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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一個教師來說, 學生還是教材比較重要呢?
對於一個香港人來說, 法治還是自由比較重要呢?
每人每天的生活, 都作出不同的取捨, 
你曾為某個決定懊悔不已, 遺憾至今嗎?

有人為了家庭經濟退學打工
有人為了愛情要生要死
每人背後有血有淚的故事, 組成的竟是冷酷無情的社會
無形的手在熟練地操縱人民的活動, 歷史正在不斷地重演

很久沒有寫作(笑)
今天要轟轟動動地文藝一番(?)



2.

｢小姐, 一共30.6元｣
｢等等...你這裡有安眠藥賣嗎?｣
｢有, 在那裡的貨架｣女店員將食指伸出, 指向我右方
我視線轉向右面, 看到個黃黃舊舊的貨架
架上面有著各種止痛藥, 退燒藥, ...
但我目標很清晰, 我慢步走到貨架前
｢特強安眠藥, 這個應該夠用吧。?｣
當我拿上手時, 厚厚的灰塵立即沾到指頭
｢明明其他藥物都很新, 唯獨這盒卻佈滿了灰塵?｣
我心中不禁感嘆, 想不到會在這便利店找到同路人
如果我們能早點相識的話, 我的下場應該會不同吧
我的命運早已經決定好了, 現在只是相逢恨晚
｢走吧, 跟我走我是你離開這個貨架的唯一方法｣
旁人向我投以奇怪的目光,
(......)
今天我化著淡妝, 穿著有碎花的連身裙, 想不到也能吸引這麼多的目光



8.

｢你從不寂寞, 即使你一個人時
寂寞是你的朋友｣
我沿著小路向下走,
左右腳以正常的步速,正常的步距
互相交替發力抓地
今晚這路很難行
每當我走一步, 我的影子就大一分
當影子越來越大時, 我的包袱也愈來愈重
我不是ROCK LEE, 我不會負重練習...
影子不斷增大, 我只好痛苦地拖行著
直到我的雙腳簡直要溶化到地上的影裡, 
灼熱感覺由腳底經脊椎神經傳上大腦
想像永遠只是想像
當想像變成真實時
代表你鞋子入沙了..
歲月神偷說:｢鞋字半邊難, 半邊佳｣
我從這雙破了洞的紅色REEBOK波鞋上
看不出哪裡有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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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向櫃台, 從黑色暗花的gucci錢包掏出一張紅色鈔票,
為甚麼我有錢買GUCCI? 
因為這是冒牌貨
正當我準備遞出紙鈔時,身邊一個小童突然大叫
｢不!我不要卡樂B, 我要熱浪呀!｣
｢反正都是零食, 有甚麼分別, 你不要再大叫大嚷｣小童的媽媽用慈祥的口氣回應
｢幹!我就是要熱浪! 你他媽明明就答應了買熱浪｣
天呀, 怎麼現在的小孩會講出這樣的說話
我清了下喉嚨, 準備用高8度的港女音調去教訓頑童時, 又被一把聲音打斷
｢你這狗娘養的, 你今早明明說要卡樂B, 現在又要熱浪,
你當老娘是工人嗎?｣
事情按著我意思不到的方向發展,
我當下楞了楞,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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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時看老夫子不知耐人尋味為何物,
今日我知道了
我再次轉身, 走向零食貨架
從雪白的貨架上, 拿下一包鮮黃的卡樂B蝦條
雙指一捻, 袋中的氮氣隨隨地滲入空氣中
聽說布朗氏運動可以推導出熱力方程(??)
可惜的是, 即使我知道
我卻聽不見, 看不到
每日都有人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
今日我卻見而不視, 聞而不聽
我拿住一條蝦條, 
我咬碎問題,連答案吞到肚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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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那小孩認真地說
｢喂小不點, 你知道,
卡樂B的營養成份可以媲美半包珍珍著片嗎?
年過30還食熱浪的男人是多麼可悲｣
我放下零散, 轉身就走出便利店
｢識食一定食卡樂B｣, 這一刻的我背影應該酷爆了
背後傳來店員的聲音｢小姐, 你的安眠藥...｣
我吃了一驚, 原本ALL PLANNED NOOB 的對白和身體動作
現在竟然一個小小的錯誤而大失預算
唉...腦袋果然不夠大麼
｢不好意思, 我忙記了拿｣
(我伸了伸舌, 裝可愛的走回便利店)
(......)
真的嗎?你太天真了
重視形象的我筆直地走向街角路燈,
此時一陣冷風迎面吹來, 原本靜止不動的裙擺泛起一陣陣的波動
一塊樹葉吹到的面前
橙黃的殘光, 隨著葉子的自轉以燈塔式的方法投射出微弱的光線
安眠藥? 我不需要了
我將另一條卡樂B放入口中,
我眼角望到｢食用前最佳:2-8-2013｣
｢呼...幸好今天是最後一天｣
今晚我, 發現了造父變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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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土瓜灣街道上漫步走著,
準備伸手去截停一架的士
突然一架2A綠頂小巴生硬地切線停在我面前
那輛的士被攔腰停下
原來只會在灣岸出現在神move
今天被我看到了
那的士司機差點要下車砍人
我改變了主意, 走入了小巴的車廂,
司機問:｢小姐你想去哪｣
｢司機唔該去九龍塘｣, 說完我就用八達通付了7.6的車資
此時全車乘客一片肅靜
我走到雙人座的最後一排, 
一個90度轉身坐到單人座
每人心裡都有著追求危險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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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分鐘後, 我躺臥在歌和老街公園的草地上, 今天晚上沒有風
我吸一口黑冰, 一縷縷煙絲從小嘴噴出
香煙粒子極力往上爬, 
有的煙能夠直升上天, 升到肉眼不能所見之處
有的則四散開去, 尋找屬於自己的另一片天
我很明白, 這件事是不可反抗的
即使煙粒多麼不情願, 他們必須有一部份要離開大隊四散
這是統計學的結果
而且很抱歉, 在上面甚麼都沒有, 
這一刻我為他們感到難過,
因為不久他們就要被大氣所同化, 
有人平步青雲, 有人一波三折, 
終歸他們卻都要凝成水點再次掉落地上, 

