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傍晚，有點工作要收尾，所以沒能準時下班的橫山在大家出發了半個小時後才到

達目的地。 

望著厚重的雲層，看似又要下雨的天氣令他想躲在車裡不出來了。如果不是早上

英理子拿著盒子硬逼他交了慶祝會的費用，還用「大家都去了，怎麼可以少了我

們一課的英俊課長，那也太說不過去了」相要脅，他實在百般不願出席。 

明明是二課的事，他們一課的為什麼要去湊熱鬧？橫山心裡直犯嘀咕，可他很清

楚，如果自己說出這樣的話，肯定會被以「都是營業部的，何必分得這麼清楚」

給頂回來。 

但他真的不想去有那個男人在的地方，不想參加為那個男人辦的慶祝會。 

踩著猶豫的步子走進居酒屋，就聽到嘈雜的音樂聲，一眼望去，實在很難不發現

在角落裡鬧騰的一大群人，所以他只是在心底嘆息一聲，就走了過去。 

被讓進中間的位置坐下後才發現，那個男人正坐在自己的對面，可是現在想換位

子是不太可能了，旁邊的小野已經幫他倒好了啤酒。 

「為了祝賀英冢前輩談成跟公司的合作案，乾杯！」 

酒杯相撞，發出清脆的聲響。 

自從那次喝醉被吻之後，橫山就再沒在公司的聚會上喝過酒，但是拗不過大家高

漲的情緒，他只好拿起酒杯象徵性地喝了一口。由於太久沒喝的緣故，入口的苦

澀滋味讓他不由得皺起眉。放下酒杯，抬起頭來時，又恰巧撞上男人的目光，被

斜眼看了一會，對方嘀咕了聲「真是沒用」就移開目光。 

果然，他那時候還是應該堅持不參加聚會的，那就不用在公司以外的地方再看到

這個讓人討厭的人了。橫山懊惱萬分的想。 

「啊！課長，聽說你上次去市調，進行得很辛苦吶！」 

明明是來參加別人的慶祝會，卻被突然問到自己的事，還是自己不願想起的糟糕

經歷，橫山眉頭微微一擰。 

「那個，還算好吧！」 

「課長你太客氣了，那次市調真的是很辛苦啊！課長還差點被雷劈哩！」 

本來還想輕描淡寫的帶過去，偏偏被坐在離自己隔了兩個位子的澤田爆料。這個

快嘴的傢伙！橫山在心裡暗罵，如果可能的話，真想在那小子的嘴上貼上封箱帶。 

坐在澤田旁邊的上原立即賞了他一記爆栗，「還不是因為你，誰會笨到連市調城

市的名稱都寫錯！」 

「對不起啦！誰知道才一字之差，繁華的城市就變成窮鄉僻壤。」澤田摸著自己

的後腦勺，懷著委屈向橫山低頭道歉。 

「你還好意思說啊！」上原緊接著又是一句調侃。 

「不過，經過那次，我深刻地體悟到課長認真工作的態度是我一定要學習的。 

「即使連自己都說用處不大，但還是認真地將當地住戶逐一做了調查，還給每個

人都填了問卷，然後再仔細地進行彙整，課長真的好認真啊！課長就是我人生的

目標！」高喊著口號般的話語，像是要表達自己堅定的意志一般，澤田甚至握起



了右拳。 

真是沒腦子的傢伙，哪有人在這種場合這麼誇張地讚美自己上司的。橫山額際的

青筋都開始抽搐了。 

「你也就只有這點能耐了。」 

在哄鬧聲中，英冢的聲音清晰地傳了過來。聽到對方有意貶低自己的話語，橫山

連眼角也在抽搐了。 

「我們一課的事，用不著你們二課來說三道四吧！」他說著拿起酒瓶為對方倒上

酒，很不甘心自己總是落後於這個男人，「恭喜你啊！」聲音從喉嚨深處擠出來。 

「話是這麼說，可就像現在一樣，營業部的一課和二課都聚在這裡一起慶祝，不

正說明了大家都是共同體嗎？那麼，我關心一下你，不是當然的事嗎？」 

英冢聳了聳肩，邪笑著將酒杯靠近嘴邊，喝了一口之後，臉上那種嘲諷似的笑容

更加深了。 

「不過，橫山課長真的很行啊！這麼年輕就當上了課長。」剛才還在跟別人說話

的英理子插話進來，「倒追課長的人一定很多吧？人帥，工作能力又強，這麼優

秀的人，女孩子肯定搶著要了。」 

「英理子，妳該不是在暗示課長妳要追他吧？」旁邊某人突然竄出來一句，說得

英理子的臉一下紅了起來，趕緊用雙手捂住臉蛋。 

「啊！被你看穿了。」 

所有的人都笑了起來。 

對於這樣旁敲側擊的告白橫山遇到過不少，有的甚至直接對他說「請和我交往」，

可是都被他委婉地拒絕了，久而久之，公司就傳出他不喜歡女人這樣的說法。 

英理子的「告白」過後，有人就開始抱怨起妻子的嘮叨，撫養小孩壓力大。 

不想參與話題，但坐在那裡又沒事可做的橫山，只能拿起啤酒來喝。雖然告訴自

己不要在意，但那道一直注視著他的目光卻使他感到渾身不自在，終於還是轉身

看去。 

「你很受歡迎吶！橫山課長！」英冢率先一步開口，那種加重「課長」兩字的叫

法，讓橫山感到厭惡，決定不去理他。 

「我可以抽煙嗎？」 

這人難道看不出自己不想跟他說話嗎？這裡處在吸煙區的位置，想抽的話就抽

啊，何必來問自己。 

