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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17日
我受夠了.....不寫些甚麼的話，我大概會瘋掉。
最討厭在圖書館的書上亂劃的人了，但在家裡寫的話，鐵定會被發現。
甚麼「爸爸」，「媽媽」的，都是人渣。待在孤兒院比這邊好一萬倍。
他們說只要我乖乖聽話，將來會讓我在政府工作，還有許多許多的錢。
但沒有說這惡夢甚麼時候結束呀。

2025年2月6日
發佈了期考的成績。不出所料，考的像垃圾一樣。
「爸爸」說他們喜歡品學兼優的孩子。去死吧，關我屁事。
用在那邊得到的錢買了一堆畫具，幾乎把店內的存貨都掃光了。
畫畫挺有趣的。寫字的話，他們會很在意我寫了甚麼，甚至把東西帶到那邊給那些人渣看。他們一邊
看，一邊向我大笑。
好討厭這樣。

2025年5月18日
我住的是舊式公屋。大約一年前吧，我站在樓梯間，凝望遠方，望了很久以後，才終於下定決心。正
想爬上石欄時，一個和我年齡相約的男孩推開防煙門，出了神般看著我，令我不得不轉身逃跑。
要不是當時被發現的話，我早就跳了下去......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卻再沒有勇氣。
或許我已經習慣了。很犯賤吧。
「爸爸」說，如果我真的那麼討厭這檔事的話，早就自殺了。他把我推到床上。我想他也說得有道理
。
工作的頻率，由一星期一次變成一個月兩三次，大概是玩厭了吧。頻率沒最初那麼多，稍微變得可以
忍受了。
他們說，十六歲以後，這樣的惡夢就會結束了......因為他們喜歡年輕的小女孩。
撐著就過去了——我是這樣告訴自己的。
儘管如此，還是很討厭。

2025年8月10日
換了工作的對象。幾乎每天都要去。每次都塞給我許多錢。
很難想像世上有這麼肥的人。壓上來的時候幾乎不能呼吸。
很累。

2025年11月25日
成績差的幾乎不能升級，但竟然低空掠過，順利升班。
「父親」說成績再退步的話，就不給我畫畫了。頭一次有了殺人的衝動。
開學時，被社工召見了，問我為甚麼成績那麼差，又那麼不合群。
衝動下把所有事都告訴了她，一星期後聽說她自殺了。
......我也不知道會這樣呀。

2026年3月6日
真是笑死我了。凌晨三點拿著刀站在他身邊一發不響，第二天就安靜得像綿羊般。明明要脅把我的畫
全部燒掉呢。當然，家中的刀具第二天起全被收掉了。
但要是殺人的話，大概也沒那種勇氣吧。



成績進步了許多。純粹因為在家中沒事可幹而已。

2026年7月14日
之前沒察覺，最近才發現已經換了好幾個對象。每次都戴著面具，但身體和聲音可偽裝不了。早就由
私人玩具成了眾人的玩具，這也是無可避免。
昨天在酒店看到一個小女生從旁邊的房間走出來，哭得快要窒息了。想拿刀刺死房入面的男人——
可笑的幻想。
好像是以前的對象，還向我打招呼。很噁心。
暑假應該不太會有空回來。

2026年9月1日
選了理科班。圖書館的書已經看了大部分，剩下許多本來沒甚麼興趣的科普書。一看發現還挺有趣的
。
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根據每個事件的分歧，都會製造出一個相應的宇宙出來。
那麼，僅僅是「有可能」發生的事件，也必然存在著，該事件已經發生的宇宙吧。
如果的確存在多種可能的宇宙的話，那麼......也存在著我得到幸福的宇宙嗎？比方說，如果我真正的
父母沒被政府抓走的話......
但是，這個說法同時也說，這些多重宇宙一旦被創造出來，就永遠不會接觸彼此。換言之，「我得到
幸福」這種想法，也不過是想像中的泡沫。
但是，難道未來不也是隱藏著補償過去的機會嗎？如果我們注意到這一點的話，那些分裂出來的宇宙
，也能影響我們身處的這個宇宙吧......
有個男生突然跑過來，問我是不是也住XX樓。說是，他好像很高興。如果這是搭訕的話，這樣的開
場白也未免太白癡了。

