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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怎麼說起呢？ 這是一本散文集，關於男和女的關係，什麼關係？ 只有愛情關係大家才有興趣看吧。

男和女關係就像太陽和圍繞著它轉的地球，女人是太陽，男人是地球，沒有女人的男人就像沒有太陽
的地球，沒有陽光和沒有軌道的飄流著，而沒有男人的女人就像沒有地球的太陽，再溫暖的陽光也沒
有意義的浪費掉，所以男人就要像地球一樣的在太陽身邊打圈圈的忙著，才能找到人生意義。

不要誤會，這不是一本天文學的書，也跟Einstein的相對論沒有任何直接關係，我只想說世界上萬事
萬物都是相對的，包括愛情，古語有雲：“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希望大家在我的文章上能夠找到
在一些啟發，可以在戀愛中或失戀時找到方向。

文章一共有38篇，但每篇都不是很長，就是希望能做到一語道破的感覺。



精神分裂

早些日子看到了報導關於一對明星藝人雙雙出軌了。有感而發。

現今世界的愛情觀，婚姻觀都很直接，就是一對一的，绝對不能多一個或者多兩個。
能做到專一的人不少,
但就算做到了，能長时間的過開心過日子嗎？所以時間一長就可能出現偷情和一脚答两船的情況，男
或女也是如此。但事實上他她們真的想傷害現有的另一半嗎?   NO! 
因為他們很有可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為何這樣說呢?  症狀就是每當他她們偷情的時候,
他們可以完全變成另一個人 ，忘記了現有伴侶的事情 ,
忘記了現有生活的角色，完全投入新的角色和新的故事,
感覺到很快樂和很刺激。但當回服了自己現實的生活時,  又可以忘記了新歡的事情, 
若無其事的生活下去,  這就像極了精神分裂症患者, 
唯一不同是他她們是自願性的分裂，分裂的原因各有不同。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每當他們的秘密給他人識穿時,  強迫他們把所有不同的角色放在一起, 
作出合理解释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痛不俗生和哭不成泣。但這種痛楚是因為自己增恨自己和後悔自己傷害了別人的意思,
所以大家局外人到最後也應該原諒他她們好了。不用追問太多，因為他們自己也混乱了... 
说也说不清。

有精神分裂的人最需要的是什麼？當然是分身術，這樣他們才能分身來應付不同的人格和性格，每一
個分身能各自各生活，不用再傷害任何人。



精神分裂2

常說這男人很花心或這花心的男人，意思是他很容易愛上不同的人,
其實這樣的說法是錯誤的，應該說這男人是花腦或腦花亦可。

因为花心的意思是擁有很多心或心意，其實人的心只可以是一個，最主要功能是輸入和輸出血液，不
可以分開或多出一個。
但人的腦部便不同了，腦部可以有無限的想法，還可以分裂出不同的性格和人格。
如果一個人可以做出精神分裂，他当然可以同時爱上不同的人，只要這對像讓他心跳加速便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看一齣電影名 “SPLIT”
，男主角有24重人格，可以不停的改變自己的人格及性格，在不同的時間變成不同的人, 
所以到最後都是發瘋了, 愛上這類人會是很可怕的經歷，切記要遠離…



成熟男人的爱情

一个男人被女朋友出轨了后， 只说了一句:  “還有很長的路要行...“ 
而没有再追究任何一方，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仿佛就像看透了所有爱情一样。
这是一句只有成熟的男人才能说得出来的话，所謂: ”跌得起放得低，大丈夫何患無妻呢！”
年輕的情侶，一方出軌了， 很大機會要生要死，像那個香港人因情困在台湾殺女友的事件，
因爱成恨多可悲…
人生真的很長， 不值得為一件事情鑽牛角尖！
所以成熟的男或女都不應該太愛任何一方， 喜歡很喜歡可以， 太愛太依賴對方的存在, 
很有可能變成恨死了對方， 做成悲劇，所以最愛的人還是留給自己好了。