即使這樣想著，但不想顯得太過無禮的橫山還是說了聲「請便」。 

在得到允許之後，英冢從胸前的口袋裡拿出煙盒，骨感的修長手指抽出一根點

燃，很享受地吞雲吐霧起來。 

「聽說英冢前輩要結婚了？對方還是很年輕的女孩子，真是羨慕啊！」問話的男

人叫河合，橫山也認識，剛來分公司時，跟他合作過好幾個項目，是挺爽朗的一

個人，要說相處，絕對比英冢容易得多。 

被問的男人並沒有產生像橫山那樣的緊張感，很坦然的笑了下，吐出含在嘴裡的

煙霧。 



「被之前的女朋友狠狠地甩了，所以只好隨便找個人結婚啊！」 

他淡然的話語立即引來旁邊女同事的不滿。 

「騙人！英冢前輩怎麼可能被別人甩，你可是我們公司數一數二的精英啊！在總

公司留下的輝煌業績都可以寫成一部傳記了，職位也是不斷晉升，調來分公司才

不到一個月就談成跟大企業公司的合作案，這麼有才華的男人，甩你的那個女人

真是沒眼光。」 

對於這樣的高度評價，英冢也只是挑了下眉，繼續抽著煙的同時，目光卻一直盯

著橫山看。 

他口中甩了他的女朋友是指自己嗎？像是被責備著似的，橫山不爽地將目光移到

別處。 

沒錯，兩人確實曾經是一對戀人，可是他在提出分手時，男人是笑著同意的，反

而是自己為了避免在同公司碰面尷尬，還特意申請調到這個離總公司有幾百公里

之遙的朝比奈分公司。 

誰知在他到了這裡一年之後，對方也調到這個地方，他永遠都忘不掉重逢的瞬

間，從男人眼裡透露出來的寒冷光芒。 

在他看來，對方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報復自己而來的。是呀，這個永遠都

高高在上，又是他先向自己表白的男人，怎麼能夠容忍別人先甩了自己？ 

回想起來，兩人的交往是那麼久遠之前的事了。 

那一年，經過重重的面試，他終於進入夢寐以求的 B&L 公司…… 

「大家好，我是橫山青石，從今天起就要跟大家一起共事了，請多多指教！」 

「橫山，你就跟著英冢吧！」 

還沒有直起腰來的他馬上被人事部長領到那個叫英冢彥一的男人面前。抬起頭

來，見到的是相當立體的臉部輪廓，尖尖的下巴，有種說不出的銳氣，薄薄的嘴

唇，幾縷頭髮隨意地垂在額前，直挺的鼻梁上掛著副金絲眼鏡，眼尾微微往上吊，

即使隔著鏡片還是能感受到那雙眼裡射出來的寒光。 

震驚到呆住的他幾乎忘了要向前輩打招呼，經過人事部長的提醒才慌忙彎腰鞠

躬。自己的窘態盡收對方的眼底，叫英冢彥一的男人嘴角向上扯了下。 

「你好。」 

男人冷冷的語氣讓橫山感覺像是被冰塊砸到似的，他只覺得一股寒氣從腳底蔓延

開來，腦袋裡直覺的知道，以後的工作絕對不會輕鬆。 

果然。 

「橫山，這資料影印二十份，十分鐘內完成沒問題吧？」 

「是！」 

「橫山，打字的速度就不能再快一點嗎？」 

「是！」 

不僅工作的內容被提醒，還有像是筆用好要馬上收回筆筒，放到影印機裡的影印

紙絕對不能夠超過多少量、處理好的文件放在左邊，沒有處理好的文件放在右

邊，這樣的細節英冢都會一一地提出來。 



剛開始還好，可是時間一長，連他自己都開始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甚至，有一回因為工作到對方家裡去，他自認為生活習慣不算太差，可是剛進玄

關就被指正脫下的鞋要朝外擺放整齊，這使他徹底崩潰了。身為普通人的自己跟

這個無論是工作或是生活都要追求極致完美的男人，就像水和油一樣完全無法相

容。 

終於，在一次公司的酒會結束之後，借酒壯膽的他向走在前面的男人問出一直壓

抑在心中的疑問。 

「英冢前輩很討厭我嗎？」 

問題丟出去之後，走在前面的亞曼尼皮鞋停了下來。轉過身來面對著自己的，是

即使已經相處了一個多月卻還是覺得陌生的臉孔，因為此時那張臉上露出的，是

他從來都沒有看到過的微笑。 

「哦？我的態度讓你這麼覺得了嗎？」 

「不是我這麼覺得，是你……」根本就討厭我吧！ 

說到一半的話被男人打斷。 

「我們交往吧！」 

「蛤？」 

還沒消化剛接收的驚爆訊息，他一下就被走近的男人吻住嘴唇。 

不可能的吧！一直以來，自己作為目標，但卻永遠都達不到那樣程度的男人，怎

麼可能說要跟自己交往？不知道是酒醉還是其他什麼原因，他只感到眼前的事物

都開始模糊起來。 

 

現在想來，那就是一切惡夢的開端，雖然藉由自己的手結束，但沒想到男人又追

了過來。 

「夠了吧！你放棄晉升部長的機會，從總公司調到這裡就是為了來報復我的嗎？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你大可不必如此大費周章，因為在和你交往的時候，我就被

