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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其實係諗到呢一篇文之前經歷好長時間完全無靈感，到6月開始有番靈感但寫【科氏】越嚟越唔唔知
個方向，因為好似係紙言唔用一d好 eye catching
既橋同標題好難提升讀者人數。後來我發現【純屬意外】完咗反而斷斷續續都有人睇，而個故事本身
就係我考DSE之前已經好想寫。所以我想重新重視係作品內容上去吸引人睇。

 今次既故事係我苦思寫咩可以真實有深度既長篇作品，有個朋友話我當年考衰既故事好有俾師弟師
妹參考價值。。。甘我不如寫個故事係甘。係肺炎下我不得不承認我懶咗好多。。。所以我會keep
住一個規律更新，但亦要保持質素，so 最多只會 周雙更（日更係ff妄想） 
我都唔多講，陣間又立flag  

以上共勉之 2020-8-13



放榜

 老實話你哋唔覺得好有趣咩？紀念冊呢d嘢should be last day解決結果大家就係放榜日先派紀念冊
？！ 有人甚至到個日就收唔番，其實呢d真係可以話聲妙--- 大部分收到既紀念冊，個本人據說接近

 9成你以後唔會再見到面。唔唔唔。。。。 但只有到自己經歷先明———明面係派收紀念冊，暗暗
 就減壓，故作鎮定高談grad trip見識，連我自己都加入派手信行列。 邊個唔想快點到？而邊個會真

心想收到份成績單？

 係上去實習之前我係十二萬分想收番份成績單，只不過當我感受到個種海闊天空。你哋明唔明啊？
 再唔係每日番學同受死無兩樣。我受夠呢種日子。

「你唔需要甘擔心啦。」本身我心重開心咗終於我父母係講心安「本身你入到大學已經好好。」好，
果然人唔好開心得太早。。。我一見到我history 老師就馬上掏出手信，佢好好連 出面 mock exam
paper都肯花時間為我解答，而佢一見我輕輕推開：「陣間再俾我都未遲啊。」我竟然係佢眼神中讀
出一種同情？！  我想再講多句令我放下疑慮，佢已經推住我入隊，因為已經要放榜。

搞錯啊唔可以隨意坐？無所謂係班主任公布要買 paper 既人選大家早已走到 friend旁邊，今年竟然
 無講幾多5**，我心越嚟越重，四肢開始僵硬。到最後，竟然無一科要買我，就一套都無。 唔會既，

   我既夢係唔會成真。 頂，次次d 嘢都要跟學號順序都煩到呢刻重要甘，都是醉了。 「淳子童」

 我終於一見我成績，馬上塞俾阿鬼，佢順利考到要既成績我都無問題啦：「數學有冇 4 ？」
「有。」但下一秒我就收番笑容「但有3 」
我搶回個成績表
   係中文寫作 3 「今次既示範文係淳子童。」

