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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四了，還未試過拍拖，但高登仔說：「不緊要，依家努力讀書考好會考，第時有錢你慌無女？」
 

呀！抱歉，其實主角我應該是　 

升中四了，還未試過拍拖，但我說：「不緊要，依家努力讀書考好ＤＳＥ，第時有錢你慌無女？」 

嗯，這樣應該算是真人真事了吧。 
　 
在準備升中四的暑假，我定下了明確的目標：努力讀書。 

我一直把這個目標牢牢的記在心中 
可是，一踏進新班房的時候，或許我還未發現，我定下的目標，可能要多加一個了； 

那位架著眼鏡的女生，將會成為我的目標？

一個也是架著眼鏡的男生 
在旁人眼中總是十分樂天，總是愛當個逗人開心的小丑 

在自以為成熟的女生眼中，「我」這種男孩子 
只會被冠上兩個字：「好幼稚囉！」 

很可惜，一個好幼稚的男生，偏偏要和一個自以為成熟的女生發展一段故事 

可能， 
兩個人的不同 
才能襯托出 
二人走在一起的奇妙吧 

我深信，這段故事，應該不會在我身上發生第二次。 

除非，我真是個咁向左走向右走命苦的男人。



2

那時，還是一個使用MSN的年代。 

說到這裡，我忽發現，我和她的故事，誇過了一整個時代。 
由MSN開始，去到FB的MSG； 
由我的LG和她的N97的黃色信封中，走到了三星和蘋果裡的一個綠色按鈕。 

最令人難以忘懷的，應該那些滿載著奇形怪狀的符號的MSN名字和一個個MSN的公仔吧。 
或者是邊聽著「登登～登」，邊看到屏幕下方的對話視窗中閃著橙光 
這種心情 
你和我 
都懂的。 

不過，可能我比你們還要「傻」一點　(可能是傻的嗎吧) 

我為「她」，設定了一個上線提示的鈴聲。 
當我在玩信長的時候　(那時未有ＬＯＬ喇　哈哈) 
那鈴聲提醒了我，「她」上線了。 
當我在床上休息的時候 
那鈴聲吵醒了我，可是我從不厭惡這鈴聲。 

為什麼，她會有這樣的魔力？ 
至今，我還未能精確的解釋一番。 

就讓這故事，說出一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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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識，真的因為緣份嗎？」 

如果是真的因為緣份的話，我們能再次在同一個班房裡生活 
應該是因為緣份吧。 

再次？再次？再次？ 

沒錯，的而且確是再次。 

那年那天，我也是和她同一班的。 
我和她也有過一段小故事，是個悲慘的小故事。 

我喜歡她， 
她扮作不知； 

我追她， 
她不秋不睬； 

我進攻， 
她回避； 

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 
我應該繼續猛烈的進攻，讓這攻防戰繼續。 

可是，我怕老虎，更怕老虎乸。

二月十四日 - 情人節 

關我屁事？ 
我又沒有情人。 

「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 
我卻拉了自己下水。 

在大男人的意識形態底下， 
情人節男生要送花給女生。 

在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下， 
情人節是要吃一餐與平日的SET DINNER 豪無差別的西餐，才能顯得出你對節日的重視。 
（我一直懷疑心形牛扒是可以用平時的牛扒一開二而煉成的） 

在學生哥的意識形態下， 
「明治雪吻」巧克力應該是送禮佳品，對吧？　（雪吻看起來真的很高檔次，至起碼我是這樣認為。



） 

作為男生，明知不會收到她送的巧克力 
倒不如反客為主，親自送上情人節巧克力 

所以，一盒明治雪吻巧克力， 
就從我的手中， 
落到她的桌上， 
完美的著陸。

這看來毫無特別的情人節，真的十分平靜。 

也許，這就是傳說中：　 

「暴風雨的前夕」 

翌日，我如常的上線。 
發現了一個，我夢寐以求的離線訊息。 
皆因發這訊息的人　是「她」。 

當我抱著半絲興奮去閱讀那訊息的時候 
腦內只是浮現出一隻老虎乸對我張牙舞爪的影像； 
真係，「Hi Hi！中伏！」 

內容大概是說：我個女呢要讀書，你唔好再搞住佢喇！ 
　　　　　　　如果唔係我可能會同你家長傾下。 
　　　　　　　你走喇，我唔想搞大件事　 
　　　　　　　下刪百字。 

老虎乸咬了我一口，為的是保護她的女兒？ 
這一口看起來不痕也不癢？ 

但當時只是中一的我，卻嚇得屁滾尿流。 
我只能黯然地退出這場單方面的遊戲。 

縱使作為追求者的我很討厭這種「保護」 

但無可否認的是 
家人總是我們的專屬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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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中一時慘痛的經歷， 
我應本著「見過鬼仲唔怕黑咩」既態度才對。 

可是，中四時 
我又像被「鬼」掩眼般， 

再　黎　！ 

在MSN的交談當中，我決定用最老土的方法 
拿下「她」的電話。 

(之前一直認識不等於我會有她的電話啊） 

我以一句：「我要熜電腦呀，不如SMS呀　好唔好？」 

再加一句：「原來我冇你電話！你電話係乜？」 

就拿到她的電話。 

哈哈哈哈哈哈！我哪有你們想得這麼老土。 

當時的我，毫不造作。 
只是直接的問了一句：你電話號碼係？ 
她就把號碼給了我。 

而我，就獻了我的第一次。 
第一個傳給她的短訊。 

內容大概是打了個超無聊招呼吧； 
然而，這招呼 
竟然沒有帶來任何回覆。。。 

黃色信封！黃色信封！黃色信封！ 

等，寂寞到夜深。 

黃色信封，究竟係咪郵差寄失左封信？ 
點解，你唔回信！ 
點解！！！

WHATSAPP　和　SMS 不同 

當她還未覆你的時候， 



在使用前者時，你會按入你們的對話，看一看LAST SEEN，打擊自己。 

後者，你只會安慰自己：「係佢忙得滯未睇姐，冇野既。」 

坦然接受與自欺欺人 

換來的都是　傷心。 

當時，我真的抵不住頸了。 
翌日，我再次打開MSN的對話框， 
問了一句：「點解你唔覆我MSG既？」 

她心裡可能會想：「唔覆咪唔覆，洗比面你呀？」 

可是，我相信她沒有說謊。 

她的答覆是：「平時一至五　我是不會開電話的。」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就是信了。 
天呀！我還擔心了一整晚。 

如是者，我偶爾也會用短訊找她。 

哈哈說到這裡，就想起了用短訊其實是充滿誠意的！ 

你所付出的，不單止是打字的氣力。 
你所付出的，也會在月結單上顯示。 

追求者要付出，很正常。 

被追的，也要付錢呀。 

不同台就是不同台，錢就是要多付，十分公平。 

這就是 「三」　和　「人仔」　的分別。 

而傻傻的她，在和我發短訊的第一個月內，原來不知道不同台發短訊是要額外收費的呢。 

之後我也少了這個途徑來與她溝通，畢竟電話費也真的是很昂貴。 

很快，就到了她生日的前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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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她生日的前夕， 
我又不自覺的說了一些 
我可能不應該說的話。 

那夜的MSN， 
我一邊和「她」對話，一邊等著做第一個在MSN和她說「生日快樂」的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我總是覺得當第一個與「她」說「生日快樂」是十分重要的。 

