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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六日、十月七日

十月六日　星期六 

阿藍很喜歡寫日記，將發生過的事情寫下來，讓他感覺很平靜。夜裡偶爾倚在床邊，翻開自己寫的日
記，好像在跟星空對話，感覺很好。 這晚，他也這樣翻著日記，翻到一月十八日這一頁。 「

心情很差，沒想到會有這麼的一天…」原本不錯的心情，也隨著看到這句而低落。阿藍仍然記得當時
的情景－在西貢的海邊，那串她曾經每天掛在身上的項鍊，如同垃圾般被遺棄的擲在沙上。於是，阿
藍把一月十八那一周的日記撕下來，喃喃自語道：「或者這是忘記的最好方法。」然後準備睡覺，但
腦海仍然縈繞著那一天的片段。 

＜國語日報社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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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七日　星期日

阿藍一大清早就起了牀，梳洗過後，便一如平日的拿起手提電話，準備打給阿婷。
「怎麼被掛了電話的？」阿藍對於這件拍拖將近兩年都從沒發生過的事情，感到疑惑。
他繼續試了好幾次，但結果也是一樣。
於是，他決定親自前往阿婷的家，因為他很擔心對方是否出了甚麼事。
「叮噹！」阿藍按著門鈴。
阿婷出來應門時，從防盜鈴看到了竟然是阿藍，心想：他居然上來了，搞甚麼嘛。
遲疑了很久後，阿婷終於打開門。



阿藍第一句便急著問：「你沒事吧？怎麼掛了我電話呢？」
在阿婷看來，阿藍的這一番憂慮卻更顯得虛偽。頓了一會後，就冷冷回答著：「走吧！我有事沒事都
不關你的事。」
「怎麼這樣說呢？我可是你男朋友啊，當然要管！」
「我看有事的是你…走吧！我們分手了很久...」然後嘭的一聲把門關上。
阿藍一臉惘然，心在想著阿婷究竟說甚麼，手則不停的繼續按鈴。

連續按了五分鐘後，阿藍知道阿婷不會再開門的，便帶著滿腦子問號離開。
這時，他拿起了電話，發了個短訊給阿智。「有空嗎？十二點老地方見。如何？」
每當有些麻煩事，阿藍第一時間就想起他這個最好的朋友。
一路上，阿藍的腦海裡仍迴蕩著阿婷的那一句「我們分手了很久」上。
是我做錯了甚麼嗎？是要冷靜一下嗎？是甚麼原因呢？
就在他努力想著的時候，電話震了一下，是阿智的短訊：「沒問題。」 

＜互聯網圖片＞ 

在咖啡室裡，阿藍開始訴說著當前遇到的問題，但當他說到阿婷的時候，便遭阿智插嘴停住了。
「我還以為是新的女朋友，怎麼又是阿婷？不是早就分手了麼？」
阿藍聽到後，呆了一呆。「分手？」然後阿婷的那句話又再次在他的腦中盤旋。
「為甚麼？」阿藍低著頭問。然後又重覆著：「為甚麼？」「我還真不想說…」
阿智斜視著阿藍，然後輕聲說：「你被甩了。」
阿藍聽完後沒有半點傷感，因為一切好像來得很突然，使他也做不出甚麼反應。
阿智繼續追問阿藍到底怎麼了，但阿藍也只是默言，原因是他也不懂回答。

阿藍帶著還沒有答案的疑惑步回家。此時全家都起床了，不過阿藍數來數去還是不見他的大哥，就問



母親，大哥在哪裡。
「你說甚麼傻話，阿棟大半年前就到英國留學了啦！」說著便走到廚房繼續準備午餐。
阿藍暗自在想，大半年前？怎麼我完全不知道？ 

那天晚上，阿藍把所發生的都寫在日記內，然後翻到床上，輾轉反側的想著任何可能的答案。
＊＊＊＊＊



十月八日

十月八日　星期一

昨晚沒能好好睡，今天又要早起上大學的課。還好跟阿智選了同樣的科目，就算遲了也可以借他的筆
記來看看。
上完那節兩小時的課後，兩人到了學校的飯堂午餐。
阿智先打開話題：「昨晚沒好好睡吧！一大隻熊貓眼的樣子。」
「嗯！也不知為甚麼，好像失了憶般，除了阿婷的事外，我居然連我大哥到了英國讀書也不知道。」

阿智想將氣氛變得輕鬆點，輕拍著阿藍的頭：「你是否神經有問題了？」
「我沒甚麼心情跟你玩了！」然後兩人也靜默了一陣子，繼續自己的午餐。
突然阿藍像想到甚麼似的，放下刀叉。「不如這個周末我們去吹吹海風？」
「這個提議也不錯，或者吹吹風你會清醒點，不像現在糊糊塗塗的。想到哪裡？」
「你看西貢如何？那邊的海灘應該不錯！」
阿智手上的動作停下來。「西貢？也好的！」然後猛然的像驚覺甚麼般。「怎麼？西貢？你是否在玩
弄我呀？」
「怎麼這樣說？」阿藍皺著眉頭，一臉認真的反問。
「那裡正是你跟阿婷分手的地方，這還是你跟我說的。雖然已經是大半年前的事，但你沒有可能會忘
記才是。」

 



＜香港特搜圖片＞

阿藍被阿智提到的「大半年」打住了。昨晚母親說大哥到英國留學好像也是大半年的。真是這麼巧嗎
？
「你記得實際是哪一天？或者哪一個星期？甚至是哪個月也可以？」阿藍很像知道「大半年前」指的
是甚麼時候。
「應該是一月十九號那個星期吧！我記得是我姊生日後你跟我訴著苦的。你...」

沒等阿智說完，阿藍便拿出手提電話，打回家中，想知道大哥是否同樣也在一月離開香港的。阿藍急
不及待的提出心中的問題。
「你還真是奇怪，好端端的上課來問我大哥何時到英國。讓我想想吧，大概是一月吧！他說要早點到
那裡適應，而且要讀英文班嘛！一月中！錯不了的！」
「好的！回家再說。」

