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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一絲陽光照射在我的面上，又是因為昨晚沒掛好窗簾就睡。我半開了眼矇矇矓矓地拿起手機看一下時
間，三十五分，還有五分鐘，我心想，然後又閉上眼多睡個五分鐘。當我突然從夢中醒來，看一看手
機，幹，八時十五了，足足遲了三十五分鐘。
我滿不情願地離開溫暖的被窩，跳下床走進洗手間。我一手拿著牙刷走進我小小的廚房，一手拿著一
塊白麵包放上平底鍋，再單手打開咖啡罐子隨意地倒了一些咖啡粉進杯子。那隻咖啡杯是我上年和男
朋友到東京時買的，是隻深藍色的陶瓷杯，滿有日本情懷的。我套上黑色粗冷毛衣，昨天穿了灰色那
件針織衫，回家時冷得我要用快步行保暖，今天要穿厚一點，再穿上卡其色工人褲，然後用了三分鐘
時間吃掉剛烤脆了的花生醬吐司，準備出門。
我在一家大公司的工作，我是營運部經理的秘書。劉太是我上司，一個典型中產工作女性，五十來歲
，丈夫也是經理級，有一個就讀中學的兒子。她人不錯，不是那種尖酸刻薄的中年婦，當然偶然要受
氣也是不能避免，香港地誰人工作沒受過氣。
外面天氣很冷，風很大，我加快腳步迫上了載滿沙甸魚的列車。站在我後面的男人一身恤衫西褲配個
大背囊，我最討厭在地鐵上碰到帶背囊的人，他們像一隻大犀牛一直要撞開周圍的人，我緩緩地退後
了一步，有個很高的男生站在我旁，他的墨綠色防水外套挺不錯，我抬頭向上一看，「咦，是你噢！
」

我和男朋友是中學同學，讀書的時候大家也沒留意到對方，我們是上大學之後一次中學同學聚會才真
正認識大家。他是個很單純的人，非常照顧身邊的人，也很有耐心，當初就是喜歡上他的親切和傻氣
。整個大學生涯到走出社會工作，他都在我身邊。有時候我也問自己我是感激他一直陪伴左右的體貼
，還是真正喜歡他。這是我和他搬出來住的第一年，當時我以為他要求婚，還把我嚇一跳。
「現在我考上了海關要輪班工作，會減少了很多見面的時間。」他手拿著我剛買的新鞋陪我走回家，
我不是個揮霍的人，但就是喜歡買衫買鞋。
「我知道，沒關係，我可以放工來找你。」我當時沒多想什麼，只覺得見面小一點也關係，反正大家
有自己的生活也是好事。
「你現在也有工作了，我們可以考慮一下將來。」
「將來什麼？」我皺了一下眉心，我不是個相信婚姻的人，也許很多女孩子也渴望結婚組織家庭什麼
的，但我不是。
「我是說我們可以搬出來住，這樣我輪班工作回家也可以見到大家。」我低下頭沒回應，看著我的鞋
尖劃花了一點，幸好剛買了對新鞋，不過回到家又要聽媽媽囉唆一大堆，想起也覺得煩厭。而且想起
來，我的鞋櫃好像也滿了。
「好呀，我可以要一個大鞋櫃嗎？」他笑起來摸了我的頭一下，像是覺得我說了什麼可愛的事，但我
可是認真為我的鞋子而問的。
就這樣我們一起住已經差不多一年。

「好久沒見你了！」他還是跟以為前一樣，帶點從容的自信。他留了一面短鬚，突出了他的面部輪廓
，頭髮也長了很多，跟我在社交網站看到他的結婚相不同了。
「我看到你最近結婚了，恭喜你。」我記得相片上他太太的樣子，黑黝黝的皮膚，很瘦，是個運動型
的女生。
「謝謝，都差不多一年了。」我看了一下他的左手，仿佛有一絲希望他沒有帶婚戒，這是隻金色的婚
戒，上面什麼也沒有，很簡單的那種。
他看到我的目光停在他的婚戒，「很簡單的款式，是我太太選的，她很喜歡簡約。」我不禁失笑了一
聲，你什麼時候喜歡簡約的女孩了。
「你現在在哪裡上班？我們可以下班吃個飯？」
我承認當時沒什麼思考過就答應了，我告訴自己我們工作地點不遠，吃一頓飯並沒什麼，但也不得不



承認有一點覺得自己贏了什麼似的。
H是我讀書時期泳隊裡的好朋友，大家差不多時間加入，又經常一起練水所以熟稔了。他的外型在中
學時期的確是好看的那類，長得高大又陽光，而且他人很細心，對任何人也照顧周到。我們冬天去練
水時，他每次看到我一上水便幫我披上浴巾傳來暖水樽，是個大暖男。我跟他常常一起練水之後去吃
飯，中學時候的吃飯不過是隨便吃點什麼的，但我記憶中都是吃得很愉快。我們一起練水四年，他年
長我一歲，所以他後來為了準備大學試退出了泳隊，我們也就少見面了。十八歲那年我要去換成人身
份證，獨生女的我很獨立，也不需要家人陪伴，打算找個星期六去快快了事。那個星期五他打來，「
喂，你過了生日我還沒有跟你慶祝，你什麼時候去拿身份證，我跟你一起去。」我就說了他很細心。
「為什麼？換個身份證很簡單吧。」當時的我是有夠蠢的。
「我上年去過，要等很久的，一起去不會悶，之後可以一起吃飯。」是個約會嗎，我心想，也許只是
跟以前一樣，我們也經常一起吃飯。
就這樣我們約了星期六見面，我躺在床上想著那件是我穿得最好看的衣服，當然也是為了身份證拍張
好照片。

