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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試　但我唔敢講

　　相信幾乎所有人都試過，有啲野好想試但唔敢試，甚至連講出口都唔敢。我當然都有大把呢類經
歷啦，細細個想買呢樣唔敢同父母講、大少少想行呢間鋪頭又唔敢向朋友開口、再大過啲想同呢個果
個女仔傾計又係唔敢出聲。機會一次一次咁經過，但我只係一次一次咁望住佢走。我嘅眼神其實話哂
俾人知我想點，但我呢種人又點會有人注意到先得架？

　　你話呢啲好小兒科，冇咩值得提？係，的確係好小事，但我想講就係咁小事都做唔好，點有可能
做大事！作為一個已經出黎社會工作嘅人，更加深深明白到唔主動出聲有幾蝕底。但明白歸明白，把
口都密實實，只好眼白白望住人地開聲然後高高興興咁一個得到佢同你都想要嘅野。果刻你會同自己
講，下次、下次一定唔可以再係咁，又或者下次一定要點點點，當然下次你又會重複以上嘅動作同對
白一次……

　　好喇，入返正題喇，究竟點解今次突然咁感懷身世呢。事情係咁的……

　　話說早兩日同母親大人去超級市場，咁啱見到有咖啡 ，本來都唔大興趣，但見到個promote sale
講到頭頭是道咁，就諗住試下順便當學下野。說來慚愧，雖然小弟都幾鍾意飲咖啡，但一直仲停留s

喺 記即磨咖啡嘅 。M level

　　如果係普通嘅 ，只要我停低展示一下興趣，佢自自然然就會開始推介啦。但正如我之前所sales
講，呢個 係做得唔錯嘅，加上個樣有幾分似大波謙，所以佢身邊一直有幾個（女）僱客同佢傾sales
緊。咁問題就黎喇，如果佢主動開口，我又未至於毒到走開，但如果佢忙緊我可以點做呢？！

　　我又想試，但我又怕開口喎……

　　其實如果得佢一個，我主動開口都 嘅，但當佢一路同人講緊野，我真心唔知點開口好。ok

　　兩個身位之隔很熱鬧，佢游刃於不同僱客之中，盡顯功架。而我呢邊好平靜，靜到好似係兩個世
界咁。

　　時間一分一秒咁過，我拎起啲咖啡望下又放低，重複以上動作好幾次，但始終都未開口。我雖然
未至於流汗，但我確實感到一股壓力在凝聚。

　　終於，我乘他轉身沖咖啡之機，把握兩秒嘅時間同佢講：「我想試呢隻咖啡唔該。」佢熟練咁詢
問我喜歡咩口味的咖啡，其實我根本唔知咩烘焙、果酸之類的東西，咖啡於我黎講只有簡單的二分法
：好飲 不好飲，又或者係凍咖啡定熱咖啡。or



　　還好，在開口之前我已經睇左佢個宣傳牌一次，所以可以扮哂專家咁答兩句而唔漏底，當然可能
其實已經漏左，只係我唔知。

　　幾句對答之後，佢推介左另一款咖啡叫我試下先，我當然都相信佢嘅專業意見啦，雖然我認為當
中一定滲有商業考慮（佢幾次都推介呢款口味俾不同客人）。在我答「好啊」的時候，他的正臉又已
經變回背脊。然後他又再忙於解答這個和那個僱客的提問，當然唔包括我啦……

　　根據以往經驗，以及他的動作，我覺得 嘅機會好大。不過礙於唔敢再出聲，所以mission  failed
當母親大人問我狀況嘅時候，我只能夠答出一個同我心底相反嘅答案。