估計水點落下達到的終端速度
能把我的心給撞碎吧

你知道嗎?
每當你吸完一支煙
你壽命就減少食一支煙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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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沒有甚麼比良心更有價值了,
如果1年壽命可以換到100萬,
一顆良心似乎可以買到三餐溫飽?
但更恐怖的是, 每個人的良心並不是一模一樣
｢仍然倚在失眠夜,  望天邊星宿, ...｣
在回家路上, 聽到月半小夜曲
在半夜唱令人失眠的歌...
我停下腳步,
幾個年青人正在賣力演出
原來委婉的格調被重新編成搖滾樂曲風,
我喜歡搖滾的樂曲風格, 但我更喜歡搖滾的精神,
它是如何強悍、控訴、竭斯底里,
如果用音樂比喻做戰爭的話
搖滾樂就代表打擊
大至天上的炮彈打中堡壘,
小至士兵的軍刀割裂肌肉,
表面殘忍, 實際是充滿激情
士兵置生死於度愛的愛國情懷
每一軍一連一營的兄弟情
對敵國的政府有著極大仇恨
卻對敵國士兵充滿憐憫
不管是對宗教的異見, 或是政見上的分歧
這是一場充滿愛與激情的戰爭
而每一下刺穿, 斬擊和炮火都為戰爭注入了生命
每一秒, 戰場上到處都有士兵陣亡
但是他們的靈魂沒有離開
每一個陣亡的士兵都為這片土地注入多一分活力
正因為他們, 我們才有今天的和平
正因為戰爭, 地上的文明才會多姿多彩, 充滿活力激情
這就是我的搖滾精神

我不知道今晚的月兒會不會開口
但今晚注定是失眠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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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 我已經站了9個字
隨住時間過去, 
觀眾中有人離開有人補上, 但是人群總是小貓三四隻, 
活生生是養不大的豬棚, 我下意識地摸了下錢包...

樂隊再次演奏完一首樂曲, 今次有三個觀眾離開,
他們是上班族, 中年大叔和家庭主婦
我從他們臉上找不到滿足
我從他們眼神中只看到情人分離的不捨
他們每走一步, 便心沉一下, 
我想提醒他們, 人心易碎
因為當心掉到地上時, 他們拾起的已經不原本的那顆心了
忘記了哪個大師的話, 你好像不能渡過同一條河兩次?
他們全身上下每一吋肌肉, 每一塊骨頭
都在極不情願的狀態執行著大腦下達的命令
到底是誰有著誰的身份, 誰在做誰的主人
他們愈走愈遠, 最後消失在燈光中
我想為這悲哀的結局給上一個合理的因由
也許上班族收到老闆的電話, 要趕回去加時工作
也許家庭主婦煲了湯要回家看火
至於中年大叔..也許他純粹睏了要睡覺吧。。
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太複習
只是  今晚這忘我激情的演出
本應從沒有人想要離開
可是, 最後能夠陪伴樂手到天亮的
大概只有天上的月亮吧



11.

