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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世界的人

兩個世界的人

我是鄭月娥，我是一位管治香港的政府，一直以來我不是也沒有錯嗎？

看著玻璃窗外的夜景，街上一個人也沒有，電視上有不同有關反送中201萬人上街的報道，人民在呼
叫:「下台！下台！」等的聲音，但她毫無悔意。

從少，父母也叫我無論做什麼也要是第一名，因為這樣才能有好日子過，才可不被人看不起，由此我
自小學以來也是拿第一名，到了中學我也拿了全級第一名，即使我沒有朋友，我也經常和自己說，「
沒關係，第一名才是我最需要的東西，要結識朋友的話，日後還有很多機會。」也許我也沒有其他的
對手了，學業是我的全部，朋友，玩樂什麼的不重要了。

結果有一次，是一次....有一位同學竟然超越了我.....我拿到第二。

為何我不是第一？

明明我才配拿第一。

我拿著我的成績表哭崩了。

我的人生就是那麼的不可以輸。

從小我的字典裏也沒有反抗，只有順從，聽話，跟著老師的話行事，這就是對的，就如現在一樣，上
頭說的話，叫我做的事，沒有錯，只有對，只有這樣是對香港人好，為何你們也不領情。

秘書慢慢推了門進去，「明天的新聞稿為你寫好了。」

為何我說的一字一句，你們也不相信，以為我不真心？

我己真誠道歉了，還不夠誠意十足？

_____________________

「撒回！撒回！撒回」眾學生，上班族，市民等憤怒地說着。

大家也在中環政府總部及立法會交界的道路留守。

我是其中一位，我是張悦寧，理大多媒體視覺傳意系學生，連同我幾位朋友。

街上即使很悶熱，在街道上不眠不休也不見得會不累，但這是我見過最美的風景，因為香港人團結是
最美的。

上星期12號我和一眾同學到此，本來大家也很平靜，採取和平抗爭。



我們就靜坐在夏愨道的天橋下，朋友們包括我也累透了，但仍然雖要去堅持。

我真的不明白，月娥你就不會因為你所身處的地方，你所統領的香港市民而感到内疚嗎？

你那天說自己對香港的熱愛，但為何我從來感受不到，為何我只感受到你熱愛的是你現在的權力和地
位。

沒錯，其實你不會感到内疚，是我明知故問，在我們也在忍受着悶熱的氣溫，坐在天橋下也許沒有睡
在床上那麼舒服，也許越坐着來睡但仍然感到十分疲倦，但依然不會放棄，不會一走了之，因為這裡
是我們長大的地方，是有多累也值得，也應該去做的事，這才是真正對香港熱愛的意思，而不是你這
種表面說自己熱愛，内表卻一步步摧毀這個你口口聲聲說自己愛的地方。

我細看周圍，這裡比起平時急速的行車路線，政治冷感的上班族，現在的確美好得多。

有送食糧的人，一邊在說，「有冇人？」另外一個拿著食糧的說，「要食嘢？」兩個人一直輪流在呼
叫，又有一直在唱sing halilujah to the
lord的褔音戰士，更有像我們這種在留守的人，我記得我還見到hocc在我身邊擦身而過。

望著周圍，你鄭月娥，敢說自己是最了解香港的人？

我可以肯定這裡的人才是，200萬的香港人是，700萬的香港人也是，而你不是。



唔好搞咁多嘢啦

唉！回家終於可以洗澡了，在那裡己經留守不足兩天，不是我另外幾位在傳意的師弟妹接力，我可能
已經在救護車上了，好好休息吧！

「咁夜返既啊悦！？」我屋苑的保安說。

「係呀！啱啱~」我不好意思地笑，指着門口想說出自己去了金鐘留守，突然被保安打斷了說話。

「後生女，唔好搞咁多嘢啦！」突然煩躁地說。

其實我早也知道他會這樣說，這個保安南叔在屋苑已經五年了，我以為經過了今次，他多多少少也會
覺悟知道誰正誰邪，但為何還是那麼無知，作為後輩的我，一直感到失望的就是，你們不知道事情的
真相。