2026年10月5日
足足休息了一整天。之前一連三日和幾個男孩女孩，一起接待了好多人。人數多得不知道自己在做甚
麼。事後被「媽媽」叫醒了，拉入浴室，洗掉身上粘糊糊的東西。當然，還有吃藥，太遲吃好像不行
。
「媽媽」幫我洗身體時好像哭了，但可能只是幻覺，畢竟當時迷迷糊糊的。
全身疼得不得了。每次上廁所也痛得快要哭出來，拉出來的也幾乎都是血。手臂上有發黑的針孔。帶
過去的背包中多了十五萬元。不知是醫藥費或是報酬。
出門前，看到以前其中一個對象在電視中說話，說搗破了一個涉嫌販毒和賣淫的犯罪集團......之類的
東西。他好像官位很高的樣子。看得失神了，意識過來時才發現手捏得很緊，鑰匙插進了手心。
好想毀滅這個世界。

2027年2月25日
之前手上出現了些奇怪的紅疹。「媽媽」看見後很焦急，問了許多問題，帶了我去看醫生，後來才知
道染了不少病。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這樣一來，又要吃許多藥了。
「媽媽」著急的原因，大概是有些對象不想要有病的人接待他們。這樣，只能招呼下面流著膿，甚麼
也沒所謂的人。
我也是甚麼都沒所謂，所以不要緊。

2027年6月4日
好累。每天都好累。有時會突然哭了起來，不知是甚麼原因。不想上學，不想看書，也不想畫畫。不
想吃藥。甚麼也不想做。
有人給了我一些粉末，說吸了之後會開心一點。很清楚那甚麼。吸了之後好像真的沒那麼難受。之後
跟其他女孩要了些粉末。純粹想讓自己過得舒服一點。



有一個對象要求我高興一點，要笑給他看。躺著一動不動的話，很多人也已經滿足了，有時要求做其
他奇怪的事也基本照做，但要我笑著去做也真的是頭一次。
不知怎的，那一刻卻忍不住大笑起來，笑得他不得不把做到一半的事終止。之後被「爸爸」罵了。如
同過往一般當他說的是耳邊風。

2027年7月24日
買了一把剪刀。趁著家中暫時沒人，在手腕劃了幾刀。醒來已經在醫院。
明明上網看過的，說要直直的，深深的把刀插入動脈。好像是插得不夠深的樣子。
精神科醫生問了我和「媽媽」，還有「爸爸」許多問題。當然配合了他們，說只是一時看不開，沒有
下次了。要是被關進精神病院，那就連求死也不可以，這可不行。

2027年8月14日
在圖書館又遇到那個怪怪的男生。本來沒有留意他，之後卻跑過來搭話。他拿著卡夫卡的書。稍微談
了幾句，意外聽到幾句挺有意思的話。沒想到會和他談了這麼久。去工作前，問他明天會不會再來，
他說會。衝動下，把電話號碼都告訴了他。
第二天從酒店回來後，馬上就回學校，他真的在這邊。
他真的在等我。
他似乎是為了做閱讀報告才回來學校。許多人只是把書背簡介抄一抄，加幾句無意義的廢話就了事，
他卻真的認認真真看了一遍才做。然而看書時不時瞟過來，卻甚麼也不說，弄得我渾身不自在，加上
見他看的書太沒有意思（就是封面畫著簡陋卡通人物的小說。沒意思是因為這些書喜歡「教」你一些
道理——以一種很彆扭的方式），建議他去看霍根的《星辰繼承者》，因為我猜他會喜歡推理和科
幻的作品（可能是我以為男生都愛這些吧）。他偷看過來的次數減少了，證明書的吸引力更大。
之後他跟我討論了很久這本書的劇情，時間久得甚至令人懷疑他是要向我做閱讀報告，而不是為了交
功課。
想不到和別人談書是這麼高興。他總是會說些很蠢但很有趣的話。
約了明天再見。有點期待。

2027年8月15日
我早早就來了。不知為何，好像怕會錯失時機，明明沒有約時間。那根本不是甚麼正式的約定，而是
隨口說說的「明天見」......
然而他也來了。我推薦他看些「比較有文學味」的書，他反問何謂有「文學味」，之後我們就討論了
很久甚麼才是「文學」。他是為了找話題才挑起這場論戰，因為三句內就知道他根本甚麼也不懂。我
說文學要有意象，要引發讀者的想像力，講求遣詞用句，也要有藝術性和社會性（好吧，我承認我也
不太懂）。
他說他看著食物包裝紙背後的化學成份時，也會想像那些化學物的分子結構和分子間如何互相作用，
當他朗讀拗口的化學品名稱時，也感覺到如詩一般的結構美，所以營養標籤也是文學......完全是為了
抬槓的胡言亂語，卻讓我笑了起來。
真的，好像從出生至今也沒笑得那麼開心。