有些女生，更會把頭幾位和她說生日快樂的人名 
打上QOOZA / XANGA <- 早被人放棄了的網站　哈哈 

那時的我總覺得， 
「榜上有名」 
是件頗值得高興的事。 

當你追求一個女生時， 
一些小事， 
總能換來自己會心的微笑。 

很傻，但很快樂。

秒針，分針，時針， 
看著它們慢慢的轉動， 
距離她生日，只剩半小時。 

而我，說了一句，試探性的句子。 
這句說話，算是一份充滿驚喜「生日禮物」吧！　嘿！ 

我說：「我內心真的很空虛，很想找個人來填補。」 
她竟然說了句：「她也會感到空虛。」 

當我聽到的時候，就衝手而出， 
在鍵盤上飛快的打了： 
「那我們互相填補大家的空虛吧。」 

我就像腦缺鈣。 
竟然在她生日前提起了這尷尬的話題。 

那時候，我記得她是支吾以對。 



也許不想我缺席明天的派對？ 
是嗎？ 

對。我將會應邀去參加她的生日派對。 
而說得上是生日派對， 
就別妄想是單對單的約會。　（噢！） 

我也避開那尷尬的話題， 
繼續去爭取那個無謂的「第一位」。 

在MSN裡說生日快樂 
我，得到第一了。 

那在你心裡面， 
我，做到你的第一嗎？

儘管，我已經敗露了。 

但我仍想收起我對她的愛意。 

在她這個生日裡，我沒有為她預備一份禮物。 

是恐懼，令我埋沒自己的愛意嗎？ 

或許我真的是一個頗要面子的人。 
我也真的怕面對挫敗。 

我真的想把這故事完結了。。。。。 
就讓它無疾而終。 
好嗎？ 

「偏偏心底唔忿氣， 
就住勒住有乜趣味。」 

無錯，我應該正視我自己心底裡的所思所想。 

即使這個生日派對並沒有玩得太盡興， 

但那夜， 
我仍給了壽星女一個最後的祝福。 

我拿起了電話， 
那古老的手電。 

一下一下的按下黑色的實體鍵， 
「陸，零，捌，玖，陸。。。。」 



電話接通了， 
一把女聲從話筒傳入我的耳中， 

我輕輕的說了一句：「生日快樂。我應該是最後一個」 

沒錯，我就只是想做到　 
最先和最後。 

也想， 
當一個特別的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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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咁的， 

通常關於球類活動的故事， 

都是熱血。 

更加會有一個可愛的女生當球隊的經理人。 

之後的事，大家都猜得到。 

可惜，現實往往與故事有差別。 
或者，只是我遇不到。 

其實我也是一個愛打球的男生。 
像隻「甩繩馬騮」。 

球隊中的伙伴，都有喜歡的人或女朋友。 
適逄比賽的日子， 
我們總會用上千萬個理由去邀請女生來看比賽。 

一來， 
想有人支持學校； 
二來， 
更想有人支持自己。　（更重要吧？　哈哈　） 

縱使我的球技並不是最精湛， 
打出來的球並算上華麗， 

但我依然相信， 
在球場上 
全神貫注，全力以赴去比賽的男人， 
是很吸引的。 

女人總是不明白 
為何一堆男人會追住一個波。 

女人總是不明白 
一堆男人怎麼可以為左一場比賽而頭破血流。 

因為， 
我地要嬴。 

可惜的是， 



她沒有在我發揮得好的時候 
向我舉起一隻大拇指。 

她也沒有在我打得爛透的時候 
前來安慰我， 
跟我說一聲：「比心機練波，下次一定會打得更加好既！」 

因為， 
她跟本沒有來看我打的比賽。

「她」生日前我對她的妄言妄語， 
再加上我不斷邀請「她」來看我比賽， 

就算她並不自大，也不自戀， 
都應該會不自覺地想過 
「我」喜歡「她」吧。 

呀！不自大應該不會想是喜歡 
應該是對「她」有興趣而已。 

老實說，我真的很想她來看我比賽。 
所以我每次都是真心的邀請。 

所以在那天的比賽，我如常的邀請她。 

一如以往，她的面孔， 
並沒有出現在觀眾席上。 

這，並不意外。 
對吧？

「加油！」 
「呀～～～呀～～」 
「哎呀！」 
「有冇搞錯呀，咁樣推我地啲人既！」 

縱使觀眾席傳來的一言一語， 
未必能完整地傳到我們的耳中； 

縱使我們不能夠像某些有名氣的英超球隊 
去收買球證　（學體會的）， 

我們也不甘願靠球證去嬴出不光彩的比賽。 

我們只想在球場上盡情揮灑自己的汗水， 



感受年青人還能擁有的那種　熱血。 

「咇！咇！！」 
比賽完結了， 
應該是，我方勝出吧？ 

其實嬴輸並不太重要， 
過了十年， 
你也未必記得你拿過幾多獎牌。 

但我不會忘記與隊友在場上的片段， 
也不會忘記比賽後教練增給我們的「肺腑之言」， 
更不會忘記他們的面孔。

比賽的一切， 

「她」都沒法親眼看見。 

「我」也只是能夠靠著電話， 

把一場精彩，活生生的比賽 

濃縮為幾個「數目字」的比分。 

嬴波的歡笑聲， 
「她」沒有聽到； 
嬴波後會心的微笑， 
「她」也沒有看到。 

唉，真的失望。 

話雖如此， 

但那天， 

我竟然做了一件很「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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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朋友那兒聽說， 
痴心的你曾回來過。」 

不是，不是，不是。 

其實是聽說過，妳會在溫習時 
喝「葡萄適」。 

那天，我雖然失望 
但我竟然想走去送你一枝葡萄適。 

天呀！ 
妳不來看我比賽， 
但我還自願地做個「外賣仔」， 
這是怎樣的一回事？ 

還是， 
我只是個「不請自來」的外賣仔？ 

我不清楚，但我的的確確當了送外賣的「傻子」。 

我右手拿著兩枝橙色包裝的葡萄適， 
左手把手機放在耳邊， 
口裡輕輕說出：「你係會所溫緊書？」 

她，答得有點遲疑， 
不過我也確定了她是在會所溫書了。 

我再堅定的說了一句：「一會兒下來拿些東西，好嗎？」 

哈哈，她會否覺得我是想整個獎杯送給她呢？ 

終於，到了會所。 

那女孩一步一步的，向我走近了。 

我從紙袋中， 

拿出了兩枝橙色的葡萄適， 
而不是一個金色的獎盃。 

她好像有點錯愕， 
是覺得這男孩在話筒中說得好像很重要的事， 



其實只是帶來兩枝飲料？ 

我和她淺淺的談了幾句， 
就離去了。 

可能， 
她心裡會想：「這男孩真特別？」「這男孩真戇居？」 
抑或是：「挑，兩枝葡萄適搞到我要走落黎。＄＃＠！＄％＆！」 

我傳了一個短訊給她： 
「從前有個傻仔特登去比枝葡萄適一個好特別既女仔， 
唔知支葡萄適有冇用呢？ 
不過傻仔都開始溫書喇！ 
考試加油呀傻妹！」 

我希望， 
「她」看著這個訊息時， 
會覺得很窩心。 

這樣，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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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她，我好像做了很多我不曾做過的事。 

「不要討厭你沒接觸過的事。」 

拜託，我只是個普通人， 
所以在9GAG的耳濡目染之下， 
我對「吸血新世紀」這套戲真的沒有丁點的好感； 

可是， 
「她」是個很愛外國文化的人 
文化當然也當括　－　電影。 

而我亦在她「熱情」的推介下， 
在PPS 按下了播放的按鈕， 

不過， 
「真　係　好　那　悶　。　」 
我沒有把整套戲看畢， 
就關了播映的視窗。 

（當然我沒有跟她說喇　傻的嗎？　哈哈 
　我更說那套戲蠻好看 
　不過， 
　我亦躲開了談論電影情節， 
　畢竟， 
　我真的沒看完。） 

還有一個習慣， 
我被「她」影響至今。 

那就是， 

聽歌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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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很愛唱歌的人， 

