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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別

六年前, 你要到美國讀書, 三年才回來。
還記得你要我兩互相交換禮物, 作為大家的信物, 都不知買什麼給你?
 
到了離別的日子, 你我相約在機場。
在離境大堂, 你給我一個背包, 要我珍惜它如同珍惜你一般。

我不滿意這個禮物, 便苦笑地說"孩子氣, 你知道我不背這種'小學雞'的玩意。"
你沒有動怒, 還微笑道"終有一日, 你會喜歡它。時間到了, 我要走了。"
我急忙拖了你的手, 吻你一下。

在這分鐘, 沒有人可以妨礙我們, 因為愛麻醉了我們。
我送給你一個毛娃娃。
當你傷心落淚時, 可以擁抱它...
當你滿載興奮時, 可以與它分享...
只要不忘記它就好了。
 
你滿面通紅, 拿起行李, 立刻走入了離境大堂。
我立刻撥電話給她 , 說"剛才的說話, 對不起! 我會等待妳的回來…"
你甜甜的回答"不要緊! 只要你喜歡就可以…我走了以後, 你要常常打電話給我..."
"一定會, 我愛你!"
"我都愛你!"
 
對話, 就在這裡結束了…



諾言(一)

我望着那個背包, 堅守自己的諾言 : 珍惜這個新穎的背包直到你回來的日子。
真的, 對我這種喜愛兩袖清風的浪子而言, 每天背着真的很吃力。
但每次背着, 總想着你回來的日子, 想與你愛到天荒地老。那種樂觀, 叫我繼續背着背包前進。
 
它成為我的另一伴。每次弄髒, 我都會憎惡自己為何這麼粗心大意, 同時都令我知道自己的不足。
一次, 媽打叫我幫她放那厚大的寒衣, 寒衣勉強放進背包裡, 背着那重重的背包,
提醒我背負的不是厚衣, 而是對你的愛意。
 
一年過去, 我撥電話給你, 回應只得一句"你所撥的電話號碼暫時未能接通, 請遲點再撥打。"
自我安慰"應該時差問題, 所以未能接聽!"日復日, 你還未接聽電話。
每次聽着"未能接通"四字時, 心酸和苦澀常叫我放棄, 但我樂觀的性格, 都能淡化這種傷感。

看你的FaceBook, 大部分時間都是離線, MSN都不例外...
是時差的問題? 抑或是我上線的時間不合? 

抑或是我們之間已經有了問題?
 
至於我的背包, 它身上滿有摩擦的圖案。
底部因受不起沉重的書本, 都開始破損。
顏色都漸漸暗啞起來, 可說是一個中年的男人。
或許是對你思念吧, 即使商店大減價, 我都無動於衷。
 
每一天, 我都背着它上學, 同學們對這個又舊又殘的背包有不同的意見。
跟上潮流的都叫我快點換背包;
修讀藝術的卻叫留着背包, 還有它的"藝術價值";
泡女成性的叫我收藏起來, 時機成熟, 用來泡女也不錯。
媽打都叫我換了它, 還說她的朋友在運動店工作, 可給折扣。
即使買了給我作生日禮物, 我還是用你送給我的背包。

因為, 我愛這個背包, 如同愛你一般。

而你, 卻好像忘記了毛娃娃。
我每一次登入FaceBook, 都看你的板面。
只看到你在美國玩樂的相片, 讀書的趣事。
不時有與男生合照, 行為都頗親密...

一日又一日, 我都看不見與那個毛娃娃的相片。
"可能她一直放在床頭上, 不過沒有放上FaceBook。"繼續自我安慰道。

難道我們之間已經有了問題?
 



暑假

一晚, 她FaceBook送給訊息給我。
"我下個星期二會回來香港, 來放兩個星期的假期。你會陪我嗎? "她寫上。
"我會啊..."我回覆。
"那你會帶我到那裡?"她問道。
"不如去OP丫。"我答。
"好啊...那到時見了!!"

明日, 我立刻用上自己的零用錢來安排她的行程。
星期三: 去OP...
星期四: 去迪迪尼...

不知是喜歡玩樂, 抑或她終於回來到我身邊。
那種興奮, 至今都未曾經歷的, 真想快點到下星期二, 見自己心愛的人。

又回到機場, 這個充滿傷感和開心的地方。
記得上一次, 是一次的離別; 現在卻是迎接。
在等待飛機降落, 來到大堂, 都有幾十分鐘, 在這時間中, 我沉醉自己的武俠世界中。
當看到喬峰發現自己殺死的不是段正淳, 而是自己心愛的阿朱時, 

"嗨! 好久沒見! "她說。
"嗨! 沒見一年, 靚左又樣衰左喎..."我笑道。
"咦, 你仲係咁搞笑喎..."她大笑道。
"係啊, 呢把口用黎泡女, 好岩洗..."我嘻皮笑臉說。
"你試下丫..."她瞪眼道。

我們繼續談話。我逐一打量她, 她依然沒變, 只是肥了一點點。
有人說的不錯"去了外國讀書的人, 一定會肥。" 
那時已是八點, 她問我"去邊度食飯啊? "
"你唔係食左飛機餐咩? "
"自己一個食, 點食都唔飽。"她嘆氣道。
"OK...味千點睇? 最多我請。"我說。

最終, 我們到美心快餐吃飯。
雖然是平凡的飯餸, 但是兩個人有說有笑...
那晚, 真的開心。
我送她回家, 她吻我一下: "有你這個男朋友真是好啊。我送比你的背包呢? "
"仲用緊, 做咩?"我答。



諾言(二)

"你仲記得一年前我講的說話?" 她問。
"嗯..."我答。
"你要繼續珍惜它啊, 不然我打到你變豬頭啊..."她正經地說。
"OK..."我答。
"咁聽日十點半係金鐘站等啦...Bye..."

