雖然比起市區不方便，但對阿榮來說，也只是工作的一
部份而已。

今天的工作一如往常，運送的過程中沒有意外，也沒有塞車。
晚上，阿榮喝了點酒，只是隨身帶着的酒，喝了半瓶，暖暖胃。他
很愛喝酒，但作為司機，他也知自律，所以只喝一點點，半瓶也就
差不多了，沿途也特別小心，可以踩油門的地方也不強求，最後一

班，只希望穩穩的完成。
結果也是風平浪靜，安全回到三號堆填區。他把垃圾卸下，停

好車，就跟兩位隨行的清潔工人步行至車站。走着走着，酒意又起，
摸摸口袋，卻甚麼也摸不着。猛然醒起，酒瓶遺留在車上。他看看
手錶，心想還趕得及末班車，於是跟隨行的工人道了別，扭身快步
地回到停車場。

這時的停車場只亮着數盞白燈，看起來甚至比平常來得暗。其
他人都已經走了，除了風聲，就聽不見其他聲響。不知是因為神智
不清，還是漆黑帶給他的錯覺，他不太記得自己剛才把車停在哪裏
了。

寒風凜冽吹來，他哆嗦了一下，往手心吹氣，心裏想着找到酒
瓶後，大口大口地喝，把溫暖通通喝進肚子裏的畫面。可在芸芸幾
乎一模一樣的垃圾車中，要找到自己的那一台，實在有點困難。只
能單靠車牌去辨認，可這裏又太黑，阿榮非得要湊近去，仔細看才
看得清楚。阿榮雖然覺得這種方法有點蠢，但這是唯一的方法。現
在他只想喝完那半瓶酒，就是遺留在車上的那半瓶。於是他逐個逐
個地找，時間像流水過去，他也走進了更暗的地帶，非得把手機熒
幕亮着才看得見車牌。

風越來越大，阿榮越來越冷，心也越來越焦急了。他看看手錶，
估計不管找不找得着，一分鐘內都得離去。

就在這時，阿榮聽到了別的聲音。他起初以為是蟲鳴，但細聽
之下，才發現聲音有高有低，有尖聲，有低沉，有時又像卡住了，
再仔細聽下去，就覺得更像是收音機沒對好頻道所發出的聲音。

阿榮環視四周，沒有一台車是開着的，他心感不妙，但也暗叫
自己鎮定，他聽得出聲音是從垃圾車後端發出的，他猜那裏也許有
個棄置的收音機，才會發出那樣的聲音。

可這時候，他聽見聲音慢慢的往他的方向走近，聲音越來越大，
那些又尖又低的聲音，像是在發出不知名的信號。阿榮站在兩台車
之間的空隙，看着車的末端，雖然甚麼都沒有，可他知道要走，但
兩腳偏偏在這時候軟了起來，他心裏唸着「南無阿彌陀佛，觀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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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慢慢的回過頭。
聲音越來越近，也與剛才聽到的有些不同。這次的聲音更大，

大得像是從廣播器發出的，但同時又聽得出剛才那台收音機發出的
聲音。這時阿榮肯定聲音的來源不只一個，而且慢慢的，一個又一
個奇怪的聲音都出來了，有金屬碰撞的聲音，有手機的鈴聲，有紙
張撕裂的聲音，風中也夾帶複雜的臭氣，像是垃圾都從堆填區搬到
停車場來了。不只這樣，阿榮還隱約聽見，嬰兒的哭聲。

阿榮心想自己準是見鬼了，各種聲音包圍住他，他不敢走出去
看，於是躲到了車底下，心裏仍然唸着觀音經。那是老婆教他的，
他本人不信佛，可在這樣危急的關頭，甚麼經都得唸一唸了。

這時阿榮又想到了他的酒，如果可以喝兩口，必定能壯壯膽子，
可不是因為那半瓶酒，他就不用待在這個地方了。

那些聲音逐漸集中在停車場中央，車底下的阿榮，無法看到那
邊，只能從聲音的來源猜測它們的位置。他看了看地板，甚麼都看
不見，但也不排除那些東西是飛着的。萬一真的是飛着的，遇上了
不就尷尬，於是他繼續躲在車底下。要躲多久，也不知道。