2027年8月16日
工作時也在期待著，要過來圖書館。這樣想著，時間就會「咻」一聲的過去。
他也來了。他要我推薦一些英文書，自然是為了做閱讀報告之用。
他指著我案頭的黑皮書——就是我在寫日記的書，波赫士的短篇小說集——問我那是甚麼。
我頭頂一下子熱了起來。要是他看了這本書，發現了我的日記，那麼——
我隨口答道：只是一本無聊的小說，看到一半就放棄了。他沒有再問，逕自走向我身後的書架。
這本書借出記錄一片空白，書頁發黃，而且不知是不是釘裝出了問題，背後有十多頁空頁，這才被我
用來寫日記。至於書的正文......其實我還未開始看。之後再看吧。



總之，這本書絕對不能被他發現。如果那個社工的事也發生他身上的話......
絕對不可以。

2027年9月4日
由於我們都是一同離開圖書館，直到今天才有空寫日記。我還是和他一起回家時，才確信我們的確是
住在同一棟大樓。當然我可以讓他先走，自己獨處時才寫......但我不想這樣。
話說，這傢伙竟然在開學前一天才做暑期功課......根本不可能一天內做完吧！
最快的方法是直接把我的給他抄一抄，但他卻要我教他做。於是，我們在圖書館待了一整天。當然是
做不完，然後我們一起吃了晚飯才回家，暑假就這樣結束了——
「明天是星期幾？」「星期五。」「明天請假的話，那就下星期一才開學，暑假就自動延長了。」
我當時忍不住笑了起來，他卻看起來很認真。
「拜託。statistics的作業超難。老馬根本和學生有仇。」「......你是要我陪你瘋嗎？」「嗯。中四的
暑假耶，自動延長耶，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要「媽媽」幫我寫請假信，還有醫生紙。這些年來我沒跟這兩人要求過甚麼，所以，當我這樣
說時，她一臉驚訝，但還是照辦了。
很早出門，還特意化了妝（但那白癡根本沒有注意到！）。
把功課借給他抄了一下，之後便和他跑了去玩。
第一次去電影院（看了一套無聊的愛情電影）。
第一次逛商場（買了許多沒用的東西，他很驚訝我為甚麼這麼有錢）。
第一次去主題樂園（他根本沒膽玩過山車！）。
第一次吃甜品吃到飽（那笨蛋堅持付賬。早知不吃那麼多了，因為他是窮光蛋）。
第一次拒絕工作（掛了電話好幾次，最後直接把電話扔到海裡）。
第一次去海灘（石澳很漂亮）。
第一次和喜歡的人手牽手（這是極限了，因為我很骯髒）。
第一次拒絕喜歡的人。
第不知多少次哭得不能呼吸，在回程的車上。
我把他獨自留在沙灘上，也把那個讓我笑過哭過的夏天，留在昨天。

2027年10月15日
大概是拒絕過工作的關係，之後每次也被整得很慘。他們不喜歡會反抗的玩具。
但到了明年的這個時間，一切就過去了。
雖然那天拒絕了他，但我們仍然是每天一起上學......像普通朋友一般，說一下昨天看了甚麼書，班上
誰跟誰在談戀愛（這種事總是一下子就傳到全世界都知道），還有許多許多毫不重要的瑣碎事......
我只是想保留這樣的早上。
真的。對我而言，這就足夠了。

2027年11月3日
最近才突然發現，「爸爸」好像在跟蹤他的父親。為證實自己的想法，潛入了「爸爸」房間，看了他
的電腦——那個弱智把密碼藏在房間的抽屜中。不明白為何要改個自己也記不住的密碼——總之，
偷看了一下後，發現許多不得了的東西。備份了一下，希望不會被發現。
早就知道「爸爸」為黨工作，但似乎黨內也不是鐵板一塊。想不到他父親也是.....算了，這種事甚至
連這邊也不能寫。我想他也不知道自己父親的真正身份。把事實告訴他也沒有任何好處，但不說的話
，他父親可能有危險。
要是直接通知他父親的話......

2027年11月15日
始終是遲了一步。他父親好像失蹤了。



至於他......在我面前，絲毫沒半點失去父親該有的傷心的樣子。可能他以為父親只是去工作罷了，畢
竟是記者......也可能他只是在我面前裝沒事而已。
所以，我們都是在對方面前演戲嗎？

2027年12月29日
心情糟透了。又吸了些粉末。整天也在畫畫，然後睡覺。因為要考大學，他開始用功讀書了。不敢打
擾他。好想見他。
昨天工作後的凌晨，偷偷跑到他家門前坐下，哭了起來。
有衝動打電話，跟他說我在這裡。最後放棄了，因為我會忍不住把所有事情告訴他。