壞男人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這句說話是非常正確的！所有女人都喜歡壞男人，因為壞男人懂得令女人快樂，開心。
但請不要誤解，壞男人的意思是只對她一個女人壞！
若果你對她以外的女人壞，你就從壞男人變成渣男了。
渣男連狗都不如，從前多麼喜歡你的壞，現在你就像壞掉了的玩具, 遠遠就把你掉到垃圾桶內。
壞男人 - 女人都喜歡
渣男 - 垃圾一個
真的是差天共地！



暗戀

暗戀一個人99％機會是沒法變成真實戀愛的。因為如果是很容易就成功就不需要暗戀了，可以直接
明刀明槍的追求她。
就是因為不可能成功，情況不容許，身份不合適，千百種不同的原因，就是不可能在一起, 
所以只好繼續暗戀她好了。
不識時務的人，厚著面皮去 表白，最後只會得到一个食Lemon的结局, 
處理不好會令雙方變成很尷尬的關係。
所以暗戀最好的結局還是偷偷的暗戀…
可能有一天情況會改變或自己中了彩票，那到時候再說吧。
起碼現在還可以保持朋友或同事關係，可以繼續見到她。



偷不了情

现今的科技真的愈來愈利害，偷情的曰子愈來愈難過了。

試想想那一個地方是没有懾像頭的? 大街,小街,公园,酒店,公廁,巴士和的士, 到
處都有, 自以為黑漆漆的夜裏没人會看見,甚知道會有红外線懾像頭對著自己?就算没有懾像頭,
還有街上途人的手機鏡頭，都是隨時可以拍你的一舉一
動的, 試問那里可以躲得過呢?
還有大家用的電話和social media
app,都是可以用偷聽器和黑客工具破解的,所以大家根本就沒有什麼秘密。

最後只能說就算你有多聰明, 也會百密一疏,  所以這年頭真的是偷不了情...請大家三思。



忍者

結了婚的男人就像極了忍者，此話何說？
因為如果你想要維護一段長長久久和和氣氣的婚姻就要做到最少三忍！

第一忍：老婆的脾氣，忍不了老婆的脾氣如何長久相處呢？ 每天吵吵鬧鬧的離離婚的日子不遠了。
第二忍：自己的脾氣，要問問自己的脾氣有多差有多臭，如果脾氣不但控制不了還差到會打女人的，
最好是做個天煞孤星好了。
第三忍：自己的慾望，這個忍不了，你便有好大機會去偷情，結果會是如何？大家心裡有數吧。
第四忍：老婆的慾望， 她對金錢或生理需要都希望你能滿足到，不然她也有機會出軌，
但這是很難控制到的，只能順其自然。

但只要你做到頭三條，你已經是個好老公了。



海鮮

男人喜歡女人就像喜歡食海鮮一樣，只需要兩個字：新鮮

什麼食材並不是很重要，各人有不同的口味，但最終選擇都是和新鮮有關。
說說最好的例子：中國繪畫
大師齊白石（白石老人1864-1957），他的擅畫花鳥、蟲魚、山水和人物等都是非常出名的，但他
的婚姻故事亦一樣非常出
位。
他一共娶了三個老婆，第一是童養媳個在他19歲時兩個人成了婚，一起多年還為他生了5個孩子。第
二任老婆是當他以是57歲時娶了一位18歲的，多年後老婆過身了，他又要找老婆去，他的子女安排
了一位40多歲的婦女給他當伴，怎知他嫌棄她太老，那年他以是93歲,
他自己又偷偷的找了一位22歲的女子, 在他準備結婚時，可惜還沒過門，他就仙遊去了。

這個例子有點過了，但也可說明新鮮的重要性，而新鮮的意思就是女人的青春,
青春真的是多麼的重要!