在廁所， 
我會唱歌唱到老媽說我們家會被人投訴； 

在學校， 
我會唱歌唱到被老師罰企； 

在走廊， 
我更會無私地放聲高唱， 
讓大家聽到我的歌聲。　（哈哈，總有人讚賞過我。） 

而「妳」， 
有否聽過我唱的歌？ 
有否感受過由我唱出的歌詞？ 

愛唱歌也是要有愛聽歌的基礎， 
才有歌可唱。 

在MSN談起音樂時， 
我們總會互相推介歌曲； 

我負責推介廣東或台灣歌， 
而妳就負責推介英文歌。 

而MSN就是那麼好， 
可以給予一個平台 
讓 
我　和　妳 
分享音樂。 

也可以讓我， 
顯示出我正在聽什麼歌。 

那天， 
你就把第一首英文歌傳給我。 

我把它存好後， 
就馬上播放， 
在MSN 的 INFO 顯示著 
「jonas brothers - when you look me in the eyes 」 

我就這樣沉默了四分鐘， 



待你看著我的INFO， 
知道我在用心 
聽你分享給我的歌， 

以及 

一切，一切。 

「I find my paradise , when you look me in the ey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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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陣子， 

也沒有什麼大突破。 

不過我這個小子， 

其實也算情緒化　哈哈。 

我可以為一些小事而高興， 

理所當然， 

我亦會因為一些小事而不快樂； 

不知你們有否經歷過， 

在同一所學校上學， 
在同一個班房上課， 

我　和　她　相見的機會也頗多的。 

其實， 

可以與她說幾句話， 
或者是與她揮揮手， 
點點頭， 
微微笑； 

已經可以開心一整天， 

也足以讓我與朋友分享這份傻傻的喜悅。 

不過， 

一句話也沒有說到的那天， 

真的會很 

頹廢。 

一個女生， 



可以有牽動你情緒的力量， 

你應該知道，亦明白 

她 

在你心中 

有別於「她們」。 

儘管你與其他女生也算投契， 

她， 

永遠是最特別的一個。 

對呀， 

在我的心裡， 
「她」是最重要。 

可是， 
我更要用行動顯示， 
我並不是對所有女生也是一樣的。 

我要讓「她」成為真真正正 

特別的一個。 

因為， 

「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 」 

因此， 

「聖誕禮物」 

就要好好準備喇！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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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 大家咁開心， 
　做得兄弟　我乜都甘心。」 

我感恩， 

我的生命裡， 

出現過一班好兄弟。 

大家也是為著一班女生而瘋狂， 

為了逗她們歡喜， 

我們幾個「男人老狗」 
竟願意動手做些「浪漫」野。 

自我「懂事」以來， 

我認為最浪漫的節日 
非「聖誕節」莫屬。 

與心愛的女生牽著手， 
一步一步的， 
慢慢走過滿佈燈飾的街道。 

縱使香港不能讓我們感受「白色聖誕」， 
但能夠與自己喜歡的人渡過， 
那怕是更壞的環境， 
你的心裡 

亦是 

那麼的快樂。 

ＦＦ是美好， 
現實是殘酷。 

但， 

我仍會接受現實。 

我深深的明白， 
在那年的聖誕 



可以與她共渡一日的機會， 

是接近「零」。 

與其在埋怨， 
倒不如留下一個快樂的回憶 

給「她」， 

也是給「自己」的一個， 

美好的回憶。

一個男人， 

願意為自己喜歡的女人， 

去親手做禮物。 

我想， 

一輩子裡也不會有太多機會。 

畢竟， 

我們也不願意對所有女人都花上那麼多心思吧？ 

而「她」， 

卻是第一個， 

讓我花上這麼多心思的女生。

我在墟內不斷游走， 

找不到。 

我在很多小店留下過足跡， 

仍找不到。 



我心目中的「小聖誕樹」， 

你在哪？ 

我繼續追尋它， 

終於， 

我在遠處看到一排小聖誕樹， 

我馬上在人潮眾多的商場中突圍而出， 

向著「小聖誕樹」直跑。 

「 GOOOOOOOOOOOOOOOOOOOOOOOOAL 」 

我一手執起了「它」， 

再用雙手把「它」舉在我的頭上， 

心情有如奪得歐聯一樣。 

對！　 

我找到它了， 

聖誕禮物的靈魂　－　聖誕樹。 

而這次， 

我也是用上了「雪吻」巧克力。 

對， 

和以前一樣， 

我也是用了「雪吻」做禮物； 

和以前一樣， 

我也是在喜歡「妳」，追求「妳」。 



笨拙的我， 

不能把用針拮了個小洞的「雪吻」穿上幼繩， 

兄弟幫了我一把。 

大意的我， 

怕被家人發現的我， 

不能把禮物收在家中， 

兄弟又幫了我一把。 

感謝你們， 

我的好兄弟。 

最後， 

我再從一個小雪人拿走了它的聖誕帽 

蓋上了一隻「海綿寶寶」的頭上。 

最後最後， 

我再在空白的紙張練一次字， 

再小心翼翼的把我的一字一句， 

寫在聖誕卡上。 

 半製成品http://i.imgur.com/CFNjn.jpg

早前提過， 

我知道這個聖誕並不屬於我和她， 

http://www.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imgur.com%2FCFNjn.jpg&h=pAQHS6pTC&s=1


但禮物， 

我還是很想送。 

所以我就選擇了在很接近聖誕節的陸運會 

把這份 

心意 

送到「她」的手中。 

經過整天的比賽， 

時間終於到了。 

我走到「她」身邊， 

把手中的鎖匙交給「她」， 

說了一聲：「開了那個LOCKER吧。」 

頭也不回　 

就走開了。 

過了一會兒， 

那個可愛的女生， 

拿著用紙袋裝著的「小聖誕樹」， 

走過來親口道謝。 

一聲「謝謝」， 

看起來渺小， 

但只要是出自真心， 

已經是對我所付出的一切 



一份很好的「聖誕禮物」。 

很快就到聖誕節了， 

我也只能拿著電話，隔著屏幕， 

與「她」渡過第一個聖誕節。 

「其實果隻海綿寶寶就係我既化身，聖誕果陣記得帶埋佢出街過節呀。」 

我在電話打出這句傻傻的話。 

「好呀，海綿寶寶。」 

由那天起， 

我在她的電話簿中 

就變成了「海綿寶寶」。 

也叫　Mr.Spongebob 

以這種名字來稱呼我， 

本應是嘔心， 

不過是「她」， 

就 

算了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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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走進了廚房， 