你批評得體無完膚了。 

「還是你恨我到想殺了我，那麼就請盡早動手，反正我也受不了，在死之前還要

受你的折磨。」在洗手間，橫山終於忍不住，對著晚自己一步進來的英冢吼了出

來。 

望著情緒激動的橫山，英冢在洗完手之後，從容地拿出手帕擦拭著雙手。 

「你太自作多情了吧！我調來這裡是因為工作需要，跟你一點關係也沒有。」他

輕鬆地說完，瞄了橫山一眼。 

「你還是不改之前的神經過敏。在你死掉之前好好地玩弄你？非常好的建議啊！

我會參考的，橫山課長。」笑著將手帕收進口袋後，英冢就留下橫山一個人，逕

自走出洗手間。 

在聽到門關上聲音的瞬間，橫山整個人渾身力氣像被抽乾似的，幾乎要跌坐在

地，他雙手撐在洗手台的邊緣，抬起頭來看到鏡中的自己，這麼憔悴的一張臉孔，

連自己看來都覺得陌生。 



說是工作需要，那為什麼還是要跟以前一樣處處針對自己？ 

洗了把臉使自己清醒一些，本來打算就此回家了，卻在廊道上被眼尖的澤田逮住。 

「課長，你喝醉啦？我們的位置是在那邊吶！」有點微醺的他說話都開始大聲起

來。 

怕他這種像是吵架的音量影響到別人，橫山只好回到位子上。 

「剛才你是想要逃跑嗎？」 

一坐下就被男人一語道破心思，使橫山不甘心起來。 

「哪有？我只是想去找別的酒喝而已，啤酒有點喝膩了。」並不擅長說謊，橫山

的眼神幾乎不敢看向對方。 

「那要換酒喝嗎？」問話的同時，英冢已經做出叫服務員過來的手勢。 

本來就是隨口編的謊話，啤酒都已經夠嗆了，怎麼可能再喝別的酒？橫山連忙站

起來阻止，「不用麻煩了！喝完再叫就好！」 

「是嗎？我還以為可以叫瓶紅酒，有人陪我喝呢！」英冢瞇著眼靠了過來，注視

了橫山窘迫的臉一陣之後，笑了出來。 

又被擺了一道，真是可惡。內心的怒火已經冒了三丈高，橫山正要回話時，卻因

為有個女同事說要結婚，現場氣氛又一次鬧騰起來。 

「恭喜倉木要成為新娘了。乾杯！」 

又是一陣酒杯碰撞的聲音，橫山也只好跟著喝光自己杯裡的酒。就這樣喝光被倒

滿，倒滿再乾杯，如此循環了半個小時，他覺得眼前已經開始模糊起來。 

慶祝會在十點時散場，有幾人相約去續第二攤。 

「英冢前輩，那麼，橫山課長就拜託你了。」微笑著說要回公司取文件的澤田將

橫山拜託給英冢之後，也坐上計程車離開。到最後，還站在居酒屋門口的，就只

剩下橫山和英冢兩人了。 

「我不用你來送我。」橫山一下就甩開英冢攙扶的手，可是立刻一個身形不穩往

前面撲去。 

「雖然我也不想送你，可是因為你的部下那樣拜託我，所以還是一起走吧！」英

冢眼明手快的拉住他，讓他遠離與地面親密接觸的命運，可是，像是施捨的語氣

一下激怒了橫山。 

「走開啦！」橫山用力一推，男人後退了好幾步。 

「OK！既然你己有辦法，對我來講也省了時間，那麼，告辭了。」說完，就真

的頭也不回地朝著停車場的方向走去。 

太討厭了，真是冷血的男人！雖然是自己先說不用別人幫忙，可是現在卻開始抱

怨起自己走掉的男人來。橫山扶了下有些暈沉的腦袋，知道自己還沒醉到無法自

己回家。幸好居酒屋距離自己家不算遠，走路就能到，車子就等明天再來開好了，

他搖搖晃晃地站起來，步履蹣跚地在街道上走著。 

雖然他住的是高級公寓，有好幾盞路燈被附近調皮的小孩打壞了，所以有一段路

的光線比較昏暗。 

橫山瞇著眼抬頭看了就在眼前，但走路還得花一段時間的公寓。他重重嘆了口



氣，準備再往前走時，突然聽到後面傳來腳步聲，本來一路上就覺得有什麼東西

跟在身後，現在，那個一直與自己有一定距離的腳步聲漸漸接近了。 

突然，聚會時，某職員無意提起的話題竄入橫山的腦海。 

連續殺人事件再次發生，這回的被害人仍舊是年輕的男性，跟之前的兩名死者一

樣，也是從事服務業。據警方推測，凶手是尾隨被害人，然後伺機行凶…… 

雖然一邊安慰自己不會這麼倒楣，可就像是人的本能一樣，一產生這樣的想法，

