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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簡介

此故事係<從你的世界經過>嘅“續集”，所謂續集其實只係啲人物係一樣，故事內
容有少許關係…今次故事係以女主角嘅角度嚟寫，但係回憶片段就係以男主角嘅角
度嚟寫。

所以，如果讀者未睇第一集嘅話......唔緊要...因為我請咗谷啊莫嗰friend,Bu你啊麼同
你講第一集講乜

大家好,我係Bu你啊麼。今日我會同大家講一個關於唔知係咪愛情故事嘅愛情故事。
〈從你的世界經過〉係講男主角有2個死黨,一男一女,咁我稱佢哋為死黨男,死黨女。
到咗中學,死黨男同男主角一班,而死黨女就自己一個自生自滅。之後男主角鐘意咗個
女孩,想佢做炮友。於是就做咗2年就散咗。到中三,炮友棄仔潛逃,退咗學,而男主角仲
戅居居咁掛住炮友。就喺個刻，開始咗一段複雜嘅感情線。原來死黨女一直暗戀男
主角，但係就唔想同佢講，因為 但係最笨seven嘅能成為密友大概總帶着愛～～～
就係俾男主發然死黨女鍾意自己嘅秘密，於是說服自己放低炮友，同死黨女一齊。
但係正所謂有得食唔食最大惡極,知道死黨女要出國讀書，先嚟後悔。而死黨女喺機
場唔上機不單止，仲喺書店等男主角出現，可惜畀書櫃砸到，撞索咗…失咗憶。然
後男主角搵到佢之後，喊到人唔似人鬼唔似鬼，到最後佢哋一齊咗…...完



Ch.1

『 This is ur captain speaking, the current time is 1:30 p.m. , 33°C, we are about
to arriv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 thank you for travelling Cathay

』都差不多降落，飛機亦開始有廣播Pacific airlines,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一落機出閘，就感覺到一種歸屬感，喺美國讀書讀咗8年…終於可以返嚟香港。但係
對香港嘅印象好少…因為幾年前發生咗意外…15歲打後嘅回憶都消失晒

「蕭婥藍！Yo-yo !」突然有把聲在遠處傳來

原來係我個好閨密，Mandy。Mandy
係我喺美國讀中學個陣時識，佢嘅出現令我喺美國有返啲安全感，美國個邊冇咩朋
友，於是就係咁熟咗。但係都唔知佢個腦咩構造，讀完 High School
話想返香港讀大學…真係服咗佢，於是就留返我自己一個讀大學。

「麥凱程！」我跑到她面前，緊緊地擁抱着她「衰人！掉低我一個留喺美國！」我
埋怨

「好啦好啦…依家咪一齊囉」她敷衍我「既然你返咗嚟香港，不如試下搵返啲回憶…
」

其實搵返啲記憶呢個念頭都諗咗好耐，但係又唔敢…因為……

「唔好諗啦！我會陪你架喎」她說

「唔…」我打了個哈欠

「唔係呀嘛…你 jet lag 啊」她笑「快啲返屋企啦…」

我哋截咗的士，沿路嘅風景令我沉思咗一陣。究竟以前嘅我係點？我係一個 play
girl
定係一個讀書人？真係好多疑問…但係唯一一樣嘢我唔想知但又好好奇嘅就係…我有
冇鍾意過人…

有人話人生就好似坐長途車一樣，車程好漫長，但係就總會忽略咗沿路嘅風景…而
我嘅人生就係一架中途撞咗嘅車，迷失咗方向。

「到啦！」Mandy 叫醒了我



「聽日約出嚟」我說

「ok」她做了 ok 的手勢，然後坐的士回家

家，始終有家的感覺。

唔理三七二十一，我衫都唔換，一瞓落床就瞓着咗。

「吓…凌晨2點…」我望了望鐘

看來我還沒習慣時差，因此我打電話給 Mandy

「喂」通了

「瞓緊覺？」我問

「啊姐啊…依家幾點啊…」她無氣無力地說

「依家…凌晨2點囉」我答

「咁咪係囉…你唔瞓…我要瞓㗎…畀我瞓多陣…8個鐘後再搵我…」

「但係…」話還未說完，她便掛了線

與其望住個天花板發呆，不如睇下有冇啲線索，睇下以前嘅我係點

搵咗一個鐘，我喺 facebook
搵到個人…而我係唔識嘅…但係喺佢啲post入面竟然有我份……

「羅樂遙…」我看到她的名字「喺邊到聽過呢個名？」我自問

呢個羅樂遙可能知道我啲嘢，睇嚟要諗辦法搵到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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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