把水倒進那隻「巴斯光年」杯子裡， 

「妳」送的杯子， 

到今天， 

我還用著。 

也就是那年的聖誕， 

剛變成Mr. Spongebob 的「我」， 

收到一個突如其來的電話， 

你溫柔的聲線， 

透過話筒傳到我的耳裡， 

你叫我去那個火車站等你。 

那時， 

我真的有點茫然， 

到底， 

「妳」想做些什麼呢？ 

雖然我什麼也不知道， 

但我仍準時的到達約定的地點。 

那天是聖誕節過後的幾天， 

天氣仍很冷， 

我戴著頸巾， 



呆呆的站在站邊， 

等待「她」的來臨。 

電了曲髮的「妳」， 

一邊淺笑著， 

慢慢的走過來。 

手中挽著迪士尼袋的妳， 

把那個杯子交到我手中。 

這是， 

「聖誕禮物」。 

說了幾句話後， 

我就目送妳走上了回家的巴士。 

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可以有一份由她送出的聖誕禮物。 

那種感覺， 

千言萬語也說不出。 

縱使這份回禮並不大特別， 

但 

這份心意 

我會照單全收。 

那天， 

是屬於「我」的BOXING DAY ， 



只屬於「我」。 

那天回到家之後 

我還把MSN 的 info 改成： 

「以後一定會飲好多水。」 

妳記得嗎？ 

朋友來到我家中， 

問我借杯子， 

我緊張得跑過去他們身邊， 

千叮萬囑叫他們別用那隻「巴斯光年」， 

就算你不知道　或　不記得 

這片段， 

我仍然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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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４日， 

「傻仔！知唔知我係邊個？」 

我在一部左上角由「３」轉成「ＰＥＯＰＬＥ」的手機 

發出這個訊息。 

沒錯， 

我為了「她」， 

轉了台。　（新號碼） 

哈哈， 

我還把這說成我送給「她」的白色情人色禮物。 

說穿了， 

轉台也只不過是讓自己 

可以找她； 

更　親近　她， 

更　了解　她。 

同台之後， 

發短訊的頻率更密， 

關係 

更密切嗎？ 

我期望的， 

當然是這樣。 



「待我做了你的女朋友才嘗試吧。」 

嘗試？ 

你班Hi Hi！！！ 

邊個諗「扑野」既， 

馬上把臉翻去右邊， 

面壁思過！ 

所謂的「嘗試」， 

只是我在夢中看到我親了她的小咀， 

再跟她說一遍的結果。 

這答案， 

真的讓我們更親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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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了， 

縱然有點累， 

但 

我還是很喜歡「她」了。 

「忘記痛楚，努力向著標竿直跑。」 

就是這樣， 

「我」 

和 

「她」 

也一起升上了中五。 

而故事， 

也繼續。 

也許， 

堅持未必有結果。 

但 

那時的我 

真的認為那個短訊， 

是一絲曙光。 

那怕只是一點點光， 



只要我伸手去試， 

總有機會的， 

對嗎？ 

「愛拼才會嬴。」

到了中五， 

功課多了， 

她忙了。　（我不是沒有功課做，只是我做功課沒她認真！） 

球隊練習多了， 

我也忙了。 

然而， 

這種忙碌沒法子阻礙悲劇的來臨。 

「感謝你沒有繼續騙我。」 

對， 

「她」跟我說了一句， 

最殘酷的一句， 

「她」　有了喜歡的人。 

我是有自信， 

但 

我並不是「笨」。 

我知道那人不是我， 

更猜到是誰。 



那夜凌晨， 

我坐在火車的坐位上， 

一臉茫然， 

聽著有線電視播放娛樂新聞傳來的「沙巴啦b bu。。」 

已經不敢跟著唱「沙b bu la 」 

因為， 

一開口， 

在眼眶的淚水 

將會缺湜。 

「在旁人眼中總是十分樂天，總是愛當個逗人開心的小丑」 

誰說小丑不能哭？

「早知道是這樣，像夢一場，我才不會把愛都放在同一個地方。」 

失戀聽情歌，等於漏煤氣關窗。 

說得對呀。 

可是， 

我也未「戀」， 

又何來「失戀」呢？ 

情歌， 

我繼續聽。 

眼淚， 

我一直流。 



其實我真的好想念你。 

單戀， 

就是如此的殘忍。 

即使我想念妳， 

但 

我也不知道該用什麼角色去找妳了。 

對不起， 

就給我一點時間去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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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這顆檸檬後， 

我真的想把一切完結， 

可是， 

好像不行？ 

那年的水運會， 

我們迎面相見， 

我的眼睛卻不敢對望著你的眼睛了； 

我怕， 

我會忘不了妳。 

在透明的空氣中，　 

彷彿築起了一面牆， 

阻隔了我　和　妳。 

我不知道究竟是誰築起這面牆， 

我只知道， 

我無力去打破這面牆。 

翌日， 

你卻傳了短訊給我， 

問：怎麼不跟我說話？ 



我和妳， 

一直隔著兩小步的距離； 

從前， 

我勇敢的踏前了第一步， 

你卻久久不肯踏出那一步。 

現在， 

我厭倦的退後了一步， 

你卻踏出了半步（？） 

我　和　妳， 

是否永遠都無法 

同時 

踏出那一步呢？

「都同你講自己有意中人 
仲問你做咩避佢 
傻的嗎 」 

其實不難解釋， 

兩個字： 

女人傻的嗎。 

不過， 

被愛情蒙蔽了眼睛的人更傻。 

「我繼續追，傷痛亦要追。 
　追到沒法分清我是誰。」 

其實， 



我覺得愛情好像一塊鏡子。 

我在愛情裡面， 

看到自己鮮有的一面。 

原來我是可以為一件事或一個人 

堅持。 

有耐心者，能夠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 居禮夫人) 

就是這樣， 

我又不經不覺間找回她。 

可能你會說我是自找煩惱， 

犯賤， 

但逼自己做一個自己不想做的決定， 

我想應該會是更　犯賤。 

所以， 

就 

繼續囉　 

哈。 

人生本來就是不斷重覆一些事件。 



難道不是嗎？ 

那為何年年也要慶祝一次生日？ 

雖然事情是不斷的重覆， 

而我亦犯下同樣的「錯誤」去讓自己的情感主導一切， 

繼續追求「她」； 

但總會有新的事件進佔大家的生命裡， 

而這年的生日， 

「她」將會收到一份由我送出的禮物， 

亦是最後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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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躊躇地在玻璃門外徘徊， 

想著要踏進去嗎？ 

還是再看一看裡面的情況； 

假如踏出了這一步， 

將會十分的危險， 

我很有機會成為一秒的焦點， 

數十對眼睛將會同時間射在我身上。 

我叫冷靜下來， 

：「你只有五秒時間考慮，前進或轉身離去？ 
　　五，二，一　！」 

我昂首闊步的踏前一步， 

用力推開眼前的玻璃門， 

充滿著非一般的氣勢， 

我　來　了　！ 

在推門的同時， 

繫著門的銀鈴亦隨即響起「叮，叮」的聲音， 

是這個時刻了， 

店內的人會望著我了， 

。。。。。。。。。。。。。。。。。。。。。。。。。。。 



我連一句簡單的「歡迎光臨」也聽不到， 

店內的人都在很專心的學做蛋糕， 

有小朋友為蛋糕做擺設， 

有男人一邊手忙腳亂的弄著忌廉，一邊高聲呼救； 

店員亦很專心的教導著客人。 

對， 

大家都很用心， 

為的是什麼？ 

做一個令自己滿意的蛋糕出來。 

這裡是一個充滿著愛和希望的地方。 

男人老狗來買材料或學做蛋糕， 

應該是愛與溫柔， 

並不需要害羞。 

我在店內逛了一圈， 

從褲袋裡淘出手電， 

打開材料的清單， 

叫店員幫我執齊所有材料； 

：「你想做藍莓芝士蛋糕吧？」 

店員笑著問。 

：「是呀，送給我喜歡的人。」 

我不禁會心微笑， 

從來， 



為一個人 

做一件事 

就是充滿著愛， 

即使你是奉獻的那位， 

也是被愛包圍的， 

我很幸福， 

因為， 

我能感受愛。

我拿著一大袋材料推門步出店舖， 

繫著大門的銀鈴再次響起， 

彷彿提示我， 

時間不多了。 

我馬上走去朋友的家， 

在朋友悉心的輔助之下， 

製作蛋糕 

並沒有想像中難。 

一步一步的跟著步驟去做， 

一步一步的去把蛋糕做好， 

一步一步的。。。 

我相信， 

我們也可以一步一步的靠近。 



我小心翼翼的把藍莓醬塗在蛋糕的表面上， 

專心看著蛋糕表面， 

手就一直塗， 

那種專注， 

「她」看到的話　也許會被我迷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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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第十六個生日， 