　　他又開始沖咖啡了，是他推介給我的那種，可能不是我所想的那麼差吧……

　　但他全程只是和一對新來的僱客對話，完全沒有回望我這邊，然後又按著他們的要求多加水和咖
啡豆。似乎……

　　這半分鐘的時間好像凝固了一般……

　　最後，結果當然是－

　　他‧忘‧記‧了‧我！

　　咖啡沖好了，不過不是給我的，本來屬於我的咖啡給了別人，就像你一直等著的女孩終於嫁給別
人了。雖然結果你一早預計到，但失落還是難免的。

　　於是，我又使出那招慣用多年的技倆：「算啦，下次有機會再試過囉，咁多人……我又唔係特別
想飲。」

　　類似嘅事件發生不止一次，失敗後我往往也是裝作瀟灑不爭來應對。

　　其實，如果唔想試又點會企喺度等咁耐吖。

　　 情形就同你俾條女飛左後扮浪子一樣，你唔，扮作不在乎，只係唔想俾人知你連出聲嘅勇氣都冇
係唔想要條女，只係怕自己開聲後人地根本就唔當你係咩一回事。



　　其實，我們或多或少都是懦夫。



平安夜，孤獨夜

　　有人話平安夜係失身夜，但係對於毒男黎講只係一個孤獨夜。
　　先唔好講女朋友、女性朋友，有時甚至連男性朋友嘅邀約都冇，真係慘過咩咁。
　　所以聖誕節於我黎講就只係兩日紅假，同清明重陽一樣。
　　當然啦，一年如是，兩年如是，廿年都如是嘅話，你感覺就會慢慢淡左。尤其我係一個感覺遲鈍
嘅人，如果冇咩刺激，我真係可以完全忘記聖誕節嘅存在。
　　尤其今年工作比較忙，所以我只係一直計緊自己仲有幾多日可以清左手頭上嘅工作。因此，我一
直平靜咁渡過聖誕節前夕，直至……

　　「聖誕快樂！」
　　提醒我今年平安夜存在嘅係一個男人，提前喺群組發左個訊息黎，問心我麻麻地呢個行為，一啲
誠意都冇，同喺 度講生日快樂係同一個層次。而最重要嘅係……FB
　　佢地究竟明唔明聖誕節根本就唔係屬於毒男！明明我都忘記左，自得其樂，點解佢地係都要令我
諗返起。
　　因為呢個訊息，我被迫重新記起聖誕節嘅存在。
　　因為呢個訊息，我被迫記起返自己嘅孤獨。
　　因為呢個訊息，我被迫尋找不屬於自己嘅快樂。
　　我嘗試去搵一班貌似都係毒拎嘅人，不過原來毒拎都係分層次，而我好明顯係最毒果種，所以最
後都係食哂檸檬。
　　結果，平安夜我就只好一個在家。
　　如果結局係咁簡單，咁上天對我都未算殘忍，而呢篇文亦未必會出現。
　　喺平安夜真正將我打沉，話俾我知咩係毒男嘅係無記。

　　本來我已經接受左平安夜一個人過嘅事實，甚至可以話係忘記左，點知打開電視一睇，所以嘅不
快就一次過襲來。
　　第一個打擊來自東張西望，無無聊聊搞個投票問平安夜收到幾多個異性邀約。我一聽個心已經一
沉，第一個反應係計自己有幾多人約，諗緊聖誕前後算唔算？廿號出去果次到底係邊個約邊個？（係
啊，我最近聖誕嘅約會已經係廿號喇，你滿意未？！）
　　終於，我得出自己個結果係Ａ（０個異性邀約）
　　哈哈（苦笑），係啊！我冇人約啊！一個都冇啊！
　　節目臨完前，公布個投票結果，其中一個主持好驚訝咁話原來有六成以上嘅人投Ａ。
　　我心諗靚女你用個腦諗下啦，有人約果班大部分都出左去啦，邊有時間睇你呢個無聊節目。留得
喺屋企睇你呢種無聊野嘅人，咪只有我呢種可憐蟲囉。六成我諗講少左，因為隨時有班人係特登玩野
投其他選項，而更重要係一大班可憐蟲如我，係會自命不凡懶得去投票，又或者即使喺網上都唔想承
認自己孤獨寂寞。