『……未能接聽你嘅電話…』我不斷打電話給 Natalie…但冇一次成功通話

「蕭婥藍啊…聽電話啦」我感到非常焦急

「喂！啊諾……」我就打電話給啊諾求救

「咩樹啊 …神兄…」啊諾好像剛剛瞓醒似的

「Natalie 有冇搵你？我搵極都搵唔到，電話又唔聽」

「吓？！乜你仲未放棄搵佢㗎？」啊諾終於都醒了

「係啊！你可唔可以叫你個寶貝 Jenifer 幫我搵下佢…」我問

「唔好再提呢個名！我唔鐘意佢啦！」語畢，阿諾便掛了電話

唔通呢個係老天爺畀我嘅啟示…注定我搵唔到蕭婥藍。

突然啊遙打嚟

「喂…啊遙？」我感到疑惑

「喂！我知點解你個 Natalie 會退學！」啊遙十分激動「佢原來要去美國！」

「美國？！幾時走？」我問

「唔知…」她掛了線

點解…點解去美國都唔同我講……

因為這事，我頹廢了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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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婥藍！」Mandy 在對面馬路大叫，然後心急地走過來我面前

「叫咗你幾多次唔好喺條街嗌人全名…」我感到十分尷尬

「我哋依家去邊？」她無視我

「我要搵一個叫羅樂遙嘅女仔…」

「全香港有7百萬人啊…點搵啊…」她打斷了我

「都未講完…成日窒住晒……佢讀理大…去理大搵佢」

其實自己對自己都無咩期望，學 Mandy
話齋全港咁多人，點搵。唯有盲中中咁搵。

全日都講同一句「識唔識邊個係羅樂遙」但係得個吉。

「喂！5點幾啦…返歸啦」Mandy 坐在長椅上埋怨

「搵多陣啦！你攰嘅就自己返去先啦！」

「等你講呢句好耐啦！小心啲啊！」Mandy 二話不說便走了。

「衰人」我望了望後面

突然有個女士在我面前，一不留神我撞倒她

「唔好意思啊」我十分焦急，立刻替她拾回她的物件

隨即，我拿了她的學生証，我呆了

「你係羅樂遙？」我又驚訝又興奮

「係…啊…我…我哋識架？」她問

「我唔知啊…你睇下…」我遞上了我和她的合照給她看



「咦？你係咪同我讀埋同一間中學㗎？」她十分驚訝「不如去canteen
傾啊」她提議

我心裏感到十分興奮，一見到佢，就好有似曾相識嘅感覺。希望羅樂遙呢個女仔可
以解答到我

「我有好多嘢想問你…」我捉實她的手「究竟我係咩人…」

「吓？」她呆了「問啲咁嘅嘢？咪住先…你叫咩名啊？」

「我…叫蕭婥藍，Yo-yo…」我答

「蕭婥藍，Natalie？！」她大叫

「Natalie ?」我感到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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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

「遙！我有女啦！」我說

「神哥…你係咪喺到寸我啊…」啊遙埋怨
「今次邊個咁慘，畀你食咗啊？」她暗寸我

「同班…叫做蕭婥藍，Natalie
」我自信地說「係呢…咁你有仔未呀」我問他，帶有些恥笑的語氣

「仲洗講，啊姐我…啲兵排到中環啊」啊遙動氣「個…蕭婥藍咩人嚟架？」她問

「佢…簡直係仙女下凡，又靚又叻…你話啲咁高質素嘅女人喺邊到搵啊…10個入面，
可能得3個咋」我誇張地說

「等我去試下佢…咪知佢咩料囉…」

啊遙又用舊橋，扮到惡霸咁，將件冷衫搭喺膊頭，咬住支牙籤，用個唔攝衫嘅 look
去兇人。

入到課室，就擺隻腳喺將櫈到，䟴吓䟴吓。

「講！你係咩人？咩地頭？」啊遙拍枱

「小女子香港人，姓蕭名婥藍，啊爸姓蕭、啊爺亦都係姓蕭」Natalie
冷靜地回答，然後用尖銳的眼神望着啊遙

「Natalie 好嘢」我突然介入，當然就要站在Natalie
那方「啊遙啊…你嚇親人啦！」

「好似我嚇親多啲喎……」啊遙感到無奈

「你好…你就係羅樂遙？」Natalie 走到啊遙面前

「係啊…頭先玩下姐」啊遙尷尬地微笑「你要睇著呢個乜頭啊！好煩㗎」啊遙指着



我

就係咁啊遙同 Natalie friend 咗，而我同 Natalie 嘅戀情亦加深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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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好意思…我叫 Yo-yo …」我以為她記錯了