天氣晴。 

陽光就是很猛烈， 

儘管應該是秋涼天， 

還是蠻炎熱的。 

說實話， 

我不怕熱； 

但， 

「它」怕。 

那天剛巧是比賽日， 

我就把「它」放在球場的唯一一個陰涼處　－　樹蔭下。 

「它」一直看著我比賽， 

一直在受著周遭觀眾的奇異眼光， 

一直在受著室外的高溫， 

「它」就是等著 

球證嗚笛的一刻。 

「它」經過差不多一小時的折磨， 

終於看到一絲光線， 

「它」看到一個滿頭大汗， 

架著眼鏡的男生， 



仔細地看著自己的表面， 

擺出副「鬆一口氣」的樣子。 

那男生馬上把「它」帶走， 

走到沖曬店拿著一張合照去過膠， 

就踏著不平的路， 

走呀走，走呀走； 

那男生， 

就是要帶著「它」來見「妳」了。 

生　日　快　樂 ，

我　的　青　春。

雖然又是那熟悉的臉孔， 

但， 

心房還是會不自覺的亂跳。 

「妳知道這是什麼嗎？」 

妳笑了一笑， 

我們一起坐在長椅上， 

打開那紙盒。 



妳從紙盒中取出了那張「生日卡」， 

看見是我們的合照， 

又笑了一笑。 

當你想把卡翻去背面時， 

我竟害羞得叫妳別看， 

在喜歡的人面前， 

原來， 

我真的會臉紅的。 

我們對著電話的鏡頭， 

輕聲數著： 

「三，三，一」 

我把手搭在你的肩上； 

「咔嚓」 

在那一秒， 

世界就像靜止了； 

無論妳是 

擠出笑容或是打從心底的笑， 

照片中的 

妳　和　我 

就是最溫馨的兩個人。

蛋糕， 

當然沒有熔化； 



但 

「妳」的心， 

熔化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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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是個忙得不可開交的月份。 

整個月都是圍繞著幾首歌和一堆「複雜」難以謹記在心的舞步； 

為的， 

就是學校的「歌唱比賽」。 

還記得， 

有一段的舞步， 

是要以兩個人為單位分成十餘組。 

那時真的很想有意無意的 

跟「她」成為一組， 

幻想在舞台上一起跳著唱著， 

牽著「她」的手 

跳出不同舞步； 

一盞大光燈打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 

成為整個舞台的焦點， 

結果， 

就是沒有了。 



我愛幻想， 

不單止幻想總是美好的； 

幻想， 

更能讓我付諸行動去實踐。

不過， 

也是這個「歌唱比賽」 

給了我一個機會送「她」回家。 

在歸家的路途中， 

我與她肩並肩的走著， 

在旁人的眼中， 

這一對穿著住校服的年輕人， 

該是一對情侶吧？ 

夕陽微弱的光線曬在我們的身上， 

感覺很清新； 

在狹窄的露天天橋上， 

忽然有輛單車飛快的經過， 

情急之下， 

我一手把「她」擁近我的懷中， 

就這樣， 



停留了半秒多； 

我才把手鬆開， 

「謝謝」 

她羞澀的抬起頭望著我， 

斜陽照到她的臉蛋上， 

與她半紅的臉相映； 

「她」 

應該是最可愛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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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 

我有也會很刻意的留校到最後最後， 

等待「她」， 

陪「她」回家。 

「喂，走喇。」 

「唔走住，我想射多陣波先」 

「咁一齊囉。」 

「哦。」 

語畢， 

籃球與籃板、籃框、籃網磨擦的聲音此起彼落， 

我一邊射球， 

一邊看著樓梯口， 

期待著「她」從樓梯走下來。 

當「她」下來的時候， 

我朝著「她」的方向走， 

回頭望一望友人， 

只見友人無奈的搖搖頭， 

口裡說出「仆街！」的口形， 

卻揮手讓我離去； 



這就是好兄弟， 

能容下「重色輕友」的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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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在商場的當眼處看到一座三角錐體的物體， 

而且該物體亦發出耀眼的光芒， 

同時看到它繫上了不少球狀； 

應該不會錯的了， 

毒拎最怕的節日要來了。 

聖誕節是一隻鬼， 

你討厭它， 

沒有用， 

它自己會上門找你； 

只是有人甘心樂意「被」撞鬼， 

亦有人不情願的「被」撞鬼。

儘管我不情願過一個人的聖誕， 

但我也不要任由這隻鬼去主宰我的命運， 

我決定， 

反　客　為　主　。　 

出撃吧！！！！！！！ 

我一直都是個情感先行的人， 

對於感情的事， 



不會用理性的思考模式， 

反正， 

感情　倒轉就是　情感。 

哪裡來的理性呢？　（笑） 

此時此刻， 

「發送中」的字樣已經出現在顯示屏上， 

對， 

我正是要約會「她」， 

於 

聖　誕　節　。

「叮噹」 

土氣的提示聲從手電發出， 

是有短訊的提示。 

我懷著打開電訊公司傳來的垃圾宣傳短訊的心情， 

按下主目錄加「＊」， 

鎖已解； 

我看著黃色的信封， 

心裡滿是緊張， 

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嘗到這種感覺， 



這種對著冷冷的電子器材也能令人熱血沸騰的感覺。 

嘿嘿嘿， 

「媽！我成功了！！」 

「她」答應了我， 

會在２５號！！！聖誕節！！！ 

跟我吃個午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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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會有聖誕禮物嗎？」 

她這樣問我。 

有幸和心儀的女生共進午餐， 

簡直是一件賞心樂事。 

豈能不預備一份聖誕禮物來表達我的心意呢？ 

可惜的是， 

上年的禮物　實在太完美了吧？ 

我真的想不出一件能比上年的迷你聖誕樹更好的禮物， 

乾脆把「我」自己包成一份禮物赴約， 

應該是一份最好的禮物。　（笑）

其實， 

「我」是其中一份禮物而已， 

哈哈。 

當然要準備更好的禮物。 

想著想著， 

真的想不清女生想要什麼做禮物。 

搞不好， 

其實想將禮物「套現」。　（笑） 



走著走著， 

走進了Ｈ＆Ｍ， 

裡面林林總總的陳列品擺放得井然有序， 

我走到一堆「冷帽」的前面， 

腦海在想像著「她」戴起冷帽時的樣子， 

卻被一對男女吸引了我的目光， 

那對男女在「互笠冷戴」， 

打打鬧鬧， 

幸福滿溢。 

真希望有一天能成為像他們的一對。 

那就， 

買下那頂灰色的冷帽 

好了。

逛著逛著， 

走到了一所玩具店。 

在櫥窗裡看到一列「火車頭」； 

對， 

當我看見「火車頭」， 

就一定會想起「她」。 

「她」與其他女生有點不同的是， 

她不愛那些史迪仔、哈囉吉蒂， 

卻像其他女生， 



喜歡卡通人物　－　「火車頭」。 

我一直都不明白「火車頭」有什麼可愛之處， 

卻被她有意無意的洗了腦， 

看見火車頭東西， 

總會想起她。 

曾經， 

我在扭蛋機前面， 

一直投下五元， 

「噠喇，噠喇」 

扭蛋掉了下來， 

又不是「湯馬士」。 

最後都不知花了多少錢， 

才扭到它出來。 

我千叮萬囑的叫你一定要把它戴上， 

這種野蠻， 

希望妳會記得、懷念。 

而我， 

亦不知不覺儲下一堆我不喜歡的「火車頭」， 

在這年間， 

伴隨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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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尋找聖誕禮物的期間， 