阿藍這時發現，兩件他完全失去印象的事情，都是在一月中發生的。為甚麼會這樣？
接下來的那頓午餐，阿藍和阿智都一起想著這巧合背後的理由。

＜互聯網圖片＞ 

下午剩餘的課，阿藍都心不在焉，仍然在想著大半年前在一月中的那段空白。他隨便的在紙上抄著筆
記，忽然想到他的日記裡可能會有記錄其中的原因。
沒等這節課上完，阿藍就離開了，因為他急著回家，想尋找這兩天都在疑惑的答案。

打開家門後，阿藍便飛奔到自己的房間，從櫃裡拿出那本日記，翻到一月那一部分。
從一月一號、八號，但再翻，卻沒有十五號，然後是二十二號，二十九號。十五到二十一號的日記怎
麼沒有了？
這時，阿藍想起阿智提及的「一月十九號那個星期」，以及大哥在「一月中」到英國留學的事。難道



大哥就是在十五號到二十一號之間去了英國？
想到這裡，阿藍馬上走出房間，到客廳向正在看電視的母親問起這件事。 「你記得大哥確實離開香
港的日子嗎？」
「不是跟你說過是一月中了嗎？一整天問著些莫名其妙的問題。讓我看看日曆吧，應該有寫的。」
這時她拿起日曆然後翻到一月那一頁，看到十六號的那格用紅筆圈起了，寫著「阿棟到英國」。阿藍
一直在旁看著，輕輕說了句「真的是在這個星期」，繼而邊陷入了沉思，邊回到自己的房間。

為甚麼會那麼巧合地，兩件我毫無印象的事情，也都是一月中？而且碰巧沒有了那個星期的日記呢？
再看著從一月之後的日記，居然都沒有提及阿婷和大哥的事情，為甚麼會這樣？但阿智的事情卻很清
晰的記錄下來。那兩個人的事情很突兀的從日記上消失了。當中有甚麼原因嗎？



十月九日

十月九日　星期二

 醒來的時候，天空還沒有完全亮起來。阿藍拿起櫃裡的日記，又一次重頭翻閱著。突然，一個念頭
閃過他的腦海。

莫非跟這本日記的事情有關？因為把日記撕掉，所以對那些事完全沒有印象。

為甚麼我要撕下來呢？跟那個星期發生的事情有關？或者可能單單只是那個星期的某一天的事情？因
為憤怒而撕走？還是有甚麼更想忘記的事情在那個星期裡發生了？

為甚麼我過了差不多十個月後的今天，才醒覺自己對這兩件事情沒有印象。中間的十個月裡，我仍然
很清楚這兩件事嗎？我才剛撕走那版日記沒多久嗎？

而且，我沒印象的事，似乎都跟被撕走了的日記上提及的東西有關。

我還清楚記得跟家人朋友在一月慶祝生日時的情況。

但說起來，阿婷有來嗎？大哥有來嗎？怎麼這兩個人會如此模糊的？我卻清清楚楚的記得這兩個人的
存在。

但怎麼一月之後的日記裡絲毫也沒有提及阿婷和大哥。

是日記隨著被我撕掉後，連原本記在上面的東西也刪走了？

即使仍然是很模糊的推論，但阿藍嘗試作一個總結：撕下來的日記跟我沒有印象的事情是有著很大關
連的。

雖然這聽起來是很荒謬的事情，但從撕下來的那刻開始，內裡的事情都會消失了印象，而自己對當中
的人那些回憶，也會停止在被撕下來那一天的記憶上。

阿藍拿起一張白紙，將自己目前的推論記下來，那麼就算日記有甚麼的異樣，也不會因此忘記自己暫
時尚存的印象。

而且，他也將腦海裡尚存的記憶盡量寫下來，好使日後即使真的豪無印象，也能夠從中找點頭緒。「
跟阿婷一月分了手，大哥也在一月到了英國。。。」 



＜互聯網圖片＞ 

就連一些看起來理所當然的東西，阿藍也把它們寫在紙上：「阿智是我最好的朋友，從小二就認識；
一家人通常也在星期天外出飲茶。。。」

阿藍越寫越覺得自己過態，好像把自己當作了癡呆者般看待，於是放下筆，也才發覺居然寫滿了一大
版。

阿藍看著這張紙，心裡想著，這一刻我覺得理所當然，明天也會有這樣的感覺嗎？它們會有不是想當
然的時候嗎？假如我連這些基本的都忘掉了，我會變成怎樣？

阿藍突然想到了測試心中疑惑的方法。

他想起了早幾天因為做學校的專題報告，跟其他的組員有些爭執，於是翻到了九月三十日的那一欄。

阿藍認為，要測試的話，最好還是找些影響性比較細的。這小小的不愉快事件正合他的心意。 

＜互聯網圖片＞

阿藍正想把九月三十日的這一欄撕下來。



不過在這之前，他認為有必要把這件事，先記在剛才的那張紙上，否則這個測試便完全沒有意思，因
為忘記了的時候，就代表根本不曾對這件事有印象，又何以得知自己曾否發生過這件事呢？