我以為經過這件事，這個香港也不會再政治冷漠，你們究竟是真正無知，還是你們只是一隻裝睡的羊
。

我推開門，回到家只是想立刻洗澡，身驅滿佈着又濕又黏的汗水，和黑色Tee貼服。

爸媽也起來了，我看見爸爸在梳化上看著每天也在荼毒家人的CCTVB，在大聲罵電視上被警察用槍
射到不似人形的學生。

「啲後生仔真係，警察為人，佢哋就打人。」他氣憤地說。

走進家門，一步步我越覺壓抑，我感覺他會走來罵我。

「成兩日冇返屋企，去邊嚟？」

「去咗做我認為啱嘅事。」我說完這句話走了進房。

這個世界，這個香港是熱血了許多，但仍有人沒有，本來這件事該是在任何人也可說的事情，根本不
用有所避忌，朋友上，家人上也不是以輕鬆為主的嗎？

那時我是這樣想，但越是想改變，世事越令我明白，這件事不是每個人也能夠談的事。

有一天，我在讀U對面較為常去的茶餐廳食飯的時候，那時也有一些上班族在談論，那時其中一個男
人說，「呢件事唔係咩人都講得㗎，如果因為咁搞到大家關係唔好就唔好啦！」

「係呀！都係避忌啲好。」其餘的另外兩個男人和女人說。

的確是的，我越來越感覺是這樣，當我約我的中學朋友出來吃飯的時候，也見過這種境況。

「呢排點呀？69嗰陣有冇去啊？」我那時笑着說。

「冇呀！我濕疹啊！唔曬得太陽，遊行都係唔啦！啊係呀我之前去過一間食放題，好正㗎，比你睇下



吖！」其中一位朋友說。

「去乜鬼吖！反正都改變唔到㗎啦！如果出去又矖又熱，不如喺屋企打下機煲下劇好過啦！」另外一
位朋友說。

其實他們已經是我最好的兩個朋友，但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們也同樣是飲飲食食最開心的那種人
。

「你哋唔覺得就算係冇機會改變到，但都係要試下㗎咩？」我很想令他們有所反思，所以便說了這句
話。

但只換來一句「無聊。」和一笑置之。

難道你們也不再熱血嗎？

其他朋友紛紛也在說自己到了那裡玩，週末去了那裡，近况如何等等，就沒有人再提及過政治這件事
。

我心裏很想走去罵他們，很想跟他們說，如果法例通過之後，你們就不可以再煲劇，韓劇和日劇這種
，日本動漫和遊戲，可以看嗎？

通過了，香港就不是香港了。

坐在小巴的時候，也許只有收音機最了解我，至少它能了解每位香港人的感受。

『商業電台，講香港人話，聽香港人話，叱吒903。』

很記得那時，在播廣東爆谷，裏面的DJ說，「就算絕望，也不可放棄。」

這是唯一的慰藉。



12之後

12之後

「喂！小心啊！摧淚彈呀！」

「咩事呀！」我很大聲叫着那個叫我小心的人，週遭也是濃煙，我不能看清楚那個人的樣子。

有穿着黑衣的警察，他們比平常的，感覺凶殘，沒有感情，他們一步一步走近，我在第二排的地方，
和朋友也失散了，站在那兒望着人與人之間，不久我迫到上前，再望著前方，我突然沒有了感覺，自
我墜落，腦袋也空白了。

我在哪兒？

這裡是香港嗎？

這個地方比香港很不同，我以為這裡是一個地方，與其地方，不如說這個是一個無盡的空間，光線在
前方沒有盡頭，引領我一路走下去，但我沒有原因地走。

我睜開眼，自己已經在一所學校課室的書桌上。

「唔好再瞓啦！」有一鼓很大的巨響，是女教師的聲音。

我立即醒了起來，望一望自己所穿著的衣服，白色短連身百摺裙，而校裙配上藍色領帶和腰帶，腳下
穿著白色的短襪和黑色皮鞋，還有胸針扣在領帶上，再看一看胸針上的細節，寫着SFCC，我嚇呆了
！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我？呢間學校，冇嘢呀！」我大叫了一聲，站了起來。

全班的視線也看著我，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成為了名校裏的學生。

「有咩問題呢位同學。」那個女教師很氣憤地說。

「冇，冇嘢！我咁嘅資質喎。」我疑惑地問那個老師。

「同學你仲想有咩資質呀！你係李瞳喎，全級第二名，仲想點吖？」

「我係李瞳？Missy你冇搞錯呀！我係張悦寧吖！讀緊poly㗎，宜家唔係玩呀！仲要去遊行㗎，咪玩
啦，宜家香港風頭火勢。」

後面傳來一位男生的聲音，「嘩書蟲今日傻咗呀！」

老師慢慢走到我面前，在耳邊說了一句:「放學2號教員室見。」



然後慢慢走回去教書。

「咪住，missy我有證據㗎，身份證！」我打算在銀包裏拿我的身份證，但根本所有東西也變了，書
包由全黑的dountnut背囊，變了灰色的背囊，手錶也變了一隻switch膠錶，銀包我更不知道去了那
兒。