恰巧遇到這一堆火車頭， 

你就知道， 

我要它們成為禮物的一部分吧。 

回到家中， 

我看著一堆「九唔搭八」的「禮物」， 

「朱古力」　（又係雪吻呀！Ｘ！哈哈。） 

「火車頭」 

「冷帽」 

簡直是一頭霧水。 

應用題： 

小明買下了巧克力、火車頭和冷帽，他應該怎樣把它們串連起來，成為一份無懈可擊的聖誕禮物呢？
　（１０分）

我的答案是這樣的： 

首先，找一個鞋盒； 

然後，放下冷帽； 

再一手拿著巧克力，一手拿著火車頭， 

數「三，二，一」 

一下子把它們扔進盒子裡； 

最後， 

蓋上盒子。 



嘿嘿，我又怎會那麼隨便呢。 

我是放了冷帽在最底下， 

再擺上了兩條裝飾毛毛條， 

再「精心」的安排巧克力和「火車頭」們的擺位。 

感覺沒差別？ 

就給你們看看完成品！ 

http://i.imgur.com/XefzO.jpg

感覺總是有點不夠特別， 

驀然， 

看見掛在牆上的一塊暗淡無光的獎牌； 

拿下來用手感覺獎牌不平的表面，回憶卻怱怱湧現。 

這塊有血有汗的獎牌， 

是我和一班兄弟， 

第一次打入學界精英賽的證明。 

現在再說， 

也是唯一的一次。 

表面 
縱然暗淡無光； 

咬開 
卻是閃閃發亮。 

而當時的我， 

http://www.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imgur.com%2FXefzO.jpg&h=eAQGwNo3g&s=1


就把它放入冷帽的裡面， 

作為聖誕禮物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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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很快， 

聖誕節終於來臨了。 

我拿著那個鞋盒坦蕩蕩的走在大街上； 

等著「她」。 

等了一會兒， 

「她」的臉龐又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我是一個不喜歡「等」的人， 

連看著「豪大大」外面的七個人的「人龍」， 

我也不願意「等」， 

拂袖便離去； 

但這個「她」， 

我連隊伍有多長都不清楚， 

什至， 

排過隊後換來的會否是「售罄」二字， 

我也不知道。 

但， 

為了「她」， 

我學會了「等」。

我們登上了小巴， 

準備出發到我說好要去的餐廳。 

這次的行程算是我一手為「她」安排的， 



就讓我「大男人」一下吧，哈。 

在小巴上， 

我們並肩而坐， 

我一手把鞋盒塞到「她」的手中； 

她， 

把它打開了。 

「她」與那堆「火車頭」互相對望， 
我就在一旁看著「她」的一個動作、微笑。 

我們三方 

也是目不轉晴的看著對方。 

終於， 

「她」摸到最底的冷帽了， 

她把她的小手伸進了帽裡； 

太聰明了， 

怎會知道帽內有東西呢？ 

怎料， 

「她」沒有什麼大反應， 

只見她的臉上出了一顆小酒窩， 

在「聖誕節」這種浪漫的日子， 

看見這種笑顏， 

我應該知足？　 



對嗎？　（笑）

其實要一個小女人在聖誕節拿著一個鞋盒在街上走來走去， 

真的有點不好意思； 

但我看見途人那種羨慕的眼光投射在「她」的身上， 

我也不好意思「搶」著幫「她」拿鞋盒。 

就讓多點人羨慕「她」吧，哈。

「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也不在乎這餐飯吃些什麼， 

我只是想和「她」共渡這個下午。 

坐在餐廳的角落， 

侍應姨姨慢慢的朝我們走來， 

姨姨看著「她」手中的鞋盒， 

笑說：「很幸福呀。」 

我和她對望了半秒， 

都底了頭， 

傻傻的笑了起來。

時間過得真快， 

又到拍照留念的時間。 

我裝作不知道前鏡在哪， 



叫「她」指給我看， 

「咔擦」 

「她」那傻傻的樣子就用相片記錄下來了； 

「三，二。。」 

我把右手朝向她的臉蛋輕輕的揑著， 

「咔擦」 

「她」那可愛的「肥臉」又紀錄下來了。 

要拍照的事可不少， 

我想， 

這段故事裡面， 

我們還是拍得太小照片了； 

所以我才會用文字把它再記錄一遍。

半透明的膠袋裡， 

放著一塊塊的牛油曲奇， 

由「她」的小手， 

交到我的手中。 

是， 

聖誕禮物 

嗎？ 



「唔好味都要食哂佢嫁！！！」 

老實說， 

那些曲奇， 

味道真的不太討好； 

但是， 

我卻遵守著「她」的溫馨指示， 

把它們全都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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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 

又是一個好日子， 

一個 

很想和「她」過的日子； 

「十，九，八，七，」 

我在人群中， 

聽著眾人大嗌出來的數字， 

直到 

「新年快樂」 

一聲由各人高呼出來的時候， 

驀然回首， 

只見到有一對情侶相擁， 

又有一對戀人親吻。 

那年除夕， 

我未能與「她」倒數； 

但， 

再也沒有除夕給我們過， 

我們始終未能如普通愛侶般， 

經歷所有的大小節日。



除夕夜， 

縱然沒法一起牽著手， 

沒法看著顯示屏的數字隨著每一秒的逝去而慢慢倒退， 

沒法喊著「新年快樂」然後互擁； 

但總可以在那個夜晚， 

碰一碰面。

那個晚上， 

就在吃甜湯的時候， 

碰見「她」。 

「她」戴著我送給她的冷帽， 

真的， 

是真的， 

特別「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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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讀者說： 
「d火車頭個樣好恐怖」 

我承認， 

火車頭的樣子的確不討好； 

不過， 

當你喜歡的女生， 

將一堆不討好的「火車頭」排好一列， 

再為它們拍張照， 

傳給「你」。 

再跟你說： 

「我把它們放了在我的木台頭。」 

而最重要的是， 

那堆火車頭是你送給「她」的。 

你， 

會否覺得 

那些「火車頭」有半點的可愛呢？　（笑） 

我答你： 

「不只半點可愛那麼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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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我和「她」都為對方起了個花名； 

我叫她做：「面紅怕醜精」 

她叫我做：「霸道精」 

一月的某天， 

好像是她主動發短訊找我的； 

說起我怎麼沒有先找她， 

我說「我怕嘈醒你咪等你起身果時搵我囉。」 

我繼續說：「如果你想比我嘈醒我可以走去你屋企嘈醒你。」 

「我更想被你嘈醒呀。」 

其實我們對話真係挺無聊， 

不過對著自己喜歡的人， 

一定會樂在其中。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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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天， 

我又陪「她」回家了； 

那段路， 

真的很黑暗。 

我對「她」說： 

「我也很怕。」 

不是怕鬼， 

而是怕「她」有危險。 

我在開玩笑的說： 

「不知那兒會不會有個人躲在裡面，然後在我們經過的時候跳出來嚇我們呢。」 

我們不知不覺間， 

朝著那個方向， 

那個可能有人躲著的地方， 

一步一步的走近， 

我往那方向走近一步的同時， 

「她」也向著那邊走； 

一步又一步， 

這確是我們一起走出的路； 

在那時， 

我堅信， 

我們是真的一步一步的走近了。 



當然， 

往那草叢走近， 

是沒有東西跳出來喇，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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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農曆新年， 