然後，阿藍就小心翼翼地把這一欄撕下來。

可是，當他撕下來之後，他才醒覺到同時地把九月三十日的背面－十月三日的一欄同時撕下。

那天的日記寫著：「跟阿智到了附近的籃球場，兩兄弟拍檔的感覺很棒，而最棒的是，能夠大敗對手
。。。」

阿藍看到這裡，不禁呆了一呆。

「難道這種勝利的感覺也會跟其他組員爭執的事情一起遺忘？」阿藍自言自語著。

「不過奇怪，我既然撕下了，為甚麼還會這麼清楚？」

而阿藍第一時間想起的，還是把十月三日的日記一拼抄寫下來。

然而，他心裡卻是這樣想著：看來甚麼神奇的日記完全是廢話吧。



十月十日

 月十日　星期三

午飯的時候，阿智提到了昨晚的籃球比賽。
「完場前的那記絕殺實在太美妙！投出藍球後大鐘剛好表示比賽結束。」阿藍聽到阿智這樣的描述，
恨不得馬上能夠看到這場比賽的精華片段。
「說起來，這場比賽的精采程度可不遜於上星期我們的比賽呢！」阿智有點自誇的說。
「上星期？是嗎？上星期我們還打了籃球呀！」
「阿藍，你不是這麼快就忘記吧！我們兩兄弟將對手殺個片甲不留的情景，我還記憶猶新。完場前我
那記助攻加上你的投籃，真是配合得天衣無縫。」
「我的確沒甚麼印象。」阿藍輕輕搖著頭。
「那麼近的事情也記不起來。對了，你最近怎麼了？之前又忘記了阿婷和你大哥的事，你是否…有病
？」
「別胡說了。好端端的怎會有病。是呢，我們是那天打籃球的？」
「上個星期三，我可是記得很清楚。」阿智刻意強調「很清楚」這三個字，似乎對阿藍這樣快就忘掉
此事有點不是味兒。
「啊，星期三，那就是三號。前後一星期有發生過甚麼比較特別的事情嗎？」
「你這樣問可真是夠空泛的。你現在好像連我覺得你肯定會記得的事都能夠遺忘，似乎特別不特別都
沒有甚麼關係…我即管講我比較有印象的事吧。」
「拜託你了。」
「我記得你九月尾跟我去了看一個演唱會，應該是廿八、九號吧。」 

＜Hopetrip圖片＞ 



「這個我有印象，那些搖滾樂差不多震壟我的雙耳。」
「你好像還跟我說有個專題報告要做的，說是甚麼研究電影與音樂的關係。」
「你不說我還真忘記了。對了，這個專題報告。雖然我跟那些組員不太熟，不過他們看起來都挺不錯
的。」
「不是吧，你之前跟我說和你的組員鬧得不太愉快，怎麼現在又有另一種說法？和好如初了嗎？」
「有嗎？吵架？為甚麼會吵架？」
「這個可要問你！那天你生氣得語無倫次的，我也不敢再惹你呢！難道你又忘記了這件事？」阿藍無
言地跟阿智對視著。 

「唉！那麼上星期五我們社的田徑比賽你還記得嗎？」
「樂仔破了一百米的紀錄？」
「沒錯！唉！我真摸不透你的記憶體是如何運作呢！」阿智不禁再嘆一聲。阿藍聽到阿智的長嘆，自
己的心情也不是好過。

有些事情記得，有些又毫無印象。究竟自己記得了甚麼，忘記了甚麼？
「難道要忘記，首先要記得？」阿藍低著頭，跟阿智說著。
阿智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問嗆倒了。「甚麼記得忘記？」 

＜互聯網圖片＞ 

「我現在好像連自己最近發生過甚麼也不知道。似有還無的那樣，這種感覺我也不知如何表達，總之
弄得我頭昏腦脹的！」
「難得糊塗嘛阿藍！」看到自己的好朋友帶著無奈的表情，阿智很想放鬆一下大家的情緒。
阿藍依舊是那副無奈的神情。
阿智繼而認真的向阿藍提議：「不如你跟家人講一下你的問題吧，總好過藏在心裡。作為朋友，我也
很擔心你呢！」
阿藍伸出手拍拍阿智的肩膀。「明白！謝謝！」



「原來差不多一點鐘！」阿智看看手錶，才驚覺距離上課沒剩多少時間。
「有需要記得馬上找我！」阿智匆匆吃完午飯，拋低這句話就離開了。

＊＊＊＊＊ 

阿藍回到家後，並沒有跟家人提及他對某些事情完全失去印象的事。
吃過晚飯，他回到自己的房間，打算把今天的事情寫在日記上。
從櫃裡拿出日記的時候，他看到日記下面有張寫滿了一版的紙。 

「阿藍：最近總是對一些事情毫無印象，我認為這是由於日記的關係，但卻不確定…」
阿藍很認真地閱讀備忘上的一字一句，內裡提及了對事物毫無印象與那本日記的關係，也提到跟阿婷
分手和大哥往英國讀書的事，最後幾句也說到跟組員吵架以及跟阿智打籃球的事。
「這刻的你，可能又把上述的某些事情失去印象了，而這就是我寫著張備忘的原因，因為假如你真的
又忘記了，那極有可能代表我的推斷是正確的－當日記上的記錄被撕下來後，從那刻開始，有關這件
事的記憶也會隨之在腦海裡被刪除。
但要留意，日記兩面都可能有所記錄，撕掉前面的那一欄日記，同時也等於將後面的那一欄撕走，不
要重蹈覆轍。
若有甚麼新發現的話，就記錄在這張備忘上吧！
阿藍　一零年十月九日」
 

＜互聯網圖片＞ 

當下的阿藍看完這張寫於昨天的備忘後，對著眼前的日記，陷入了一片沉思。



原來是因為要試驗我的推斷，於是把日記的某一欄撕下來，然後我又對這些事失去了記憶。
現在看來這本日記真的有某種神奇的功能，那該怎麼辦？該告訴其他人嗎？
然而，阿藍這時卻閃出另外一個念頭：既然這本日記能夠將不愉快的記憶不著痕跡地清除掉，那不是
一件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情嗎？但現在我卻這麼容易的得到！絕對要好好利用它！ 
阿藍細心地想著這一年有甚麼東西絕對不想再次記起。
是六月中想趁著假期找個兼職賺點生活費，卻差不多每天都被便利店的店主喝罵這件事吧！

於是，阿藍將日記翻到了六月的那部分，發覺差不多每天都記錄了這些不愉快的經歷。
「難道要將整個六月的日記撕掉嗎？那不等於會將整個六月的記憶刪走？有更好的辦法嗎？」
阿藍心裡盤算著應該怎樣做。
對了！只要從最早那天著手就可以了！之後有關於這件事的一切都會隨之刪走，就好像之前阿婷和大
哥的事情那樣。
那麼就不怕會影響到六月裡其它的記憶吧！