　　受完打擊，加上晚餐唔係太飽，我決定對自己好啲──
　　落街買左個Ｍ記。
　　係，我喺平安夜自己一個食Ｍ記，夠毒了吧？
　　係，食Ｍ記特價包同薯條已經係我對自己好嘅方法，夠毒了吧？
　　喺Ｍ記入面，我終於見到好多形單隻影嘅人，第一次覺得Ｍ記咁溫暖、咁有「家的感覺」。
　　不過踏出Ｍ記轉個彎，又係另一個世界。原本以為喺空無一人嘅街道上，唔會見到成雙成對嘅人



。點知……

　　炸彈唔洗多，夠殺你就夠。
　　竟然咁都俾我見到一對熊抱著嘅情侶向我行埋黎，即使四周好黑，但佢地親密嘅舉動就好似射燈
一樣，把附近照得光光的。
　　個女仔遠睇幾靚，打扮亦係我鍾意果類型，令我忍唔住想望多兩眼。但喺廿四號呢一日，我實在
唔想再望到任何溫馨嘅野，因為咁樣只會令我更加空虛寂寞同凍。
　　為免再自添煩惱，我決定行快兩步返上樓算。
　　返到屋企，愛回家已經做緊，我嘅第二個打擊亦正式開始。

　　呢類處境劇一向緊貼潮流，大時大節嘅內容一定同節日有關，我亦因此而中伏，一個大大嘅伏。
　　前半段嘅節目講一對情侶計劃平安夜嘅活動，因為兩人各有打算，睇落都冇咩野。但後半段講幾
對情侶去唔同地方約會，當中嘅背景都係拍拖熱點，就好難唔令我觸景傷情。（關於小弟僅有嘅情史
，遲下有機會會同大家分享）
　　曾經，這些景物、這些動作、這些說話是多麼的接近，多麼的熟識，但現在都已成了帶刺的回憶
。
　　之後編劇安排劇中單身的男和女都回家和家人並度佳節，讓佢地感受家庭溫暖和節日氣氛。
　　劇中就算唔係成雙成對，都起碼能夠三五成群，而我……
　　諗返起屋企人只係在出門前買低包烏冬，叮嚀我肚餓時可煮黎食……
　　心，已傷透。不過，無記對我開嘅玩笑還未完……

　　最後，當鏡頭拼連幾對情侶，一起大叫「 」，簡直有如穿心箭一樣貫穿我嘅心Merry Christmas
。如果個心之前叫傷透，咁喺呢一刻簡直完全粉碎。
　　望住電視上嘅幸福笑容，聽著喇叭傳來嘅祝福話語。我，只感到無限悲涼。
　　原來當你身處谷底，笑容可以很傷人，祝福可以很諷刺。



毒男「玩」交友

　　相信每個毒男心中都有一團火，當然唔係指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果類高尚情操啦，而係想燒到班囡
囡「啪啪」聲（嗱！咪諗衰野啊！我地呢班毒仔好純情架）。

　　而毒男往往都係成功令囡囡上火嘅，同埋會出現「啪啪」聲的，不過係嬲到噴火同埋想昇佢兩巴
－「啪啪」咁囉。

　　既然喺現實世界屈屈不得志，毒男們唯有另闢途徑－手機交友 。可惜失敗者永遠係失敗者apps
，無論現實定網上，佢地始終係溝唔到女嘅垃圾……啊！！！啊！！！啊……

　　至於我最初點解會墜落，好簡單，因為另一個毒男 。 係我一個識左好耐嘅朋友，以teddy teddy
前真係毒到冇朋友，不過後來慢慢開始改變，仲溝到女添！不過好快又散左，哈哈。因為毒男始終係
毒男，雖則佢唔認為自己係，但身邊嘅人，包括我，都將佢歸類為毒男。