他想起以前有個前輩跟他說，堆填區甚麼垃圾都有，人們厭棄
的，害怕的，不願處理的，都丟在這裏，所有的怨念都聚集在這裏，
陰氣怎會不重？

當時阿榮問，那你有沒有遇過？
前輩只是曖昧的笑，沒有回答。
阿榮想，或者前輩也遇到過這種情形，甚至看到那些東西，但

那些東西沒有傷害他，又或者那些東西都是善良的，只是夜裏想出
來散散步而已。

這樣想着想着，阿榮的心安舒了些，可聽到那些熱燥的聲音，
又頓時令他感到孤單，自己就像是一尾落單的小魚，隨時會有被大
魚吃掉的危機。

除了躲在車底下，他還可以做的還有一件事──報警。可是報
警的話，該怎麼對警察說呢？

我撞鬼？盡快來三號堆填區停車場？

聽起來就像是惡作劇，重點是假如發出聲音時，被那些東西發
現，不知道會有甚麼後果。阿榮當時沒有想到，電話有信息這個功
能。

遇到這些東西，阿榮雖然覺得是倒楣，但也開始後悔自己沒有
把酒喝完，或者不應該獨自回到這裏來，甚至不應該做這份工作之
類的。想着想着，他又想起兒子的作文，不知道他後來寫了甚麼，
寫得好不好，父親的職業會否令他難以啟齒；又想起小女兒，總是
在她熟睡後才回家，也沒空陪她玩，教她甚麼。阿榮發誓這件事過
後定要辭了工，找些短工時，可以騰出時間陪伴孩子的工作。

這樣想着想着，看看手錶，才十二點多。那些聲音還是沒有停
止，像是在開派對一樣，可又沒有派對的熱鬧氣氛。不過，最令阿
榮感到奇怪的是，他從來沒有聽見那些東西的聲音。

想到那些東西，阿榮的認知只是飄浮的透明軀體，至於它們的
能力，比如是伸出三頭六臂，或者把人凌空五馬分屍，這些都是可
能的。至於「他們」是說甚麼語言，這也是充滿可能性的。理論上
應該是說生前的方言，可也不排除會說國語。但在這數個小時，除
了嬰兒的哭聲，阿榮都沒有聽到任何鬼話。

阿榮漸漸覺得，在停車場中央的，也許不是那些東西，而是別
的東西。又或者，根本沒有東西，只是他自己心裏所產生的幻覺，
也就是俗稱的幻聽而已。如果真的只是幻聽，一整夜伏在這又臭又
冷的柏油路上，不是很蠢的事情嗎？

阿榮很久沒有做過身體檢查，更遑論是精神檢查。不過他知道，
精神病可以來得很突然，股市塌了，一堆人就瘋了，傻了，喊天殺
地的。但是阿榮沒有買股票，除了晚上喝了點酒之外，就沒有甚麼
理由會突然瘋了。

也許真的是那半瓶酒，雖然喝那麼一點點，真的不會醉，但也
可能酒裏有甚麼特別的材料，像迷幻藥般，令人產生幻覺。阿榮決
定爬到車頭前，看看停車場中央到底有些甚麼東西。

他慢慢爬，盡量不發一聲，空氣裏仍然飄來堆填區的惡臭，阿
榮只顧爬，沒有注意到，旁邊出現了一個小東西。那是一張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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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榮注意到它的時候，它已經平放在地上。
阿榮沒有想那麼多，也許它本來就在那裏，只是沒有發現而已。

他現在想知道的，只是停車場中央發生着甚麼事情，可還沒看到，
就聽到地毯發出了一下聲響，像把它丟到地上的沉實的聲音。阿榮
扭頭望着地毯，它原封不動的，於是又望向外面。可這時候，地毯
又發出了一聲。

這次阿榮沒有望向地毯，只是斜眼偷看，看是地毯在動，還是
他幻聽。不知是地毯知道他偷看，所以沒有動，還是它真的不會動，
真的沒有發出聲音，在阿榮的偷看下，地毯果然沒有動。於是阿榮
又望向外面，而這時候，地毯又動了起來，可它沒有想到，阿榮只
是假裝望向外面，只一瞬間，他又突然望向地毯，發現了地毯的惡
作劇。地毯像被發現做錯事的小孩那樣往後退了兩步。