「吓？？冇理由架喎，佢成日提起你架喎…蕭婥藍，Natalie 呀嘛？！」

「我係叫做蕭婥藍…但係唔係叫 Natalie…」我開始感到奇怪

我開始諗，唔通我以前個名係
Natalie。除咗呢個可能性之外，我再諗唔到其他，因為中文名三字都係一樣，唯獨
係英文名唔同。

「其實……」我開始坦白「我失過憶……」見她沒有說任何話便繼續「自從手術後，
我就喺美國讀書。但係手術完之後，唔知點解，腦海嘅記憶好似畀人剪咗，中一到
中三嘅記憶冇咗…我嘗試去回憶，但係唔得，仲次次一諗就個頭作痛…」我解釋

「原來係咁……又會咁啱嘅…」她尷尬地笑「我陷親個頭，跟住就失憶，但係…因為
佢……佢喺我最無助嘅時侯，佢畀咗啲難忘嘅回憶畀我…」她笑

又會咁喬，以為搵到個可以同我講返以前嘅嘢，點知又係失憶。呢啲咁老土嘅情節
我以為睇電視就有啫，但係偏偏就畀我遇到…

「唔好意思呀…阻你咁多時間」我已經再冇 mood 去傾落去

「我唔好意思就真……幫你唔到…」她慚愧地笑

語畢，我們各行各路。

返到屋企，成個人都頹晒。可能天注定搵唔到就搵唔到

「女啊！執房啦！亂到七彩啊！」啊媽又再煩

「知啦…」我不耐煩

我就好躁咁執房，執下執下，無意中畀我搵到一個盒，我就抱住好奇心去睇下盒入
面係咩東東。

打開咗個盒，入面有一封信、一個水晶球，化晒嘅菲林相，同埋一本寫晒唔同國家
嘅簿



我打開封粉紅色的信，一打開竟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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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你打算點追Natalie」啊諾坐在我旁邊

「順其自然啦…」我鄙視他

「你咁樣唔掂㗎…」啊諾又大師附身「溝女都講學問㗎，唔係好似啲茂利咁成Q日講
緣份……呢啲嘢要自己爭取架嘛…」

「咁你又有咩計仔啊……」我恥笑

「Natalie 咩cup」啊諾問

「我諗……B 呱」我望着 Natalie 身形

「死鹹濕仔」他用力地打落我的天靈蓋「我問你咩型啊！你講咩嘢 B cup
啊！」他鬧

佢明明頭先問咩 Cup…但係依家又改口…真係服咗佢

「咩型？…讀書型囉」我答

「咁得啦！寫手情詩畀佢，咁佢咪受溝囉」他說

「點寫……你當我係 so sick 啊」我笑

「你就 sick
啊！情詩首要條件就係要寫得含蓄啲，唔可以咁明顯。」他說得頭頭是道

「試下啦…」我無奈

To Natalie:

A Step Away To The Lonely Desert I Stray
Since I Met You, Coloured Canyons Made My Day
Like Gust Of Wind Telling Me To Not Be Afraid
Now I'm Peace Again And Hope For Your Embrace 
                                                                                          神字



「咁樣…掂？」我問

「雞腸嘅嘢我識條 iron 咩……不過見你都有啲押韻 feel…掂過你碌……蔗啦」他笑

我就將呢幾句英文寫喺張紙到，整齊咁放咗係一個粉紅色嘅信封入面，然後偷偷地
將情信攝喺 Natalie 嘅計數機入面。然後等佢返到屋企睇

過程就好似等放榜咁，時不時到望下個電話，睇下Natalie 有冇 send
嘢俾我。但係成個夜晚一個 message 都冇……

到咗第二日，我已經覺得自己衰咗……

不過正所謂返學等放學……放學總係有啲好嘢發生

成個班房淨係走淨我同蕭婥藍，氣氛好尷尬就如我嘅心情。

一方面想同佢有交流，另一方面又驚佢已經睇咗封信然後避開我，呢種憂慮嘅感覺
真係好難頂。

「你係咪有嘢想同我講…」Natalie 打破寧靜

既然 Natalie 出聲，我都冇再猶疑，死就死

「蕭婥藍！」我走到她面前「我…我…我鍾意你！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我硬着
頭皮說

「你過嚟啊…我同你講啲嘢」她笑

然後Natalie
將佢嘅小嘴貼近耳邊。喺個刻，我個心快速咁跳，而啲血亦谷到去唔知邊度，成個
人硬晒

「好…啊」語畢，她毫不猶豫在我的臉上吻了

我哋就係咁開始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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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Mandy」我打電話給 Mandy 