那天我選了一條白色綿布通花裙，我的皮膚很白皙，是遺傳自我媽媽的，媽媽年輕時很漂亮，不少男
生圍在她身邊，是她說白色穿起來皮膚會像發光一樣耀眼，所以我們都係滿衣櫃白色的。
他那天像平常一樣，一身運動裝束，但刷起了頭髮，比平時練水後的他精神多了。他看來一點也沒緊
張，自顧自說著話。
「裙子滿好看的，待會兒記得笑，不然身份證出來一面嚴肅將來去旅行會過不到關的。」他一面半認
真地說著拍照時要怎樣才笑得好看，一面陪我走到櫃檯前拍照，但他在我身邊一直看著我拍照，弄得
我一面尷尬，到現在我也常常避開給其他人看到我身份證的照片，醜死了。拍照之後到職員幫我核對
資料，他也一直在我身邊默默陪伴著我，一個這樣沉悶的活動怎會有人願意一直陪在左右。我們一起
並坐著等待職員再叫號碼，我看著他的側面，把頭靠在他的肩膀上，心想著他不知道會不會推開我，
然後他牽起我的手放在他的大腿上，我們誰也沒有說話，我心裡希望他沒聽到我像萬馬奔騰一樣的心
跳聲。接下來的晚餐我忘記了是怎樣渡過，大概是他沒放開我的手，我也沒說什麼，像大部份初次約
會一樣，沉靜得尷尬。接下來幾天我們去了看電影，吃晚飯，手拖手，我一度覺得我是戀愛了。
「星期六泳隊舊隊員有個燒烤聚會，你也一起來吧。」我們剛看完電影，整場電影我一直等著他吻我
，但他始終沒有。
我數出了幾個我們都認識的舊隊員，「好呀，反正我也很久沒見他們了。」就這樣我們的約會已再沒
進展，直到燒烤那天我才再見到他。
那天天氣很好，陽光照射在大家青澀的臉上，我們在樹蔭下起了個燒烤爐，不時有微風吹得葉子沙沙
作響。我坐到樹下一個陰涼位置，抬頭看一看他想叫他過來一面坐，但他已在我對面和另一個女孩坐
著，他的手繞著女孩的腰，女孩的頭靠在他肩膀上在說話，我看得一面疑惑。什麼回事，是我誤會了
什麼嗎？同行的一個男生把我們剛才買的可樂遞向他們，「你和你女朋友的。」那女孩接下之後就繼
續他們的對話。我看著他的雙眼，他的眼睛在說，「有什麼問題嗎？」那天之後我沒有再找他，也沒
有追問他女朋友的事，也沒告訴過任何人，就這樣過完我的中學生涯直到遇上了我現任男朋友。



她 2

尖沙咀有一間樓上咖啡店就在我公司對街，我經常午飯時間去吃個意大利麵，那裡的卡邦尼意粉尤其
出色。裡面一面落地大玻璃，正對著九龍公園，午後陽光充足，感覺特別溫暖舒適。這是一個陽光燦
爛的星期三，午飯時間我早了十分鐘出發，先在咖啡店坐下，點了杯手沖咖啡。過了五分鐘H就到了
，我看著他推門來，深灰色西裝穿在他身上格外醒神，我不禁深呼吸一下，叫自己冷靜下來。「對不
起，要你等我。」他微笑一下，坐下來。看著他深邃的臉孔，突然想不起大家為什麼沒有再聯繫，我
就這麼輕易被他吸住了。「是我早到了，午市時段會很多人。」我們各自點了一個意大利麵，果然沒
有失望，很好吃。我們吃著說著，不知道為什麼，心裡就是有一個部份甦醒了，好奇地探頭張望四周
，我沒有理會它，任由它在我心裡滋長。「婚姻生活如何？我還沒有見過你太太。」為什麼要問，我
就是好奇。「也沒怎樣，她是我上一間公司同事，下次你來我家再介紹你認識。」「哦，也沒想到你
這麼快就結婚了。」「我也沒想到，」他笑了一下，「是她想結婚，所以結了就是。」他鬆一鬆肩，
一副沒所謂的樣子。我看著眼前的意大利麵，突然有一股衝動想大笑出聲，婚姻本身還真夠脆弱。午
飯過後我們一起走回我公司樓下，這頓飯吃得很愉快，我們回憶起很多中學時一起練水的時光，一起
笑作一團，我看著他的眼睛，以前他陪我慢慢走回家的感覺都回來了，我心頭一震，這頓飯也許不應
該吃。 那份餘溫一直縈繞在心裡好幾天也沒散退，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重遇了他，閨密沒有，男朋
友也沒有。接下來幾天我們也有短訊來往，雖然都是一些飯後閒聊，但總是有一份罪惡感伴隨左右，
也許是一種報復心態，也許我從沒有放下。這是一個十月星期日午後，陽光充足，空氣瀰漫著一份懈
怠，我滑下床，套上白色寬鬆上衣，伸個懶腰走進小小開放式廚房，燒好水，放好陶瓷杯，開始煮咖
啡。看著熱水一圈一圈地沖洗著咖啡粉，咖啡香氣充滿了整個房子，感覺十分舒暢。隨手放在餐桌上
的手機振了幾下，是他的短訊。“今天有什麼做嗎？”
沒有，男朋友今日一早便去了朋友即將開業的餐廳幫忙。我放下手上的咖啡壺，拿起手機。“沒有，
才剛起床在煮咖啡。”“是嗎，有煮我的份嗎？”
換作是別人也許我會覺得噁心。“來我家煮吧。”我沒有問他太太為何不在家，甚至沒想起她，只感
覺到血液在我全身滾動著，催促我趕快梳洗更衣出發。 他的家在北角後街一個小斜坡上，一橦樓齡
二十年務實風格的私人樓，樓下保安叔叔十分盡責，問了我幾次到八樓幹嗎，叫我不知如何回應。我
站在門口停頓了幾秒，嘗試調整一下情緒，擺出一副不在乎的樣子，但當時沒人告訴我，我的慾望都
寫在面上了。我敲了一下門，他穿著一身家居服，掃一掃已梳好的頭髮接我進屋。很骨子的家，一面
白牆掛了兩副不知所以的抽象畫，精緻小吊燈發出柔和的橙黃色燈光，照著大家的臉，份外親切。我
們先問候一下，他帶我走到餐桌前，上面放了兩隻玻璃杯和一個米色復古咖啡壺。「好可愛的咖啡壺
啊。」我拿起在手上把玩著。「日本旅遊時買的。」他微笑一下，替我倒了些咖啡粉，開始沖泡。我
看著他把熱水沖下去，煙絲慢慢向上漂，加上燈光的影照，感覺很迷漫，我頓時忘了自己身在何方，
我湊上臉看著他的眼睛，他放下手上已倒了一半的咖啡壺，迎上來吻我。他抱起我進了房間，我還未
有時間環顧四周，只見床邊的櫃子一大堆保養品，他放我在床上，脫掉我的裙子，進入了我。心中有
一隻魔鬼佔領了我，感覺熱血沸騰，我覺得我終於贏了這場比賽，像是以前游水比賽手到岸邊的一刻
，有歡呼聲伴隨。冷卻了的兩杯咖啡一直放在餐桌上，始終沒有喝掉。