房地産

女人找老公像什麼事情呢？就像極是買房子一樣。

買房子要看什麼，就是希望買一棟地點好，多空間，裝修也好，最好就是一應俱全。意思是希望這男
人可以有能力供給她一切生活需要。
舊房子可以嗎？可以! 只要他值錢便可以了，像歐洲的古堡一樣，越老越值錢。
如果女的不夠錢買現有的房子可以怎樣？可以買買樓花，便宜很多，但就是要等一段時間才建好，意
思是找一個年輕力壯的男人, 但什麼都沒有，就是有時間和上進心。
他會答應你未來很多事情和答應會給你很好的生活，你或許會聽得很感動和開心，但風險就是房子還
沒建好，他就跑了。

所以道理一樣，所有男人在喜歡的女人面前都要像房地產經紀一樣，好好推銷一下自己的房子。
沒有？ 沒問題！
賣樓花好了。



分手男女

很諷刺，男女剛開始和最甜蜜的時候，可以說出一千個和你在一起的理由，盡是Positive,
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分開到您們。
但一旦到了分手的时候，就可以立刻说出一千個分手的原因和道理，完完全全推翻過去在一起的一千
個理由，就像是變成了陌生人一樣，這樣是不是只能說... 精神分裂又在發作了？



浪子

浪子這個詞聽上去好像很好聽，做浪子一定不能太醜或太老，對女孩子來說也要有一定吸引力，所以
才能遇到不同的愛情故事，但事實上浪子是什麼呢？
應該就是一個不停尋找過去的一個可憐蟲, 
因為放不下過去的快樂和痛苦經歷，所以不能認真對待現在的感情生活,
最可笑的是他們永遠都是愛著不能得到或失去了的一個，就算現在的一個比從前的一個優勝，他們也
不能忘記過去…
所以如果你想變成浪子最愛的人，你只好在你們最快樂的時候離開他，自動消失，他必然永永遠遠愛
著您。
對不起…  真的只有這個方法。



皇帝

當一位女子對她的情人過份的好會出現什麼情況？
他很有可能覺得自己已經變成皇帝，什麼事情都是以他為中心，即是他已經給寵壞 了。
寵壞 了的人是最容易做錯事的,   出軌也會是其中之一,  沒辦法那個皇帝不想多一個老婆呢？
只能說對一個人好也需要一個限度，男女亦是如此，正所為物極必反也。



距離

蘇永康有一首歌名叫: “如果這是我愛你最好的距離“
。這首歌很好聽，男女的愛情故事也和距離有很重要的關係。

距離十萬八千里，如果彼此已經在相愛的，也可以感覺到在一起，因為大家心裡有對方，現在交通發
達飛機一天便可以到達任可地方，距離便不是問題。

如果雙方的心都不在了，那就算是一步的距離就會像十萬八千里以外，可能心的距離是等於外太空了
…

但如果雙方都是剛剛認識不久，但彼此都對對方有好感呢？那一步之遙可以改變彼此的命運，兩情相
悦, 那進一步把她擁在懷裡再說一聲 "我很喜歡您!",便可以變成幸福愛情故事的開始！  

但如果一方或雙方都有了另一半呢？那進一步是萬萬不可的！只會是大家痛苦的開始,
那退一步和保持著現有的關係是最好的結果了，那怕是可惜了這段緣…



遲到

這一篇是承繼著上一篇“暗戀”，有一個小故事是這樣的：

一個小夥子有一個心儀的人，但他覺得自己不夠好，有點自卑，所以只能暗戀著她，但常常和她在網
上聊天，保持著朋友關係，經過一翻努力，這小夥子的經濟好轉了，終於有勇氣和這女孩表白了，他
約了她出來見面和食飯，他也買了小禮物送給這女孩和準備表白，終於這天到來，他看到她，她仍然
很飄亮和明艷照人，但看似有點不同，他說不出來有什麼不同，繼續他和她聊天和食飯，但突然她說
："我要和男朋友結婚了，因為有了孩子…" 很無奈的說著, 他立刻發呆了十多秒鐘,
之後他急忙的回應："恭喜你！"
他輕輕的把不適合的小禮物藏起來，為什麼？