阿榮偶爾會看電視，有次他看了一部喜劇電影，主角是博物館
管理員，晚上的時候，博物館裏的收藏會有了生命，全都動起來。
主角起初很害怕，但後來他用不同方法把那些收藏品制服了。阿榮
看着，覺得不可思議，認為這是在現實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可在今
天晚上，三號堆填區的停車場，他確確實實看到了一個會動的地毯。

他該怎麼對其他人說，他看到垃圾在動？
幻覺。唯一可以解釋的是他產生了幻覺。他覺得一切都是幻覺，

必然只是幻覺。於是他爬了出去。他不怕了，他知道一切都只是他
的幻覺，他有病，需要治療。這樣更好，辭了工，說不定還有工傷
賠償。於是他就這樣爬了出去，像明知外面有狙擊手也不畏懼的爬
了出去。他甚至有過找回那半瓶酒的打算。

當然他並沒有真的去找。他爬了出去，甚麼都沒看到，可是聲
音依然，他知道只要扭頭就能看到那些東西──不管是鬼還是垃圾，
但他沒有這樣做。他知道有些事情還是不知道比較好，於是他像甚
麼都沒看到那樣慢慢步出停車場，可在門口前，他遇到了一個人，
正確來說，她已經不是一個人，而是分成好幾段的屍體了。

阿榮當然見過屍體，前幾年父親過世，他當時因為當值，沒能
趕上看他最後一面。後來在殯儀館，最後一眼看到父親時，他雖然

化了妝，但還是不難察覺到他身上的水份經已乾涸，身體瘦得可憐，
像枯萎的花。

他父親是火化的。火化以後，只剩下一罈骨灰，看不到臉，也
沒有身體，但這些骨灰，就代表了他父親，也是他在世的證明。阿
榮從來沒想到，人會把屍體丟到垃圾堆去。他又想起，兩年前，有
人把嬰兒棄置在垃圾箱裏，後來警察到堆填區去找，但怎樣也找不
着那嬰兒了。

剛才聽見的嬰兒哭聲，或許不是巧合。而且看到眼前的青姐，
他忽然覺得一切都不是幻覺使然。青姐的面容與身體都比生前瘦削
了許多，幽幽的眼神直直看着他。她的身體分成了三段，頭、半截
身體和一條腿，另一條腿不知跑到哪裏去了，但她的身體並不算是
真的分離，因為還連着其他垃圾，比如玻璃、便當盒、教科書等等，
使得她看起來還算是一個整體。

青姐就擋在門口，令他不敢移動半步，也不敢看，只強烈地感
覺到，青姐的雙眼一直盯住他。阿榮忽然想起，今早沒有看到青姐，
但怎麼想也不知道她是怎樣被丟到堆填區，又身首異處的。

這時候，地毯又再次出現在他腳邊，似乎是一直尾隨着他。門
前的燈比較光亮，阿榮終於看清楚這張地毯。它看起來不算舊，大
概洗一洗就能用了。雖然沒有任何圖案，但細密的毛讓人感覺摸起
來很舒服，也很溫暖。它一動不動的，像一隻乖巧的貓。

可阿榮沒空思索地毯到底為甚麼跟着他，他只想趕快離開這個
鬼地方。他低下頭說，冤有頭債有主，青姐，請你讓個步好嗎？

阿榮沒有見過鬼，更沒有想到鬼會是這樣的形態，又或者，眼
前的青姐並不是鬼，而是另一種生命，像這張會移動的地毯。

我是被人推下去的。
阿榮聽到這把沙啞的聲音，剛開始沒有意識到是屬於青姐的，

待他抬起頭，看着青姐續說：是十八樓的小瑩。
他這才知道是青姐的聲音，她的聲音變得沙啞、吃力，已經無

法認出她本來的模樣了，阿榮想起那個總是在垃圾堆裏瞇起眼睛的
青姐，如今，她已經不再是她，而成為了垃圾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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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榮點了點頭，這時他實在不知道該說甚麼。小瑩是他兒子的
同班同學，每年都考第一，又有禮貌，阿榮雖然不太相信年紀輕輕
的她會做這種事，但在這當下，點頭是最好的回應。