「唔好再玩啦，再玩我記過㗎啦！」看到老師的語氣，她是真的很憤怒，這個人是M到嗎？

「喂！書蟲你望下你係邊個。」那邊的男同學話帶諷刺，把鏡子照了過來。

我望了望，看著鏡子裡的自己，那個人不是我。

我是長頭髮的，而且我記得我沒有近視，應該不會戴眼鏡，最重要我的樣子不是這樣的。

最能夠肯定，我沒有這樣高。

這個李瞳是誰，我為何成為了你。

這個是不是一場夢，但為何那樣真實，我打了自己的臉，很痛。

究竟我在那裡。

但我隱若看見角落那位辦着孖辮的女同學，面無表情，雖然不是美色引誘我的目光看過去，但她總是
很像在那裡見過，好像一個人，是誰呢？

我想了很久還是不知道她是誰。



鄭月娥

鄭月娥

我之前也說過，在我到了這所學校，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總而言之我突然去了另一個空間，成為
了另一個人。

成為了一個叫李瞳的短髮女孩，她是一個高材生，不過其實我覺得在坐的人也是，因為我本身就不見
得是一個讀書的材料。

曾經我有想過，我是不是死了。

但又沒可能，因為這種感覺，這個空間是真實的。

但這裡的東西，也很懷舊，例如這裡沒有手機，所有現在的潮語也不應用，所以我暫時推斷我回到過
去了。

但我看見了一個為所熟悉的人。

那個人是......"鄭月娥"。

沒錯，沒有估錯，的確是那個鄭月娥，行政長官那個，還要是年輕版的，不過別以為18無醜婦，18
歲又如何，她還是沒有漂亮過。

而且即使這個時候我和她由遙遠的關係，突然拉近到互相認識，還要是同班同學，依然不能令我對她
有好感，也沒有改觀。

那天我還未認得她時，有在課餘時間找過她，但跟現在一模一樣。

「我們是不是見過的？」我走過去問她，笑了笑。

她只望了我一眼，並且什麼也沒有回答。

你是從這個時候就那麼目中無人，那麼沒有禮貌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是鄭月娥，我生於基層家庭，父親是上海移民，母親生於香港，沒有受過教育，在家中排行第四，
上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下有一個弟弟，很不容易才考到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一直居住灣仔的板間
房，只能站在碌架床下層，把上層用作書桌做功課。

那時我萌生出一個夢想，我要成為香港的第一，並且要令自己享受到更好的生活。

後來，隨著姐姐哥哥出來工作，家裡環境開始改善，於1978年在南豐新邨買了一個600多呎、有三
個房間的單位，空間是多了許，但又怎樣，我還是住在屋邨，生活還是沒理想的好。



人還是要往上爬。

我就是這個環境下，漸漸成為了一個冷血的人。

有沒有聽過在學校考第一名的，也不會有朋友，我就是那個沒有朋友的人。

那時我考到全級第一名時，我真的非常開心，開初我有跟身邊的同學成為朋友，我說，「我拿到第一
名啊！」我就是這樣說。

但他們怎樣，鬧我侮辱我，孤立我也好。

也不要緊了！

我只會為了自己原本的目的而走。

朋友重要麼？不重要，除非這是協助我向上爬。

如果不是的話，朋友可以是人生裏唯一不重要的事。

那天，有個不熟悉的同學走來跟我說話，李瞳排在我下面的第二名，我沒有理會，她連說話也不得説
，除非她能超越我。

所以我望了她一眼就走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她真的從少也很目中無人。

我開始在想，如果我改變到她，那麼香港會不會也能改變？



美麗的風景

最美的風景

(瑪麗醫院深切治療部5A房裏，悦寧的男朋友至君坐在床邊，捉着她的手。)