我想問你: 為何沒有你與那毛娃娃的相片, 你已經上了巴士。
坐在一旁, 耳朵塞著耳機, 正在沉醉音樂的世界之中。
而我, 就像一頭木, 呆呆地站在巴士站。親眼望著辛福一步又一步的離開...
究竟, 她愛不愛我?

那一晚, 我輾轉反復地回想...
回想我對你的諾言, 回想我對自己的堅持。
由兩袖清風到揹背包, 我改變了。

同時, 你都變了。

星期三, 我比預定時間早到半小時。
我背著背包, 有水, 有傘, 有武俠小說, 有風褸。

我用這半小時細閱《天龍八部》蕭峰那個悽美的愛情。
阿朱早死, 但是她承諾了陪蕭峰隱居深山, 一生一世的相愛卻未能實現。
阿朱是欺騙蕭峰嗎?
那你有沒有在欺騙我呢?



玩樂

正在思緒這個敏感的問題, 

"等左好耐啦? "她來到了。
"不是, 只是等了五分鐘…"我說謊了。
"真是唔好意思, 未習慣香港時間…"她打了呵欠。
"上車啦…不是就要等好久了。"我急忙道。
"是…知道啦…"她答道。

或者, 這個問題可能會與黃子華說的無異: "那種悽美, 那種敏感, 那種脆弱,
都非我這種凡夫俗子能夠明白…"

到了海洋公園, 真是不知原來改變了那麼多。
有新的水族館, 又有新的遊戲設施, 當然不少新的遊客。

一開始, 她想玩機動遊戲, 我們就搭上了欖車上山, 她不時觀自黃竹坑至清水灣的風景。
風吹動她長長的秀髮, 飄了陣陣的香味, 真是好香。她穿着白色的上衣, 寫上"I Love New York",
短短的熱褲更顯她那雙長長的腿。

"喂, 到啦…"她溫柔說。
"哦, 你今日真是好靚啊…"我說。
"淨係今日咩? 衰鬼…行啦…"她板起面。
"如果可以, 我每日都想見到一個咁靚嘅女仔係我身邊…"我望着她。
"…"她已經面紅耳赤。

跟着她主動拖我的手。
此刻, 我感到她的愛意, 是千真萬確的, 就像當初我吻她一般。
我們再次被愛麻醉了…

跟着一整天, 她一直的靠着我身旁, 一直抓緊我的手。
那一刻, 我真的感覺了她真是愛我, 雖然之前發生的事我不知道…

至少我能夠擁抱這分鐘…

那一日, 除了玩樂使我們那般興奮, 愛也使我們興奮起來…



諾言(三)

在那兩個星期, 我們如尋常的情侶一般。
食飯, 看電影; 再食飯, 逛街…
雖然是小小的活動, 平凡的飯餸。經愛情的洗禮後, 所有東西都成了完美…

因為二人被愛麻醉了…

又到了離別的日子, 她再次叮嚀我: "你要愛這個背包, 唔準用其他的…"

"你都要愛惜我送比你那個毛娃娃…"我微笑的說。
"…"她默言。
"夠鐘了, 我要上機啦…"她的臉一時紅, 一時青…

我們沒有接吻, 都沒有擁抱。
愛彷彿離開了我們。
她都沒有回頭望我一下, 一直步出香港的境界。

傷心, 痛苦都不能形容我當時的心情。
我一直堅持對你的諾言, 但你有沒有堅守對我的諾言呢? 

究竟, 她還愛我嗎? 
抑或只是當我是兵? 

我還要不要背上這個充滿悲情的"諾言"呢? 或者它太重了, 我應該放下它…

但我樂觀的性格又把我拉回, "沉默不代表她忘記了, 可能我想得太多了…"



通話

沒有你的日子, 彷彿毒癮子沒有毒品一般, 追索你的美貌, 你的聲線…

我與常的撥打電話給你, 但是都只是得一把聲音: "你所打的電話…" 未到一半, 我已經掛斷電話。

像上年一樣, 她沒有回覆我的來電。日子久了, 我都可以背誦那個錄音。

當然, 樂觀的我繼續撥打電話給她, 不時還打多幾次,
期望她能夠接到我的電話。事實的是她不接我的電話, 即使我的電話單說我要付上千元的費用。

放棄- 想也沒有, 像我這種楊過的癡情, 為了尋回自己的小龍女, 多少都繼續…

寒冬一晚, "你所…", 又打不通了。
再次撥打, 聲音轉變了, 再不是那把"無情"的聲線…"咚…咚…咚…"打通了。

那時的興奮, 真是"小學雞"打上電台一般, 終於都打通了。

我問"美國那邊冷嗎? 穿多件寒衣。"
你答"不冷, 你打來已經給我絲絲暖意…"
"那我就放心了…"我回答道。
"我好開心啊, 咁冬你都打黎…"她笑道。

跟着, 愛使我們感到大家的體溫, 令二人在寒冬中有一點暖意…

What A Wonderful Night…

正如Eric Clapton那首«wonderful tonight»

"I feel wonderful because I see
The love light in your eyes.
And the wonder of it all
Is that you just don't realize how much I love you."