我沿著達之路走, 轉左向住花墟方向直行
很明顯, 我不是這區的住客
我住在另一個方向
兩區雖然隔著不到500米
但感覺卻給別人有著差天共地的分別

你首先可以先試試大眾的眼鏡
如果你看到的是
左面是BMW, 右面是TOYOTA
左面是魚子醬, 右面是豆瓣醬
左面是瑪麗蓮夢露, 右面是葉翠翠(???)
我很欣慰你不是達爾文, 否則進化論可能要改成
人類是由右向左進化而成
幸好我是左手派的。。

之後你可以試試用我的眼鏡
如果你看到的是
左面是porsche, 右面是啤酒
左面是魚翅, 右面是caterpillar
左面是紅酒, 右面是白飯
你該換一副新眼鏡了, 你的散光又加深了不少(這眼鏡好像本來是我的??)

｢命運就算顛沛流離  命運就算曲折離奇
命運就算恐嚇着你  做人沒趣味｣
明天好像是紅日, 我想今晚應該不用愛回家吧
於我繼續向回家的相反方向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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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戴住價值$68的耳機
聽住$0的盗版陳奕迅
用$400的波鞋
走過4000萬的住宅區
這時, 迎面走來一個每小時$120的女生
她是我的補習學生

｢老師, 想不到會在這遇到你｣
｢阿貓, 很久沒見, 我在趕時間, 下次上堂再談｣
0.3秒間我成功催眠自己正在趕去出席一個重要的會議
說時遲那時快
本人已經利用街邊的污水渠一個身位避開了阿貓的目光
我怕她那目光, 
她不是一個成績很差的學生
但每當她遇上艱難的問題
她會向我投以可憐的目光, 想從我眼後找出問題的徵結
憐人的流浪小貓, 缺乏強力的身體, 但有更致命的武器
連鑽石都可溶化的眼睛, 我怎能逃出這陷阱

我害怕那目光, 但我想關心一下
我不是個善辭令的人, 要我無緣無故展開對話
難度直逼輕狙甩狙吧
平時如果對話是在我感興趣的範圍內
我大可以談上半天不口乾
如果聽見朋友的對話在範圍外
相信我輕則自言自想, 重則以拳頭作施力點把話題打入正軌吧
但是阿貓這為人, 我想沒有共通話題吧

我準備放棄走人
但另一方面, 身為一個連喝咖啡也要乾杯的男子漢,
我沒有退路
我馬上想出個絕佳開場, 轉身就說
｢阿貓, 明天就是DSE放榜, 你準備要去哪裡通頂渡過今晚嗎?｣
｢老師, 今天早上榜已經放了..｣
｢對喔.. 你的成績怎樣｣
(阿貓突然放聲大哭, 雙手緊抱著我)
(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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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咳, 很抱歉, 我總是不能控制大腦的幻想
(...)

回到現實, 阿貓猶疑了一會
最後還是開了口｢...｣
很不錯的成績啊, 我正準備這樣說
但我很快地認識的她的問題

阿貓是我第6個學生
家中排行第3, 身高1米5, 有深度近視
我幫她補習了半年
剛開始補時她成績差, 上堂懶散
後來經過歷時半年的悉心栽培
成績突飛猛進, 上堂認真, 腦筋也更靈光了 (有意補習者可留下聯絡方法)
能夠拿到佳績也是意料中事

可是, 我只能教識她書中的知識
不能為她指導人生的道路
即使我學識再海量
我也無法幫助眼前無助的學生
但仔細想想, 這些無助的學生, 有人曾經真心想幫過嗎

在學校的教畜升學輔導組
每年都舉辦著清一色一樣的死板講座
派發著某幾間社會福利機構的升學指南
當你想上門找這班老師輔導時, 
很抱歉, 他們只會在辨公時間內給予你官方口吻的回應
在辨公時間外, 他們甚麼也不是

在東華三院, 學友社這些傳統機構裡, 
你能夠找到不少社工
別以為社工能給予你專業的建議
他們只會給予你資料性的建議
你兩手空空的踏入社工中心,
半小時後, 你能夠得導十分齊全的升學資訊
範圍大至7大洲4大洋, 內容細緻度比加勒比海沙灘的沙更幼細
可是這裡面對你有用的資料可能連１％也不到
可能一個locally exist的solution對你很有用
可是沒有人証明過solution exist
我不會, 社工也不會

當你還沒氣餒, 
你還可以請教家中的雙老, 如果有的話(笑)