你昏迷已經18天了！從那天開始你再也沒醒來。

這幾天發生了很多事，你知不知道？

有很多人也像你一樣，也同樣被警察的武力而入了醫院，也有些是生命危險搶救回來的市民或學生，
然後事發後的那天受政府強權下，被捉回警察下，甚至被定罪了。

說真的，作為你最重要的人，比親人更親的我，我真的很害怕也很内疚。

我害怕的是，我怕你遲早也會被警察捉回去，那麼我就不能陪你了。

而你也失去了自由。

我內疚的是，我那天走開了，和你走散了，沒法保護你。

其實那天醫生跟我說，你有可能很快能醒會來，也有可能永遠醒不了。

你可知道有人在你昏睡的這段時間，以死相諫。

他在太古廣場掛起了他的遺言，然後穿著有"林鄭，黑警"的黃色雨衣，從栅架上跳了下去，就這樣去
世了。

但那個鄭月娥卻安然無恙，也不會因為這件事而有一絲内疚。

白色恐怖的存在，令每個人認為自己做了正義的事，但仍然懼怕自己做錯，反令做盡壞事的人，更能
光明正大去做壞事。

忘了跟你說，我晚上會去集會，你好好休養，在於這個香港，我是不會屈服的。

這時，他捉得悦寧的手，很緊很緊，但自己的手卻在抖震，慢慢他哭了起來，眼淚從臉頰滴在悦寧的
手上，然而悦寧沒有任何感覺，最後至君便從醫院離去。
———————————————————
(課室裏。)
這時在另一邊的悦寧在那裡正在上課，突然自己從眼腔流下了一滴淚。

她也不知道為何自己那麼傷心，突然沒有心情想任何事，也變得憂鬱起來，臉頰上的淚痕令她感到可
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晚上，至君在愛丁堡廣場參加集會。)

裏面有不同的人在靜坐，我也是其中一個，一路上，有很多義工以不同的語言在說出集會宣言。

當宣言說到去廣東話，不是是中文的時候，只屬香港人的語言時，大家士氣也更高昂。

場面很熱烈，大家也舉起了手上的紙張，有的拿著手機的電筒，昏暗的廣場慢慢光亮起來。

令我感觸許多，熱淚盈眶但卻欲哭無淚之時，大家也唱着人民之歌。

「看吧！人民在挽手，爭取正義和自由~歌聲裏群情似火，滿溢激昂，震撼着四方~」

香港人真的值得擁有自由。

因為這個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人權。

那時是我一生看過最美的風景，比日本的富士山，還是能在加拿大看見的北極光，這個我從少也未見
過的那種團結，很罕有。

可惜你不在現場。



習慣

習慣

來到這裡己經有半個月了！

開初我來到的時候，很多事也不習慣。

好像是這裡不會有智能電話，大家也在用大哥大，這裡沒有韓星，沒有迷妹。

這裡的課本容易多了，好像英文沒有現在的listening要加埋作文那麼難，也沒有現在的中文要做综
合寫作，又要做影視作品與名著的分析，是有古文，但這時的學生沒有太多壓力，而且他們比起我們
。

都自由得多。

還有的是，我之前說過見到鄭月娥，還成為了同班同學，今天老師在分組時，叫我和她一隊，我究竟
如何自處？

我有想過我去和她做朋友，再去改變她。

不知道可不可以成功。

(以下小弟内心Os)

當呢個世界，應該係呢個香港，又有一個人作為犧牲，為咗香港嘅自由，為咗呢個地方，又或者係為
咗下一代。
_
然後當我啊爸嘅老豆，即係我啊爺同我啊爸講，千祈唔好去遊行，竟然第一句唔係因為驚佢嗰仔危險
比黑警打？而係驚你搞到佢？呢個係咩道理？
_
點解可以咁無知？點解可以咁都忍到？
點解有啲人仲可以喺屋企嘆冷氣然後仲覺得無事發生？而且仲可以玩佢嗰部手機，連開着部電視，睇
下啫？一眼都好吖，都可以置之不理？

仲可以話自己幾攰幾攰，今日又未飲珍珠奶茶，今日又比人阻住返工，同幾時去食放題？仲要如果出
街不如留喺屋企？
_
你咁都忍到咩？
_
寧願飲你嘅珍奶？
_
如果你連比人扼殺人權利益都可以嘅話，小弟佩服你，你已經冇咗尊嚴。
_
已經有第二個人因為咁死，點解有啲人仲可以飲飲食食最開心？
_



難道你唔會覺得内疚？
_
人哋都比埋條命潑出去啦!
_
又或者唔係咁比較，你有冇諗過點解老又好嫩又好，都要出嚟？點解人哋老人家周身骨痛都要出嚟？
有冇諗過？
_
有冇良知，人性？少少都好吖！
_
真係諗下，用你少少時間諗下呢個地方，呢個香港。
_
好冇？
_
今日已經第三個人死啦！