　　正正因為呢名「毒友」用 上左幾個女，令我彷彿見到我人生嘅曙光，就好似流鼻涕時有女apps
神借紙巾俾你、仲要加埋一個燦爛到爆嘅笑容一樣。

　　媽啊！原來我仲有希望架。
　　（ 仲有好多正野可以分享，遲下有機會再打）teddy

　　雖然知左方法，但我都冇立即行動。點解？因為我係毒男囉，又怕癢又要試，又驚死又冇決心。
所以毒男如我一直都係得個諗字。

　　結果，我係有一次喺 咁啱見到 ，之後先一次過 埋其他，最後 、遇見playstore skout down wechat
、陌陌等我咩都有。

　　但其實我咩都冇……

我係有，但係囡囡都係冇。　　Apps

　　初頭千篇一律整個 過去，之後當然千篇一律咁石沉大海。hi

　　偶爾靈感女神黎左，就會有個特別少少（自覺）嘅開場白，如果女神再眷戀少少就可以傾到兩句



。

　　然後？冇然後喇……

　　然後咪@@@@囉！

　　現實世界同女仔零溝通，點可能網上變男神？你用個腦諗下都知唔 啦！work

　　所以初頭我都冇咩心機玩，都係入廁所先開下，然後抱著等中六合彩一樣的心理等人覆。咩話？
你話溝女易過借火，點同六合彩比？頂你！你唔係毒男緊係唔知有幾難啦，我話你知，溝女喺毒男角
度黎講，比中六彩難一百倍。

　　係‧難‧一‧百‧倍！

　　直至……

　　直至果個女仔出現，先令我有返少少信心。

　　姑且叫佢Ｚ，喺Ｚ出現之前，我已經唔知 左幾多個 ，然後喺漫長嘅等待之後同自己講左幾多sd hi
次 。唔好問我有幾多次，因為大雄永遠只會知自己有幾多次測驗考試合格，唔會記得亦冇可能數bye
到有幾多次唔合格。

　　總之，好好人嘅Ｚ一次又一次打破左我喺交友 上面嘅對話紀錄。當然，其實同打破學校運apps
動會紀錄一樣，都係咁冇意思，都係咁 ，都係咁冇人留意。easy

，呢次成功嘅經驗令我有返動力，覺得原來溝女都唔係咁難啫。　　Anyway

　　我努力咁講廢話同爛 ，啫係果啲我喺現實生活一定唔會講，而且聽到邊個男性生物講都會投gag
以鄙視目光嘅說話。

　　我覺得廢話同爛 就同 記食物一樣，一樣咁冇營養，但問題係其實我都會食……gag M

　　不過多數只會喺一個人果時偷偷地食，所以我亦都只係喺網上用 溝通，不知對方身份情況apps



下講。

　　或者係太耐冇講，又或者係我功力未夠，我竟然……

　　無聊到 幸運星紙巾都講一餐……OK

　　我諗返轉頭都唔明自己係點樣做到。

　　但其實又係開心架喎，或者我真係太耐冇輕鬆過。

　　又或者其實我唔係歧視人講白痴野，我係怕自己連白痴野都講唔到，所以先扮高深唔同佢地講野
。

　　原來，我們內心都唔介意白痴，只係睇你有冇機會去白痴。



毒男「玩」交友　2

　　自從同Ｚ傾左兩次後，我就好似重新入學咁。學咩？咪就係學點同女仔溝通囉。

　　如果溝女都好似讀書咁可以分階段，我諗我自己最多係小學程度，即係停留喺諗辦法掂下女仔手
臂咁。當然我冇付諸行動啦，因為我一唔係有型MK，二唔係可愛小學雞，如果勉強去做，我諗下場
只會俾人當做一種動物－色狼。