 中文 . 5 「我已經交咗要買5 ** paper名單，每班機兩名，你有一名。」
 英文。4 「你就係5 ,穩固。」

history。4 「其實你差少少就5**你可以做師姐們做唔到。」
 Geography 4 「你已經開始上到5 ,加油！」



揀學校

望住窗外飛過既樹木花草,折射出我面上淚光,點醒我依家去緊大學claim
offer。我真係好失敗呢間大學本身只係大專院校,只不過前年上咗做大學。當然我中學個d「養尊處
優」既老師自然睇唔起呢d非純種既大學。私心論我好鍾意呢間學幽靜既環境,重有好多assistance。 
讀既一間稍好既地區英中都知道,除非你好突出or有人脈。否則學校任何幫助資源,與你無關。你最好
各家自掃門前雪,咪煩到佢地 係佢哋predict我可以入三大...我自問口齒伶俐,此刻都無話好說。我刻意
同父母分開坐,因為我實在討厭,俾佢哋講中。「其實以你資質考到大學已經偷笑,唔好好高騖遠。」一
直以來,我都係唔俾好既一個再看窗外風景,我想起令我呢一生都好不安既人,我既妹妹。我冰雪聰明,曾
討人喜愛既妹妹。 好多人成日誤以為我係獨生女,嚴格嚟講,我係唔係獨生女既獨生女。當年我舅母有
慣性流產而舅父希望有個小朋友可以承接佢既中小企生意,就索性過繼咗我剛出世既妹妹,佢哋係我妹
妹法律上既父母。點知係阿妹10歲個年我舅母又生出個表妹,有時真係世事難料。 不過點都好外人睇
都似係我表妹,但此終有所比較。記得細細個佢已經出落得好標致人又醒目温文有禮,唔似得我細個吱
吱喳喳好鬼死煩重要有語言。好笑既係細時d大人特別鍾意安靜乖順小朋友,大人唔需要麻煩好似公仔
放係一邊做自己野,但到大個既時候,明明同一個內向既人,大人就唔多like。佢哋突然鍾意我呢d活潑既
人,多言變成健談,覺得呢種人好有communication skill
識sale自己。明明都係同一個人。 所以我呢位阿妹慢慢就唔係親戚們既寵兒,而舅母有自己細佬自然
少理佢,搞吓搞下佢先係入咗間bamd 3到最後無心向學
直接當返學係興趣班。之後佢已經同我兩個世界再唔需要怕 怕有一日我爸媽覺得佢更值得培訓好似
其他大人更喜歡佢然後接番佢返屋企再最後就叫我去做舅父個女。所以當初我爸媽本來想俾多番溫暖
佢結果我一發現就一哭二鬧三上吊。佢現家都話自己好好，不過係講吓既好好----
好好啊平均每次拍拖最多一年，chem
永遠肥佬邊緣糾纏，而同舅父屋企既紛爭成為我哋所有人飯餘既一個笑話。真係好好。  我明白，就
係每到新年一年一度見親戚我就條件反射努力打扮，暗中要比佢
下去，其實係好好笑但我亦不能容忍自己被比下去，一定要爭d咩先prove到自己。而依家所努力只
係一場笑話。我花咗一生努力去證明我可以推翻定律，結果原來定律就係注定。  終於去完大學clai
m offer再去其他專上學院claim
offer，的士司機一知道我係去學校就笑首着唔收錢，話當年佢陪啊女去撲學校個的士司機，重祝我
成功。其實我本身已經有conditional
offer唔需要撲學校，本來以為閒時無嘢做既後備方案就用得着。 祝我成功？我知道我
唔應該反之唔高興，但我本唔應該去呢到，叫我點開心。好似我爸媽人人都要樂觀面對放榜失利，有
病！除非一開始你根本唔在意，否則無可能無動於衷。 到我一入去想轉我 offer
本身揀既major，重擔心我啊妹下年會考到好得過我。我完全知道以我依家狀態我連我十分之一實力
。。。我有實力咩？！ 有實力DSE 就唔會一堆屎啦！



白帝城（1）

你哋有冇睇過早期嗰d派膠甜故---女主同人私奔之後一齊跳海結果得女主自己生存下來改名換姓係一
個無人知佢過去既地方重生。我總有一刻望住大海就想學女主----拋棄現在既自己重新做人。

到考完dse
個下我真係體驗到你哋人人知道依加盛行咩深灣區創業發展，由中學開始我就積極參與呢d上內地既
初創活動參觀，唔係左膠而我只係想搵條大道俾自己。我人生最先學到係人從來無公平（自然唔代表
我接受到）簡單講我要過完ability
test再過兩三輪面試先入到渣打做，而我鄰居個女只要人正常輕鬆入去無問題，因為我鄰居係渣打中
層管理層。我自然過咗自憐自艾，而轉移係深夜枕頭袋偷偷既眼淚。所以我就放棄 grad
trip去咗深灣區其中一個城市白帝城實習，做咗分行大堂經理助理，個名好勁係咪？真實係我只係放
係大堂既花瓶。就算甘我好開心，我係個刻完全拋棄過去既身份---品學兼優嘅模範，我只係我。

但我縱然每日努力搵出呢份實習既閃光點，佢唔需要考咩牌，更唔需要好高超soft
skills你每日只係分流客戶，轉介佢哋俾其他同事，再唔係搵盡手段叫人開信用卡同儲蓄卡。我做到
一個月，甘三個月？半年？一年？！我每日返實習都係百般無奈起身，返工等週末，只有放假先感受
到自己活着。我想要甘既人生嗎？我唔想。