恐懼就整個爬上身體，橫山反射性地加快腳步，到最後就變成奔跑的狀態了。 

在跑過一個坡道之後，發覺後面已經沒了剛才緊跟著自己的腳步聲，他才漸漸放

慢腳步。 

「好冷啊……」 

剛慢下來，就隱約聽到這樣的聲音，懷疑是自己聽錯的橫山立刻屏住急促的呼

吸，周圍安靜下下來，似乎只能夠聽到自己心臟跳動的聲音。 

「救命啊……」 

輕飄飄的聲音再次傳了出來，在確認了是從哪裡傳出來之後，橫山顫抖著右手，

揭開了路旁橙色垃圾桶的蓋子。 

立即，他剛才爬坡而出的汗水，因為驚嚇而全部收了回去。張大到不能再大的嘴

巴，連聲音都發不出來。 

蜷縮在垃圾桶裡的人，正是自己的下屬，跟澤田同期的三尚。 

「課長，一年前你把我殺了之後就丟棄在這個陰暗的地方，害我好冷又好餓。」

抬起頭來注視著橫山的眼睛裡充滿血絲，已經乾涸的皮膚緊貼在骨頭上，活脫脫

就像一具木乃伊，「課長，你終於來接我了啊！」 

「啊—」尖叫出聲的橫山拔腿朝公寓的方向奔跑過去。 

第二章 

剛進公司門口，橫山就覺得自己的腳步異常沉重。 

昨天不僅撞鬼似的遇到各種不好的事，還被那個男人奚落嘲諷的批了一頓。 

向營業部望進去，那個人人口中的優秀男人，正坐在位子上悠閒地看著早報。那

鄙視自己的眼睛、那挖苦人的辛辣言詞，這個討人厭的男人無時無刻都在表現著

他的超群和貶低著自己，令橫山渾身的不適感極速上升。 

大概是察覺到一直盯著自己的目光，英冢從報紙中抬起頭來，跟橫山的目光碰在

一起，如同以往，率先收回目光的還是橫山。 

站著的地板像是長滿了刺一般，扎得橫山無法好好地站在原地，他迅速轉過身走

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 

不適應的東西真的不能勉強。 

早上起來時就覺得整個人還虛虛浮浮的，宿醉的痛苦感持續折磨著他。就連現

在，坐在會議室的柔軟椅子上，看著投影幕上的銷售簡報都感覺像在旋轉著。而

且自己的記憶好像是被刪除了一般，從居酒屋出來，拒絕了男人的好意之後，接

下來的一切全然忘記了。 

在會議室暖氣的強烈作用下，橫山的不適感加倍升級，會議開到一半時，他就捂



著嘴跑進洗手間。抱著馬桶吐光了早上硬吃下去的早餐，漱過口抬起頭來看向鏡

子時，他不禁被自己的樣子嚇了一跳。 

這個面部浮腫，掛著黑眼圈，眼角下垂，毫無精神可言的傢伙真的是自己嗎？這

樣的狀態還能夠繼續工作嗎？ 

為了不給同事添麻煩，橫山開始考慮是不是該請假回家。 

「你們一課還真是閒啊！連課長都可以在開會的時間出來摸魚。」 

突然開門的聲音使橫山慌忙的轉過身來。 

「你不是正在開銷售會議？難道我有說錯嗎？」望著驚訝到瞪大眼睛的橫山，從

廁所間出來的英冢聳了聳肩，走近洗手台洗手。 

「你怎麼會在這裡」 

「哦？難道你的意思是我上個廁所都得向你報備，然後經過你的同意才能來嗎？

容我提醒你，於公，我不是你的下屬，於私，我們已經什麼也不是，而且先提出

分手的，是你！」英冢將自己的臉緩緩靠近到離橫山只有幾釐米。 

感受到男人氣息的橫山戰慄到連汗毛都直豎起來。 

當初做這個決定他也很痛苦，他也想待在喜歡的人身邊啊！但是跟英冢在一起，

他很不快樂，感覺像快喘不過氣來，一直想著要做個配得上他的戀人，但卻一再

被打擊。每當自己向他靠近時，英冢卻又再次前進到難以企及的高度。 

永遠都是被他說教、永遠都無法超越，他累了，不想再繼續這樣的相處模式，太

痛苦了！ 

「是啊，說的也是……」橫山嘆息著，稍微舒展了下因為緊張過度而緊繃的面頰。 

「是你先甩了我，然後又躲到這裡來，真是無情的人啊！」 

「我……」想說自己並非他所想的那樣，可是又想，何必辯解，畢竟他說的全部

是事實，然後橫山就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 

 