＜互聯網圖片＞

阿藍從日記裡找到，從六月八日這天開始，差不多每天都在兼職的便利店內受氣。

「六月八日　星期五

到便利店工作才第三天，那個店主便事物大小都批評著我的低效率…」

阿藍正想將這天的日記撕下來時，突然想起了那句像規條般的話語「撕下前面的那一欄，同樣也代表
著將後面的那一欄撕下來。」這使阿藍停下動作。
換句話說，撕下六月八日的日記也會影響到六月十一日的事情吧！ 
阿藍翻到日記的下一頁，閱讀著十一號的日記。

「六月十一日　星期一



今天不用到便利店，代表不用受氣。約了阿智跟幾個大學的朋友，到大尾篤燒烤。」

 阿藍發覺這天的日記就只有這數十個字，覺得有點奇怪。
「怎麼會寫得這麼少呢？難得有日放假到郊外燒烤，應該過了愉快的一天吧！」
阿藍努力回想當天燒烤的情況，卻又是空白一片。
阿藍猛然地想到：難道那天燒烤的話題都圍繞了阿婷，抑或是大哥的事？所以其中的內容都給刪走了
，只剩下短短的幾句？阿藍雖然覺得這個設想似乎較合理，不過卻對於那股將日記內容刪走的力量感
到很難以置信。

不過，阿藍還是把十一號的日記抄寫在備忘紙上，但這次卻沒有把八號的日記抄下來，因為阿藍覺得
這次已經不是試驗，而是想利用這本日記，去把不愉快的往事刪除。
阿藍深呼吸了一口氣，然後將六月八日跟十一日的日記一同撕下來。
阿藍發呆地看著桌子上的日記和旁邊的那張備忘，而腦袋正在將雜亂的想法組織成一個有條理的想法
。
「如果我在今天的日記上，重新提及六月十一號的事情，會有甚麼效果嗎？」這正是阿藍思索著的事
情。
「不記得也沒要緊，我可以自由發揮呢！」
想到這裡，阿藍有股從心底裡發出來的激動。
然後，阿藍開始了他的創作－在十月十日的日記上創作著六月十一日所發生的事。阿藍重新提到了對
阿婷的思念，與及跟大哥已經很久不見的感覺。然後，和阿智他們在燒烤時發生的趣事等等。 

＜互聯網圖片＞ 



忽然，阿藍將筆調停下來，然後竊自偷笑著，而這份笑意卻是帶著幾分邪念。
「既然也是虛構的，我何不寫些現實中已經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說不定這本神奇的日記會帶回些意想
不到的收穫呢！」
阿藍的這種想法使他將之前所寫的都塗掉。

「正在燒烤的時候，阿婷突然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那當然了，作為我的女朋友，怎麼可能不出席我與其他朋友的聚會呢？即使阿智跟其他人都開我們兩
個玩笑，但又何妨呢？我可是很喜歡阿婷呢！
不過這樣一直給開著玩笑也不是辦法，於是我把話題轉到我大哥的事，講起了他到英國讀書期間，到
了不少英超大球會的球場參觀，更加看了場曼市打吡，還說買了些球會紀念品，年尾回來時給我呢…
」

阿藍在日記裡重新提到了阿婷和大哥這兩個人，而且還加入了完全虛構的情節。阿藍越寫越起勁，彷
彿自己當起了某本小說的作家一樣。 
既然日記可以「刪除」，大概也會有「增添」的功能吧。
阿藍這樣想著，然後為了要驗證日記能否增添情節，就拿起了一張白紙，將剛才所寫的幻想情節抄寫
下來，然後把它和之前的那張備忘釘起來，放回櫃裡，上面再擺著剛合上的日記。

阿藍臨睡前，雙手合十地禱告著：「有了這本日記，希望從明天開始會不一樣吧！謝謝祢！」



十月十一日

 十月十一日　星期四

醒來的第一件事，阿藍從通訊錄裡找到阿婷的電話，然後發了個短訊給她，說八點會在地鐵站等她一
起上學，不見不散。

自從阿藍升上大學後的每個星期四，他都這樣跟阿婷結伴乘搭地鐵，先陪阿婷回校，阿藍再自己前往
大學。

「到底怎麼了？」阿藍見阿婷久久還沒有回短訊，打她的電話又沒有人接聽，不禁有點擔心，但他還
是準時八點到了地鐵站。

阿藍一直一直等，不斷的看著錶，也不斷的打電話給阿婷。就這樣等到九點多，阿藍知道再不回校就
會被那嚴厲的教授罵個不停。

沿路上，阿藍怎麼也想不通阿婷今天為甚麼會失約？還是她根本還沒有起床？ 

午飯的時候，和平日一樣，阿藍約了阿智在飯堂一起進餐。

阿藍等了一整個早上，終於等到可以發洩的時候。然而，先開口的卻是阿智。

「你到底怎麼了？我不是說過阿婷已經跟你分手了？你今早為甚麼又用電話轟炸她？還說一起上學？
」

阿藍不知道阿智為甚麼會說出這些話，但這卻牽動了他的情緒。

「你哪跟我說過？還有，為甚麼你會知道阿婷不聽我的電話？她打給你了嗎？」

阿藍的每一句都不像平常的友善，而是帶著點點醋意的憤怒。

畢竟，他等了阿婷個多小時，卻換來好朋友的責罵。

「我沒有跟你說過？早幾天你約我了出來，我就很清清楚楚的把這件事告訴你了！你到底想怎樣？扮
失憶嗎？你到底在打甚麼主意？」 



＜互聯網圖片＞ 

聽到阿智這番近乎無理取鬧的人身攻擊，阿藍也再隱藏不了自己的怒氣。

「我會打甚麼主意？有居心的是你吧？為甚麼你要這麼緊張？你想跟她發展，所以妒忌我吧！」阿智
聽到這突如其來的一句，頓時愕然起來，而阿藍也覺得自己有點衝口而出。

不過，兩人就是不肯收回所說的話。先開口的還是阿智。

「既然你這樣看我，我也沒甚麼好說的。」然後拿起餐盤走到老遠的一個角落。阿藍雖然也覺得是自
己太衝動，但卻依然不否定自己剛才所說那些話的可能性。因此，阿藍也沒有先向阿智道歉的打算。
午飯之後還有一節課，阿藍心不在焉的上完後就回家了。