她 3

傍晚五時，日落黄昏把我回家的身影拉長，拖著沉重的影子，仿佛走了一輩子還未到家，人們說歡呼
過後的失望，那怕就是這樣。我知道，是我不對，我知道。一開家門，K便迎上來，我還未來得及整
理臉容，眉頭深鎖。「怎樣了，苦瓜臉？」K接下我手上的手袋掛在牆上。「沒什麼，走了很久，累
了。」我真的是累了，罪疚感一湧而上。「整天去了哪裡？回來也不見你。」他的語氣從容，也沒一
點懷疑。「吃午飯之後隨便走走吧了。」我脫下鞋子走進浴室，關上門，打開花灑，坐在馬桶上大哭
一場。H，一個曾經得不到的人；K，一個總是守候身邊的人。為什麼愛情裡總是沒有完滿結局。我
閉上眼又感覺到他的手輕撫我臉，他刺熱的吻，激情的呻吟聲。得到他的快感遠遠超越了我的理智，
人生就是建立在無數的決擇上，此時的我選擇了把他留在掌心。我關掉花灑穿上睡裙，準備躺在沙發
上發呆。手邊的電話振動了幾下，是他。沒想到他這樣快又找我，婚姻生活大概是很苦悶吧，他約我
明天一起吃午餐。我沒有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但心裡暗笑，我也終於被看見了。那晚才剛放下手機，
K便靠過來索吻，他一手放在我腰間，一手滑上了我胸部，我把腳微微張開，頭向後躺，看到天花上
的一條裂痕，之前一直沒有發現過，也許所有愛情也一樣，用心留意就會發現其實沒想像中堅韌，一
個不留神裂痕就出現了。 隔日早晨一踏進辦公室劉太便叫著我，我急忙放下手袋小步跑向她的辦公
室，心想，難道她叫我買咖啡我忘記了，幹。我一進門，劉太便走過來關掉我身後的門，一定沒好事
，難道我做錯什麼了。她坐回坐位，打開手提電腦轉向我，一段影片開始播放，似是從窗外拍進去，
有個男人坐在辦公桌後，大腳上坐著一個身體在扭動的裸女。影片沒有聲音，但大家都聽得出該是什
麼聲音，我側起頭注視著那男主角，噢，是劉生。該怎樣反應，我看向劉太，她蓋上電腦說，「是他
新來的實習生，才剛實習了兩星期。」我沒有答話，根本不知道該說什麼好。我做了劉太的秘書三年
，交情不錯，她是個開通的上司，除了公事我們有時候也會閒聊一下私事，但沒想到她會把這樣一個
醜聞告訴我，我想她是很需要一個聆聽對象。她自顧自說下去，「看似已經流傳了一段時間，我想他
公司很多同事都看過，他沒想到最後會傳到給我吧。」她輕輕笑一下。「對不起，劉生平時好像也對
你不錯，沒想到…」劉生平時的確對劉太不錯，很多時間也會來接她收工，情人節也會送花來，大家
都覺得劉太是個幸福人妻。也許看似最忠貞不渝的人，就是最會裝的人。「傻妹，男人平時對你好，
不代表不喜歡投懷送抱的年輕妹妹。」她拿起手邊的咖啡，呻了一口，她沒有叫我買咖啡，我沒忘記
，好彩，我心想。「那你打算識破他嗎？」我問。我想起了H，下午還應約跟他吃飯。若是K，他會
識破我嗎。「不會，」劉太回應，「打給張律師，問問他今日有沒有空跟我見面，討論一下離婚細節
怎樣安排。」「不，」我忍不住叫了一聲，「這樣快就說離婚，也許他只是一時情迷意亂，你跟他談
談我想他立刻便向你應錯。」「我不是現在才知道他有女人，這個女孩當然也不是第一次，只是之前
沒有其他人知道，我半閉著眼就算，現在什麼人也看過這段影片，我想裝不知道也不行了。」她嘆了
一口氣，然後開始說。



她 4

一九九八年的一個夏季， ，  ，那時候還未是劉太也還未是經天氣炎熱潮濕  下午氣溫經常升逾31度 
理的嘉玲，只是一個市場助理。嘉玲的家境不是特別好，父親是的士司機，母親是超級市場收銀，但

市場學系，是全家的光榮。畢業後她未有隨同學們到馬來西她是個天資聰敏的女孩，能夠考入中大的
亞旅行，反而立刻積極找工作，不消一個月時間，已獲一家美國玩具公司聘請。山羊座的積極勤奮性
格，令 一個嘉玲深受上司喜愛，但她的冷漠寡言，令她與同事之間築起隔膜，甚少人主動接近。 氣溫
將達31度的中午，嘉玲剛完成手邊的工作準備外出午飯，一個西裝骨骨的男人與她並排一起等電梯
。他外表討好，衣著整齊講究，看上去像三十歲左右，殘留的一點鬚根帶點反叛的味道。「新來的？

銷」他看向嘉玲點一點頭。「你好，我是嘉玲，新來的市場助理，王經理組的。」嘉玲好像認出他是
售組的。「一個人吃飯？」  從那天起嘉玲點點頭。「一起吃吧。」她又再點了點頭一起走入電梯。
，他們幾乎天天一起吃飯，對於子樑，嘉玲先是崇拜，後是迷戀。初出茅廬的嘉玲，仰慕比她能幹的
子樑，因為他總是有她不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訴她，指導她。嘉玲當然也不是笨蛋，雖然子樑對未婚妻
隻字不提，但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只是誰也沒有開口說出來。性格冷漠加上愈傳愈烘的戀情，令嘉玲
生活裡幾乎只有工作和子樑，沒有朋友，缺少任何一樣也她也活不下去，要成為第三者她也不在乎，
子樑對她很好，對她家人也好，每次到嘉玲家吃飯也逗得她媽媽笑呵呵，對於媽媽追問婚期，他倆每
次都異口同聲回應即將結婚。那他未婚妻消失了嗎？當然沒有，結婚將至的是他們，這一年裡嘉玲看
著子樑訂酒席，拍婚照，印喜帖，在她身邊忙得頭轉轉。她滿喜歡自己的位置，她不需要擁有全個子