在家中, 我相信父母的意見是十分寶貴的
但再次很抱歉, 如果你家中的父母霸道無禮,
或非常獨裁, 又或者你是孤兒的話, 這方法對你幫助不大

想到這裡, 
我決定要幫助阿貓
從剛才到現在也沒有放鬆過的表情
我猜想她大抵是找不到有用的幫助吧
很抱歉, 老師記錯了放榜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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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口說｢我兩年前又跟你一樣, 有著同樣的問題｣
｢但我不打算和你分享我的個人經驗,
因為我認為這對你的參考價值不大。
這樣說吧, 我反而有個故事想和你分享,
也許你聽完後會有所得著。｣
｢從前在一個牛棚裡, 住了一隻雞, 名字叫做拿鐵
拿鐵從出世起就生活在牛棚裡, 和其他牛隻一起生活, 
她食著和其他牛一樣的飼料,  睡著同一片稻草, 
她有時會懷疑為甚麼自己的身高、體型會跟其他牛相差這麼遠,
但她很快就沒有再懷疑,
其他牛知道拿鐵是異類, 
所以其他牛會孤立她, 但從拿鐵的眼光去看, 
她只覺得自己是一個體型和力氣比較小的牛,
她覺得自己只是在條件上弱小以致被孤立,
而沒有想過問題是出在她是在本質上的分別,
拿鐵每天都在嘗試去做好自己,
可惜事與願違, 但一隻雞又怎能做好牛的工作呢。
有一天, 農場主人發現了這個問題
他趁著拿鐵在睡覺時分配到雞棚去居住,
希望拿鐵一夢睡醒, 能夠重新生活
拿鐵去到雞棚, 
極為驚訝, 原來世上還有另一種生物
其他雞看到拿鐵是同類, 使好好招待她
可是這次, 從拿鐵的眼中,
這群雞卻是異類, 拿鐵想不透為甚麼這群異類會對她如此熱情, 
更令拿鐵驚訝的是, 她竟然在短短幾天裡,
把其他雞隻的工作做得非常熟練
經過這次, 拿鐵仍然想不明白, 過了一個星期, 她就去自殺了。｣

阿貓仍然一面困惑, 我補充說
｢如果讓你選擇, 你會選擇做拿鐵, 或是一隻普通的牛/雞呢?
我的答案是, 即使拿鐵的生命是一個無可挽教的錯誤,
我仍然想做拿鐵, 不是因為她是故事的主角, 
而是這個世界必須有人去做拿鐵, 
沒有拿鐵的世界, 會是何等苦悶死寂的世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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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等她回過神, 再次轉身就走了
其實人人都是拿鐵, 你同意嗎?

不知你有沒有曾經試過在聚舊中,
和舊朋友找不到共同的話題
可能年少時想法簡單
一部PS也能夠開心上一天吧
現在一人一部的智能手機
卻找不到過去的那份感覺

你知道嗎, 你手上的手機運算能力
比起阿波羅登月電腦的能力要高上N倍
人類史的書籤, 登月任務是如何振奮人心, 教人不敢呼吸
生怕一口的空氣也要影響任務的進行, 
或者會影響電視的接收
如果可以我想親臨當地,
在小區的酒吧內, 噶上一口啤酒
在小小的電視機箱
漆黑的背景, 雪白的外套
一個男人踏出了第一步
講下了第一句說話
我知道他即使身在異地
也能感受到在地球上的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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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的確進步了
可是強大如谷歌搜尋也不能找到我們年少的喜悅
現在時化變了, 要找到快樂的確很難

在這個擠迫城市, 隨便找一塊磚頭敲開, 
也能看到鮮紅的血水如噴泉湧出, 這不是地獄,
每個人的怨恨、暴躁、壓抑都儲在磚塊中,
每天路邊的工人滴到地上的每一粒汗珠,
在辦工室裡主任每句的粗言穢語,
在考試中學生的每個抱怨,
在領事館中每個間諜任務,
在網上每句的謾罵,
在地鐵車廂每一句冷言冷語,
這城市中的人猶如天生天養的難民,
期待某天會有救世主的來臨,
但在那天之前, 這批難民沒有任何救援
每塊磚頭每天都被注入了血汗,
城市的建造者為了幫這批磚頭止血,
用強硬的方法把磚頭合拼起來,
巨大的壓力教這些磚頭的傷口結了焦,
不懂流血的磚頭可以造的只有寂靜無聲地等待更多的磚頭堆壓起來
他們想要發出聲音, 可是四圍有更多的磚頭把聲音隔住起來
外表穩定如山的石屎, 其實內裡充滿了碰撞,
沒人考慮過這些碰撞, 
更沒人想要過打開這些磚頭,
因為一旦打開, 整座大樓便會坍塌,
每個不安息的靈魂沒處可走,
只好一世在磚頭中等待著,
到最後被同化成石塊