最緊要，底薪係大約幾2000， 而佢哋再低都係本科畢業。

知道係一回事，親身見到係另一回事。

因為到dse
近，總有人問起我想選咩major我淆底but我為唔show出自己既擔怯我依舊大聲說：「中大中文系。
」大家頓時激動：「嘩甘你中文一定好勁啦！」

我實習d同學馬上話： 「中大香城名牌大學你好厲害！」佢哋重一齊送我一個陶瓷蘋果祝我高中。

依家，哈哈。我每次都覺得係一場笑話。每想到，只想返轉頭打死嗰個自己。依加正常考衰左suppo
se玩自閉係咩人都唔見，而我現在就約咗我一班小學同學去唱k 。
我去到地鐵站就開始後悔，一旦佢哋perform得好過我好多甘，不景我當年小學第一畢業。小時了了
，大未必佳。哈。



「hi！」迎面而來就係細個由上面落嚟插班既Daisy佢當年到考dse一如既往既勤力，
可以話佢畢生既心血全花係讀書。因為佢每次話題都係問你test quiz幾多分，到 school picnic
school party 一定唔會見佢係班上大grp 中
，好多時只係同幾個同樣遭遇既人坐係一邊訕訕地笑，我d friend
會笑住講俾我聽再加：「其實佢都幾慘。。。」我唔想用甘既眼光睇佢，用甘既眼光睇佢就好似睇自
己無分別。

如果佢最後好似我甘真係好難過，至少我有社交
。但我亦受唔住佢最後都係好過我，由唔得我諗出一個solution佢已經嚟咗我唯有擺出近日新出「天
生有才不自棄」最新表情：「hi！」「我一知Cherry 叫你出嚟重擔心你唔嚟」唔使擔心我咪嚟咗。

「個日見你喊得好厲害擔心你睇唔開。」好大家依家都閒明白佢點解係［話題終結者］啦。我習慣性
收起不滿，忍唔住問：「甘你呢？放榜嗰日見你聲都唔出你ok嗎？」佢一呆，好快就係佢經典訕笑
：「啊？我。。。我都係得best 5 22
。」我心一下子放輕，但亦難以置信：「點會啊？」「我中文寫作先有3結果拉低overall chem
同phy
都失手所以，咪甘囉。」我腦海中只出現---同是天涯淪落人馬上上前同佢嚟個深情擁抱，抱個先記
起自己平時連close
friend都好少擁抱。心入面有可惜但更係好彩係多個伙伴，我自己都覺自好賤格，然而人只要活到長
，咩都可以exist，存在即合理。

係真既四角修羅場！大家我哋現在隆重登場既係綠專業人士Gillian 佢手重要拖住Bonnie？！佢ex-
girlfriend 窩！然後更刺激係Elise 同 Milky
就係後面。Cherry你叫所有小學同學gathering都做好資料蒐集啊！你唔見大部分人既面同食咗屎無
分別？基本上係我哋form6 既人都知，有d低form都知！

不過唔怪得佢一個邊緣人，我係考dse期間知。

簡單講，就係Bonnie出軌Elise，Gillian和 Milky 成為難兄難弟，跟住 Milky 當眾同Gillian表白。

Gillian本身小學並唔係同我一班，只
係大家住得近多咗一同行返屋企。我好早就知同佢三觀不合，佢有本書專寫班上面邊個同邊個有路跟
住俾我睇結果我年少無知話俾鄰座 Milky
到最後大家都知班草鍾意Bonnie但而Bonnie單戀Gillian，我自然成為一個trouble maker ：）
呢件事我自自然然唔想再提而我以為所有事已經過去直至上帝再開個玩笑。一如平日上完數學補底班



，我沿着樓梯走到後庭想靜靜盪鞦韆，一踏出第一步竟然見到兩個背影重要有聲，我個時未get個種
聲，依加先知係法式濕吻我重天真不解佢哋好似兩條肉蟲扭來扭去。我都想八卦但心知命仔要緊。點
解我聽到：「My Gi
我愛你。」我當場跪咗係到重弱智撞到欄杆，佢哋馬上話：「邊個？」我摀住嘴，連被發現既詭辯都
諗好，只
聽到Gillian拉住Bonnie。「算啦，呢間學校本來就有les」Bonnie重想向前行，但不敵Gillian撒嬌最
後走咗。我心入面只有一句

佢哋竟然係一對，唔係best friend 唔係best friend
唔怪只得最後我同Bonnie會變成甘我哋根本就唔同friend如何比得上自己既女朋友？如果話同Bonni
e同場唱k只係全身唔舒服，同Milky就係仇家見面。