　　而且……
　　你地唔好唔記得我係喺Apps識女，試問又可以點抽水呢？

　　約出黎點玩法都得？唔好玩啦，約出黎喺我眼中，同送死兩個字根本就冇分別。

　　雖然我講到自己同Ｚ好似好好傾咁，但其實我內心明白，呢種關係喺今時今日黎講只係好普通。

　　普通到如果各位巴打絲打睇完對話內容，可能只會俾我一個中文字：唓，又或者係一個英文字：
Fxxk。

　　又或者如果Ｚ知道我咁樣形容我同佢嘅交流，我諗佢都會送我一個字：毒；又或者兩個字：毒拎
；甚至三個字：死毒拎！

　　其實喺世俗眼光中，我同佢充其量都只係可以「有兩句」嘅網友，即係人地求其出手都可以做到
的嘅地步。而我，就因為咁而開心左一段時間，仲覺得世界有返希望。

　　所以，如果各位巴絲打身邊有毒男腐女，請不忘在得閒時同佢傾兩句咁多偈。呢幾分鐘對你黎講
可能係無聊攝時間，但對一班毒仔毒女黎講卻係一個窩心到爆嘅鼓勵。　　　　　　　　　　　　　
　　　　　　　　　　　　　　　　　　　　　　　　　　　　　　　　　　　　　　　　　　　　
　　　　　　　　　　　　　　　　　　　　　　　　　
　　如果毒係一種病，咁毒男如我，就好似一個癌症病人一樣，唔係話一定醫唔好，但你唔好諗住係
一件簡單嘅事，又或者係喺短時間內就可以K.O.。

　　事實上，如果毒男可以短時間內改變，只有兩個可能。

　　一、佢唔係真正毒男，只係打扮老土。所以佢汁一下個look，就好容易溝到女。

　　二、佢經歷左翻天覆地嘅變故，令佢拋棄以往一直相信嘅價值，呢個過程學術啲講係「壓力催人
成長」，簡單黎講就兩個字：「開竅」。

　　可惜我兩樣都唔係，所以……

　　我都仲係一個毒男。

　　我仲係一個喺度打故同你地分享「毒海浮生」嘅毒男。

　　講返Ｚ啦。如果頭幾日我地叫做「普通網友」，咁幾日之後我地應該就係「hi
bye」網友，都係返工果陣斷斷續續對話答幾句，係加埋幾句，唔係每次幾句！放工之後的時間？我



地就好似完全冇識過一樣，再冇喺對方個世界出現。

　　我，彷彿由時光機坐回幾日前，繼續同Apps上嘅女仔有一句沒一句咁對答，不過Ｚ成為左當中
嘅一份子，而佢地同時出現喺我心入面個list度。

　　「等88」list！喺Ｚ出現之前，我一直都將回覆自己嘅人放喺呢個list度。因為雖然對方有回應我
，但我從大家簡單幾個對答中知道，我根本冇可能成功打開話題，88只係時間嘅問題。

　　當然，呢個list嘅人一直都增增減減。增加係因為想改變，所以不斷搵新人，但結果往往一樣；
減少係因為即使我想維持每日幾句，人地都可能嫌我悶，講多句都冇興趣。

　　期間，我有嘗試努力開拓話題，包括學人影下相再sd過去，但結果都係講唔到十句。

　　慢慢，Ｚ已經成為「等88」list中的元老，但情況都係冇咩大變化。我雖然心裡不是味兒，但仍
然keep住得閒就搵下佢，直至……

　　直至出現另一個她。我就將全副心力放喺那個她身上，冇再花精力去維持我果個「等88」list，
包括曾經令我感受到溫暖嘅Ｚ。

　　原來，毒男都是男人，在未出現更好前，都會選擇維持現狀，即使他有多不滿。



其實我不想

　　作為一個毒男，幾乎可以話同「被誤會」掛上等號。

　　記得Ｎ年前無記有一套電視劇有以下呢個情節：一個女仔俾人非禮，而嫌疑犯有兩個，一個外表
極毒極宅，一個斯文靚仔，個女仔諗都冇諗就認為毒男係色狼。當然啦，其實靚仔先係真兇。

　　或者你會話呢啲只不過係電視橋段，不過我想話你知，其實誤會呢家野喺毒男身上就好似呼吸空
氣咁自然，不知不覺間佢地就會俾人誤會。

　　「見到人都唔打聲招呼，真係冇禮貌！」、「點解佢咁靜架？佢係咪唔鍾意我？」、「見到咁都
唔幫手，係咪男人黎架？」以上對白，係咪似曾相識呢？冇錯喇，如果你身邊有毒男，相信唔少同學
同事姨媽姑姐都會有咁嘅評價。