extra

今晚我同兩個FRIEND係IONE打完機後, 就收皮返屋企,
望一望錶, 嘩原來已經係12點半
一如以往, 我地都係在街到遊蕩一陣, 吹下水買野飲,
邊吹水邊行返屋企
唔知是有心定係無意, IT仔向我開出挑戰
如果你能夠從海麗村20分鐘內跑返南山村, 
聽日LUNCH請我食個豬柳強咁話WO
我心諗, 20分鐘會唔會太簡單,
之前有跑過下步, 今日又有著跑鞋,
所以我好快就答應左佢
另一個FREIND, 加仔, 又加入戰團, 
我又心諗, 唔係連你都低估我跑速下話
1分鐘之內, 我既跑價已經由一個豬柳蛋, 
升左一倍, 變左做兩個豬柳蛋,
好耐冇跑步, IT仔返到上樓之後
我就陪加仔行返海麗, 
佢開口話, ｢等我教你啦, 
吉之島上去天橋轉過去雞欄方向,
直線跑到南昌街轉上石尾｣
我都好同意, 呢個路線係好快
但係要一次過跑過紗廠區, 紙札工廠, 同雞欄,
都咪話唔禾味,

屙個尿, 拉個根, 依家既我人企係吉之島出面,
我FB影張相做證, 依家時間係, 1點27分
一轉綠燈, 我就用80%全速沿住深旺道跑去富昌,
跑左十幾步就差D出事, 突然一堆的士綠燈衝曬出黎,
都唔知好嬲定好笑,
唔知係咪依家D MK冇錢買車, 就黎手租架的士出黎約戰
但作為一個男人, 我堅持相信自己,
堅持住用雙腳, 去行出自己既路

轉下眼我已經跑到南昌村, 並且向西九既方向跑,
跑到涼茶鋪, 見到前面有兩隻龜行埋黎
我個心涼左一下, 如果等陣畀佢截低, 
而搞到我冇左兩個豬柳蛋, 香港政府點賠我
就算佢真係賠啦, 我畀佢賠夠一百個豬柳蛋又點話,
我同你講呀, 其他既豬柳蛋, 係比唔上用汗水換返黎果兩個啊,
如果你覺得都係一個包, 冇傷大雅既話
我就知你係個連打機都會how do you turn this on既人
熱血男兒, 係會打到最後一刻, 
直到'切腹吧','DEFEATED'彈出, 然後一拳打落牆到冷靜自已
之後再重新上路既人
 



廢話就講完啦, 最後我係決定左無視兩隻龜, 
繼續佢有佢行BIT 我有我跑步
如是者, 係欽洲街既大馬路上
呢一晚多左一個瘋狂跑步既痴線佬, 
現在時間係1點33分

之後? 之後我就跑向北河街街市, 沿著南昌街跑到石尾街市
之後圍住大坑東村外面跑到南山村,
1點45分, 我拎起手機, 再影一張相, 
就係咁, 
付出左一公升汗水, 換返兩個豬柳蛋,
唉, 衫褲都濕曬, 但我唔撚驚,
因為做一晚海底奇兵, 其實唔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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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過再見後, 我繼續向前行,
我有想過原路折返, 上床睡覺
走回頭路似乎浪費了一開始的體力
情形就像, 

你已經等了15分鐘巴士, 
你開始想這是因為剛剛開走了一班車, 所以才要等特別久
等了25分鐘巴士, 
你開始想可能巴士司機換班食飯, 才會遲到
等了35分鐘巴士
你幾乎肯定有巴士脫了班, 
可是已經等了35分鐘的你突然會有不知從何而來的毅力
彷彿再來10個35分鐘, 你也要等下去
巴士站的魂整個燃燒起來
眾人都在打這場耐力戰
有人為了上車時可以寒喧司機兩句
有人得到了不知名的毅力, 要貫徹自己的武士道
也有無辜的人只能使用這條路線, 迫於無奈地等待著