「點啊？有冇啲新線索？」Mandy 問

「冇啊…不過我喺屋企搵到封情信……」我無奈地說

「情信？咁有冇寫住寫信人個個名？」她問

「寫住“神”……」我對這字產生了不安之情 「原來……我叫 Natalie…唔係
Yo-yo…」

「吓？！你點知？」

「喺大學嗰度畀我搵到羅樂遙呢個人，佢話有個人成日都同佢講關於Natalie嘅嘢…
即係我」

「咁個個人係邊個？」

「我冇問……淨係知呢個人同我係同一間中學…」

「咁我哋就去返你嘅中學…可能令你記得返少少嘢」

「嗯。」

我開始後悔，本來只係想知道以前發生過啲咩事，但係就搵到啲唔想知嘅嘢。不過
可能係天安排，咁我咪唯有隨緣。

但係如果真係搵到“佢”，咁應該點……佢會記得我？佢會憎我？佢會避開我？究竟
我同佢係咩關係…戀人未滿，友宜達上？我唔想再諗……

一起身，Mandy
同我就去咗我間中學。人哋返母校就係探老師，我就搵回憶，真係可笑。

一踏入去，好有親切感，好溫暖，好似喺到經歷咗啲好難忘嘅嘢。有人話中學時期
係最開心，開心係因為中學就係青春，係間學校入面，可以有好多回憶，一齊暗戀
男神嘅回憶，一齊喺體育堂昅仔嘅回憶，一齊同班是非精講是非嘅回憶……可惜，我
冇經歷過



「啊嫂？！」突然有個男人大叫

我同 Mandy 同一時間望後

「啊嫂…我終於搵到你啦！你走咗去邊啊？」那男人攤開手臂，好像想擁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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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

Natalie
今日冇返學，所以得我自己一個放學。成間課室又係走淨我一個，個個都好似趕住
投胎咁。

我就慢條斯理咁執書包，一打開 locker
見到有個錄音機，我冇咩猶疑。開著部機，然後坐咗喺牆角，費時畀老師發現。

「啊神…」一聽，原來係 Natalie
把聲「當你聽到呢段錄音嘅時候……我…我已經離開咗……我離開你，並唔代表我唔
愛你，只係因為我留低，會對你做成更大嘅傷害。我哋嘅愛情雖然短暫……不過如果
可以再揀多一次，我依然會選擇去愛你。啊神對唔住啊…」

那一刻，聽著 Natalie 呢段喊住講嘅錄音，我崩潰了。我諗 Natalie
應該係附近，諗住出去追佢，但係我嘅悲哀，絕望已經埋沒咗我。我嘅人生冇啦…

完了吧，如無意外~~~

「神兄！」啊諾走進班房「做咩喊啊你？」他望着我

「冇啦…冇啦…佢走咗啦」我低沉地說

「邊個？」他問

「Natalie 啊。」我大哭

「啊嫂走咗？」他十分驚訝「你放心！我唔會畀佢白白咁走！我會幫你搵返佢！兄
弟有難，我實撐你！」

Natalie 你究竟去咗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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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你再行前，我告你性騷擾！」Mandy喝止那男人

「Natalie…係我啊！啊諾啊！」那男人說

「吓？」我感到奇怪

唔通個個“佢”就係眼前呢個男人？但係佢自稱自己係啊諾…並冇“神”呢個字……
唔通佢知道我啲嘢？

「請問我係咪同你好熟㗎？」我哋搵咗個地方傾計

「吓…做咩咁問啊」他感到奇怪

Mandy 就瞬間變咗我經理人，同啊諾講返成件事嘅來龍去脈。

「哦……」啊諾恍然大悟

「我有好多嘢想問你…」我不好意思地說

「隨便」他說

「想問下你係點識我㗎？同埋…點解你叫我做啊嫂嘅？」我問

「咪因為佢囉」他說「唉…想當年…你哋兩個好恩愛。啊神佢好好人㗎，我當佢係兄
弟咁……所以我咪叫你做啊嫂囉……」

「啊神……係邊個？」我問

「唉……你真係一啲記憶都冇呀？」他慨嘆「啊神係你個 ex
……你哋拍咗拖2年半…但係因為你人間蒸發咗，呢段愛情就係咁告終」

我呆了，心情十分複雜

「你走咗之後，啊神佢足足喊咗3日，頹咗成年。」

「想問下點解佢會咁傷心……」我慚愧地問



「你跟我嚟呀，我畀啲嘢你睇」他站起來

啊諾帶我到學校裏的課室

「當時佢就係喺呢個 locker 搵到你畀佢嘅錄音」他指着一個locker

唔知係咪因為心理作用，一見到個 locker 嘅時候，心入面隱隱作痛。

「聽完你段錄音，佢就坐咗喺個個角落喊」他指着課室的角落

我慢慢咁行到個 Locker 面前，嘗試搵返啲回憶

「張 sir ! 校長急 call meeting 啊！」突然有個女士在課室外說

「哦…好！」他應了她「咁你自己行下啦…我要開公啦！」他跟我說，然後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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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y 啊…陪我行下…」我說