回到家裡，發覺卻沒有人，大概母親是外出買菜了。

「那樣也好，可以靜一靜。」阿藍邊這樣想，邊步回自己的房間。阿藍如慣常般從櫃裡拿出日記，打
算將今天的不快記下，然後撕走來忘記，卻看到日記的下面有兩頁釘在一起的紙。

當阿藍仔細地看完這兩張紙後，他第一時間的反應不是覺得自己錯怪了阿智，而是驚訝於這本日記除
了有刪除記憶的功能外，還可以將虛構的情節添加在個人的記憶上。可是，也只限於在個人的記憶上
。

不過，阿藍對於可以不勞而獲地得到快樂的記憶，那怕只是虛構的，也同樣滿足。況且，不快樂的東



西可以隨時刪走，這本日記可真是個珍藏的發明呢！

「可惜我還是未完全掌握這本日記的潛在力量。它會否有更深層的力量，可以讓虛構的事情也成真，
而只是我在某些步驟出了錯，所以才未能將它發揮？」阿藍認真地想著這個可能性。 

＜互聯網圖片＞ 

阿藍覺得這本日記愈來愈好玩，因為他有機會憑藉當中某股未知的力量去創造自己的過去。

「除了過去，還可以創造未來？」不同的聲音在阿藍腦海裡交戰。

經過一番沉思後，阿藍得出一個結論：步驟大概就錯在將改寫了的日記，重新抄寫在那兩張備忘上。

如果不將它們抄寫下來，或者，或者真有機會可以將虛幻的化成真實！單是這樣想，已經足夠令阿藍
的情緒從早上的憤恨轉化成亢奮的狀態。

於是，阿藍把這份備忘藏在床褥下面，好使日後不會被紙上寫的事情左右了自己的情緒，破壞了將虛
構情節化成事實的機會。



然後，阿藍開始動筆寫他的「作戰計劃」。 阿藍先將一月份所有提及到失落情緒的日記撕下，接著
將二月、三月，一直到今天的都撕下來。

無論是在街上遭到別人的惡意推撞，還是在巴士站呆等近一小時的經歷，抑或是打籃球致甩臼等等，
即使是多麼微細的不愉快，阿藍通通都想忘記，所以都把他們撕下來。

之後，阿藍在翌日的日記上，運用想像，填補這些日子發生過的事情，將一切的不美好都寫成美好，
而且更是誇大百倍的美好。

校際籃球比賽奪得最有價值球員、走到街上受到前呼後擁、跟阿婷在自己最愛的海灘上漫步…阿藍在
幻想情節上，將自己隱藏的自大一一表現出來。













＜互聯網圖片＞ 

完成了對過去的創作後，阿藍將目標移到將來，那就是日記裡仍然空白的十月份至十二月份。

阿藍將所有近乎妄想的念頭都寫下來，包括晉身美國職業籃球聯賽、中六合彩的頭獎、跟阿婷到台灣
旅行等。將美好的幻想都寫好後，阿藍將日記合上，眼神露出滿足的表情。

差不多到了晚飯的時候，母親敲門叫阿藍吃飯，只是，阿藍卻把精力全放在等待美好事情的來臨，所
以根本完全沒有意欲走出房門半步。



十月十二日

 十月十二日　星期五

阿藍一起床就覺得自己充滿動力，因為他心底裡知道自己如何的在校際籃球比賽威風凜然地奪得大獎
，而那份個人魅力更使他到哪裡，到受到了歡呼和讚美。阿藍覺得自己覺得可以稱得上是個成功的人
。

當然，阿藍知道，這一切都歸功於他有個要好的女朋友。在上學途中，阿藍拿起手機，準備打電話給
阿婷，看看她睡醒了沒有。這是阿藍每天都做的。只是，打來打去，阿婷的電話都沒有人接聽。

阿藍心裡感到很奇怪：為甚麼會打不通呢？阿藍帶著無數的猜想上完早上的那一節課，之後就打給阿
智，準備約他吃午飯。

可是，跟阿婷的電話一樣，阿智那邊也是沒有人接聽。

＜LinkedIn圖片＞ 

「搞甚麼？怎麼兩個人的電話也沒有人聽的？」阿藍無奈之餘，也帶點埋怨的語氣。

正當阿藍步進飯堂時，他的電話響起了，來電顯示是阿智打來的。

「終於肯打來了嗎？幹嘛一直不接我的電話！你現在在哪！」

「就在飯堂，最角落的那一桌。」阿智的語氣聽起來很冷淡。

「好！馬上過來！」



不消一會，阿藍就看到阿智了。不過令阿藍費解的是，一整個早上都不接電話的阿婷，此刻正坐在阿
智的身旁。

「怎麼你會在這兒，不用上學嗎？」阿藍未坐下就急不及待地向阿婷問到。

阿智一把勁的將阿藍按下，使他坐下來。

「你這傢伙！還裝模作樣！」阿藍對阿智的莫名憤怒感到有點愕然。

「怎麼…」話還未說完，阿智已經搶著說話。

「你今天又騷擾阿婷！昨天已經因為這件事，吵了一場架，你面皮居然這樣厚，可以當沒事發生！」

「吵架？我跟你吵架？我們感情那麼好，為甚麼…」聽到阿藍的辯駁，阿智簡直震怒得整個身也在顫
抖。

「你還詐傻扮懵！既然這樣，我告訴你，阿婷就是我的女朋友！你不要再騷擾她！否則，否則後果自
負！」阿智說完這番話，望了阿婷一眼。阿藍整個人也在發呆，也不懂得作出甚麼反應。