終於來到第45分鐘, 巴士終於到站
炎炎夏日, 30度高溫的巴士站如今再添上一團團烈火
排第一的黃先生終於可以下班回家
返到家中享受妻子的一週年晚餐
他脫下了裇衫, 上身只剩一件背心底衫
他左手捉住衫腳, 用裇衫在空中畫出一個又一個的圓弧
汗珠在空中飛舞時, 有意無意折射了猛烈的陽光
一串串的液體水晶從衫上瀉到眾人身上
在陽光下我們看到黃先生的喜悅
排第二的張師奶看到巴士來了
握住購物車的手不禁顫抖了起來
購物車入面的, 不止有雞、魚、菜
還有對女兒的慈愛, 
不錯, 今晚張師奶的女兒就要飛往加國,
為期三年的學業, 張師奶準備在這個晚餐幫她餞行
如今巴士到了, 
不似黃先生的激情, 張師奶表達的是含蓄的愛,
她嘴角有少訐抽搐, 
猛烈振動的右手差點要把購物車裡的食物給搖出來,
一滴汗珠流到張師奶左眼角,
雖然此時張師奶沒有流淚,
但這顆汗珠, 也許或多或少夾雜了一些盬份吧
排第三的勁爆哥, 
是沒有文化的地盤佬, 
但這時他的感情都爆發出來了,



他不懂藝術, 他只大聲叫｢全場的車費! 我請!｣
這時人群把焦慮轉為熱情, 
深水步的某個巴士站這時候哄動起來

十分遺憾的是, 這件是分別發生在各人的腦中
黃先生在想像自己振臂高呼
張師奶在想像自己含情落淚
勁爆哥也在想像自己豪請全場
他們沒有出聲, 眾人也沒有
我們  要表達真我真的這麼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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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你平時有沒有幻想自己的未來
很不想承認, 在這個可愛的城市
每個人的故事都大同小異
大部份人小時候都是渾渾噩噩
沒有認真想過自己的未來
這也是很理所當然的事
小學生只會關心放學去哪個公園玩陀螺
今日下午是播放百變小櫻還是數碼暴龍
學業上心一點的還會做下功課, 去下補習社
除了留意這個月的紅日在哪幾天
有人想過超過一個月後的事嗎
更何況是在遙遠未來的事
到第一次有人生決擇時, 是升中放榜, 
但大部份人都是家長代填,
對於成績好, 能夠志願排高點的學生
班主任和家長會這樣說
｢拿..你依家成績唔錯, 
可以放呢間第一, 呢間第二, 第三就呢間啦,
呢幾間好勁架, 年年都出唔少狀元架, 我睇好你架｣
對於成績中等的學生,
班主任和家長會這樣說
｢拿..你依家成績中等, 
你第一架可以進取d既, 呢間band 1 收生唔太高, 
呢間第2啦, 佢係英中都唔差｣
對於成績最差的學生,
班主任和家長會這樣說
｢拿..你成績唔太好
我諗你得呢到呢幾間揀, 你最諗下邊間岩你啦｣
年紀只有11歲的你, 
又怎能夠自己一個去分析自己的未來應該怎樣排位呢,
但用膝蓋想也知道, 老師和父母會害你嗎
他們都代你想好了, 你還要考慮甚麼
直到中三揀科, 他們又遇上呢一次麻煩
但這次麻煩很快解決
因為成績好的都堆到理科班, 
成績差的都被迫入文科班
兩年後, 他們經過會考
再一次他們沒法選擇
成績好的升原校, 或者拔尖入大學
成績差的只能去雞校繼續學業
成績更差的只能去讀一堆不知名課程
再過兩年, 他們要考AL
放榜後, 但他們沒法選擇
成績好的, 為了不'浪費'3條AL A, 中英1A1B



都入了LAW, MEDIC, GBUS
他們有選擇過嗎, 他們真的是選擇入LAW, MEDIC, GBUS嗎?
如果今天香港的醫生,律師都是領最低工資
他們還會維持原本的'選擇'嗎
成績差的, 也就隨隨便便選了幾科但求有書讀, 不願去找工作
很多人入了大學才後悔, 但已經太遲了
他們後悔做了錯誤的選擇
入了錯誤的學科, 入了錯誤的大學(??)
其實由一開始他們已經沒法選擇
因為他們的父母, 老師都是在同樣的價值觀、環境下成長
沒有人了解問題的徵結, 沒有人挑起這種風潮
他們只說｢係咁就係咁啦, 有問題咩?｣
由幼稚園到小學,中學,大學每一步, 每一個選擇
都被其他人的價值觀大力影響著
直接說, 當中最嚴重的就是金錢的渴求
你知道嗎? 
錢是很神奇的工具,
當所有人不承認他的價值時, 他只值$0
但大部份人都承認他時, 他可以值$100,$1000甚至$10000
問題就出現了, 當其他人都承認時
你就沒有理由去否認他的價值, 你必須要承認
｢理由? 要理由架咩? 個個都話果件野值, 佢就值架啦
有得我否認咩??｣
我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下, 
被主流的價值觀慢慢侵佔我們的思維, 搶走我們的主導權
十分幸運地, 我們在居住的地方
沒有為錢打仗, 殺人, 迫害他人
我們只是白白扼殺了一代又一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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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知大家係咩年代成長
某人成長既年代岩岩好經歷左家用電腦既發展
係佢小學4年班時, 大部份同學都係屋企冇電腦
最多只係電腦室, 補習社既公家電腦打下LF2咁