青姐又用那吃力的聲音說，我不屬於這裏，我不想待在這裏。
阿榮還是點頭，他看到青姐的眼神開始有點飄忽，像是重病病

人一樣。她已經沒有看着阿榮，而陷入自己的沉思中。阿榮知道她
不應該待在這裏，很多東西都不應該被丟棄在這裏，但是正如前輩
所說，這裏放置的是人們厭棄的︑害怕的和不願處理的東西。一切
的源頭都是來自人類。

阿榮戰戰兢兢的提起腳步，慢慢的從青姐身旁離開。他聽到地
毯又發出沉實的聲響，像是對他說些甚麼似地。但阿榮沒有理會，
他只是一直走，一直走，直到離開青姐數步，他又停了下來，但沒
有轉過身。過了半晌，他問青姐：這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青姐沒有回答，像她已經消失了似的。地毯也沒再發聲，像它
們都不曾存在過一樣。沒等多久，阿榮就拔足而逃了。他始終沒有
回過頭，看看這個三號堆填區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又或者有沒有
事情發生過。但不管如何，阿榮知道，這裏是有些不妥的。

自從那晚以後，阿榮就辭了工，那半瓶酒，也一直留在車上。
他不想再踏足三號堆填區，也沒有對任何人說起那晚發生的事。他
偶爾會與舊同事去喝酒，在半酣半醉時，問起那裏有沒有遇到甚麼
奇怪的事，但都沒聽說甚麼。他也去做了全身檢查，當然也包括精
神部份，結果也沒測出甚麼。

那晚的翌日，他沒有幫青姐報警，也沒有對任何人說，青姐是
被十八樓的小瑩推下垃圾槽的。兩天後的報紙，只是說青姐意外跌
進垃圾槽裏，後來警察去堆填區找，幾經辛苦終於找到了青姐的屍
體。情況正如那晚他看到的那樣，身首異處。

他有時會遇到上學的小瑩，她會恭恭敬敬的向他打招呼，說早
安，陳叔叔。在她稚氣的臉上，阿榮絲毫沒有發現任何邪惡的念頭。
他雖然曾經想過報警，但證據呢？像她這樣一位善良，品學兼優，
對人又有禮貌的女孩，怎麼說服別人相信，她就是把青姐推下垃圾

槽的邪惡兇手？
這件事一直纏繞着阿榮，每次遇到小瑩，他都想用識破的語氣

說，是你殺死青姐的吧？但每次都問不出口，只能透過升降機門的
倒影看着她。

就算真的問了又怎樣呢？阿榮想，誰會承認自己的罪惡呢？
有天，兒子忽然跟他說想要一台新手機，他問他，那舊手機呢？

兒子想了想說，丟掉。阿榮就問，它壞了嗎？兒子搖搖頭，說其他
同學都開始用智能手機，而他只是用普通手機，不能上網，也不能
跟同學傳簡訊，會失去許多朋友。阿榮聽後就問，你知道手機丟掉
了會到哪裏嗎？

兒子默然不語，阿榮就把那晚的事告訴了他，會動的毛毯，死
掉的青姐，那些會移動的收音機、廣播器、手機等等，一股腦的說
了出來。當然還有小瑩所做的事。

把憋住好久的心事吐了出來，阿榮有一陣子的舒暢，可兒子聽
完，只是垂下頭離開。連續幾天，兒子都沒有跟阿榮再說甚麼。老
婆就跟阿榮說，那天兒子問你買手機的事，你卻跟他說鬼故事，還
拿他的同學來開玩笑，他準成是生了你的氣。

阿榮聽後無語，心想或許不應該把事情說出來，而應該直接強
制不讓他買。因為他沒有到過三號堆填區，不知道那裏是怎樣的情
況，也不知道我們每天，製造了多少不應該存在那裏的垃圾。

青姐以後，又換了一位清潔工人，叫好姐。阿榮遇到她的第一
天，就叫她靠近垃圾槽時要小心，特別是十八樓的小瑩。可好姐聽
後只是皺了皺眉，好像聽不進去，又也許覺得阿榮是個怪人吧。