那樑，她有她的工作，她也沒有破壞子樑和未婚妻的關係，直至有一天，子樑未婚妻出現在她眼前。
天吃午飯回來，他們已經不再在乎辦公室之間的流言蜚語，反正他們在自己工作上也表現出色，這樣
已經足夠。嘉玲走回坐位，正要脫下外套，有個女人走到她面前，掌了她一耳光，啪一聲，全公司的
人轉個頭來，看到紅了一邊臉的嘉玲錯愕地抬起頭，輕輕說了一句，「對不起。」然後便了出公司大
門。那天之後嘉玲辭了職，躲在房間整整一星期沒有出來，她怎會沒料到有這一天，她當然有，但真
真實實地發生令她覺得顏面全無。這一星期她都沒有找子樑，應該完結了吧，做了一年多的第三者，
也夠了吧，她沒想過子樑最後會選她。他帶著一束鮮花，一個生果籃來到嘉玲家，媽媽以為嘉玲整天
躲在房間哭是因為他們分手了，現在看到子樑，她笑得合不攏嘴，連忙叫嘉玲快出來。子樑在她媽媽
面前坦白來龍去脈，告訴嘉玲他已經和未婚妻分手，以後嘉玲就是他女朋友了。嘉玲當時腦袋一片空
白，反而她媽媽一邊在旁替她答應，她告訴嘉玲，女人最重要是婚姻，嫁頭好人家，將來衣食無憂，
子樑工作出色，有前途，可以養起她。嘉玲多年來一直很在意媽媽這樣看她，她憑自己努力考入中大
，大家都覺得她是全家的光榮，但此時媽媽卻覺得她甘於一輩子靠別人養。嘉玲還是回到子樑身邊，
他們拍拖五年後因為有了孩子，最後決定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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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坐位之後我還驚魂未定，劉太被掌摑的畫面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我看著辦公桌上我和K的合照
，第三者獲勝了，必定是真愛吧。掛上張律師電話之後我準備出發跟H午餐，並嘗試把今天早上的一
切忘記。H相約我在一條後街的小巷等，小巷的路又濕又窄，他說這樣不會被看見，我被他牽著走了
十分鐘，我自己也不知道轉進那條街道，一停下來，眼前是間很小的日本餐廳。這是一間已有一段年
月的老餐廳，餐廳老闆是個上了年紀的太太和她中年禿頭的兒子。餐廳牆上掛滿日本昭和時代的海報
，碗碟也是昭和初期的美濃燒，十分精緻，天花上掛了兩盞日本琺瑯吊燈，四周昏暗，難怪H要帶我
來這間餐廳。老闆娘彷彿一眼便看穿我們，安排了一個幽靜的角落給我們。H問我要不要飲點酒，我
當然不應該在中午時分喝酒，還有很多事也不應該在午飯時候做的，例如兩杯清酒下肚後便倘若進入
無人之境，在餐廳裡依偎親吻，讓他的手在我裙下自由進出，又例如他在後巷把我的身體壓在牆上時
也沒反抗，我閉上眼睛，任由自己忘掉身在何方。二點二十四分，我在午後猛烈陽光下急步跑回公司
，回到位置時，發現劉太已離開，門已關上燈已熄掉。雖然她看上去像沒事發生，但我想她心還是隱
隱作痛，背負著第三者的罪名，一直在他身邊渡過了二十多個年頭，最後還是敗給一班賣青春的小妹
妹。若說愛情裡沒輸贏，未免看得愛情太純真，真正嘗過愛情的人才能輕易談論輸贏。劉太現在看來
不僅輸了愛情，還有家庭、青春年華、名譽也輸得一敗塗地，我或許明天開始應該改稱她Celia。我
看著的工作在發呆，一邊想著劉太，一邊想著剛和H的午飯時光，想得我一臉熱騰騰，後面的男同事
Ken突然伸個頭來我耳邊。「你的耳朵紅成這樣，你也看了？」他一臉得意洋洋，好像看穿了什麼似
的。我被他從思緒中叫醒了，還未回個神來，「看什麼？」「劉生大戰淫殘女秘書呀！」他壓低了聲
音但說得興奮。我反了個白眼，「那個不是秘書。」「所以你看了！我就知道你一定看了，是誰來的
？」Ken是我的同事裡最要好的，起初有些古板同事歧視他是同性戀，所以他都是自己一個，後來我
知道了反而更想和他交朋友，gay friends are the
best，他們了解女生又懂衣著打扮，必要時又可以充當護花，我最愛他了。「實習生，才剛實習了
兩星期。」「不是吧，十八歲卜卜野那種。」他誇張地瞪大眼，惹得我忍不住笑。「不要再說了，劉
太已經夠慘，現在還鬧離婚。」「不是我說，是全公司也在說，不知道是誰最先把影片放出來，真陰
毒。」「怪不得劉太中午便走了，明明張律師明天才有空。」「我支持劉太，這樣的老公留在身邊幹
什麼。」但事實上很多人發現另一半外遇最後也選擇原諒對方，繼續扮演幸福夫婦，也許是不想面對
現實，沒勇氣接受對方已不愛你，也許是以為時間真的可以洗清過去的痛楚，但有沒有可能只是因為
愛？