好勒, 到左5,6年班, 
開始有一少撮人有家用電腦
某人都擁有左一部, 用到中三先壞,
既第一部電腦,
某人仲好記得, 果部電腦係window me,
256 RAM, 40GB HARD DISK,
由LF2, 到AOE, 到CS等等經典
都曾經由果部WINDOW ME 載入過, 遊戲過, 輕機過,
某人既好多第一次, 都由果部電腦完成
第一次用ICQ
第一次打CS
第一次打既ONLINE GAME
第一次上咸網
有左呢部電腦
某人既低FORM生活唔講話多姿多彩,
但起碼有D野搞囉, 
老實講, 你問某人過去既記憶, 
十之八九都係有部電腦係左近,
咁問題就黎啦, 唔知你地仲記唔記得
那些年, 沒有電腦的日子
老實講,某人都唔係太記得
某人只係記得, 
忍者點樣變身
點樣20分升城
同點樣AK倒7字壓槍

唔知各位既成長年代係邊個位, 
如果你係小學雞, 港童既話
我同你講你地好危險
我唔敢話係身在福中不知福
但我每日返學放學
都係會火車上面見到唔少細路
唔係玩緊IPAD就係玩緊手機
我覺得呢個情況好唔健康

你當然可以話, 
依家既時代就梗係玩IPAD,手機啦
唔通玩手指咩,
我話你知, 



有手指餅, 或者薯片圈
已經可以玩一餐
諗真D,
細細個已經接觸呢類產品, 
佢地會學懂乜野叫珍惜咩

老實講, 
未經歷過捱餓既人, 
係好難學會真正去珍惜食物
未經歷過捱窮
係好難學會去珍惜玩具, 
甚至係一部電視,
甚至係一個書包
甚至係一支筆
呢班人, 雖然身邊擁有既比現今既細路少
但佢地骨子裡面既, 比現今所有細路既都要多

捱過餓既, 唔會想下一代繼續捱餓
捱過窮既, 唔會想下一代繼續捱窮

第一部電腦, 
教識左某人好多野
冇左佢,
某人只會係個連飛機都唔識點打既傻仔

但有了他, 
某人卻失去了甚麼
WE HAVE LOST IT ALL
DO YOU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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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我是一個 打工的礦工,屯蘭煤礦
我是負責地底運煤和補給的。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煤礦的故事。

, 原本是一個知名度不高是小煤礦, 但是在2月22號之後,屯蘭煤礦
他變得全國知名。並不是因為他產煤量好多高,而是他在2月22號的凌晨2點發生煤氣爆炸。
當時我被困井下200多米, 非常幸運地, 我在半日後就獲得營救。
當晚我突然聽到一聲巨曫, 然後我回頭就再看不到路了, 原因很簡單,
整個地洞已經移了位。我獨自一個被困在地底。
當時我以為自己已經死定了。
或者你們平時生活在城市中, 不知道地底的世界是怎樣, 作為內行人,
我知道自己的生存機率是如何的低。
正常來說, 頭半日, 地面主管知道出事了, 會估計下意外的規模, 小的死了幾個人就賠錢了事,
大的就先封鎖消息, 再通知老板。之後幾日, 老板會給錢地方政府疏通,
以免事情被傳媒放大。這樣算上這幾天通報的時間, 在沒有活水活空氣的地底, 已經死上百人了。
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一層接一層的情報通報, 這不就是我們中國人一貫的處事方式嗎?
在開始被困的時侯, 我找個地方坐底,脫下頭盔便小休, 因為原本的工作已經令我不勝負荷,
難得監工不在場, 我當然要休息一下。開始時我的心情很平靜, 或者你們會好奇,
為甚麼我會這麼冷靜。我的答案是, 這是每個礦工都應有的心理準備,
每個礦工在落井前都有了出事的心理準備。幾乎每個轉工過來的人,
都是因為上一個煤礦出了事倒閉而轉工的, 每個星期都有人斷手斷腳。
這裡的生活你們這些靠筆生活的能想像嗎?
日本侵華很恐怖嗎? 911很恐怖嗎?經濟大倒退很恐怖嗎?
我不清楚甚麼才是恐怖, 因為我每天都面對著死人, 殘廢。
我不清楚甚麼才是光輝, 因為在地底, 一條人命只值2000元。
居住在城市的邊緣, 工作在地底的黑洞, 這就是礦工的生活寫照。
 