2028年2月26日
突然發現，和我差不多時間開始的女孩中，如今只剩下我一個。平常除了買東西外，基本也沒過問對
方的事。他們好像也不想我們有那麼多交流，怕會聯合起來反抗。
所以，其他女孩都到哪去了？十六歲後就結束的承諾呢？
「媽媽」說，十八歲後就可以離開了。他們會提供一份「體面的」工作。如果我想的話，也會資助我
讀大學。因為他們好像挺喜歡我。
......明明說好十六歲後就結束的。
不過，好像稍微能撐下去了。

2028年3月5日
「爸爸」也失蹤了。一天外出後，再沒有回來。「媽媽」甚麼也沒說，彷彿「爸爸」從來沒出現過。
畢竟她們兩人共處一室是工作需要，我從來到這個「家」第一天起就知道這一點。他們對雙方毫無感
情。所以，即使那個男人失蹤，我們也是如常生活。
最近學懂了一個把戲。工作時，閉起眼睛，想像......如果壓在我身上的是他的話，感覺就沒那麼難受
。
如果我早就學會自欺欺人的話，事情大概不會那麼糟。

2028年7月20日
他約我去行山。推掉了工作的預約。不擅長運動，幸好他選的路段不是很難。然而在山上迷路了。亂
行一通後，來到一個小水池。
我跟他說我要留級，所以不能再一起讀中六，還有「爸爸」死掉了。他有點不知所措。我叫他不要作
聲，拉著他的手，凝視著水池上如同綠色鬼火的螢火蟲。

2028年8月19日
因為中六要考公開試，他幾乎整個暑假也要上學。而我也要去上補底班，所以有時候早上也會見面。
然而屬於我們的圖書館時間卻消失了。
這也是無可奈何吧。

2028年8月21日
圖書館的書都差不多翻過一次了，唯獨我手上這本書還未開始看。
書中有個故事是這樣的：一個中國小說家，用十三年寫下了一部從未出版的小說。他為角色的每個行
動的後果，寫下了各相應的後續。所以，前一段中已經死了的人物，卻出現在下一章中；某些章節中
，訴說的卻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
小說家後人本想燒去手稿，手稿最後卻被保留下來，這就是為何他那封信說：「我把小徑分岔的花園
留諸若干後世（而非所有後世）」。因為在一些時間線中，他的手稿的確被燒掉，以至無人知嘵這篇
作品。
然而，正如我們無法改變過去一樣，即使手稿被燒去，即使再沒有人知道這篇小說......也無法改變「



這本小說的確曾經存在」這一項事實。
所以，我相信，即使已經無人知曉這部小說，即使永遠無人知悉真相......所有「事實」也必然以某種
方式影響後世。具體要說的話，就似那些每分每秒穿過我們的電磁波和基本粒子，和我們日常接觸過
的每一個人，背後也是由各種大大小小，已經察覺，或者無法察覺的事實所驅動，從而持續影響著我
們。
而我自己「仍然活著」這件事實，也必定......

2028年12月6日
他好像明年年初就不會再來學校了，因為要準備考試。好想和他一起讀書，但又怕阻礙到他。
果然，最初稍微努力一點的話，就可以一起準備考試，甚至一起讀大學了。

2029年3月4日
已經好久沒見面了，都是在傳短訊。
最近都是吸粉末後才工作。都是幻想在跟他做。預約比以前增加了，但用來買粉末的開支也增加了。
好像已經離不開這東西了。

2029年4月16日
他今天考第一科。和他一起走到車站。他進去前，突然緊緊的抱著我，怎也推不開他。很想哭，但感
覺很好。
希望他成功。

2029年5月25日
身上長了奇怪的瘡。「母親」帶了我去看醫生，還有回答醫生的問題。
不知道是粉末的問題，或是之前的病。明明都有好好吃藥。大概又感染了吧。
臨走前，醫生說我這樣下去，頂多只可多活五年。
太多了吧。

2029年7月7日
一直用要讀書做藉口。不知道應不應該去見他。
好想見他，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好噁心。
好想把事實告訴他，另一方面又不想他知道。
好想和他做許多許多的事，去看不同的風景......另一方面又好厭惡有這種幻想的自己。
我也不知道該怎樣做。

2029年10月8日
又是一連幾天的工作。神智清醒的時間大概只有一兩個小時。好想把這一兩個小時的記憶也抹掉。
好痛，好累。
因為好痛，又吸了許多粉末。

2029年10月25日
忍不住了，趁「媽媽」不在，以幫我補習的名義，叫了他來我家。把畫給了他看——當然只有看足
夠「正常」那些。
他進了大學，讀化學。這是他最有興趣的東西。真好。
我跟他說，我想炸掉一切。政府，黨，還有這個世界。通通毀滅掉。當然，我只是在發洩而已。
他好像有點震驚。從一開始就不應該叫他來的。
「媽媽」比預定的時間早了回來。事後才知道她在家中裝了監控鏡頭，不知是甚麼時候開始的事。把
他趕走了，還要脅，如果我亂說的話他也會有生命危險。