白帝城（2）

「你最後夠分入中文系？」cherry你係咪耳聾呀？突然之間覺得我唔應該shock 佢叫Bonnie, Gillian,
Milky 同Elise 出嚟玩。Milky：「算啦聽唔到佢無咗足足5分咩？重咩中文系呀？」「喂我未出聲你
就答，諗唔到你倒貼做我代言人窩，不過啦你倒貼我都唔要！」

佢一言插心臟：「中文寫作先得3個時我哋級主任重話等你拎個5**返學校，你依家真係好好報答佢
啦。」大家重等住我反擊我心有一刻停頓咗：「甘你呢？中文3英文2連入大學都無資格，瘦死駱駝
比馬大，有咩好得意」呢d時候最要和事佬我自然，要拉大家入水先係正路：「喂你好意思咩？Bon
nie都高分過你唔怪之得人搶唔返分都唔夠人爭。。。。」眼見火開結燒到自己 Gillian笑住拉起我同 
Milky一齊行我抽出我既手向後靠Cherry。

好快大家就到k房Cherry馬上去點歌，本來我都馬上去自從上完白帝城咩好聽唔好聽大家都有權力唱
，但Milky意想唔到既出現令我唔想唱，陣間要俾佢地又笑一餐好x煩。

Cherry見我坐係到唔唱就係要我點首歌我隨手一點打算坐返去，Cherry一見索性坐我旁邊： 「你諗
住讀咩？重讀唔讀中文系？」我索性搶個咪佢一下hold住：「我真心問你，唔好甘啦。」 

係囉，重讀唔讀姐？

「我諗住去讀商科。」「但你jupas band
a 重係放咗浸大傳理！」「你點會知？」「Rebacca 話我知。。。你唔好甘係我自己係都要問Rebac
ca ，我哋個日見你甘。。。我哋好怕，我自問識你甘耐從來未見過

你眼內失去光芒。」你以為人對眼係diamond咩咩中二台詞啊。我反問：「你呢？以前話要做維也
納歌唱家，你音樂我記得有5*。。。」「咩歌手啊？我媽話唔可以搵唔到食。」

我知大家diss咩又係呢萬年topic
but 其實係一片歌唱住最緊要夢想下大家 都明。如果唔係年年d 狀元就唔駛個個去讀 醫 早年重有la
w依家連個文科都無

商科文史哲要多少risk大家心知肚明，有時要同d 天真無邪 or 樂於粉飾太平既人 解釋個theory已經
好累但我想講

至少你哋重有得揀，我可以揀？可以翻身嗎？

我轉頭一見就係我點既歌,唔理三七二十一照唱

追光者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像影子追着光梦游
我可以等在这路口
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每当我为你抬起头
连眼泪都觉得自由
有的爱像大雨滂沱
却依然边失去着

每当我为你抬起头
连眼泪都觉得自由
有的爱像阳光倾落
边拥有边失去着

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
因为你有梦可做
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
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像影子追着光梦游
我可以等在这路口
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每当我为你抬起头
连眼泪都觉得自由
有的爱像大雨滂沱
却依然相信彩虹
有的爱像大雨滂沱
却依然
相信彩虹

我依舊 不理事實 追著你

倔強



Jupas

「喂！好死起身啦！」我親愛既母上大人係床下底大叫果然放榜嗰日既阿媽係俾人掉。我轉個身想扮
訓而我媽瞬間提高音量：「你係咪唔起身啊？」我馬上識事務者為俊杰滾落床。死死氣走到桌前，妖
！快樂時候永遠快，又要返回現實----我既second round
jupas結果重算要放出嚟，我要返去現實世界。

「阿女你落唔落去食早餐啊？」我捂臉： 「媽咪今日出Jupas點食啊？」「哎反正都唔係搶閘睇食完
早餐再睇未遲。」「唔好啦桌上重有個檸檬卷，費事浪費啊！」我已頭都唔回死盯緊個mon媽咪想
再講d咩阿爸出聲：「唔緊要你睇完result再落嚟同我哋食lunch。」