"我愛你啊…"她用甜美的聲線說。
"我都愛你啊…"我真心的回答。

但是, 不幸的事將要發生…



不忠

第三年, 我終於等到了…

期待已久的日子到了, 我懷着興奮的心情打給你, 因為FaceBook和MSN都找不你。

那天, 沒有記錯是星期五。我照常打長途電話到美國, 誰料…

"你所撥的電話經已停用…"

為何她隻字不提, 這段感情已經完了? 那麼她對我的諾言呢? 
這樣, 她和阿朱有什麼分別? 

星期五, 我登入了FaceBook, 看見一個提示 - In a relationship with …
今次, 樂觀再沒有作工, 因為事實已經放在眼前。

我再按入她的專頁, 只看到一段status…

"Thank you! 
This gift is very nice.
I love you…"

我的心很痛, 我堅持諾言, 在這三年都沒有不忠的行為, 原因是我太愛你了,
為何你要好像阿紫那般絕情呢? 

游坦之這般深愛阿紫, 阿紫卻以這愛利用游坦之, 游坦之愛她甚至把雙目交給她。阿紫都不領這份情…

何必呢? 

再拉下去, 看見一幅相片。一個男洋人, 擁抱你; 吻你。還穿了一件上衣, 寫上 - 3rd Anniversary。

不知他擁抱你, 吻你時, 有沒有想起我呢? 
我關上電腦, 望着你送給我的背包, 心想: "我還要不要堅持這個'諾言'呢? " 眼淚, 不自覺地流下來。

不知眼淚是為發洩她的不忠, 是讚賞我的堅持, 抑或是恥笑我的愚蠢?



酒精

我, 又回到單身。

一個人的生活, 真是少了麻煩。不需要記得對方的生日, 不需要到高級的餐廳,
不需要送上花這個婆媽的禮物…

泡女, 不再是一個傳說, 而是一種享受…
我的生活再不活在一個人的意思內, 而是隨自己的意思出發。

這是自由嗎? 

一晚, 我喝過半醉。一步一步的行回家, 突然收到了一個FaceBook訊息。

"我下個星期回來香港, 你會唔會接我機? "她問道。

看到這裡, 淚又流下來。

到了家中, 拿起一支威士忌, 飲了半支。再望着那個背包…

悲情, 傷感, 開心。一直在我的腦海中浮現, 由三年前到現在的不忠, 為何是我? 為何是我? 

我終於明白古人為何借酒消愁了。酒是一種麻醉劑, 是一種令你回憶開心的事,
但是這個麻醉是暫時性。

所謂:
"酒入愁腸愁更愁…" 

如果你想投入這個世界, 你就會不斷地喝, 不斷地喝…

直到你能夠忘記悲傷。

那時, 我真的醉了, 醉到天昏地暗。

殘皓的現實, 開心的過去…
我已分不清楚。
這個可能是莊子說的"最苦"。
"現實, 夢; 如果分不清的話, 這就是人生最苦的事…"

為的是能夠忘掉對你的思念…



歸還

雖然是悲傷, 但是我都到機場接她飛機, 因為我想歸還這個背包給你…

在途中, 我檢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東西遺留在背包。
給我找到了一封發黃的信, 信中都是一些婆婆媽媽的離別語。

我看見她伴着那個洋人, 親熱的走出了接機大堂…
我走上前, 說: "你現在有別的男孩了, 我的諾言都守着了…現在還給你,
你忘記我啦…祝你有個幸福快樂的愛情…"

你流淚了…他抱着你了, 你吻了他。
正如三年前的那個吻…
真是諷刺, 這個大堂有你我的回憶, 都有你與他的回憶。

現在, 這個背包已與你無關, 都與我無關。

我頭也不回, 走出機場。

我開了收音機, 細聽着DJ播的歌曲…
無意中, 他播的這首歌 - 陳奕迅的«你的背包»

"…遺憾是它已與你無關…"

真的, 它已與你無關。
這歌聲, 在我的耳邊逗留。

這個背包, 滿有我對你的癡情, 對你的愛, 對你的關心…
可惜你不懂珍惜, 而且還對我不忠。

一次不忠, 百次不用。
但是我高興的是我已經遵守了對你的諾言, 你繼續你的"I Love New York",
我就繼續我那種自由的生活。

"…借了東西為什麼不還。"
歌已播, 巴士的引擎都開始響起, 這都標致了我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