中午喝過英理子泡的解酒茶之後，橫山精神總算好上許多。 

因為上午被那樣責備，就更加不想見到那個男人的臉，於是從部長辦公室拿回提

案，在經過二課時，他還特意繞道。 

可是，上天並沒有聽到他內心的聲音，在走廊的轉彎處，遠遠地就望見英冢正朝

著自己優雅地慢步走來。不想與之打照面，橫山立即轉向另一邊通往樓梯的安全

門。 

「青石！」 

但背後響起大到讓人無法裝作沒聽到的聲音，路過的同事已經因為英冢直呼他名

字的叫法而交頭接耳了。 

如果不回應點什麼，不知道那傢伙還會在同事面前做出什麼舉動來？有這層顧

慮，縱使百般不願，橫山還是吸口氣站定，回過頭來。 

「有什麼事嗎？」 

「我有話想跟你說，可以佔用你一點時間嗎？」 

本來想用自己很忙抽不出時間為由斷然拒絕，可是幾位從辦公室走出來，開心討



論中午要吃什麼的女性職員，讓他把話吞了回去。 

連上天都在幫忙這個男人。橫山重重地嘆了口氣。 

「這個時間，你應該不會拒絕吧！」英冢抬起下巴，勾起嘴角斜望著他，露出一

個像是勝利的微笑，「那麼，一起去上面的吸煙室。」說著就邁開修長雙腿，往

電梯方向走去。 

上午的時候都對自己說了那樣的話了，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說？拖著沉重的腳步，

橫山悶悶地跟在男人身後走進電梯。 

電梯很快就到達位於於十一樓的吸煙室，剛走進五個榻榻米大小的空間，後面就

響起男人鎖門的聲音。 

橫山轉過身來，臉上露出疑惑的表情。是什麼重要的話需要鎖上門來講？ 

雖然很想問，可是對方並沒有搭理自己，徑直走到窗邊將窗簾拉開，光線一下射

進來，整個房間明亮之後，男人又拉了把椅子坐下，習慣性地雙腳交疊。 

「你站著不累嗎？」英冢伸手指了指橫山邊的椅子，示意他坐下。 

「不用，我想你要說的話不會長到我會站到腳痠的地步吧！」 

「說的也是。」英冢挑了下眉，贊同地點了點頭，「可是，這樣抬頭跟你說話，

我的脖子會很累吶。被女孩子們稱為好男人的橫山課長不會這麼不體恤同事的

吧！還是說，你的親切只是針對女人的？」 

他說著說著就笑了出來，「明明是個只喜歡男人的傢伙。」 

真是可惡，自己的性向不需要被他拿來說嘴吧！橫山憎恨地緊拽著雙手，真的很

想一拳揍上那張漂亮的臉蛋。 

「你到底要說什麼？如果想說的盡是這些廢話，那我可沒那個美國時間陪你，再

見！」說完就朝著門口走去，可是男人的一句「為什麼那個時候突然就消失？」

使橫山正在開門的手停了下來。 

沒有這麼耍賴的吧！到底是這個男人失憶了還是自己的記憶失真了？ 

「已經從一年前的小白兔變成獅子了嗎？」英冢微笑著。 

「我提分手的時候，你也是同意的。」無名火在胸口蔓延，橫山轉過身來，努力

維持面無表情地說著。 

聽到他帶著怒氣的言語，英冢聳了聳肩，「我以為你是開玩笑的啊！」 

「這種事怎麼可能是開玩笑的？」橫山強壓下不斷上升的火氣。 

「我說要交往的時候，你也是很樂意地就接受了！」男人吸了口不知什麼時候點

燃的煙，向著天花板吐出一個煙圈，一副悠哉的模樣。空氣中本來淡淡的煙草味

道立即增加了濃度，Seven Star 這牌子的煙原本橫山是很喜歡的，兩人交往時偶

爾也會拿來抽，可是現在聞就覺得非常討厭。 

男人這種顛三倒四的說話順序使橫山的思緒都開始混亂起來，不明白他到底要說

什麼，可就是不想以前的事再被提起。 

「以前的事沒必要再提起吧！」 

「沒必要了嗎？你不想和我重新開始？那個時候你的突然消失，我可以當是你去

出差了，還是說，你已經有了別的男人？」 



橫山那張端整的臉孔立即扭曲起來，「混蛋！你以為我是你嗎？都要結婚的人

了，還可以面不改色地向人再次提出交往。告訴你，我不是你的玩具，想見時一

通電話就把我叫出來，不想見時即使手機打到爆也不會接聽。」 

最終，橫山已經舉起的右拳並沒有往男人的臉上砸去，他放下手，也強壓下心裡

的怒氣。 

「我不是你的所有物，好好結你的婚去吧！再見！」他用平和的語氣說完話就走

出吸煙室，可是在關上門之前，他卻聽到男人陰冷的笑聲。 

 