隨住二人離開，呢到總算清靜，我可以自己好好甘面對個結果，開咗天文鐘，我望住個一串數字，再
瞄準個秒針，全身都僵硬晒，不禁諗起第一次填Jupas既景況。

話說學校再無資源再唔想理呢d野都要做門面功夫，所以點都安排每人有一次機會見career
teacher 至於其他老師 我一問佢哋個個馬上一問三不知明明送走過一屆又一屆師姐。至於佢叫我哋
搵既career teacher，佢只係to be heard but not to be
seen—-你懂的。不過正所謂有我鄰居恒生銀行父幹dad ，何需要呢d service la
? 結果我哋呢堆「正常人」秒變「透明人」no concern for our need 哈哈。



「噹！」我魂魄一下子被山上鐘擺拉翻嚟shit已經過咗搭半,浪費自己死守天文鐘既時間。我咩都唔理
直接按,

係浸大中文系

好彩,我個分重可以入到,總算證明我自己重係有能力有資格讀得起。盡管我由昔日過咗佢upper
quartile一個頭到依加僅僅觸吸佢median 個分。我迫不及待係ig
story相認,然後打俾我媽咪:「喂？媽媽？」

「哎無事吧？我地食緊早餐啊。」

「唔係啊重要加！我考到入浸大中文系啊！」「oh早就估到啦。」我心中彷彿有條弦斷咗「點會？
我都想知自己重可唔可以讀到。」「你傻既咩,你當然讀你個分重到佢median。」「啊係啊...甘我收
聲先bye」說完我都無理就cut線。

我接住就抄起電話睇 ig story ,
就好似上年師姐們既「盛況」，洗版式宣告相認同大學既人，當然係識關係過得去如果唔係，你本來
因為四處告喜而苦悶既心，只會捏得更實，

好比我好快就收到好幾個投票同為浸大既voting yes
，就係Gillian同佢個堆friend。當年為咗唔同中學刻意apply
另一區既名校費事同校既畫面歷歷在目，又要再煩。

終究係我再一次高估自己，以為自己可以跑出呢個死局，擺脫呢個Gillian 。我好煩個時d Message
重好似 炸彈係甘彈出螢幕，一手索性飛航模式，就躺係張床。其實我band
A2打下就全都係商科，我唔想同人分享我既排法，我係想就prove一次係好唔理性，但係我。。。



我好怕，我好驚，我開始拼湊唔出我既思路，弦斷殘空，徒添愁。

自從我上過白帝城，所謂追夢為上既潮流思想我真係唔夠膽用我既career
future下賭，萬一，萬一，就好似甘，我今次dse都無諗到會無咗足足5分。我火速刪左keep住彈出
嚟既message打俾阿鬼。

「阿鬼。」

「今次又點啊？」「我。。。算啦我已經係考試個時煩咗你好多次。」

「講笑！子童你唔好當真啦。」我點知你邊句係真「唔好甘啦我都係講笑，同你講番重點，我入到浸
大中文系。」

「啊一定啦。」又係呢個答覆。

「但我有能力讀咩？」「你自然有能力讀你當初個topic係【這一刻，你從此明白一個道理。】你以S
ARS謝醫生為藍本打動大半班人。你。。。」

「我好似你講就唔會3咗，係3咗。」

「講幾多次係你失手你唔想自己。」

「考試係最統一方法去論證你得唔得，你見所有古代文豪最後都係科舉高中。」「喂阿小姐你唔係唔
記得佢哋好多都係考咗N次有d重考到法定退休年齡先得？！」

「我已經覆咗卷，中文寫作都係3咗。」空間頓時一片寂靜。



「我可以點？我真係入到去中文系我又唔係攞d咩文學prize我真係跟到咩？個d academic research
article 真係一日一篇甘讀我handle到嗎？」