「哦…」她以埋怨的語氣說「原來你有男朋友嘅」她笑

「收聲啦你……我想同個男仔講對唔住」

「唉…鬼叫你失憶咩」她在我的傷口上灑鹽

我哋由地下行到上頂，再行返落地下。雖然間學校的確畀我一種親切感，但係我並
冇一絲片段關於呢度

行咗一段時間，眼前有個應該有65歲嘅男校工喺到掃地。突然佢唔小心跌倒，我同
Mandy 諗都唔諗就跑去扶佢起身

「啊伯！你冇嘢呀嘛」Mandy 粗魯地說

「冇…冇…冇…唔該晒呀靚女」那男校工說

「伯伯…你攰就要抖下呀嘛…」我說

「唔該。」男校工望住我「哎呀！豆釘妹！」

「豆釘妹？」我望了望 Mandy 然後再望男校工

「你唔係唔記得我啊！我就老人癡呆啫…你點會啊」男校工見我懵盛盛的「邦叔啊
！」

「哦！邦叔…」我跟 Mandy 打眼色，扮知道他是誰

「你哋兩個又係嘅，走咗又唔講聲」他埋怨

「我哋兩個？」我大惑不解

「豆釘仔同你啊…」他說「係呢…有冇見過豆釘仔啊…佢叫我幫佢整嘢…整完又搵唔
到佢」

「佢叫你整咩啊？」我繼續扮



「整…整…哎吔…整咩呢」他很苦惱

「咁你諗下先啦」Mandy 不耐煩地說

我哋就扶咗邦叔坐低。一個唔覺意，手袋入面嘅嘢跌晒落地下，我同Mandy
就手忙腳亂咁執返啲嘢。

「做咩帶埋封情信啊？」她問「仲有張化咗嘅相，同埋個水晶球…」

「吓…諗住睇下有冇相關嘅嘢咋嘛」我答

「個水晶球」邦叔指著「喔！我記起啦……豆釘仔叫我整架火箭同埋個月球啊……好
似…好似個水晶球咁！」邦叔突然記起了，於是他便叫我們跟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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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Natalie 走嘅前個個禮拜

「邦叔！有冇唔要嘅材料啊？」我問

「豆釘仔！又嚟攞嘢啊？」邦叔問

「係啊！」我興致勃勃地說

邦叔就攞咗啲廢木材，同埋啲難咗嘅風扇葉片。

「多謝！」我感激不盡

你可能會問我點解要呢啲嘢。好簡單…緊係畀 Natalie
一個驚喜，話晒都係我哋嘅兩週年拍拖紀念。

整下整下，都已經夜晚8點幾，但係我都冇放棄，繼續整

「同學！你喺到做咩？」突然有道好燦眼的光照着

我企起身，嚇了一跳。估唔到咁夜仲有人喺學校。但係睇真啲，原來係邦叔

「邦叔？！」

「豆釘仔？！你喺到做咩？」他驚訝

「我……整嘢囉…」我尷尬地說

「你攞我啲木材…就係整呢啲嘢？」他發現了

「…係啊……」

「你諗住整到幾點啊？」

「唔知呀……依家3份1都冇…」我埋怨

「等我幫你啦！」他拍心口「整咩？」



「下個禮拜就係我同……我女朋友拍拖兩週年…所以想整樣嘢畀佢作為禮物……」我
解釋「我想整個火箭……好似呢個水晶球咁」我那出了水晶球給邦叔看

「點解係火箭？月球？」他問

「乜你冇聽過一首歌咩？」我問「 」願我會揸火箭  帶妳到天空裏 在太空中兩人住
我唱着

「 」他接着「 呀嘛」活到一千歲 都一般心醉 有妳在身邊多樂趣 分分鍾需要你

「係呀…所以我想用呢個火箭同月球去表達」

「得啦！包係我身上！邦叔識做！」他十分有自信的

就係咁，每日放學，我都第一時間跑去天台整個火箭，而邦叔亦都幫手整。成個過
程好興奮，邦叔教咗我好多嘢，除此之外，佢仲幫我諗咗好多 idea 

一個禮拜後，原本嘅我抱住興奮嘅心情去等待兩日後嘅紀念日，但係連個天都玩我
，當我發現咗段錄音，我先知原來幾有心機都好，到最後都係得個吉

個日之後，我再冇上天台整火箭，亦冇再見過邦叔。天台都冇再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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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呢個啦！」邦叔拉開塊布「豆釘仔整整下冇再上嚟整，得我自己一個幫佢執埋
啲手尾」