她 6

那天我回到家，打開大門，四周漆黑一片，K還未回來，我記不起他說今天是通宵班還是晚一點會回
來，他的事我已經沒以前那麼上心，一個心同時放進兩個人原來滿累的。我坐在浴缸邊放水準備浸浴
，今天的事讓我累透了，我聽著水流聲發呆，然後緩緩地脫下衣服跨進去，蒸氣慢慢向上飄散，溫暖
著我全身，我放下心情把頭靠後，鏡子上的蒸氣有個畫痕，兩個扣在一起的心心圖案，一定是K，那
個傻瓜平時不見得有半份浪漫，卻傻傻的畫上兩個蒸氣心心，我笑了一聲，心情好起來，泡在暖水中
想著K的體貼，激情不能陪伴你過世，相處的自在才能像浸浴一樣，溫暖心靈。洗走了今天的煩躁，
我急不及待要告訴K今天劉太在公司發生的慘劇，我發了個訊息給他，因為他上班的時候通常也不接
電話，這也沒關係，我們也不是常常通電話那種，公司坐在右邊的子玲每天午飯時間也打電話給她老
公，每天也說著同樣的話，不外乎就是買了什麼外賣和當天工作忙不忙，有些同事說她們結婚三年有
多，還甜蜜得像新婚，我倒覺得挺煩的，兩個人在一起也總得有點私人時間，時時刻刻在關注對方不
累嗎，或許我真的不懂愛情，我沒有見過子玲老公，也許他就是一看到老婆便忍不住心心眼那種。K
回了我一個訊息，說今晚要凌晨才會回來，我走去看看房間門後掛著的月曆，十月八日，上面明明寫
著收三點，也好，我可以自己一人靜靜地喝杯紅酒，看集《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睜開眼睛看了
一下右手邊，K還睡得很沉，我輕輕把雙腳放下床想了一下，昨晚沒有聽到他什麼時候回來，一定是
很晚了，這陣子他多了上夜班，一星期有幾天很晚才回來，沒有機會跟他說上半句話便睡著了，早上
起來他就是現在這樣，呼呼大睡。同居的頭幾個月，我們差不多每天也一起上床睡覺，大家躺臥床上
總有說不完的話題，說得累到眼睛也睜不開，便抱著一起睡。這一年來，是有什麼開始改變了，我很
想知道其他情侶同居多久以後也把話說光，躺在一起再說不出什麼來，他背向著我，不消幾分鐘，便
傳來鼻鼾聲。出門之前，我站在床邊端視著K，暗自納悶，為什麼他昨天這麼晚才回家，但我自問沒
有這個資格，一個昨天才跟念念不忘的中學情人睡過的人，懷疑個屁，我也沒有心情再想下去，今天
回到公司又要應付劉太離婚的事情，我打開鞋櫃，花了五分鐘從六雙平底鞋中選了紅色絨面那雙，匆
匆出門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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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a是我的女朋友，我從中學開始便喜歡她，但她當時沒有看過我一眼，甚至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
，直到上大學之後，一次中學聚會她才開始留意到我。我自問是一個細心周到的男朋友，由讀書到畢
業踏入社會我也在Vala身邊支持她，我是個平凡竟傳統的男人，結婚組織家庭、生小孩是我畢業後
一直想做的事，也許因為我在單親家庭長大，整個童年也缺乏了母愛，所以我更希望有個完整家庭。
我一直視Vala為結婚對象，她是個率直爽朗的女孩，我就是看上她這種自然不做作的性格，相處起
來舒服自在，只是她有個自己沒察覺的缺點─把所有情感都寫在臉上。那時候我剛考上海關─是Vala
幫我報考的，畢業之後我在一家貿易公司做船務工作，雖然工作穩定準時下班，但人工微薄，Vala
說政府工可以排宿舍，也對，在香港所有人也要面對土地問題，於是短短做了二年船務我便轉投海關
。我知道，是我心急，當海關才三個月我便想求婚，那天吃飯後陪她逛街，她特別喜歡買鞋，一雙腳
卻有二、三十對鞋，她買了雙紅色鞋子，心情大好，於是我藉故問她有沒有考慮我們的將來，「將來
什麼？」她反問我，我看著她皺著眉頭，她的臉就是寫著“你千萬不要求婚”，壓抑著心裡的失望，
我可以聽見自己帶著懷疑的口吻說，「我是說我們可以搬出來住，這樣我輪班工作回家也可以見到大
家。」她低下頭，大家陷入沉默，我心裡快急得爆炸，她抬起頭說，「好呀，我可以要一個大鞋櫃嗎
？」沒想到她這樣快便答應，不知道她是想到我們還是想到她的鞋子。「先生，你的毛衣反了。」有
個女生拍了拍我肩膀，她站在我後面也是在等巴士，我看了看身上的毛衣，白痴，果然是穿反了。「
謝謝。」我尷尬地笑一下，放下背包把毛衣脫掉。「我在這巴士站見過你。」她笑著說。我看向她，
噢，我也認出她，其他空姐都喜歡穿著那套紅色制服下班，唯獨是她每次也放下頭髮換了衣服。「是
嗎，我沒留意。」我笑了一下，前幾天我好像也見過她，拖著空姐的黑色小行李喼，卻換了件牛仔褲
。這是在機場工作的福利，每天看著一個個空姐空少走來走去，令人賞心悅目，工作也熱情點。當初
被編配到機場更Vala不太高興，說路程遠車費貴，但我也沒辦法，想說是她要我當海關的，但我當
然不敢說出口，免得她整天黑口黑面。「起初覺得很面善，但說不出在哪裡見過，撞見幾次就發現原
來是因為你脫下了制服。」她仍然是笑著說，放下頭髮的她一頭直髮長至胸前，我不好意思眼睛停在
她胸口，緊身針織衫把她的身段表露無違。「你也沒有穿空姐制服，每次見你也換了便服。」我說。
「剛剛不是說沒見過我嗎，捕到你了。」她笑得眼睛瞇著，拍了一下我的手臂，「我是安娜。」「我
是K。」就這樣我有Vala，也有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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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我不愛Vala，我當然愛，同居的頭幾個月的確是甜蜜的，一起為我們的家添置傢俱，每天都
有說不完的話題，擁抱對方入睡，不能否認這是我想要的，直至有一天，屢屢聽到她說我沒有把杯子
放回杯櫃、吃飯後沒有把餐桌抹乾、沒有把她煮的湯喝完，她絮絮叨叨地說著，我坐在沙發上放空，
腦袋裡出現了安娜笑瞇瞇的雙眼，猛然想起我沒有她電話號碼，明天還能見到她嗎，我心裡掀起了一
小陣漣漪。「有在聽我說話嗎？
」Vala的臉湊上來，瞪著一臉茫然的我。「我說你剛剛回來為什麼沒有買明天的早餐給我？」我看