對於已長大的我來說， 

真的悶得發呆。 

最有趣還是說「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後得到紅封包的那幾分鐘， 

然後， 

就沒有然後了。 

就在我悶得發傻的時候， 

我就撥了給「她」， 

那次， 

說了很多很多， 

多得我也不記得詳細的東西了； 

在親戚家走後， 

我叫「她」等著我， 

我回到家就會再撥給「她」。 

是， 

我叫「她」等我； 

一直以來， 

都是我， 

我在「等」她； 



那次， 

是「她」 

等我， 

縱使只是一個來電， 

「她」也真的願意等待我撥回給她的一刻， 

而那夜， 

「她」等到我的電話， 

我們又繼續通宵達旦的談天。 

那天， 

也許是我們的關係當中， 

很重要的一點吧？ 

我稱這點為： 

「轉捩點」

自從那夜起， 

在那個農曆年間， 

我們都時常透過電話聊天； 

就是永遠都不知道會談些什麼， 

就是漫無目的的談， 



談著談著， 

再看一看錶， 

「下？咁快四點？」 

對， 

總是不知不覺就談了多個小時。 

就是不知道要聊什麼都會繼續聊， 

「她」， 

不會要求掛電話， 

那份感覺， 

真好。 

每說夜了， 

說要收線時， 

也起碼要弄上十多分鐘才肯掛線， 

這份味道， 

現在已經找不回。 

現在的無線電話服務都是以「無限上網」為吸引， 

卻沒有「無限分鐘」； 

現在， 

已經沒有人， 



再會跟我用電話 聊天了。

那些夜裡， 

縱使我們相隔著不知多少個火車站， 

也並不感到寂寞。 

我還記得， 

那一次的對話； 

「自作聰明小白兔，以為什麼都知道。。。」 

你在唸著一篇不知道出自哪兒的東西， 

我一邊聽著， 

就沒有放在心上； 

忽然， 

「妳」問我記不記得妳剛剛說的東西， 

當時， 

我也只能夠背出頭兩句； 

至今， 

也是。 

也許我根本沒有改變過， 

只是我一直都不夠好， 

一直都不是個很好男人； 

或者是， 



我和她　都不適合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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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長假期並沒有想像中苦悶； 

因為， 

我竟然做了個「乖」孩子， 

去「自修室」 

溫書？溝女？ 

自己想吧。　（笑）

不過， 

自修室的確是個好地方； 

幾乎每天， 

我也可以坐在「她」的身邊， 

陪著她溫書及做功課。 

就是因為那個圖書館， 

造就了一段關係的開始； 

我亦相信， 

那所圖書館， 

應該不只造就我和「她」這一對的。 



在功課堆中總會感到苦悶， 

我們偶爾會買買糖果， 

說說笑； 

就在那段時間裡， 

我和「她」總是出雙入對的模樣， 

就像一對「情侶」。

「喂，妳凍唔凍呀？」 

「好似有啲凍喎喱度，可？」 

「係呢，妳隻手凍唔凍呀？」 

。。。。。。。。。。。。。。 

我心中不停的在想， 

怎樣說出這些「老土」說話； 

「喂，妳凍唔凍呀？」 

「少少喇。」 

「好似有啲凍喎喱度，可？」 

「嗯。」 

「妳隻手凍唔凍呀？」 

說時遲， 

那時快； 

我已經把我的右手捉住「她」的左手。 



在自修室的裡， 

在我和「她」只相隔十多厘米的空間裡， 

一切都好像靜止了， 

周邊都變得寂靜似的， 

我們的呼吸聲好像也少聲下來， 

「說話」， 

更加沒有暴露於空氣中； 

唯獨， 

是那「大手」， 

依然是捉著那「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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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沒有懸念吧？ 

就這樣， 

我們有許多時候都會拖著手走； 

有次走到旺角， 

說要買「反斗奇兵」的耳筒； 

「她」買了「單弓狗」， 

而我就買了「泡泡龍」。 

在那段時間中， 

我們的手還是拖著的； 

在火車上， 

我們一人拿起一隻耳筒對著鏡頭， 

又拍下多一張相。 

這樣說著， 

其實我們也拍過不少合照； 

也是這個緣故， 

我們在「面書」就開了一個「相簿」， 

一個， 

只有「我」和「她」才能看到的相簿。 

一個只有我和她的回憶 



的相簿。

「誰都猜到我喜歡妳吧？」 

我想， 

旁人也不只在猜「我」喜歡「妳」， 

而是在猜 

「妳」是否也喜歡「我」。

就這樣， 

我們的關係一天比一天親密， 

與普通情侶其實並無差異； 

只是， 

我們不是以「男女朋友」的身份相稱。

也許， 

我就是等著一個機會； 

一個好讓我「開口」的機會， 

一個讓我嘗試「失去」的機會。 

二月十四日　情人節 

這天， 

我收到「她」送給我的巧克力， 



不要過份開心， 

只不過是「買」回來的。 

卡上最後寫著： 

「ＷＡＩＴ」 

「等待」 

這個寫也夠曖昧， 

確實時間， 

是沒有； 

這與普選時間表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 

我也甘心的等待著； 

難道我可以等上差不多年多， 

就不能多等幾個月？ 

或半年？ 

或整年？ 

或者，或者； 

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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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嚓」 

「卡嚓」 

「卡嚓」 

猜到我在幹什麼嗎？ 

對， 

笨蛋也知道我在拍照； 

拍照， 

為了　－　白色情人節的禮物。 

有時候， 

真的很佩服自己那時候的心思， 

倒不如說是「心機」； 

那些禮物未必是「最」特別， 

但一定是我嘔心瀝血做出來的， 

至起碼， 

我是這樣認為。 

一張一張照片被我拍下來； 

哈， 



不是， 

應該是： 

我被一張一張的拍下來了。 

「我」 

就是照片的主角。 

八張照片， 

八個「我」， 

連成了一句說話： 

「 I  XXXXXX 」

把八張相片親手的貼在那隻黑色的底紙上， 

再親手的， 

一筆一劃的寫上我想對「妳」說的一切。 

這就是我願意為妳做的一切， 

為的就是「妳」的笑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月十四日　白色情人節 

那天， 

我約了妳共進午餐； 

在那午餐當中， 

我看見「妳」哽咽， 



什至， 

從「妳」的眼中， 

流出了我最不願意看見的　－　眼淚。

「妳」哭著對我說， 

我們的關係並不可以這樣的親密， 

因為「妳」早就跟家人說過， 

一定要進大學後才能拍拖； 

因為「妳」早就跟朋友說過， 

一定要進大學後才能拍拖； 

因為「妳」早就跟「我」說過， 

一定要「等待」。 

「我受夠了等待，妳所謂的安排。 
　到底多久，多久，　 
　才來？」 

算了吧， 

我本來就是命苦的， 

只好唯唯諾諾的答應「她」所有問題； 

縱然我面有難色， 

也要鬆容面對。 



只不過是， 

襯午飯空檔時偷偷放在「她」桌子上的禮物， 

好像已經失去了意義； 

那天， 

變得很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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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不對心」 