　　你係咪曾經都有一刻覺得佢地講得好啱？係咪都曾經覺得毒男真係一個「怪人」？

　　咁諗其實好正常好普通，但正正就係因為呢種「正常」、呢種「普通」，令毒男陷入無法自拔嘅
深淵。

　　毒男都係人，毒男都想做個大家眼中嘅「普通人」，只係佢地做唔到。

　　朝早撞到鄰居，毒男都好想打招呼，但係佢地怕，怕講完人地無反應，怕俾人無視；望住同學圍
住吹水，毒男都好想加入，只係佢真係唔識啲韓星同高達名（對唔住，我毒得有啲特別，唔識高達唔
識足球籃球），唔通同佢地講尋晚無記嘅劇情咩；睇見同事忙到團團轉，毒男都想幫手，但又唔知點
開口。

　　啲咩家物家成日叫人要「大膽啲」，其實佢地知唔知真係好驚架？同人溝通，係驚過玩過山車同
跳樓機架！因為果種不確定性，真係可以令你覺得自己個心好似離開左自己身體咁。

　　我知道，因為我曾經都係。

　　我唔知呢啲算唔算社交障礙，但我知道我唔想咁樣就一世。

　　Ｉ want to change！

　　而家嘅我，可能好左少少，但我知道，其實分別唔大，起碼第二句仲係有人同我講過。

　　不過，我相信只要繼續努力，一定有見到光明嘅一日。

　　曾經，我係咁樣認為，但原來，只係我一廂情願。

　　毒拎就始終係毒拎，原來係好難改變架。脫毒就如孟子所講的「挾太山以超北海」，是「不能也
，非不為也」。

　　話說早兩日同親戚食飯，佢講到佢公司個同事，我先發現原來毒拎嘅思維係不容於世架！



　　話說佢公司出現左小強，身為老細嘅親戚親身落場噴殺小強，但個同事就「坐定定喺度，得正正
喺度」，果下親戚已經心中有氣。點知當佢終於殺滅小強時，個同事都仲係一啲反應都冇，冇諗過幫
手清潔。果下，親屬終於爆了，狂鬧佢之餘，仲要佢行一段路去拎水清潔，再拋低句「我明玩你啊，
吹牙！」

　　原來，一個唔主動嘅毒拎，係會令到人咁嬲架！
　　原來，一個唔主動嘅毒拎，係隨時俾人玩死架！

　　明明是很簡單的事情，卻始終無法做到。不經意惹起別人的怒火，然後被燒得體無完膚。烈火下
的毒拎在心底吶喊：「其實我不想！」，又有誰聽到？

　　「成日覺得唔關自己事！」雖然呢句係親屬對佢同事嘅評價，但呢句說話就好似一支利箭咁直插
入我心臟。毒拎如我，唔係都有呢個心態嗎？

　　毒拎唔係唔負責任，只係佢地唔清楚自己個責任有幾大。

　　普通人眼中，工作嘅定義好廣泛，只要係你上班時間，又係發生喺你管轄範圍內，基本上你就有
無可推卸嘅責任。

　　但毒拎好多時會覺得上面冇吩咐，就唔知應唔應該幫手，佢其實唔係懶或者扮大牌，而係佢真心
唔知原來「正常人都被認定要幫手」。（所以佢好難俾人當做正常人@@）

　　所以，當同事處理突發事件時，毒拎往往處於天人交戰中，一把聲叫自己快啲出聲同出手，一把
聲又叫自己做好「份內事」就夠（但毒拎個「份內事」在正常人眼中往往少得可憐同可笑），如果人
地需要幫忙自然會開聲。