著眼前的她，一個我從中學已經喜歡的女生，一個曾經令我朝思暮想的人，現在靠在我懷裡我卻想把
她推開。「我忘了。」全程巴士我一直和安娜聊天，完全沒想起Vala叫我做什麼。「我已經在短訊
提了你，明天我沒早餐吃了。」她扁著嘴，把臉轉開。她跟我剛認識的時候還是一樣漂亮，皮膚白皙
，一頭曲髮，她還是一樣吸引人，身材還是一樣好，只是每次我看著她時，總是聽到她抱怨連連，於
是我又閉上嘴，把想說的話吞回去。等了一星期也沒再撞上安娜，我應該把她忘掉，遇上了一次之後
沒再見的人多的是，畢竟，人生之中大多數的關係不都像這樣嗎。十月的天氣已經傳來一陣陣寒意，
我拉起衣領加緊腳步要趕上下一班通霄巴士回家。隱約之間，我看到一把長直髮，一股冷風把它吹起
，是她，我心跳不止，一陣暖意湧上臉頰，她轉個頭來向我揮手。「又遇到你了。」她的臉也吹得紅
紅的。「上星期不見你，飛了哪裡。」這次我誓要拿到她電話號碼。「飛了台灣幾天，剛剛回來，給
你。」她從手袋拿出一個天燈鎖匙扣，這個年代還送鎖匙扣其實挺老土的，但我還是笑著收下。「等
了幾天也不見你，下次你要飛可以發短訊給我。」成功交換電話，yes！「好呀，我兩天後飛日本。
」「你明天放假？我也是噢，要不要一起吃飯？」「好呀。」巴士來了，她沒有再說話，但她靠在我
肩上睡著了。「明天中午我要去呀俊的餐廳幫手，你自己吃午飯吧。」我試著說得比較輕鬆，不帶一
點猶豫。「還未可以開業嗎，上次不是已經差不多準備好？」Vala沒有看向我，只是低著頭看手機
，這陣子她好像經常看手機，每次也說是她同事Ken。「還未，我想大概多一星期才可以開張。」「
好吧，反正我也想待在家。」那天我睡前一直跟安娜聊天，關燈後我把電話放在床邊，任由輻射在我
頭上打轉。我轉頭望向Vala，她的臉被電話的藍光照得藍藍紫紫，兩隻手飛快地在螢幕上跳動，夜
深時分，她究竟在跟誰說話？今天是星期日，街道上的人比平常多，大家都急著在週末去幾間收藏已
久的咖啡店，所以無論到哪裡都是擠滿人，一對對在咖啡店門前拍照的情侶和吵吵鬧鬧的少女們。我
躲開在門前靠著門框拍照的兩個少女，一個還半蹲在地上，推門走進咖啡店，在最入面一個靠牆的位
置坐下，我早到了十分鐘。還未來得及先點杯咖啡，安娜便來到，米色修身針織衫，茶色迷你短裙配
上及膝長靴，一頭長直髮在胸前飄散，我難以掩飾興奮的情緒，傻頭傻腦的笑起來。「你今天很漂亮
。」「真懂哄女孩，你常常對女孩子說嗎？」「哈哈，不是，只對你一個。」說出來我也有點被自己
嚇倒，很久沒有對女孩子這樣說話。她送上一個大大的微笑，用食指點了我鼻頭一下，這種親暱的表
現使我心跳冒汗，年輕時拍拖的甜蜜片段洶湧而上，回憶中的美好使我感覺年輕了十歲。眼前的她像
幻影一樣，我想用手捉緊她，忘記所有現實的煩惱，所有道德的束縛，只想用盡全力去吻她。太陽就
快下山，秋天的黃昏跑得特別快，在路上我一直回味著她柔軟的雙唇，擁抱著她纖腰的溫暖，我愈走
愈快，試著使腦袋清醒一下才回家，我停在路邊使勁喘氣，感覺自己活過來了。打開門前，我差不多
愉快得不自覺吹起口哨，好在我沒徹底的瘋掉，馬上擺出一面疲倦的樣子，還在專注上演我的內心戲
，房子竟然一片漆黑，Vala不在。我從雪櫃拿出一罐可樂，大口喝下。她不是說今天想留在家嗎，
我想著。我伸伸懶腰，在沙發上安靜地坐著，難得這麼一次有一點獨處的時間。接著便聽到開門聲，
我迎上前看到Vala沉著面，有種說不出但熟悉的感覺。「怎樣了，苦瓜臉？」「沒什麼，走了很久
，累了。」「整天去了哪裡？回來也不見你。」。「吃午飯之後隨便走走吧了。」有點不對勁，是她
知道我沒去呀俊的餐廳，還是我又做錯了什麼沒察覺到。她說著走進浴室，關上門，響起花灑的水聲
，我靠在門前，思索著我和Vala的愛情，每個甜蜜的片段、青澀的我們，這些年來一起渡過的每個
秋天，那個走進我生命中，陪伴我跌跌碰碰的人，隱隱約約之間，好像聽到她的哭泣聲，我心頭一緊
，很想抱她在懷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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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走進屋時，我下意識地用謹慎的目光左右掃過走廊，然後輕輕地把門關上。把燈打開那一刻，我
知道自己已經不能自拔，心裡明白，有一天我將後悔這一切。「我喜歡你沙發這個顏色，很優雅。」
這是一個淡紅色，Vala走遍大大小小的傢俬店才找到合她心水的。「要喝咖啡嗎？」我打開櫃子，
試著把咖啡壺找出來，但我很小進廚房，平日都是Vala下廚，我連雞蛋也會煎得焦黑。「不用找了
，來沙發上坐吧。」我走過去，傾聽著心裡的渴望和內心的掙扎，她拉起我的上衣，嘴唇在我肚皮上
遊走，雙手滑進我的褲子裡，我沒有絲毫思考的空間，一種歡樂、興奮、灼熱的感覺流過我全身上下
，臉孔因激動而扭曲起來，她抬起頭，滿意地揚起嘴角。隨後我們相擁在浴缸中，我的雙手在她如絲
質般光滑的肌膚上，頭靠在她纖瘦的背上。「水會不會很熱？」她的頭髮散發著一種蜜糖的甜味。「
不會，我很喜歡浸浴，但家裡沒浴缸。」「想浸浴的時候便來我家。」「你想騙我給裸體你看。」她
笑著躺下在我臂內，我不知道她什麼吸引我，我甚至不能肯定我會愛她，但此刻我忘掉了一切現實中
的苦，只感受到兩個胴體之間的溫暖。水變涼了，她站起來，走到鏡子前用蒸汽畫了兩個扣在一起的
心心圖案，我倆傻傻的哈哈大笑，記不起上一次為這麼無聊的事大笑是什麼時候。佐敦吳松街的牛屋
餐廳創立於上世紀70年代，一派老氣西餐廳的裝修，這裡的酥皮湯格外出色，毫不吝嗇厚厚的酥皮
，爽脆的口感，令我一試愛上，加上在這樣的小巷中，不易撞到熟人，地點一流，只是Vala一向不
喜歡這裡座位較為窄狹，所以我也很久沒有來吃飯。一坐下，我便急不及待點了焗酥皮羅宋湯、香煎
牛仔骨，還要了瓶紅酒。我向安娜問道：「你也喝點酒吧？」她點了西冷扒配薯蓉，我拿起酒杯為她
倒了半杯。「這個地方很不錯，你常來嗎？」她一面小口地啜飲，一面把目光掃過四周。「以前常來
，最近已很小。」「為什麼？」「沒有為什麼。」我歪歪頭說，不想說出真相因為沒有說過我有女朋
友這件事，也沒談及過Vala，但她在我家應該已經察覺到吧，畢竟，浴室裡滿櫃子也是護膚品。我
們沉默了一會兒，侍應生把我們的湯碗收走，送上熱騰騰的牛仔骨和西冷扒。「別誤會，我不是說我