但爆炸之後半天,我開始抱怨,我開始變得害怕。我見到在座有幾位開始笑了,你們或者會猜我始終是個
怕死的人。我跟大家說, 我不是, 我不是在害怕死亡, 我是在害怕我會收少了錢。因為我死了,
我老婆只會收到2000元。但我傷殘的話, 我可以領更多的錢。
我不害怕家中的爺爺沒有兒子送終,但我害怕他沒錢養病。
我不害怕我的小孩沒有爸爸陪玩, 但我害怕我的小孩沒錢讀書,
我更害怕的是我的孩子長大後會做一個礦工。
因此, 我開始努力生存,找個最舒服的姿勢睡下, 保存自己的體力。我重新戴上了頭盔,
以免被落石擊暈。我找回了鎬子,在聽到救援聲時毃打牆壁給救援人員聽。
即使我很缺氧, 我不敢大口吸氣, 因為我怕會清耗氧氣。
即使我很不舒服, 我不敢大幅擺動, 因為我怕會消耗體力。
即使我很睏, 我不敢睡覺, 因為我怕會一睡不起。
最後我忘記了過多久,終於我獲救了, 當我重新踏出了地面。你們猜想我第一件做的事是甚麼?
是大力吸入來自外面世界的清新空氣嗎?
是大力飲上一口新鮮的活水嗎?？
是大力唷上一口乾淨的面包嗎?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 走到認屍區找人, 我要找的是我的表弟, 李英秀。
過了不久, 我找到了他的屍首, 我不多說話, 就拖著他的屍體去問主管拿錢。我放低屍體,
就伸手去接主管的二千元。但當我接過那疊掩口費時, 我想通了, 我知道我不能再麻木,
再沉默下去了。我知道這裡有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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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去發聲。我必須將埋藏在地底100呎下公義的事情公諸於世。
今次的意外, 並不是意外。
今次的意外, 是礦洞一早已經出現結構性問題, 某幾處地點通風不夠快。
但礦主漠視危險, 堅持要開採下去, 所以出現氣體積聚,爆炸是早晚的事。
我是首先發現結構問題的礦工, 當晚我上回地面後就去找主管問清楚,
但結果最後我當日的人工多了500元, 這件事就沒人再追究下去。
在座各位說我是一個罪人。
沒錯,我充滿著罪惡。
我為了錢, 放棄了公義。
我為了錢, 放棄了良知。
我甚至為了掩飾那不義的500元, 我當晚等大伙子都去澡堂後才偷偷把錢收好在床下。
 
即使我是罪人, 我今日仍然要站出來,去講出事實,
我要給公眾, 給死去的礦工, 給我心中的公義一個交代。
我要揭發這裡有不少來自人口市場的童工。
我要揭發這裡的黑工數目佔了礦工一半。
我要揭發這裡的水污染報告都是收買政府官員得來的。
我要揭發這裡食宿值100,但人命只值2000
我,李思秀, 一個寂寂無名的礦工今日要在這裡要揭發屯蘭煤礦的老板陳嘉誠如何去剝削, 如何去迫壓,
如何地威迫利誘, 如何去草菅人命的事實。
 
我不知道各位會如何報導今日的事,
因為我清楚明白到各位在報導時必定會受到很大的壓力。
我更加不知道我的說話有沒有喚起各位的良知,
因為我也曾經被金錢埋沒了良知。
但我請各位記得,
這裡不公義的事情, 能否被公眾所知。
這裡死去的靈魂, 能否得到安息。
這裡各人的良知, 能否得到解放。
完全決定於你們現在手上所握的筆,
完全決定於你們對這事件的態度。
 
我知道講出這番說話之後, 我已經不能再在這行工作了。
我知道講出這番說話之後, 我的兒子沒有錢讀書了。
我知道講出這番說話之後, 我的父親沒有錢養病了。
但是為了公義, 我願意犧牲我的事業,
為了公義, 我願意犧牲我的家庭,
為了公義, 我願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為了公義, 我決定要在這裡作我最後的自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