果然，我太得寸進尺了。
我真是個白癡。
還是不要再見比較好。

2029年12月15日
為免我再見他，我們搬家了。
好像再過兩三個月，就是約定期滿的日子。
但是，已經甚麼也沒所謂了。

2030年1月8日
經期停了好一段時間。「媽媽」叫我去驗一驗。懷孕了兩個多月。好像有一段時間，忘記了吃藥。這
孩子的存在本身就是個錯誤，所以安排了手術。手術前一星期，肚痛得好厲害。到了醫院，吸了個死
掉的東西出來。
想和他談一談，但手機被沒收了。
好想跳樓。

2030年1月15日
我問，三月開始是不是不用再工作了。
她沒有回答。
我再問，那些女孩最後到底去了甚麼地方。
「在你面前呀。」她回答道。
我想也是。

2030年1月30日
一件奇怪的事。一個男人跑來問我，關於「爸爸」生前工作的事。我說我不知道。他沒有再追問，只
是微笑看著我。與其說是噁心，不如說是恐怖。
隔了差不多兩年，莫非......？
好像找到反抗他們的辦法了。

2030年2月17日
中六快完結了，這本書的空白頁也快用完了。還是沒有人借過這本書，甚至連翻一下也沒有。真是奇
怪，最初就是知道這一點才用這本書寫日記，現在卻有點後悔了。
好懷念那個暑假。
好想見他。
昨天一邊想著他，一邊自慰。感覺自己好悲哀。

2030年3月17日
已經知道要怎樣做了。在他父親工作的報館，有人知道如何聯絡外國的媒體。把先前在「父親」的電
腦備份過的資料都公開出來的話......

2030年4月15日
整個辦公室付之一炬。人也燒死了。不知是那個步驟出錯。
大概，很快就會輪到我吧。

2030年4月20日
逃了出來，不知可以去甚麼地方。在他家門前坐了好久，剛好碰上了他。
他看來就和以前一樣。感覺已經好多年沒見。



他好像氣了我，對我有些冷淡。不能怪他，畢竟是我突然失蹤在先。
說我離家出走，想在他家暫住。真是瘋了。
他說可以，然後就轉身想去洗澡，因為他通宵在倉庫打工。
我忍不住，上前吻了他。
「但是我渾身是汗。」「我不介意。」
我要他閉上眼睛，幫他戴了套子，自己動了起來。不想讓他看到我的身體。不想讓他看到我流淚的樣
子。
我好自私。
但是好幸福。
我再次逃跑了。要是再留久一點，真的會害了他。
臨行前，要他回到學校的圖書館，去看波赫士的《小徑分岔的花園》，還特別囑咐他要去看英文譯本
。
就是我在寫日記的這本書。

只剩下大半頁左右的位置。沒想到會寫了這麼多。就在我寫下這句句子時，一輛黑色房車停在校門前
。那個男人正微笑地看著我。
所以，你有好好的看著嗎？這可能是我最後的日記了。
......你知道嗎，我到你家的那一天，趁你沒留意時，把備份了所有資料的USB踢到你床下去了。而密
碼就是，我和你討論過的第一本書的書名。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要如何利用這些資料。
假如每個行動的選擇都隱含著改變未來的契機，那麼，我將這本日記交給你的這個決定，也必然在某
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或者說，帶來改變世界的可能。
而未來的每個可能，也包含一些機會，讓我們注意到某個忘記了的過去。
我終於記起了。那個早上，我即將跳下去的瞬間，你出現了。要是沒被發現的話，我早就跳了下去吧
！
我認為呀，過去所發生的每件事，都不會簡單地從歷史中湮滅，而是靜待我們的重新發現......所以，
挽回未來，拯救過去的機會是一直存在的。那麼，那座小徑分岔的花園，不但通往所有我們察覺了或
者未曾察覺的後世，也通往所有，我們察覺了或者未曾察覺的過去。
就正如，我留給你的這本日記一樣。
然後，還有我們好多的回憶，中四那年的夏天，那些你總是遲到的早上，還有在圖書館的時間......真
的好幸福。
我好喜歡你——好想大聲的這樣說出來。但是，似乎沒有這樣的機會了。然而，不要緊的，因為......
......因為，我已經把小徑分岔的花園，留給所有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