刻意隱瞞什麼，只是我很喜歡你，我無法假象我沒認識了你。」「我知道，我也知道你不會為了我拋
棄你女朋友。」我不知道可以回應她什麼，我的確是喜歡她，她是一個竟可愛又聰明的女孩，但從大
學開始Vala已在我生命中，我無法想像沒有她的生活。「我前男朋友也背著我出軌，他也沒有離開
我，是我離開了他。」她送了一口牛肉進嘴巴，說得一臉從容。我當下沒有思索她的意思，只覺得已
擁有想要的一切，一個我知道總會等我回家的人，和一個讓我不想回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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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個機會到澳洲工作，我自薦了，上司也贊成我去，是個很好的機會。」他拿起眼前的酒杯喝
了一口。「澳洲？這麼遠。」我停下了手上本來想捲起的意粉看著H，我們才剛開始了幾個月，他竟
然說要走。「你可以來呀。」「你是要我每月請幾天假飛過來看你？」我放下手上的刀叉，有一點憤
怒湧上心頭。「不是，我是說我希望你跟我去澳洲。」你看著我的眼睛，手輕輕地撫摸著我手背。「
什麼？那我的工作呢？我到澳洲做什麼？」「什麼也不用做，做我的女人就夠了。」「我到澳洲要怎
樣養活自己？」「我養你就可以了。」這真是個很大方的邀請，聽得我心也融化了，有那麼一刻的時
間我真的被這幻想打動了，但告訴自己要理智一點，我有想過要和他真的在一起嗎？「別開玩笑了，
你怎樣養得起我。」「我是認真的，你可以跟我一起住在的宿舍，而且我到了那邊人工會更高。」「
那…你要離婚嗎？」好不容易說出口，不知為什麼又覺得有一絲興奮。「我沒有說過要離婚。」他一
臉愕然，好像我說了什麼奇怪的事。「那你老婆也在，你又怎樣可以要我跟你一起去？」我有一點煩
躁，怎麼說他也是不會離開你老婆，那為什麼要說得好像真心要跟我在一起呢？「她是空姐，她不會
去，頂多也是飛澳洲的時候來探我。」「所以跟我一起這麼久你也沒想過要離婚？」我忍不住大聲地
問了一句，說出來之後又感到後悔，不想顯得自己這樣卑微。「我為什麼要離婚這樣麻煩，你也不是
跟你男朋友一起嗎？」不用說這晚我們就是這樣不歡而散，他也沒有吻我一下便買單走了，我一個人
坐著，把他沒有喝完的紅酒都喝光，也許我應該答應跟他一起到澳洲，也許是時候放過K了。 某年二
月，我和K到了日本輕井澤，那一晚我們在一間賣木製品的店舖，我拿著剛剛買的兩雙木筷子走出來
，外面突然下起雪來，冷風狠狠地打在我們的臉上，我們加快腳步，跑進一間小小的蕎麥麵店。那間
店經過年月的洗刷，已然十分殘舊，全木的裝修，一陣木和草蓆的香味，經營了幾十年的是一對老夫
婦，丈夫在廚房裡默默工作，老太太在店面招呼我們。坐在暖氣草蓆上，暖意立刻運行全身，加上老
太太送來的熱茶，喝下去，感覺格外溫暖。不消半小時，我們已經把熱騰騰的蕎麥麵吞下肚，感覺好
幸福。把頭靠在K的肩膀上，看著一對老夫婦的背景，我輕輕地問了一句，「我們老了也會像這樣嗎
？」K牽了我的手一下說，「我不懂煮蕎麥麵，我們賣公仔麵吧。」然後我們擁著大笑一番，我笑他
不懂浪漫，他笑說平淡生活就是一種浪漫。我看著他的側面，有那麼一刻感覺我正在經歷人生中其中
一個最浪漫的時刻。然而今天坐在沙發上，看著剛進家門的K，卻怎麼也找不回那天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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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下午，我和H坐著搖搖晃晃的船來了坪洲。我一直說想來坪洲卻一之也沒來過，他說離開之前
一定會跟我去一次，他總算兌現承諾了。我穿了件白色大衣，冬天剛過，春季將至，但天氣還是乍暖
還寒，H拉起我的手，我跌進他的懷裡。「你知道，如果你不想談到我太太，我們可以以後也不談起
她。」我笑了一下。「那我們呢？我們是怎樣解釋？」「你喜歡怎樣說便怎樣說。」我們沿昔海邊一
直走，到了碼頭的盡頭，他在我背後輕輕的吻著我後頸，比起什麼時候也更溫柔，但我感覺像個傻瓜
，傻得把一個已婚男人的話聽進去。「你那時候一直也有女朋友嗎？」海邊的冷風不斷焦情地打在我
臉上，好像我做了什麼傻事，要送我兩巴掌。「什麼時候？」他一面錯愕的樣子，令我有點不好意思
。「中學的時候，我們一起去看電影吃飯，但之後你卻帶著女朋友來燒烤。」「那麼久的事，還有什
麼好說的。」「你是背著她帶我去玩嗎？」一陣沉默。「不是，我第一次跟你出去的時候還未認識她
，我是自己練水的時候在泳池認識她的，她問我可不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就是這樣。」「所以你選了
她，沒有選我。」「我沒有選誰，是你之後避開我，所以沒才再找你。」「你明明是牽著我到處走的
，但卻交了個女朋友也沒說一句，我當然是避開你。」「不然你想我怎樣？」「我想你跟你老婆離婚
，然後我們一起去澳洲。」我差一點點便可以說是大喊出來，我想特意坐船來坪洲，還未看到它的美
景便開始吵架哭鬧的人不多吧。我強迫自己恢復平靜，免得最後要獨自一個坐船回家。「你竟然這樣
愛她，那我是什麼？」「這個重要嗎？」 那晚我躺在床上，又是獨自一人，十分清靜。聽著街上的
隱約的車聲，我第一個想起的是劉太。從 搶走了男人，贏了這場三角賽，婚也結了那麼多未婚妻手上
年，最後還是敗在幼嫩的胸部上，狗改不了吃屎。過去幾年來，只要遇上什麼不如意的事，我唯一的
慰藉就是靠在K的大腳上，等著他用溫柔的手安撫我，如今的我要對誰說出心中的煩瑣。沒了他我活
不了，還是沒了他我活得更好？ 隔天早晨，我我輕手輕腳地下床，以免弄醒了剛睡著的K。有時候，
關懷和照顧會變成一個習慣了，或是一個存在的證據，這樣失去的時候便懂得嘆息曾經擁有的幸福。
H傳來的短訊，他道歉了，真令人意外，他也是這樣跟他老婆道歉的嗎？“明天中午吃飯好嗎？”吃
飯，當然也包括把唇送著我的唇，把手放進我的裙子裡。我對他的迷戀是因為我從小便愛上他，還是
我從沒有得到過他？愛情和吃辣一樣，愈辣愈想吃，最後吃得滿頭大汗，儀態盡失，回家還要在廁所
待上一個晚上。我打開衣櫃，把我最好的裙子全都拿出來一件一件的試穿了一遍，然後把它們整齊地
摺好。