因為這一刻他知道…他遲到了。



退出

世界上沒什麼事情比放棄自己心愛的人更難更難，放棄就是退出一段多人糾纏的感情事。

為什麼要退出？因為你知道繼續糾纏只會讓她和你自己更加痛苦，退出起碼有兩個人會快樂，痛苦留
給自己一個吧，很大方很偉大？絶對不是，愛情是自私的，但因為他的直覺告訴他這個人能給她幸福
，可能比自己做得更好，盡管你相信自己更深愛著她的。

但當若干年後，你看到她們生孩子了，過著幸福的生活，你會發現你當年很失敗的失去了她，但現在
你卻很成功的退出了，非常成功！



一刻

每種動物的壽命都有不同的長短，貓貓狗狗大約是十五到二十年，昆蟲有的幾天到幾個月，人類壽命
比它們好像長很多但其實也只是七到八十年，在這七八十年當然會有不同的愛情故事發生，有的長有
的短，但長的真的比短好碼？不一定，最重要的是看看有沒有經歷過難忘的一刻，如果你運氣好,
可以和一個人有無數個的一刻，也可以時間很短只有一個重要的一刻。
但這一刻是你永永遠遠不能忘記的, 這一刻你也知道她或他對你來說有多重要。
有些人和另一半可以一起過了無數光陰但從沒有過重要的一刻，死時也記不起什麼值得回憶, 
這些人的一生也可以說是白活了…



迷惑

人總有一段時間是感受到迷惑的, 受到迷惑的時候，就是分不清錯或對，真和假，在愛情來說,
感覺就是愛上了不應該愛的人。
腦裏會跟著你說這應該是不對的,
但心郤向這方向前進。你知道這是對你很不利的，但沒辦發你控制不了自己的心，意志力強大的人可
以用力轉身便走, 意志力弱點，就只好受到控制。
但你會隱約的感覺到，闖禍的時間離你不遠了。



情歌

用什麼給一首情歌作伴最好聽？當然就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如果是悲劇收場效果會是更好，
因為過得開開心心，稱心滿意的話，情歌只是感上添花，相反悲劇收場，情歌和酒便會是為一的止痛
藥，作用很重要。
所以想好好品嚐一首情歌就好好嘗試失戀吧，但絕對絕對的不能後悔。



相對論

EINSTEIN 的相對論跟愛情有任何關係嗎？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就當我在這裡胡言亂語吧。
我們每晚抬頭都會看到無數的星星，在漆黑的夜裡，星星是特別的明亮和美麗。
但在相對論來說，我們眼睛看到的不是真實的景象，是看到了很久很久以前的殘影，
因為星星真實的距離是跟我們是很遠很遠的，在光速來說可能是幾百到幾億光年，實在是無限遠…
所以我們的眼睛可以看到的星星是從前的殘影不是真實和現在的一刻。

那在愛情來說是甚麼意思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懷念一個人的時候會不會把她的舊照片拿出來看，
如果她曾經是你的愛人，你會否想去探望她看看她過得好嗎？但特然這念頭消失了，因為她現在就像
天空的星星，看上去很漂亮很美麗，但都以是過去了的事情，過了這麼多年現在跟你的關係就有點像
陌生人，她已不是從前的她，你也不是從前的你，可能見到你的時候只能做到點點頭打打招呼，不管
過往多麼親密的關係不可能再度重現，你只能死心的拿著照片像在看著星星一樣，掛念著她過去的殘
影…



脾氣

不論男或女，都會有脾氣，熱戀剛開始時，當然看不見，但大家生活久了便漸漸看到，但其實脾氣就
像肚子痛要上厕所，誰也需要去，但如果你讓脾氣變成分手的原因，就會大錯特錯!
發脾氣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不說話一個人離開冷静下來，這樣你會發現沒有什麼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但若你把脾氣變成了分手的导火线，當你失去她之後你連想看看她發脾氣的機會都不會再有了。
大家走在一起是因為看到大家的優點， 但長久在一起是因為能包容大家的缺點。