　　掙扎緊做定唔做果時，往往已經錯過左最佳時機，跟住就懊悔。我唔知果位同事係咪咁，但至少
我間中就會係咁。

　　如果事情喺呢度停止，都算係不幸中之大幸，但老天爺對毒男嘅玩笑（考驗？）往往唔止咁簡單
。

　　隨住毒男嘅成長，佢即使對自己嘅被動再悔恨，都唔會得到體諒，反而好多時會激起老闆和同事
心中嘅巨浪，令毒男上演一幕幕怒海求生記。

　　於是，毒拎的存在終於有少少意義－為沉悶嘅辦公室帶來一絲樂趣。



毒男與離島

　　離島！有女？有甜？

　　大家唔好YY喇，我可以好肯定咁答你：冇。

　　呢日係家庭日……早排毒男放大假，答應左陪老豆行山，有個親戚又話想一齊，而老豆話想去行
下大佛，所以我地三個就入左離島。

　　旅程仲未正式開始，仲喺巴士度，毒男已經再次體會到自己嘅無知。話說巴士上有個自由行旅客
，佢想去廸士尼但又唔肯定點轉車，於是佢就問我老豆啦。我老豆都唔肯定，所以佢答完之後又問下
我。

　　但我其實完全唔知點轉，我咿咿哦哦左陣先諗到叫佢轉地鐵。點知自由行話唔想搭地鐵，而我又
俾唔到其他可行方法，於是佢決定用我老豆個建議。

　　果一刻，我發現自己原來好失敗，竟然連海洋公園都唔識去。

　　由讀書到做野，自己都冇咩人約，尤其係一啲室外活動。唔怕話埋俾大家知，我咁耐以黎只係去
過一次海洋公園（叫我去嘅亦只有三次），而果次仲係幾年前同屋企人去。所以，如果你問我點去海
洋公園，我真心唔識答你，我覺得呢個地理問題比咩方位角、洋流之類更難。

　　落車後，老豆不停帶我睇呢樣果樣，向我介紹佢行山多時嘅發現。不過講真我真係唔多有興趣，
全程基本得個睇字，頂多搭兩句嘴。毒男就係咁樣，對好多野都冇興趣，所以好難同人交流，包括親
人。

　　之後就開始正式行山，過程唔多講，反正都係行下停下傾下計，途中我就影下風景同佢地，之後
親戚又影。落山之後我地睇返啲相，親戚同我都話自己影得比較好，老豆就話親戚好啲。但我仍然堅
持我果啲靚啲，係佢地唔識貨。毒男就是這樣，永遠堅信自己嘅喜好，但往往得唔到旁人認同。

　　食左少少野之後，我地搭車去大澳行下。行到攰就喺海旁休息，然後又開始吹水，不過我都係聽
多講少。我唔係攰到唔想出聲，亦唔係唔開心唔想理佢地，只係喺呢一刻，我比較想沉默。

　　在談笑間時光飛逝，已是日落時份。霞光遍地，延續至遠處嘅海面，配上海儐、木椅、晚風，絕
對是一幅美景，旁邊無論是一群群朋友、一對對情侶都好不開心。

　　舉目所見，全部都係年青人，一班散發著青春氣想嘅年青人。望著這些看上去同我差唔多大嘅年
青人，我不禁問點解陪喺我身邊嘅唔係情人、唔係朋友？點解我會咁孤獨？點解……

　　腦入面有好多問號，但我搵唔到答案，不過我終於明白之前自己沉默嘅原因。因為我一直抱住「
交差」嘅心態黎呢度，我根本就唔係發自內心想陪老豆，我只係單純覺得做仔嘅就應該要係咁樣。

　　我再望下身邊嘅老弄豆同親戚，佢地同樣俾我「開心」嘅感覺。即使佢地唔再年輕，即使內儉嘅
父親臉上依然沒有笑容，但我確實感受到佢地嘅開心。

　　只有我……



　　只有我與這裡格格不入。

     I AM AN ISLAND!

　　小島洋溢著歡樂的氣氛，霞光映照出一張張開心快樂的臉，卻化不開我心中的灰，融不掉我血裡
的冰。

　　毒男是一座孤島，無形的海洋隔絕了世界，即使親如爸媽，也難以進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