定過神後，才一把揪起阿智的衣領。「枉我當你是好兄弟！」

阿智也隨即反駁：「這句話該我說才對！最近的你，根本已經不是我認識的阿藍，我完全不知道你腦
袋裡裝了些甚麼！」

然後用手指狠狠地按著阿藍的頭顱。

阿藍推開阿智的手，然後怒視著阿婷。「你兩個太令我失望！」

說完就憤然地離開座椅，離開飯堂。

阿智和阿婷望著阿藍的背影，直至完全消失為止。

「麻煩你了，阿智！弄得你們兩個這樣，只是阿藍在一星期內，已經第三次這樣的不停騷擾我，我希
望這次可以死了他的心。」

「別這樣說，最近這個臭小子好像中邪了一樣，我最討厭就是他那副裝傻的表情，虛偽得令我也想好
好教訓一下他。不過可以假扮你女朋友，我覺得很榮幸呢！」阿智試圖講些輕鬆的話，使阿婷不致覺
得太過為難。

「哈哈！你幫了我這個忙，這頓飯讓我請客吧！」

兩人在吃飯的時候都沒有太多的交談，而阿智雖然覺得阿藍不值得幫，但腦裡卻不自禁地盤旋著剛才
爭執的場面。

阿藍知道了自己的好朋友跟女朋友一起的這個事實，令他很受打擊，腦海裡一片混亂，使他也沒有心



情再逗留在學校，只想快快趕回家中，一頭埋進那本日記裡，沉醉於虛幻的滿足當中。

回到家裡，不理母親問他為何這樣早歸家，便走進房裡，拿出那本日記，將今天發生的事寫下，然後
撕下來，自言自語著：「這就是忘記的最好辦法！」阿藍接著在明天的日記裡，寫下自己的想法。 

＜互聯網圖片＞ 

「十月十三日　星期六



沒有事情可以阻得了我，有了這本日記，我永遠也不會是輸家！日記才是我最好的朋友，不愉快的東
西只要一睡醒，就變成美好了，人生所追求的不就是這些嗎？。人只會為其他人增添傷心和失落，哪
會像日記一樣，尤其是這本神奇的日記，可以讓我增增減減自己的回憶，掌控自己的開心與不開心？
活在自己幻想得來的快樂，不也是種快樂嗎？」

到了晚飯時間，無論母親怎樣敲房門，阿藍還是決意把自己鎖起來，因為他覺得只有從日記身上，才
算是找到最理想的快樂。



十月十三日

 十月十三日　星期六

一起床打開日記，發覺昨天的日記已經被撕下來。昨天是發生了甚麼不如意的事嗎？不過這樣也好，
可以免卻苦惱，正如今天已經被預定寫下的日記所說：「日記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其他的都已經不
重要了。

這一天還未開始過，阿藍已經可以在明天的日記上動筆。

「十月十四日　星期日

今天得知我設計的飛機模型得到了獎項，那種興奮實在難以形容。還記得三月開始就跟阿婷述說我的
設計意念，然後又在每天放學後跟阿智討論如何改進模型的外觀…」

「十月十五日　星期一

今天約了阿婷和阿智在一家日式餐廳裡吃晚飯，算是為了我得獎的事情慶祝。突然覺得自己很幸福，
因為身邊有著最親密的兩個人，而他們原本都跟我沒有血緣關係…」

「十月十六日　星期二

又是我和阿智表演籃球的好時機，今天在學校的籃球聯賽，靠著我們兩兄弟的默契和實力，輕鬆大勝
對手，已經是八連勝了…」

阿藍一口氣寫了幾天的日記，整個人都沉醉於日記當中，那種虛榮感和滿足感實在使阿藍難以自拔。



十月二十日

十月二十日　星期六

阿藍家裡的電話響個不停，差不多待鈴聲快要切斷的時候，母親才意會到電話正在響著。
「喂。」
「麻煩你，我想找阿藍。」
「啊，你是哪位？」
「伯母，我是阿智，有些事情想找阿藍。他現在方便嗎？」
阿藍母親連續幾秒都沒有反應。「喂？喂？」另一方傳來有點焦急的聲音。
「阿智，我記得你，你好像是阿藍最好的朋友，我有點事想跟你商量。」
阿智聽到這股憂心的語氣，一股不安的情緒在心中醞釀著：「請你說吧。」
「最近的一兩個星期，阿藍好像…好像變成另一個人一樣…」

阿智聽著也有同感。而這正是他打來找阿藍的原因。
雖然之前的摩擦仍然使他有點憤怒，但阿智在想，阿藍會否有些甚麼苦衷。況且，那些所謂的摩擦，
都過了數天。

「整個星期都困了自己在房裡，敲門又不應，晚飯又不出來吃。如果不是他要上廁所，我連他是否出
了事也不知道。
每日我就只可以趁他出來的短短一瞬向他問個究竟，到底發生了甚麼，然後不夠一分鐘，他又回到了
自己的房間，把門鎖起來。有時候我又會突然聽到他自言自語，講些從沒發生過的事…

 
＜互聯網圖片＞ 

我也先不說他不上學影響學業這回事，你知道嗎？我很擔心…擔心他到底是否出了甚麼問題－情緒上
或者精神上的問題。阿藍的父親又經常不在香港，他大哥又到了外國，就只得我…」

阿智一直耐心聽著，然後隱隱聽到微微的抽泣聲。
「伯母？其實我找阿藍也是這個原因。早幾天我發覺他不似是我認識的阿藍，神神化化的，明明跟他



講了些事情，翌日就像完全失憶那樣。伯母，我跟你一樣也很擔心阿藍。
我有個提議，不如現在我從學校到你家，看看能否使阿藍走出房門跟我們談談，而我爸爸也有個朋友
是心理醫生，這刻的阿藍的確需要找個醫生診斷一下他的情況。」
「也惟有這樣，但不會麻煩到你吧？」
「當然不會。阿藍是我的好朋友來！別說這些了，伯母，我現在盡快趕來吧！」