在公司被迫跟英冢談過話之後，不只一整天心情大受影響，居然連晚上也難以倖

免，躺了一個多小時仍舊無法入睡，橫山索性從床上爬了起來，打開好久都沒有

使用的酒櫃，為自己倒了杯紅酒就窩進客廳的沙發中。 

喝了一口，發覺沒有預想的微甜回口，反而只有滿嘴苦味。感到不可思議的橫山

還特意拿起酒瓶確認一下。是自己珍藏的那瓶 Richard Hennessy 沒錯啊。果然人

心情不好的時候，就連口味都會受到影響。 

真是自負的男人，什麼叫提出交往的時候，你也很樂意地同意啊。那個時候自己

都還沒反應過來就被拉過去吻了，甚至連反抗的機會也沒有，現在卻被說成是很

樂意！鬱悶起來的橫山又灌了口酒。 

可是，仔細想想，自己真的是沒機會反抗嗎？第一次被吻時不說，之後的約會呢？

如果不喜歡的話，在接到英冢邀約的電話時大可以拒絕的，但事實是這樣的事連

一次都沒有發生。 

一開始被分到英冢身邊學習的時候，雖然氣氛不是很好，可在日後的工作中，他

還是被對方所展現出來的果斷作風所折服，那種先天的行動能力是自己怎麼努力

都無法達到的。因為喜歡，所以想跟對方並駕齊驅，可是當怎麼努力也無法達到

那個高度的時候，就開始厭惡起自己，甚至連帶地討厭起那個永遠都無法達到的

目標，說到底，兩人會分手，還是自己的問題。 

灌進最後一口酒，橫山望了下牆壁上的時鐘，時針已經到了深夜一點的位置。再

不睡覺的話，會影響到明天的工作的。這樣想著的橫山從沙發上站起來。 

紅酒的助眠效果很好，再次躺上床的他不久就睡了過去，但卻並不安穩，惡夢一

直纏繞著他。 

橫山夢見三尚在自己的面前倒了下去，自己手裡拿著一把刀，渾身都是血，那是

三尚的血，是自己把他殺了！這樣的意識衝入腦袋的時候，驚恐的情緒在體內迅

速擴散開來，於是，他開始沒命地狂奔。 

絕對不能被抓住，如果被抓住的話，一切就都完了。可是，無論他怎麼奔跑，後

面的腳步卻越來越近，他驚慌地回過頭去，才發現追趕著自己的人正是英冢。 

如果是他的話，那就更不能被抓住了。他果然是來報復自己的。橫山想要跑得再

快一點，可是在經過吊橋時被腳下的石子絆倒，整個身體立刻失去重心往前撲

去，還來不及想著疼痛時，追趕他的腳步也在身前停下。 

已經無處可逃了，完了，這次真的完了…… 



被驚醒的橫山從床上彈跳起來，身體異常黏膩，汗都浸透了睡衣。 

他坐在床上好一會才回過神來，床單的觸感、從窗簾縫隙射進來的微弱亮光、床

頭的滴答聲，這些無一不在說明著，剛才的一切都只是他在怍夢。終於有現實感

的橫山重重地呼出一口氣，看了眼鬧鐘，雖然還沒到起床的時間，可是了無睡意

的他已經決定起床。打理好一切之後，他比平時上班的時間早一些出門。 

令橫山感到奇怪的是，即使早出門，道路上車輛壅塞的情況還是沒有改變，甚至

還有警車穿梭其中。 

難道又是什麼殺人案件？一想到這個，昨天夢中的經歷就在腦中復甦了。聽到後

面接連不斷的喇叭聲回過神來的橫山趕緊甩甩頭，要自己不要再去想這些亂七八

糟的事了。 

跟往常一樣，停好車後，他往 B&L 的辦公大樓走去。可是跟平時不同的是，一

向很有秩序的大門口，現在正被一大堆人擠得水洩不通。麥克風、攝影機、記

者……一大堆媒體正等著做現場連線。 

「現在有該公司的員工出現了，我們上去詢問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個穿

著套裝的女人拿著麥克風迅速朝橫山小跑過來，接著就是一連串的問題，狀況外

的橫山根本不知道她在說什麼，而這時候已經有更多記者圍堵過來。 

「對不起！請讓一下！」 

一道響亮的聲音穿越人牆傳來，然後，橫山整個人一下被拉了過去，來不及反應

的他還因為腳步不穩而差點跌倒。 

「放手啦！到底是怎麼回事？」被拖進公司的橫山感覺手腕都要被掐斷了似的疼

痛。 

「你不想被當成嫌疑犯似的問東問西吧？」英冢放開緊抓著他的手，指著外面混

亂的場面，冷冷地說。 

橫山順著他手指方向望去，這才發現大樓的周圍竟被拉上黃色警戒線，還有好幾

個警察走來走去。 

「這是怎麼回事？」橫山一臉疑惑。 

「你現在這種反應真會讓人誤會你是個冷血的傢伙。」 

一大早就被這樣詆毀的橫山額際立即爆出青筋。這個傢伙，要針對自己到什麼時

候？ 

「有人死了。」 

就在這時，男人不大的聲音一字不漏地傳入耳朵，讓橫山一頭霧水。 

「什麼意思？」 

「一課的三尚死了，就在自己的位子上，據警方說法是他殺，就在昨天晚上。」

像是已經熟知事件的經過一樣，英冢說明著細節，「死因是胸口被利器刺入。」

他說著話的同時用修長的手指戳了戳橫山的胸口，立即招來後者的瞪視，並重重

地甩開他的手。 

這個時候，外面出現一陣騷動，轉過身去，就見兩、三個人正抬著一張擔架，從

剛打開門的電梯走出來。 



擔架越來越靠近，被入目情景嚇到呆掉的橫山，已經完全聽不到外面鼎沸起來的

嘈雜聲，直到擔架離自己越來越遠，他才緩緩抬起頭來，望向比他高出半顆頭的

英冢，眼神呆滯。 

「那個是……」即使剛才看得真切，他還是不敢相信。 

「已經死掉的三尚。」英冢淡淡的回答著。 

那雙慘白的雙手，毫無血色的臉孔，胸口那刺眼的紅色血跡。跟昨天晚上自己夢

見的一模一樣，不可能有這樣的事的，怎麼可能呢？昨天剛夢見自己殺了三尚，

他今天就真的死掉了。 

是自己殺死他的！混亂的腦袋裡只剩這個想法的橫山瞪大了眼睛，面色也益發慘

白，他用力捂住自己的嘴巴，因為他知道，如果不這麼做的話，自己絕對會大叫

出聲。 

保持這樣的姿勢沉默了一會，橫山不顧後面叫著自己的男人，直接往洗手間的方

向衝了過去。 

撞開洗手間的門，像要跌倒般衝撞進去。原本在上廁所的其他職員，看到橫山像

是被魔鬼附身般的臉孔後，被嚇得拉鍊都沒拉就匆匆跑出洗手間。 

橫山站在洗手台前，將手伸到感應水龍頭下，冷水嘩啦啦流出，他使勁搓洗著自

己的雙手，直到白皙手指開始泛紅才停下來，可是立即感覺到殷紅的鮮血再次從

掌心冒出，他驚叫起來。怎麼洗都洗不乾淨，橫山焦躁得眼淚都快要流出來了。 

突然，他不斷絞著的雙手被緊抓住而不能動作。 

「你清醒一點！」 

男人的聲音自頭頂傳來，如夢初醒般，橫山這才稍稍緩過神，「我撞見的和夢見

的三尚現在真的死掉了。肯定是我夢遊的時候，殺了他的，肯定是……」他不斷

重複呢喃著這樣恐怖的話。即使跟過來的英冢不斷地搖晃他的身體，也沒使他徹

底清醒過來。 

「 ！」伴隨著突然響起的巴掌聲，橫山的頭被打得偏往一邊，臉上一陣灼熱的

疼痛感蔓延開來。 

「你幹什麼？」 

「你那種天馬行空的妄想症也該收斂一下了吧！」英冢抓起他的雙手，「這麼纖

細的手怎麼可能殺得了體格健碩的三尚。人家可是一刀斃命，會是你殺了他？你

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說的也是，自己只是作夢而已，自己怎麼可能真的殺了他。橫山垂下頭，嘆息著

將身體重重靠上牆。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染上這種多疑個性的？最近他真的太神

經質了。 

「鎮靜下來吧！接下來全公司都要接受警方的詢問，這麼點事就慌成這個樣子

了，我懷疑你怎麼爬到課長位置的。」英冢丟下這樣的話就走了。 

而終於冷靜下來的橫山再次洗過手，整理了自己的衣服和頭髮才離開洗手間。 

後來，從警察口中知道，三尚是被尖銳的十字刀所刺死，之前發生的連續殺人案，

凶器也是這樣的十字刀，從凶器和殺人手法推斷應該是同一人所為，不同的只是



死亡的地點和被害人的職業屬性。 

連續殺人案中的被害人都死在寂靜的街道上，但三尚卻是死在自己的工作位子

上。而且本來針對服務業人員的凶手，為什麼現在轉而殺害公司職員？ 

提出這些疑問的高瘦刑警也搖著頭，十分地不解。最後，在訊問了 B&L 所有

職員之後，警方在毫無收穫的情況下回去了，案情似乎陷入膠著。 

 