堆填區預計在數年後飽和，政府於是推行焚化爐政策。儘管許
多環保團體認為焚化爐不環保，會產生二噁英氣體，造成污染，甚
至危害市民健康，但阿榮是極力贊成的。這數座焚化爐雖然建在市
民的居所附近，但真正危及到的，是三號堆填區那些東西的生命，
或許它們會因此密謀一場革命，把人類趕盡殺絕，或許那時候，他
的兒子就會相信，那晚發生在三號堆填區的事情是真的。

但阿榮沒有看到，就過世了，死於肺癌，享年五十九歲。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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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是在他死後的二十年才興建的，因為市民的強烈反對，使得這個
政策一直沒有實行。可是堆填區擴建完又再擴建，終於擴無可擴，
只好興建焚化爐。

而正如阿榮所料，三號堆填區策劃了一次大反擊，接近十億公
噸的垃圾湧入市區，造成數十天的混亂。雖然沒有人知道這些垃圾
為甚麼會有了生命，科學家也在研究其中原因，但是宛如戰爭來臨
一樣，外敵入侵，當務之急還是要把它們消滅。於是每個市民都停
下手上工作，拿起鐵鏟、錘子等工具，把這些垃圾或擊碎或制服，
然後送到臨時設置的焚化中心燒燬。

過了兩天，政府終於發現源頭來自三號堆填區，就立即把它封
鎖，並且為了安全起見，把其他兩個堆填區裏的垃圾也盡數燒燬。
簡陋的臨時焚化中心越建越多，垃圾彷彿沒有燃燒殆盡的一天，每
個人都忙着燒燬自己以及上一代人，以及上上一代人積聚的垃圾，
毒氣和濃煙包圍着整個城市。

那段日子看不見白晝，天空只有一片烏漆抹黑。
那時的我已經不住在這個城市了。我看着電視，想起阿榮，也

就是我父親曾經對我說的那個故事，關於那晚他在三號堆填區所看
到的一切。直到今天，我才知道那是真的。

我又想起了小學的作文，或許父親想知道我寫了甚麼，但令他
失望的是，那時候我不敢把他的職業寫出來，我認為那是很丟臉的
事。直到今天，我才敢把我父親的故事寫出來，我才敢對別人說，
我爸曾經是個垃圾車司機。而且，他早就看到了我們看不到的事情。

得獎感言

寫小說有用嗎？想想，如果想改變世界，可以去當政治家，當總統，絕對不

會選擇寫小說；如果想抒發情感或得到認同，現在網路發達，微博臉書，只

要打幾個字或貼一張圖，就能夠輕易引起話題甚至得到幾百個莫名其妙的讚

了，根本不需要長篇大論的寫個讓人看得半懂不懂的小說；如果想要謀生，

更不會寫小說，那最終絕對會變成「謀」殺自己的「生」命。

那麼，寫小說沒有用嗎？這就要回到最原始的問題，為甚麼要寫小說？

對我而言，寫作讓我逃離了現實，但也讓我更靠近了現實。不管在寫或讀的

過程中，我們都短暫地離開了所身處的城市，以及其急促的步伐，而進入了

小說的節奏，小說的世界。在裏面，我們看到的是虛構的角色，也許有其現

實原型，也許是多個原型組合而成的，甚至可能是作者本身。但這些角色並

不會脫離現實，甚至可以看到他更豐富，更真實，更不為所知的一面。小說

的世界看起來總是像扭曲了的荒謬了的世界，但裏面發生的事，反映出的絕

對不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真實，而是呈現了我們所身處的城市，身處的世界

的荒謬。那是作者對於世界的觀察與深省後透視出的真實面。這種真實面，

在現實世界中反而不易察覺，或者不願意承認，我們就是如此的膚淺、冷漠、

黑暗。

也許，這就是我要寫小說的原因。

在此，感謝各評審讓我最後一次參加城市文學獎能夠獲獎。

也感謝主辦單位的努力與推動文學的用心。

當然，還有那位重要的人，以及她的兩位好心的同事。

       評審意見

李銳先生
這篇小說用樸素的語言講述了一個超現實的寓言，很有一種現代版都市《聊

齋》的神韻。作者沒有停留在環境污染這一類簡單的道德取捨和價值判斷

上，而是以「三號堆填區」來象徵人類整個物質文明最終的歸宿，可謂是觸

目驚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