負債表

Accounting有一樣東西叫Balance
Sheet。中文是債務負債表，做會計的每月也會需要計算這個表，它有一個特性，就是把所有收入和
債務加加減減過後便會出現一個零，這就算是完成工作和沒有問題，可以下個月再來算，干干淨淨的
。
但感情事可以用這個負債表嗎？我很希望可以，大家在分手後計算的清清楚楚，不用拖泥帶水，不用
再想。
可惜就算是数学家牛顿也不懂得怎樣算出任何一個人的感情債，所以我們才會在分手後不停的回想，
到底是誰做錯了？錯在那裡？誰欠誰了？怎樣算也算不出一個零...



死去

死可怕嗎？ 我覺得死不是最可怕，死不過是什麼都沒有了，就是上天堂或下地獄，看你相信什麼。
但比死更可怕的便是老和病。

老了，你在鏡子看到的不再是自己想看到的年青力壯的我，是白髮和滿面皱纹的我。
病了，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都不能再做了，自己愛的人都不能好好的愛了，以往自己照顧的人要來照顧
自己了。你說可不可怕？
所以真的不能浪費時間和等太多，要愛要做的事情便馬上去做吧。



死信

有一種信是不能寫，寫了也不能寄，寄了是永遠地收不回，這就是...分手信。

分手信是殺傷力極大的信，就像一把利劍插入心內，傷人也傷己，沒想清楚便寫，你會後悔極了!
不管什麼分手原因，都可以面對面講清楚，也許有補救和改變的餘地，傷害也可以減到最低。
分手信寫了也寄了，就是白紙黑字寫的清清楚楚，不想分也要分了，沒有餘地。
老土的講句："凡是太盡，緣份勢必早盡。"



時間

當一對情人從熱戀到結婚再一起經歷很多事情，他們在一起的感覺便會從愛情變成感情，再過一段時
間便會變成親情的感覺，當初一起燎起的熊熊烈火早就熄滅了。
時間就是這麼利害，什麼都可以改變，那麼愛情變成感情再變成親情的時候可以怎麼辦？什麼都不用
辦，這就是愛情的規律，就像是春夏秋冬四季，要來的總會來，改變不了。
運氣好的，這時你以是七八十歲，親情的感覺對你們來說很不錯。
運氣不好的，你只有三十多歲，這感覺來得太早了，試問年輕的你怎會願意
和親朋戚友一起生活很多年呢？你當然會想嘗試新的愛情故事吧…



型像

形象有多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形象和跟據這個形象來生活，不管這形象是真
或是假，這形象就是大家看到的你, 特別是在愛人的面前，你的形象應該在她心內是最好的了。
但形象給破壞了會怎樣？如果是明星或名人，就會像從天堂掉下地獄的感覺吧，可能連工作都不能了
，平常人也不能正常的跟自己的愛人和朋友見面了
，因為大家對你的感覺全變了，你唯一可做的便是修補你自己的形象，但需要多少年時間呢？或許是
永遠也修補不了…
所以大家都要好好保護自己的形象，當然有些人的形象由始至終都是不好的
，那他就不用擔心什麼破壞形像了，可以瀟灑的活著！



替代

大家有沒有試過找替代品？衣服？鞋襪？日用品？有些容易找到和有些不容易找到吧。  
但人呢？失去一個人可以找到替代品嗎？很可惜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世界上沒有一模一樣的人，就算
是Twins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就算你找到了有點像她的人，也會發現她們是不同的，也只會是失望，所以如果你在找一個替代
品，請放棄吧，只能找回她本人或放棄過去, 找一個全新的吧！



埋藏

“時間可以沖淡一切”,  這句說話只是對了一半，因為如果感情傷口很深的話
，時間是不可能沖淡的，但時間可以做的就是把它深深的埋藏起來, 
就像是深度燒傷，就算好了傷痕還是可以清澈可見的。
當時間把傷口深深的埋藏起來後，你可以快樂和正常的生活下去，
但這不代表傷口不存在了，相反它正在等著一個機會，一個地方，一件事情，或一首歌都可以把它再
次發作，再來一次陣痛，但或許你以適應了這陣痛，而它以變成你生活的一部份。