下班之後，即使已經到家了，橫山還是坐在車裡沒有出來。四周一片死寂，平常

進進出出的車子也好像一下消失了似的。望著空盪盪的車庫，陰暗的情緒在他體

內翻騰起來。 

用力搖搖頭甩去心中的沉悶，橫山最後還是開門下車，想著早點回去洗個熱水

澡，將這天所經歷的倒楣事沖刷掉。 

經過樓廊的時候，暗黑角落突然發出的異聲把正在行進的他嚇了一大跳，一動不

動地呆在原地好一會，確定再沒有動靜，並沒有發生什麼奇怪的事，悄悄舒了口

氣，他用比走還快一點的速度進了家門。 

其實沒有那麼恐怖，只是自己的心裡作用罷了。坐在浴缸裡的橫山這樣想著才覺

得心裡好受了一點。他緩緩閉上眼睛，將身體整個浸入浴缸裡，這種被水包圍，

像是漂浮著的感覺真的很好。 

當橫山的意識開始模糊時，一陣刺耳的電子音樂打破原先柔和的氣氛。 

他連忙扯來條浴巾圍住下體，匆忙衝出浴室接起手機。 

「喂？」 

「快來開門！」 

雖然透過電話聲音有些許走樣，可是他一聽就聽出是英冢的聲音。 

「你現在在哪裡？」因為緊張，橫山說話時連聲帶都顫抖著。這個可憎的男人居

然陰魂不散到這種地步 

「廢話，當然是在你公寓的門外啊！趕快來開門！」 

「別開玩笑了，我為什麼要去為你開門。」說著就馬上掛斷了電話。 

讓橫山安心的是，男人並沒有再打來。可是，躺回浴缸的他過沒多久還是從浴缸

裡爬了出來，對還是會在意對方的自己，他實在感到無力。 

「太慢了！」 

剛打開門就聽到男人的訓斥，橫山不爽地想要將門關上，卻被對方用力推開。 

「明明是男人，洗澡卻像女人一樣要花上一個小時，你就不怕被浴缸裡的水淹死

嗎？」說著嘲弄的言語，英冢逕自關上門走到玄關。 

「你來幹什麼？」 

沒有理會橫山的問題，英冢只是瞄了他一眼又開始解鞋帶，自說自話起來。 

「不過放心好了，就算你以那種不光采的方式死去，我還是會燒紙錢憑弔你的。」 

「喂！你夠了沒？哪有人像你這麼厚顏無恥的，來別人家裡還像瘋狗一樣亂咬一

通！」橫山朝著彎腰將鞋子放好的男人的背影怒吼，可是英冢卻半點也不在意，

穿上室內拖鞋就朝客廳走去，走了幾步又轉過身來。 



「你也快過來啊！不要像個木頭人一樣站著不動。」 

這裡到底是誰的家啊？為什麼這個男人可以這樣毫無顧忌地在自己的家裡活動

和發號施令？一股怒氣無處可發的橫山只能緊拽著手指，握著的拳頭直想立刻揍

上男人的臉，但他還是沒勇氣這麼作。 

「給你看樣東西。」英冢這樣說時，將手伸進自己的西裝外套內袋，拿出三張照

片之後，就脫下西裝外套走向衣架，順便將橫山剛進門時放在沙發上的衣服掛起

來。 

「外套這樣放可是會皺的，對待西裝要像對待女人一樣溫柔，像你這個樣子是不

行的。」 

一般人都不會喜歡有人在自己的領域中一副熟門熟路的樣子，橫山當然也不例

外，望著英冢像是走在自家裡的隨意自在，他越來越火大，卻絲毫沒有辦法。 

英冢在沙發上坐下，將照片一一攤開之後，發現橫山還是沒有移動的意思，便用

像是呼喚小貓小狗一樣的動作，朝他勾了勾手指。 

雖然很討厭英冢這樣的態度，可是又實在好奇他要說的話，橫山還是走到沙發

前，在英冢的對面坐了下來。而對自己老是在按照男人的步調走著的挫敗，生悶

氣的同時，他也將目光落在矮几上散開的照片上。 

照片中除了一張是三尚的，另外兩張是完全陌生的臉孔。自己並不認識這兩個人

啊？英冢為什麼要給自己看這樣的照片？ 

「這是？」 

注視了照片一會，橫山疑惑地抬起頭來，對上男人嚴肅的眼神。 

「不明白嗎？」英冢拿起其中的一張靠近他面前，「這是這幾天連續殺人案的被

害人的照片。」 

他到底是要表達什麼？完全不明白英冢讓自己看被害人照片的意圖，橫山將頭偏

向了一邊。 

「還是不懂嗎？腦袋這麼愚鈍，真不知道你是怎麼當上課長的！」 

「這個跟工作沒什麼關係吧！」 

「好，多餘的話到此結束。」 

是你自己在說廢話的吧！橫山在心裡腹腓。 

「你不覺得這三張照片裡的人，除了髮型、穿著不同之外，臉形很相似嗎？」 

「什麼意思？」 

「就是說，表面上是隨機殺人，可是實際上殺人狂下手的目標是經過篩選的，簡

言之，因為某種原因，他專挑有著相似相貌的人。這樣一來的話，他的下一個目

標會是誰呢？」英冢故意將照片拿高，放到橫山的臉邊比對。 

「會不會是有著相似容貌的你呢？」 

他漫不經心說出的話在橫山聽來卻是威力十足的炸彈。心臟像是要爆裂開來般激

烈地鼓動著，竟連四周的空氣都像是被抽光一樣，呼吸急促起來。 

他這才想起來，在三尚剛進公司時，曾因兩人外貌相似而掀起過一場風波，大家

都在議論他們是兄弟或者是表親，不然絕對不可能長得這麼像，因為公司員工之



間不能有親屬關係，所以連人事部都跑來關心，最後搞到兩人各自拿出戶籍證

明，事件才得以平息。 

如果自己成為犯人目標的話，越想越混亂的橫山收回看著英冢的目光，顫抖著雙

手撫上自己的額頭。 

「我會被殺嗎？」 

「我會保護你的！所以從今天開始，我會住在這裡。」 

男人的自作主張立即招來橫山的反彈。 

「你只是想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吧？」橫山嘴上這樣說著，心裡想的卻是另外的事。 