一揭開塊布，成個火箭模型喺眼前，而架火箭係擺喺月亮上面。火箭雖然係冇真個
啲咁高，但係起碼有一道門咁高。

喺個刻，我呆了。

「豆釘仔好勤力㗎！」邦叔說「日日放學就嚟整……架火箭佢整嘅……我淨係負責個
月亮架咋！」

我就攞個水晶球出嚟，對比一下。原來真係照住水晶球嚟整。

「你又知係畀我嘅？」我問

「你入去架火箭咪知囉」邦叔說

我就一步一步好小心咁踏入咗架火箭。啲燈自動開咗，無端端火箭入面慢慢咁播咗
首歌-----分分鐘需要你，然後再仔細咁望，入面嘅機身貼滿咗好多嘅合照……合照
入面都係一男一女，而女個個係我。

「蕭婥藍……」突然有把男人聲係個火箭入面，原來只是個廣播「係咪好靚……我見
你呢排唔開心，所以就決定整呢架火箭畀你……願我會揸火箭 帶妳到天空裏

當你唔開心嘅時侯，唔好屈喺心入面，要記住話畀我聽啊，在太空中兩人住～～～ 
因為我知道大家分分鐘都需要大家。眨下眼，我哋已經拍咗兩年拖啦。同你一齊嘅
時光真係好開心，證明咗我哋係好夾！嚟啦！我哋要起飛啦！我會帶你到一個得我
同你嘅世界！」

唔知點解，我喊咗出嚟。唔知係咪潛意識已經搵返啲回憶定只係被感動到喊。我再
望望啲合照，從啲合照嚟睇，我同呢個男仔真係好恩愛。睇完啲相，好有溫暖，舒
服嘅感覺。

我抹乾眼淚，然後走出來

「邦叔……多謝您………有機會嘅話…我會同豆釘仔講」我十分感動，眼淚又開始奪
眶而出



「你開心就得啦」邦叔感到十分欣慰

之後，Mandy同我離開咗學校。

「點呀…有冇刺激你個腦啊」她問

「唔知……但係我依家對啊神呢個男仔有啲感覺」我說

「畀着我都有感覺啦……整架火箭畀你喎……我都感動啦」

「唔怪得啊諾話佢喊咗幾日」我慚愧地說

「如果我有啲咁好嘅男孩對我就好啦」她抱怨「話時話，個男仔咩樣架？」她好奇

「都幾靚仔」我遞了一幅合照給她看

我依家嘅感覺仲複雜過之前，依家我只係想親眼見到呢個男仔，然後真心想同佢講
聲對唔住。同時，每次睇啲合照，都會微微一笑，感到好溫暖。唔通，啲記憶真係
返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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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我約咗人打牌啊…你自己照顧自己啦！」啊媽說完，便走了。剩得我一個孤
伶伶在家。

我就開咗收音機解悶

「歡迎收聽<愛•旅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Sammi！今集我哋繼續有吳啊神做我哋嘉賓」

「係…早晨…大家好」

我就攤咗係梳化聽

「聽講你完成咗南非之旅之後，會去歐洲周遊列國喎…」女主持問

「係啊……呢次歐洲之旅其實都 plan 咗好耐」

「點解呢？」

「因為我一直等緊一個人一齊去歐洲。」

「哦……咁可唔可以話畀我哋聽你嘅行程係點？」

聽到呢度，我醒起盒入面有本簿有齊晒歐洲嘅地方，於是拎出嚟睇下

「好呀……我會去 最後係 」London, Paris,  Moscow, Berlin, Barcelona

喺個刻，我呆咗…點解個嘉賓所講嘅地方，喺本簿到全部都有晒……我再切細去聽，
先發現把聲好熟。喺呢個時侯，我好亂，自己又唔專心聽個嘉賓個名係咩……

「點解會揀呢幾個地方？」女主持問

「因為……係我同佢嘅約定」

「約定？」

「唔知佢係咪聽緊呢個節目……但係我想講嘅係，就算你喺天涯海角，我都會陪你一
齊…」



我已經唔知畀咩表情，越嚟越覺得有啲唔對路，個嘉賓好似同緊我講咁……

「哇…如果我係呢個女仔就好啦……好！我哋休息一陣，一陣間再同吳啊神講關於去
旅行嘅奇異事」

吳啊神……啊神……係佢……真係佢。

我就一支箭咁飛咗落樓，即刻去電台。我唔知點解我咁緊張，亦都唔知點解我會好
想搵到佢。

我不斷問自己點解……就係途中，我竟然得出一個意想不到嘅答案……因為，我仲愛
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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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咗電台，便上去電台入面搵