「甘你咪努力日日就蹲係圖書館去衝gpa！你又唔係懶！」

我已經係到睇緊入浸大info一下子要係兩日內睇好再改jupas fuck

「其實認真想讀書你唔好住hall 」

重有資料

「你就好有Gillian佢哋中同可以一同讀書，唔會無grpmate」

係點交錢啊？！私校個到有冇得退啊？！！！

「子童我真好討厭同你住你可唔可唔好甘自私我明明send咗3個message你睇都唔睇你係咪人啊？
！」

啊啊啊我前幾日先睇完私校入校資料你又要我再睇。

「你係香港讀文史哲不如你讀商！」

「你一開始就唔係文人你無甘既天資！you are just not the one. 」

「you are just ordinary. You can prove nothing. NAIVE.」

夠啦！

我讀私校，everythings are solved. 我果斷出去，搵媽咪一同去交私校學費。

直到三日後我收到jupas表示呢一年都唔再接受我任何application
，我先至發現我係幾甘唔理智做咗個影響一生既決定。



所謂的新開始

 朝早精心襯衫我諗所有fresh man都有經歷過。就算你知遲早你會hea
tee踢拖,你第一日上堂唔著校服總要興奮一下。
 
於是我特意梳網上學既新髮形再加條上淑女斜格裙,就早早係課室前面。第一堂係英文堂,errr我知一
聽就想打道回府我知啊話大英通常好低b...但只要一想到英文堂再唔係=操卷堂我心就特別舒服。
 
咦佢咪係o camp同組組員？本住新人事新氣象做個新既自己,我自然要主動yo人啦！「Hello !」
今日第一盤冷水就迎面而來:「oh...hello」佢既手重要係尷尬之手,我咩熱情都即刻見鬼。「我係o
camp 子瑤啊！不如陣間一齊坐？」
「唔...都ok...」之後我就明自往後個半鐘都係盼住下課既共坐行刑,明明o
camp一組都好尬重要唔舒服早走之後,第一印象恐怕雪上加霜成個玻璃人chur d就病...何苦呢？
我打死都唔再主動yo人
 
明明係新人事 新氣象
 
總算英文堂開始咗回想呢個o
camp。我連花多一個章節都唔行你就知咩事。同佢哋搭訕又無話題結果講廢話重要俾鄙視 重有個著
住tee踢拖既毒L樣男仔夜談時隨手拾到我既髮夾...就夾到自己充滿腳毛既小腿？！
 
唉！
 
「can anyone answer this question?」
有時你心入面明明有一個答案但你又唔敢答,答完如果唔係老師所期望,就算你既答案根本無錯
 
就好似dse eng paper
1短答有時叫你照抄原文又啱 有時又要你elaborate 用盡補習社雕鑽答題技巧都係不得甚解。到最後
你都唔記得自己做緊閱讀理解定係估答案。後來我上大學個時開咗個節目講緊 宇宙大爆炸既理論 20
世紀初當xxx提出全然另類 宇宙係一直改變緊既空間 既理論大家都套用原有框架一睇自然覺得係錯 
直到好多年後先知呢個都可以係答案 框架係有價值,教育的確有價值只不過控殺更多可能性
 
所以依家科技發展速度咪比以前慢
 
「i
It's past perfect
tense.」有人答咗啦。咪就算我心中既答案？！又怕怕失去係老師面前留個好印象既好機會
 
不景人對人認知大多永遠停係第一印象。
 
終於上完堂,而我準備迎接全新既自己既心情都盪然無存,
費盡心事,又係跟足paper 1名補習社教既揾答題技巧,係每段topics
sentence或者刪去形容詞就得,甚至copy anf paste長答就得；或去背熟曬paper 3框架,連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既練習一頁不漏甘做曬。
我何償不知大補習社教個d有水份,只係高中一直係樽頸位無從入手提升個level 4
你話個d好膠個d聽news背字典 咪同食保健產品一樣,有冇用,你自己知



最後都係得個4,明明已經同5一線之差
都唔知係marking scheme騙人,定學校d老師騙人
 
更加大我心中不安係我見到宿友一刻，本身我百無了事睇緊 點知就見到學生會放既資訊,一個個激動
且刻不容緩既字句跳出熒幕,早係入學就係隨處可見既海報,每一句都撼動人心。 「hello！」完全意
想唔到宿友甘快出現，明明頭幾日都唔見人，好地地重咩要出現？我本身都堆好笑容面對佢，佢一個
熱情握手我先睇清
 
呢個唔係 Gillian？同款髮型同個招牌笑容？！我一下子失去全部語言能力，好彩無dead air
: 「我陣間重要去 dem beat
byebye」「哎。。。」我未爬得到落床問佢幾時入嚟住，煩人。會唔會再係一個Gillian，得我自己
自作多情，
 
由佢明知我知咗佢戀情佢都無動於衷，小丑就係自己。我往後朝見口晚見面，又唔想同佢多交流但自
己係呢間u 無人無成，就得自己，ig story  個個都成相成對，
人地就係自己夢未以求既 dream u  life，自己呢？
 
Such a good start of u lif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