三十分鐘後，阿智就到達阿藍的住所。

阿智走到阿藍的房門前，拍打著門：「開門吧！阿藍！我是阿智啊！」這樣的動作持續了好幾次，裡
面也沒有反應。
阿智心生一計，決定跟伯母做一場戲，逼使阿藍從房門走出來，跟他們去看診。

「伯母！伯母！你怎麼了？」然後阿智又大力拍打著房門，換成了一個無比焦急的語氣：「阿藍，你
快點出來！你媽媽暈倒了！快出來呀！」房門緩緩打開，阿藍一頭蓬鬆，是個頹廢加潦倒的樣貌，手
中拿著一本日記，看著佯裝暈倒了的母親，再看看母親旁邊的阿智，然後低聲地說：「現在怎麼辦？
」
「那當然是帶伯母看醫生了，就看我那個相熟的醫生吧！」阿智衝口而出的說道。他知道自己必須帶
阿藍去看心理醫生，才有望重新看到兩個星期前的那個阿藍。
阿藍沒發一言，就跟隨阿智外出了。
此時，被阿智揹著、假扮暈倒的阿藍母親， 頓覺舒了一口氣。

＊＊＊＊＊

劉醫生原本已經休息，準備關門，但是接過阿智的電話，講述阿藍的情況後，決定將休息時間延遲。
一方面是由於阿藍是自己老朋友的兒子，另一方面也因為阿藍的情況跟十數日前自己看過的病例很相
似。阿藍一路上都神不守舍，只顧著手上的日記，即使進入了診所也沒有分別。
三個人進入了診所內的一個小房間，這時阿智放下伯母，阿藍頓時呆了呆。
「不好意思！阿藍！我沒有其他辦法…我…我很擔心你！」母親低著頭憂心地對阿藍說。
阿藍手中緊握著日記，憤然想從這個診所內離開，但卻發現阿智已搶先一步擋住了門口的路。然後，
阿藍聽到醫生慈祥的聲音：「我們沒有惡意的！」
阿藍萬般不情願地坐下，而自己的魂魄早已飛到日記去，幻想著自己的創作，幻想著接下來應該享受
從甚麼事情得來的快感。

「讓我先說吧…」母親和阿智都各自把對阿藍近一兩個星期的轉變告訴醫生。
「阿藍，你有甚麼補充嗎？」劉醫生喊了幾聲後，阿藍才有所反應，但卻只是說：「沒有，我只想回
家寫我的日記。」
「這本日記對你很重要嗎？」可是，卻沒有得到阿藍的答覆，要由母親代答。
「我知道他每天都有寫日記的習慣，不過說起來，最近他每次從房門走出來，即使只是上個廁所，也
總是拿著日記。」
劉醫生略有所思。 





＜互聯網圖片＞ 

此時，診所響起了門鈴。「是陳小姐和她的女兒。」護士進來告訴著醫生。
「請她們進來吧！希望你們不會介意突然多了兩個人，其實因為阿藍和這個病人的情況很罕見，但卻
很相似，所以我想把他們集合起來，看看是否有甚麼共通點。」
阿藍母親對這個方法並沒有反對。

自我介紹後，那個女孩找了個角落坐下來，表情跟阿藍的一樣神不守舍，一臉發白日夢的樣子。
她的母親接著又把自己女兒的情況講了一遍，一方面是讓醫生聽聽有否新發現，另一方面是向阿藍母
親和阿智說。
劉醫生重新聽了一次後，說出了自己的看法。

「原本我對阿琪的情況也束手無策，不過阿藍的情況卻讓我有所發現。無論是阿藍，還是阿琪，都將
日記當成了寶物，任何時候都不肯放手。是日記把他們變成這樣嗎？我會說很有可能，但確實是甚麼
原因是他們進入了近乎妄想的狀態，我卻仍然有點摸不著頭腦。因此，我有件事拜託你們。不試的話
，大家永遠也找不到答案。」

為了不讓阿藍和阿琪聽到，劉醫生特地將所想說的寫在紙上。
「燒掉日記，然後明天早上再來一趟。」
劉醫生心裡同時也在想，這樣會否將所有回憶刪走。不過，總比坐以待斃好。 

＜互聯網圖片＞

＊＊＊＊＊ 

回到家裡後，阿藍像箭般跑回自己的房間。阿藍母親則忐忑不安，同行的阿智也決定在阿藍家裡借宿
一宵，除了不想伯母獨自擔心外，也很關心到底劉醫生的方法是否可行。
兩人也商量著該如何從鎖了的房間拿到日記再把它燒掉。
最後，阿智想了一個簡單但可行的方法。

阿藍寫滿了一紙的幻想後，把日記合上，然後拿著它上廁所，之後準備休息。
趁著阿藍出來，走進廁所的一瞬，阿智跑入阿藍的睡房，躲進了房裡的衣櫃，然後小心地把櫃門關上
。
阿藍上完廁所，回到自己的房間，把日記放在枕頭下，然後上床休息。
雖然腦裡仍然回味著今天享受著全校掌聲的幻想，不過阿藍還是很快就睡著了。

阿智從衣櫃的缝隙裡看到阿藍的一舉一動。
阿智也覺得這個方法不太光彩，不過為了幫阿藍從幻想中抽離，也只好這樣做。
阿智躲了在櫃裡已經一段時間，直到他快要受不住內裡的侷促時，就從櫃裡走出來。
他走到阿藍的床邊，看到他已經睡得很甜，於是便把手挪進枕頭下，把那本阿藍珍而重之的日記拿到
手，然後趁阿藍尚未發現，匆匆走出房間。



為了明天可以方便叫醒阿藍，阿智並沒有把門鎖上。在客廳等了很久的阿藍母親，看到阿智手上拿著
本日記，總算從緊張的情緒放鬆了一點。

兩人也很好奇日記內到底寫了甚麼，決心把它打開一看，發覺內裡被撕得破破爛爛，記下的東西都盡
是些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就拿十月二十日的日記來看。