分組

分組

我本來以為是什麼分組活動，我以為是學科project又或者是sba之類的活動。

但其他同學也沒有去啊！

會不會是說話呢？這個年代有說話考嗎？

如果有也令人特別興奮，來到這個世界我最想知道，鄭月娥是如何成魔的。

如何成為一個良知沒有，利益為重的殺港仇人。

來到這個世界又驚又險，如果不是見到她，我真想想辦法脱離這裡，但到此為止，我沒有跟她說過一
句話，要問她的問題也實在太多。

我行到這裡的士多，這裡的零食平很多，還有一些我是沒有吃過的，我最期待的東西就是，這裏的雪
條，還沒來得切看，我又看見我們偉大的行政長官，她拿了我最後一條牛奶冰。

然後她終於看見我。

「係呀！miss Cheng話今日放學去搵佢喎！」她跟我說。

「做咩事？」我問她。

「每年都係咁㗎啦！我同你吖嘛，參加辨論比賽，年年都係考第一，二參加嘅，唔記得嗱。」她說。

「咁..其他同學....未冇機會玩囉。」我説，因為學校慣常，就我所知正常是個個也會有機會的，我認
為這件事很不公平。

「你冇嘢啊？李瞳你覺得我哋班啲垃圾可以贏到咩？我同你一齊參加都委屈咗我。」她高傲地說。

「你口口聲聲話自己有幾咁勁，話人哋垃圾之前，唔該諗下自己有冇資格話人，比你做到特首，比你
做到全香港第一又點，你都只會係香港最失敗嘅特首。」我走到她面前，再在她耳邊說出，之後我就
非常有氣勢，並且chok住走了。

其實當刻心跳不停，緊張到爆。

從來說這些話，鬧爆人，我就會有這種感覺。

————————————————————
聽完李瞳說的話，她站在那裡，一直沒有走開過。

你怎會知道我的最終目的？



為何感覺上你總是非常了解我？

雪條也漸漸溶化到她的手上。

我給人的形象一直都是一個完美的人，我會去做義工，令人認為我非常有愛心，我内心很空虛，就好
像被人發現自己的真面目，被人撕開了面具的樣子。

沒事的，巧合來的，我不停在令自己内心好過一點，但其實我久久也不能平復。

————————————————

其實真的不想和她一起去參加辨論比賽，我怕我自己會掉轉頭鬧爆佢。



辨論比賽

辨論比賽

「又係一年一度嘅全港中學生辨論比賽，呢度有首論嘅兩隊。」司儀熱烈地說出。

為何我要坐在這裡作賤自己.....

應該是一次我很想轉校的原因。

有想像過嗎？和一個企圖殺死香港的人一起在同一間學校，同一個空間生存，真的是"不如我死咗佢
好過。"

話說其實我在早前也試過死，但我死唔去。

早前，我很想從這裏醒來，我用了不同的方法去令自己醒來，我試過撞自己個頭埋牆，我試過喝屋企
啲洗頭水，來來回回入厰十幾次，又洗胃甚至我要去照CT，最恐怖我屋企人全部也不是我屋企人，
而是陌生人，我困住自己在睡房裏面一個禮拜，飢餓感和生理上人類是必須要去厠所和吃東西，如果
那個是夢這種感覺應該不會出現，然後我終於知道自己是實在的存在於這個世界，我穿越到了1960
年。

那天起我腦海裡由模糊的感覺，變得真實，而我開始有了一個清晰的目標，要改變現在的當權者的所
思所想，先要改變她以前的思考方式。

所以我是絕對不可以發脾氣。

了解她吧~(起雞皮了！為何我會說這些話。)

「今日嘅是題目係，如何改善民生生活！」司儀說。

「今次一定會輸。」我悄悄地説了一句話。

相信大家也一定對這位"行政長官"有一定了解。

參選的時候，她不懂買厠紙，不懂用八達通。

你說想方法改善民生？我想她不會想得到。

叮！
(A組作答)

我身邊的她站了起來，說了她的意見。

「我覺得我哋可以喺一啲公屋屋邨嗰度起啲商場，裏面有好多嘢賣，咁啲人未可以方便啲囉！」

「好！B組。」司儀又說。



「我係B組嘅學生代表，我認為唔好，你要知道商場裏面嘅舖頭都係大集團又或者連鎖店跟本市民唔
會買到呢啲嘢。」

「我都同意，但係如果呢個唔得，咁請問應該點....」鄭月娥不知如果答覆。

「其實我覺得民生重點唔喺呢度，宜家你要知道醫療服務同房屋問題，第時呢代人口老化嗰陣作準備
。」

.

.

.

之後之後，我終於忍唔住。

「喂！你唔識就唔好硬兜啦！你有冇留意身邊嘅嘢㗎！高分低能！」我拍枱，心裡有點生氣。

你這樣的人如何可以做香港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