這四個字並不只是女性獨有； 

因為， 

我也是個口不對心的人。 

常常對著友人訴苦， 

一邊說著什麼「等待人真的很辛苦，真的不想再等了。」 

那些悔氣說話， 

一邊卻在「默默」的等待著「她」。 

有時候， 

真的不用太在意某些「說話」， 

人總有失落、失意之時， 

「呻」兩句， 

也不需要太認真； 

感謝知道我只是「呻」兩句而不是說「認真」的友人， 

陪伴著我。

在白色情人節後， 

我們依然會發短訊、會談天； 

卻不再做那些所謂「親密」的行為了。 



有時候， 

真的想問問自己， 

究竟， 

你是在「愛」一個人， 

還是想「佔領」一個人？

這個問題本應深究， 

我卻， 

好像沒有認真的想清楚。 

一直去到， 

有一次的「班會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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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的班會旅行， 

是以「宿營」的模式進行的， 

印象中， 

好像是去「塘福」。 

為期三日兩夜的旅行， 

身為班中的狂熱份子， 

當然是每一天也會有我的存在； 

而「她」， 

在第二天才進營。

大家記得的話， 

應該知道我的班裡， 

大部份的都是女生； 

而在大量女生當中， 

總有些是比較「討好」的。 

樣子討人喜歡， 

身材討人喜歡， 

性格討人喜歡。



那天的我， 

不知發什麼「瘋」， 

我跟一個什麼都很「不錯」的女生， 

拍下了一張頗「親密」的相片； 

不單止拍照， 

我還發下更傻的「瘋」， 

我還說那女生， 

是我的「新馬子」。

照片是在上午拍下的， 

但我稱她為我的「新馬子」卻說到夜晚； 

我更把我的手搭在那女子的肩上。 

不過我就是說說笑而已， 

我真的是說說笑， 

相信我吧。

就是「說笑」而已， 

我卻沒有什麼好憂心。 

翌日， 

「她」也來了。 



我們班一起出了沙灘玩， 

玩得很開心， 

重看一次照片時， 

大家也是笑逐顏開， 

相片充滿著「快樂」二字。 

當大家玩得累透時， 

就坐在沙灘上休息； 

而「她」， 

就坐了在我的旁邊。 

我把沙撥到「她」的身上， 

被「她」罵過不停， 

我卻樂在其中。 

我們兩個坐在一起， 

就坐「兩口子」專程到沙灘遊玩， 

享受難得的假期， 

遠離煩瑣似的。 

所以， 

暴風雨的前夕， 

不止平靜， 

更是， 



「風和日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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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累透的下午， 

換來更累的晚上； 

那晚是「邊爐」夜， 

正當八個男生圍著電飯煲談得樂此不疲之時， 

我的褲袋傳來了幾下震動， 

我放下手頭上的筷子， 

口中的「肥牛」， 

把電話淘了出來。

抱歉， 

我真的不記得「她」說了些什麼。 

我只記得， 

在我看完那訊息之後， 

我一言不發， 

呆呆的坐在桌前， 

呆呆的看著煲裡的食物被夾走， 

默默的看著電話； 

等待， 

別人打破「我」的沉默。

終於， 



有人看到我好像出了點狀況， 

我和盤托出， 

把一切都交待清楚； 

再交出一條世紀難題： 

「她在生氣些什麼？」 

我真的百思不得奇解， 

經過朋友們的引導， 

我仍然是想不起我做錯了什麼。

我想我就是錯在我不夠「錯」， 

因為我並不認為那是「錯」。 

可能， 

我們的價值觀， 

早就有很大的不同， 

只是我扮作不知道。

不認不認還需認； 

有時候， 

還是要向現實低頭。 

畢竟， 

我捨不得。 



那夜， 

我懷著忐忑的心， 

走到「她」的房間外， 

想要解釋一切一切； 

卻只能在門外等著那晚等不到的回覆。 

回到自己的房間， 

看見一個個熟悉的兄弟， 

有點如釋重負的感覺， 

大家都說會陪我渡過這個比平時漫長的夜晚。 

雖然最後只剩一個還未「戰死」的兄弟， 

有人更打鼻鼾打得如雷般響亮； 

有人更睡到不小心把手卡著睡房門，不讓我去把門關掉； 

不過， 

我知道大家的是陪著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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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的班會旅行， 

就是不歡而散； 

或許， 

只是對我而已。 

回家開一開面書， 

只見到「她」分享了一首歌 

「IF I WERE A BOY - Beyonce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WpsOqh8q0M

那時那刻， 

心中真的不是味兒。 

想補救， 

卻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 

我只能夠分享一首歌， 

來訴說心中的一點點心聲； 

「李聖傑 - 很想說」 

很想說有妳是幸福的， 

很想說我的心是妳的， 

很想說妳真的誤解了。。。 

http://www.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AWpsOqh8q0M&h=7AQFSf3hy&s=1


在面書分享歌曲， 

可以是單純的「分享」， 

也可以是有更深層的訊息想對某些人表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光靠分享一首歌， 

怎能挽救一段感情呢？ 

有時候， 

我覺得文字比起說話可靠； 

口裡說不出來的話， 

可以用筆一劃一劃的寫下來。 

對著白紙寫字， 

總好過對著真人「無言以對」吧。 

雖然， 

文字可能會為了「漂亮」而騙人； 

而我寫給「她」的文字， 

是會「騙人」的文字嗎？ 

我不記得， 

反正， 

我是認為「文字」較真誠， 



才寫封信給「她」。

我怎樣把信交給「她」， 

並不重要。 

最重要， 

應該是「她」的回信吧？ 

「她」的回信， 

令我有點慚愧。 

信上記載的， 

不只是針對「班會旅行」的事， 

而是我們的「關係」。 

「她」覺得有被我「背叛」的感覺吧。 

我們還未「拍拖」， 

就做出了「情侶」會做的事， 

但我卻「口花花」的挑逗其他女生， 

「她」是覺得我不重祝這段關係吧？ 

有人說： 

男和女「拖手」未必是有著「情人」的愛吧。 

我回答你： 

我與「她」拖著手時， 



是存在「愛」； 

不是朋友的「愛」， 

是戀人的「愛」。

在信的最後， 

「她」寫著： 

「我不想再見到一個用「貪玩」為做錯事的理由的男生，比啲時間我忘記喱件事，比啲行動證明，暫
時的說話，說服不到我。」 

「我是不捨得的。」

我知道， 

我只能努力的做好。 

因為， 

我也捨不得。 

當「她」重新理會我的時候， 

我也真的努力的做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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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 

在某一次的溫習裡， 

我坐在「她」的身旁， 

不知不覺的靠到「她」臉旁想要問「她」一些問題， 

「她」一轉面； 

我們就貼得很近， 

很近， 

很近。 

我的心裡有種怦然的感覺， 

呼吸亦變得沉重； 

我輕輕的把嘴唇貼在「她」的唇上， 

沒有互動， 

沒有舌頭與舌頭的糾纏， 

更遑論「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 

只是一個蜻蜓點水式的「吻」， 

我與「她」的「初吻」。



後記

之後的事， 

就是「一起」了。　（笑） 

故事就在這兒結束， 

你可能會覺得：「屌你！個尾爛撚到咁既！」 

其實， 

喱個係真人真事既故， 

所以， 

你只能怪件真事太爛； 

唔好怪我。　（笑） 

一直以來， 

我算是個沒有什麼恆心的人， 

做很多事也只有「三分鐘熱度」。 

你看， 

這篇小時候寫的「日記」， 

一天也還未寫完， 

就完了。 

所以， 

這段戀情　和　這篇「故事」的完成也算是代表著　－

我「變」了。 



感謝大家見證了我的成長。 

最後，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