保護我？開什麼玩笑？你不是來報復甩了你的我嗎？ 

「你是在懷疑我嗎？」 

「不是。」即使內心的確是那樣想的，但他還是立即否認，「我是在想，都快要

結婚的人了，你還這樣關心我的話，對將要成為你新娘的女孩來說太不公平了。」 

英冢立刻笑了出來，「如果是在擔心這個的話，那是多餘的。根本沒有結婚這件

事。」 

「你的意思是說……」 

「對方只是個比較重要的客戶，所以往來上稍微頻繁了點，一切都只是好事者的

揣測和多嘴。」 

其實你並不需要向我解釋什麼，我們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你要怎麼做都不關我

的事吧！儘管心裡這麼嘀咕，但橫山無法自欺的是，聽到男人特意向自己解釋

時，心裡還是有一陣暖意湧上。 

「那麼，希望以後我們能相處愉快，青石君！」英冢微笑著說完就拿著早已準備

好的睡衣進入浴室。 

這句話讓橫山整個人定在原地，他竟然被那個男人牽著走，搞得好像他已經同意

他住下一樣！自己跟英冢怎麼可能處得來？要跟他共處一室，還不如將自己殺了

來得痛快。 

聽著從浴室傳來的水流聲，橫山雙手合十，誠心地祈禱著，希望這一切都是幻覺。 

可是當看到自己房門被打開時，他就很深刻地體認到，惡夢還在延續，叫英冢彥

一的男人並沒有從自己的眼前消失。 

剛洗完澡的男人已經將頭髮吹乾，進了房順手帶上門後就直接向床走來，他伸手

拉起被子一角，問也沒問就躺了上來。一股跟自己相同的沐浴乳香味立即飄散開

來。 

「喂！你幹什麼？」 

「咦？上床不就是睡覺嗎？」用手拉著被子的英冢頓了下，「難道說你問這話是

在向我傳遞特殊的訊息？」 

勾起嘴角，他故意斜眼看著自己的視線，使橫山感到渾身發顫，開始後悔起為什

麼他沒有將臥室的門上鎖。 

「這是我的床！」 

男人像是沒聽懂他的意思的挑了下左邊的眉毛，「我不介意有人跟我同床。」 



「混蛋！你睡覺的地方是在隔壁的客房，我可是很好心地在那裡放上毯子了。」 

「對現在的你來說，我只是客人了嗎？」像是對他定義的關係不以為然，英冢撇

了撇嘴。 

「當然，還會是什麼？滾啦！嗚……」 

橫山的怒吼立即被英冢的吻給堵了回去。 

「還是說，不來個晚安吻，你會睡不著覺？」變換著角度吻了一陣之後，他放開

了橫山，「直接說出來不就好了嗎？何必這麼拐彎抹角，你就是太彆扭，這樣的

性格很不可愛喔！」 

自己誤會了他的意思，還批評是他的性格不好，這個男人真是自負得可以！橫山

越想越是生氣，準備跟他大吵一架後將他踢下床去。可是，還沒開口，英冢卻搶

先對他說了晚安，然後，就鑽進被窩不再理他。 

對方都不理睬自己了，自己還對他生氣的話，簡直就像傻瓜一樣。這樣想著，橫

山也打算不再浪費時間，關掉床頭燈後，背對著英冢準備睡覺。 

雖然這是張雙人床，可是同時躺著兩個大男人，還是顯得擁擠了點，翻身時難免

會碰到對方，令橫山覺得厭惡的是，在他不小心碰觸到英冢身體時，心臟還是引

發一般強烈鼓動。即使不斷提醒著自己，他是討厭這個男人的，可是自己的心為

他悸動的感覺，還是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忘記。 

是剛進公司後不久的事吧？那時候還沒有車的自己都是早起搭公車上班。 

上班上課的尖峰時段，滿滿的人像擠沙丁魚罐頭一樣一起擠在公車裡，壓得人都

喘不過起來，傾斜著身體的橫山站得並不穩當，別說是移動一下，就連呼吸都覺

得困難。 

這時，一陣巨大震動使公車停了下來，由於慣性，本來就重心不穩的他一下往旁

跌去，一頭撞上旁邊乘客的鼻尖。 

「好痛……」對方立即痛呼一聲。 

「對不起！」橫山忙不迭道歉，抬起頭的瞬間怔愣住。 

「前輩？」這個時間、這個地點，這個男人應該不會出現在這裡的，可是事實是，

自己撞上的正是英冢彥一，「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搭公車很奇怪嗎？」男人冷言冷語地回答。之前已經相處過一段時間了，所

以現在他的反應，橫山倒也不覺得奇怪。 

「我的意思是，你不是都自己開車上班的嗎？」 

話還沒說完，後背就被人猛地推了下，儘管司機已經廣播了前方發生交通事故，

請大家耐心等待，不要推擠，但還是有人不安份地亂動。讓面對著的兩人距離縮

小了不少。 

「對不起！」連忙道歉，換來的卻是男人一句「車子拿去修了」，不明白什麼意

思的橫山過了好一會才發現，男人是在回答自己之前的問題，本來已經不期望他

回答，對方卻說話了，覺得有點意外的橫山微微笑開。 

公車還是沒有往前移動半寸，司機再次廣播之後，本來躁動著的那些人總算安靜

下來。可是，橫山整個人幾乎都貼在英冢的身上，隔著襯衫，兩人緊貼著的胸膛



傳來彼此的體溫。意識到的時候，橫山的心跳也跟著開始失速。 

想著當時發生的事，心情有些和緩下來之後，他突然想起一個很想問的問題。 

「前途無量的你為什麼要來偏遠的分公司呢？」橫山望著躺在自己身邊的男人開

口，可是回答自己的卻只是均勻的呼吸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