「想問下<愛•旅行>嘅錄音室喺邊？」我問reception 的職員

那職員便指出方向，我便跟著。

在找的過程中，腦海裏開始有些迷迷糊糊的回憶。一起吃冰淇淋的片段、一起在課
堂上睡覺的回憶、一起溫書的回憶、一起夾公仔的回憶，還有離開他的回憶……但這
些片段，跟我一起的人是無臉的……

我搵到錄音室，可惜淨係主持人一個喺入面

「想問下頭先個嘉賓去咗邊？」我問

「佢落咗樓喇喎…」她說

我又再落返樓，走嚟走去，都冇啊神嘅蹤影。心情變得焦急，究竟他在那。

『 』突然有把鈴聲從後傳來願我會揸火箭 帶你到天空裏

我擰轉頭，以為係佢，點知係一個婆婆。我非常失望。

「我只係一個平平無奇嘅一位小女子，只係想要一段既平凡又單純嘅愛情，但係，
點解個天要同我開呢個咁大嘅玩笑…」我開始怨天尤人

眼淚慢慢地流出，一滴一滴的的在地上。

「 」突然有把男人聲唱著「咦…小姐…我與你永共敘 分分鐘需要你 你似是陽光空氣
你跌咗啲眼淚喎」他說

就在那一剎那，我們的視線對著大家

「蕭…蕭……婥藍…」

「吳……啊……神」

我們倆十分驚訝。



我二話不說便飛撲在他身上，緊緊地攬實他。感覺非常溫暖。腦海裏的無臉人亦開
始有樣了，而那跟我一起度過的人就是眼前抱着的他。

「蕭…婥藍……我等咗你8年啦…」啊神非常感動

「對唔住呀！」我哭了「 10年前
，我離開你，並唔代表我唔愛你。只係因為我留低，會對你做成更大嘅傷害……我哋
嘅愛情雖然短暫……不過…如果可以再揀多一次，我依然會選擇去愛你。啊神對唔住
啊！過去我冇好好咁珍惜你對我嘅愛。對唔住！呢一刻，我好想再一次攬實你，喺
你耳邊詳細咁同你講，我有幾愛你！」

「藍！」啊神亦大哭起來，緊緊的攬實我「我唔會再畀你離開！應承我……陪住我…
…繼續我哋嘅太空旅程！」

喺呢刻，我先知咩係愛是無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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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眼前的一切變得漆黑一片，再沒有光茫。我開始害拍、徬徨。

我一開眼，發現自己喺屋企張梳化到。

「唔……唔係呀嘛……發夢…」我驚訝

「今日嘅節目都差唔多啦。聽日早上9點繼續<愛•旅行>…拜拜……」此時節目亦都
做完

我記起晒所有回憶，我記返起。

「應該仲有時間」我望望鐘，然後立刻往電台去

過程就好似頭先發夢咁，重頭嚟嗰

「請問吳啊神喺唔喺到？」我問女主持

「吓？」她猶疑

「個嘉賓啊！」我開始焦急

「今日個嘉賓係Eason喎」她說「琴日個個先係吳啊神」

「但係頭先你哋電台唔係播緊<愛•旅行>咩？」

「係呀…同 Eason 一齊囉……係咪小姐你聽錯咋」

我失落咁落返大街，再好似夢入面咁望望個天。

「每次，如果想喊，但又唔想俾人睇到嘅話，顎高頭，望住個天，等啲眼淚唔會流
」我記得啊神曾經同我咁講過

『嘟嘟嘟』電話響了

「喂…」我細聲地說

「藍……我搵到你個 ex 啦！」Mandy 的通知，令我十分驚訝



「喺邊？」我問

「佢哋有個舊生聚會……我帶你去」

同咗Mandy 會面之後，佢帶咗我去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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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咩嚟呢度？」我問