最後只能說心病還需心藥醫，而每個人的心藥都是需要不同的人來治的，時間只可以當暫時的止痛藥
。



忘年戀

现今世代都非常流行忘年戀，什麽是忘年戀？就是和相差15至20年以上的人相戀吧，大多數會是老
男人配少妇。很多人都會羡慕這種方式的戀爱，可能因為这老男人是很有錢或很出名和這女子很漂亮
。但在我眼中這是一段悲剧 ，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覺得女的贪钱和男的太老太醜？都不是。
因为在真愛面前這些都不重要。
原因很簡單：时間太少了…
如果找到了自己深爱的人甚會希望看到自己身體很快的老和衰退下去呢。自己的身體不好何来资格去
好好的爱一个人呢？
老人家钱再多最好都不要去愛她人，因为爱情需要時間。時間去好好了解对方，時間一起去很多地方
旅行，時間去一起煮飯，時間去亲吻, 很多時間去做很多事情。
最好彼此的年龄：男18女17
年青力壯，可以轰轰烈烈的爱。
没有時間或太少時間的愛情…可悲也



拼命

拼命什麼時候會出現？當你或你親人的生命或重要的財產受到威脅的時候，你會作出的反應。什麼反
應？當然是打退敵人，已經是拼命時候，什麼方法都會用盡，盡力一拼！

那什麼時候愛情需要拼命了？就是當你的愛人給其他人搶了的時候，你不拼命就是雙手把你的愛人送
給他人，這樣太不像男人了吧。
但愛情如可拼命？總不能把對手打傷或殺死吧。那只能做的事情只有千方百計的把愛人的心拉回來:
鮮花,戒指,死纏難打.. 等等等等。
成功了當然是相安無事，大團圓結局。

失敗了你會發現，當初真惜的話比起現在拼命容易多了….



行屍走肉

有一句說話：”世界上沒有誰失去了誰活不了。”
這句說話是真的，你失去了一個人，你還活著還有呼吸和心跳，但很有可能你只是具行屍走肉。
當你失去了生命最重要的人，那一刻就是心掉落深淵的時候。
心都不見了，能算是一個人嗎？那只能算是一具屍體，很有可能心會回來，
你能重新做人，但沒人能知道那是什麼時候…



烙印

烙印是什麼？就是烤熟了的鐵印烙在動物或人的身体上。這樣那個鐵印就會永永遠遠的烙在那人或動
物的皮膚上。
感覺就是它或她永遠是熟於他的。
那愛情的烙印是什麼？ 很簡單的答案：結婚生孩子
當然結婚生孩子可以是意外，迫不得意的結。
但如果這男人是為了永永遠遠的佔有這女的，他把烙印放在她身上，為的就是永遠的愛惜她，這樣的
愛情應該算是完美的了，這女人也會擁有幸福的生活，幸福的家庭。



善忘

這一篇是送給一個好朋友，年紀不少但還是單身的男人。
每次和他喝酒都感覺到他的一股寂寞的感覺，這感覺我是很清楚的，每個男人都會有過這感覺。
但當你是單身的時候，你要知道你是自由自在的，無處不在，可以隨心所慾的去任可地方做任可事，
你的時間全部都屬於你自己，不用向任何人交代，瀟灑極了！
但人總會是善忘的，當你真的是單身的時候，你會羨慕著周圍一雙和一對的人，感覺孤單和空虛極了
，會不停的想著我的另一半什麼時候會出現？
有家庭的時候，剛好相反，會想著單身時候有多好，有多自由，不用給另一半管著，也不用辛苦的照
顧小孩子。
這時候你是忘記了一家人開開心心過的日子和身體不適時候可以互相照顧著。忘記了大家一起溫暖的
日子。
所以只能說人真的是善忘的動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