躲在房裡一整天、外出看醫生卻寫成「早上跟阿婷和阿智吃了個早餐、在同學的掌聲中當上學生會會
長、晚上煮了頓晚飯給母親、臨睡前跟大哥通了個電話」。

看著看著，兩人都有種說不出的傷感。
然後，他們拿著日記，走到樓下的公園，悄悄地在一個小爐上把它燒掉。
兩人回家後雖然很疲倦，但卻沒有半點意欲去睡。 

P.S. 明天的「十月二十一日」，會是這個系列的最後一回，謝謝捧場。



十月二十一日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太陽才剛升起不久，阿藍母親和阿智已急不及待走進阿藍的房間叫醒他。
「你知道他是誰嗎？」阿藍一睜開雙眼，母親便指著阿智，向他問道。
「阿智呀！從小到大的好朋友！不過我們很久沒見面嗎？我的印象很模糊，好像空白了一樣。
最有印象的是去年暑假跟你往大球場看了場球賽，不過還真像昨天一樣呢！」
阿智聽著，想起昨天看到日記上寫著的「學生會會長」，就問阿藍：「你這學生會會長有甚麼大計？
」
「甚麼學生會會長。說甚麼夢話，我可不是呢！」接著，三個人相對而望。
「話說回來，阿智，你怎麼這麼早在這裡？找我們去飲早茶嗎？說起來，好像也很久沒飲茶了．．．
」阿藍說完就落床，到洗手間梳洗，沒有問過半點關於日記的事情。
「伯母，好像有點進展。」阿藍母親點點頭，然後兩人也走到洗手間門外。
「飲茶之前，有件事要做！」母親認真的說。
「甚麼事？」 



＜互聯網圖片＞

三人來到劉醫生的診所。阿琪和她的母親一早已經到了。
阿藍看到阿琪時，突然覺得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特別是她頸上掛著的一條項鍊。
「從阿琪母親所述，看來阿琪的記憶停留在一年之前左右，而日記上所寫的東西，阿琪都沒有印象。
阿藍也是這樣嗎？」劉醫生帶著笑容說著。
「也是。去年暑假的事情就好像昨天一樣，之後發生的都很空白，醫生，我是否有甚麼問題嗎？」阿
藍搶著說。
「哈哈，剛剛相反。你看來很精神呢！你們兩個的情況看起來都很樂觀，不過之後的好幾個星期，甚
至幾個月，我都會把你們當作一個小組來處理。我有信心你們會越來約好的！」

接著，劉醫生向阿藍和阿琪說著有關日記的事情，也講述他們之前遇到的情況是如何罕有，家人是如
何憂心，最後也勸籲作為朋友和家人的幾位，可以分別向阿藍和阿琪多講些過去一年在他們身上發生
的事情。
阿藍聽著劉醫生所說的，也覺得有點難以置信，眼前的自己原來昨天還是那麼惹人擔心，就好像發了
一場噩夢。
「就當彼此是新生活裡第一個相識的朋友吧。我覺得你們類似的經歷可以增進大家的感情！」

離開診所時，阿藍母親原本想邀請阿琪她們一起飲早茶，不過對方卻有其他事情要做。回家後，阿藍
母親決定來一次大掃除，希望把之前的噩夢都掃走。
當把阿藍的被單更換時，發現了兩張釘在一起的紙，寫著十月九日的日記，於是叫來阿藍，讓他看一
下自己寫過些甚麼，重新了解自己的某些過去。「原來我已經跟阿婷分手了。原來…」很多「原來」
從阿藍的腦海裡冒出來。
這時候，阿藍想起自己個多星期前讓母親的擔心，突然說了聲：「對不起！」
母親聽到後並沒來得及做甚麼反應，回過神後才說：「傻小子！現在沒事就好！」然後兩人緊緊擁抱
著－大概自阿藍長大後都沒有這樣擁抱過。

之後，阿藍打了個電話給阿智，談了很久，說了很多關於過去一年一起發生的事情。雖然其中的情節
，阿藍毫無印象，不過，聽起來仍然好像曾經親歷其境一樣。
臨掛線前，阿藍對阿智說：「謝謝你，做了我這麼久的朋友！」阿智的反應依然是那麼的漫不經心。
「哼！明天請我吃頓飯還更實際！」不過，阿藍能聽出阿智其實也很開心的。

阿藍又想起了阿婷。不過這次卻沒有打給她了。阿藍從通訊錄找到阿琪的電話，發了個短訊給她：「
下個周末離開劉醫生的診所後，有興趣到西貢走一走嗎？我也想更多的認識你這個新朋友。」
為甚麼我會覺得阿琪這麼似曾相識呢？還是記憶這回事根本沒有甚麼原因？



＜互聯網圖片＞ 

阿藍準備出門買本新的日記。剛出門的時候，收到阿琪的短訊：「好的！我也想認識一下你。」
看到阿藍買了本日記回來，母親臉上露出不安的神情。
阿藍看到後，連聲說：「放心吧！這次我只會記錄發生過的事情！」吃過晚飯後，阿藍回到自己的房
間，又寫起日記來。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發生了很多事情，遠超於現在的我能想像的。我只覺得，當下的我很幸福，那怕我擁有的東西並不很
多，但我卻切實的擁有一份記憶，不需要再從幻想中尋找快樂。
雖然這份記憶有一年的空白，不過我曾經活在其中的這個事實卻不會改變。只要是這樣，我覺得已經
足夠。就當是種遺憾美吧！
也因此，我會更珍惜未來的每一個記憶，開心的，不開心的，都同樣值得記住。
感謝上天，在這個噩夢裡，竟然讓我找回幸福的感覺。跟母親的，跟朋友的，還有就是跟那位似曾相
識的阿琪的。」

把日記合上後，阿藍走上床，合上眼之際，心想：「大概這一切都不是在做夢吧。當下的記憶，明天
還會存在吧。」
阿藍誠心禱告後，就閉上眼，期待著睡醒以後，一切依舊。 



＜互聯網圖片＞ 【全故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