「因為佢哋喺到聚會囉」

我緊緊捉實 Mandy 的手臂。心情十分緊張害怕。

第一個見面的人是啊遙

「咦？！Natalie你嚟咗嘅？」她十分開心，並帶我進入人群中

「Natalie ？」途中都有些人說出我的舊英文名

越行得入就越緊張。

「啊諾…」我看到他

「Natalie……」他呆了

「我記返起啦……請問啊神喺唔喺到？」我問

「吓……啊神佢……唔喺到…」

我就好似由最高嘅山頂畀人一下子推落山谷

「哦……咁好啦」我強顏歡笑

然後慢慢地在人群中消失

「藍！藍！蕭婥藍！」Mandy 追著我

「我覺得自己好無用」我撲在 Mandy
身上痛哭「我只係想見返佢……點解咁難……點解個天要咁對我」

Mandy 沒有說任何話，只是沉默着。

難道我不可以扭轉宿命，重遇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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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後……

無無聊聊又過了一天，每天都無所事事。但心裏還有條刺還沒解除，就是啊神。

電話響了

「喂…」有把低沉的聲

「喂…你係？」我問

「啊神……佢走咗……」再聽清楚點，原來是啊諾

「你講咩啊？」

「啊神佢…死咗」啊諾哭了

我崩潰了。完全沒有心理準備去得知這消息

「佢做咩…」眼淚洶湧而出

「佢喺歐洲遇到交通意外……」

「幾…幾時嘅事」

「我啱啱先知……」他十分傷心「佢個靈位已經安置好……你會去探佢架可？」他開
始痛哭

我掛了線，不斷怪責自己…。

點解…點解當初我要離開佢……點解返咗嚟，偏偏就搵唔到佢。我好失敗。依家人死
咗……死咗先見到面。

第二日，我全身黑色的打扮，拿了一支白玫瑰，去探望啊神。

同時，啊遙，啊諾，Mandy
，甚至邦叔亦在場。氣氛十分低沉，大家都戴着悲哀和依依不捨的表情在臉上。



「我哋來生再見」語畢，我將白玫瑰放在墳墓前，然後走了

「Natalie…等陣！」啊諾和啊遙叫道

「咩事？」我扮作樂觀的表情，可惜掩飾不到我的悲哀之情

「呢盒嘢……係喺啊神屋企搵到㗎……入面嘅嘢都係屬於你架……」啊遙說

「好……好……」我抹一抹眼淚「唔該」

「節哀順變……」啊諾說

「你哋都係…」我說，然後離開了

回家後，我便開了那盒來看。

盒入面有一疊信同1個用 Lego 砌出嚟嘅火箭同月球。

每一封信都寫着一個日期，而中共有4745封。意味著啊神佢一日寫一封信，信的內
容大概都是說他的生活狀況…而每封信都有一幅自拍照。

他的去世，令我更加堅強。我的世界裏雖然再沒有啊神，但是我心入面永遠有他的
存在，是永永遠遠，直到終老。

啊神!我哋下世再繼續我哋嘅太空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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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後

「喂……得唔得閒啊…出嚟食嘢？」我問

「唔啦…我約咗男朋友啊！」Mandy 十分興奮地說

雖然隔住個電話傾，但係聽得出佢有幾開心，而我都凳佢開心

「你條仔係咪盲㗎」我笑

「收聲啦！」她怒羞「好心你啦！搵返個，唔好咁dry 啦！」

「知啦…長氣…」

「唔講喇…」她收線

都已經5年，但係我始終都係搵唔到啊神。

我落咗街，散散心。但係原來坐喺屋企仲好過出街，因為周圍都係情侶，閃光彈周
圍都有。

見到一  pair pair
情侶，個心都會隱隱作痛。點解呢啲咁嘅事情唔會發生喺我身上。

突然有一股好舒服嘅旋律傳來。我隨着旋律走過。

旋律越來越清楚。原來是色士風的聲，而那首樂曲正是 。分分鐘需要你

行咗一陣，眼前有好多人圍住，應該係欣賞緊表演者。我行埋去趁熱鬧。

個表演者帶住個面具，帶有神秘感，好想知道面具標後的他是怎樣的。人群開始減
少，人人都放了一些硬幣，然後離開。

但我感受到一種莫名奇妙嘅感覺，我四肢都唔想郁，想繼續陶醉喺入面。冇幾耐，
佢吹完，我望望四周，原來啲人已經走晒。當我諗住走嘅時侯，面具男突然起身

「蕭婥藍」聽到之後，我十分驚訝，為何他知道我的名字



「你……你係邊個……點解你知我個名…」

「因為」他摘下面具「你是我本身的傳奇」

我十分驚訝，那面具男原來正是吳啊神。我不知道如何接下去，只是不斷地哭

「啊神……我終於搵到你啦……」我慨嘆

最後一幕就是大家相擁而哭。

                          《完》
本故事純粹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