他，她

她走了。什麼也沒說一句，只有一張字條在餐桌上，三個字，「對不起」。她的衣櫃、她的梳妝台、
她的鞋櫃，我都翻過，沒留下什麼有用的痕跡。我想了又想，回看這十年的時光，沒有什麼不對，沒
有什麼不妥。我們沒有像其他情侶這樣，經常吵架吵我不可開交；也沒有像其他情侶那樣，久不久又
鬧分手。我不明白，這是為什麼呢，為什麼她沒跟我先大吵一場，為什麼她沒有先跟我冷戰幾天，為
什麼她沒有先威脅我一下要不就分手。她發現了安娜嗎？是因為安娜？我打開了一瓶我們一直留著慶
祝時才喝的白酒，日本的甲州“神之水滴”，這是我們幾年前到山梨縣看富士山的時候買，放了幾年
，一直找不到理由把它喝掉，想不到最後竟然是我自己一個在喝。我想告訴她那天然的果香甜味她一
定會喜歡，但好電話打不通，像在逃避我。下午的陽光特別熾熱，照在我滿面油光的臉頰上，我醒過
來，雙眼紅腫，跌跌碰碰的走進浴室，用冷水拍打在面上。電話響起來，我衝出浴室，差點滑倒在地
上，只是安娜。「喂，K，今天放假嗎？」「嗯，是啊。」「女朋友在家嗎？可以過來找你嗎？」「
今天不行，我遲點再找你。」我沒有再找她，從此沒有。 - 我走了。收拾好行李箱，寫好字條，放
底鎖匙，帶著我最愛的幾條裙子和一堆懊悔，關上門離開了這個我們住了一年多的屋子。我在門前楞
了一陣子，最後還是離開了。十小時後，下機一刻雙肩突如其來一陣輕鬆，終於可以放下香港的一切
煩惱，呼吸著澳洲大自然帶來的舒暢。威廉斯鎮是墨爾本近郊的一個小鎮，之前在網上認識了一對香
港老夫婦，在那邊開了一間麵包店，於是我結束香港朝9晚8的生涯，在郊區小鎮賣起麵包來。初到
埗的一星期，和H在坪洲的對話不斷在我耳邊重播；和K的每個相愛的細節也像電影那樣在我腦海裡
每天重演，空氣中的麵包香味試圖把我的悲哀洗掉，把過去埋葬在一個個麵團裡。兩個月後，我在社
交媒體上看到H宣佈太太懷孕了，看來他的婚姻加上一點距離才美好，我以為我會心有不甘然後大哭
一場，但我沒有，看著相中擁抱著太太的他，我發現原來我從沒有愛過他，我喜歡他，喜歡和他追追
逐逐，喜歡跟他偷偷摸摸，但不是愛，我甚至為了自己的幼稚行為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一星期後，劉
太來了威廉斯鎮探望我。她離婚後跟著上了大學的兒子來了澳洲，她果然是我的偶像，才來了半年已
經認識了一大堆朋友，又上陶瓷班、又上烤焙班，還交了個外籍男朋友。她接過我手上的吐司，看著
我問，「Vala，要不要跟我一起來上陶瓷班，我介紹幾個朋友的兒子給你認識？」「不用了，我自
己一個很好。」她好像沒有聽進去，繼續說，「我男朋友也有兩個兒子，一個離了婚，要不要一起吃
飯看看怎樣？」我笑了一下，很感謝劉太對我的關心已經超越了上司的關係，令我很感動。「真的不
用了，我才分手半年多。你也剛離婚，這麼快便交男朋友，你不怕嗎？」她笑一笑，好像我問了個蠢
問題，「怕什麼？女人天生就是喜歡拍拖。」「你不怕像劉生這樣的事…」我不好意思再說下去，但
她卻面不改容，好像我只是問她今天天氣一樣從容。「愛情沒什麼好怕的，沒有人可以不靠愛活下去
，就算最冷漠的人也有她所在乎的人。過往我的婚姻裡都是虛情假意，我不再需要婚姻，但我需要愛
。這個找不到可以再找別個，反正人生本來就是無聊得很，除非你替它找點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