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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愛，但是我們不懂愛＞＞

說好的<<分手100次>> 的偽影評，講好左唔走數既 ~　
（都係個句，又係有劇透嫁）

如果我話你知我入場唔係睇周秀娜既，我就擺明係呃緊你啦。不過講真，周秀娜好戲到超越左我既想
像，呢個位堅係要讚既。

全場只有我一個是一個人去看的 ，其他全是情侶，不過，講真，睇完之後，我feel
到好痛，個種痛，係心痛。
個種係心痛拉扯的痛。

在正文之先，真係好想引用一段好中意既聖經文字，
大家都會係婚禮中經常會聽到、很耳熟能詳的一段：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　歌林多前書13:5-8」

真心，編劇鄭丹瑞一出手，簡單，直接，易明，到位。

一個簡簡單單的都事愛情故事，一個長唔大既男朋友（鄭伊健），同一個被人話係「港女」既女朋友
（周秀娜），仲有一班係女朋友眼中既豬朋同狗友，就成就左一套好好睇既戲。

基於唔好劇透太多，
所以，正如文章既開首，
＜我們愛，但是我們不懂愛＞

探討既，主要係當在愛情之中，當大家愛到不知如何下去，其實係十分沉重既一個課題。

當我地係相處之中，其實我地唔止係愛緊對方，
更重要既，係學習點樣用一個對方喜歡既方式去愛對方。
而好多時，我地反而係用左自己想要，
又或者係我地認為最好既方法去愛對方，
而其實，我地係冇諗過對方真正既感受到底係點。

好似在戲中，長唔大既男朋友，經常打機，玩，諗埋好多3分鐘熱度既野，都經常令周秀娜飾演既女
朋友成日發嬲，
同之前寫過的文章的情節一樣，

「彼此的了解正在加深，同時彼此的矛盾也以幾何級數升級。
原來還可以呃下自己的，都開始覺得自欺欺人。
原來還以為自己可以忍得了，其實就係忍唔住。
原來以為戀愛大過天，但其實問題天天都多。」

而每次到了極限的時候，女方都會出一招「大絕」，就係分手。



作為男人，係呢一個 Critical Moment - 你會點揀? 
to be or not to be , that always is the question. 

戲中既男朋友選擇既，都係跪地，認錯。
看似係好冇霸氣既選擇係咪呢?

女人似乎唔知道一個事實，
就係一個男人肯同你認錯，
就係佢愛你既表現，
你諗下一個男人佢重面子重尊嚴講地位，
點解會為一個女人肯底聲下氣呢？

只係因為愛。

但，愛又係唔係無極限呢？
好肯定答你，
一定唔係。

尤其是，當分手，慢慢變成了手段，成為左令對方跪低既武器。

至於點解一個女人要用到呢一種武器呢？
就係因為佢睇唔到將來。

當一個男人如果掛住搞自己既興趣而沒有顧及女人的需要個陣，
（呢度請留意，需要係講身心靈既需要，唔係滿足男人自己既肉體需要）
女人就會開始覺得佢地睇唔到將來。

當一個女人開始睇唔到將來，好自然既，為左眼前呢個恨鐵不成鋼既男人，

女人原本都想扮蠢，又或者做一個係佢身邊既傻妹仔，一個傻足一世既女人仔，但睇住佢咁唔爭氣，
都要立即做返對精明眼，開始要對佢個男人做返D 野。

要個男人變得「成熟」一點，先可以睇到將來。
但呢個行為就係係男人既眼中一個加速彼此感情死亡既行為　－　取捨／捽數。

當男人俾一個女人捽數，就會係佢心情最唔好既時間，
好多人都以為，呢個時候如果一個男人回轉去做返她想要他做的事，
咁唔一定係一個好現象。

因為行到呢一步，表面上，一個男人肯為左個女人去回轉，
但其實，佢已經死心了。

也許你會問，一個男人唔去做返D野，咁即係佢係要繼續廢男姐！
個睇法係岩，但個諗法係錯。

一個男人為左一個女人去做一Ｄ野，冇問題，



問題係出發點。
係男人眼中，係唔係如果我有，你先會留係我身邊，
如果我冇，你就會走?
今時今日既我冇，唔代表明日既我都會冇。

正如電影中不務正業既男主角，竟然又俾佢諗到分手迷理倉一招發圍，但女主角就會話無以為繼，對
於男主角仲諗住開分店之舉稱為唔成熟，一盤冷水淋左落黎。

慢慢地，當時間推移，當男人意識到真正令女人高興，就是他要做相應在她心目中係「岩」既行為，
佢慢慢就會覺得佢所做既一切一切都只係為左 Entertain
對方而唔再係因為愛，男人就會慢慢走返舊路。

因為，男人的自尊的破壞力，
絕對能比得上女人的妒忌心。

即使佢為左你改左幾多
即使佢為左你放棄左幾多
即係佢為左你嘗試應你要求「長大」左幾多。

慢慢，就會淡然的再一次進入分手與否之間的彌留狀態。
也是，最危險的狀態。

到左整部電影的高潮位及靈魂，都好多人已經爆左係尾段和結局位。

係離合期間既拉扯，最令人感到心悒(讀up)既地方，就係終於到左第100次既分手，大家已經唔會好
似以前咁再為左對方大吵大鬧，唔會再思考向對方和好，雖然仲係好中意好中意對方，但傷痕既力量
大到已經不能夠再走落去，選擇對對方尤如雖生猶死的冷戰來相處，甚至，係分開之後，寧願自己一
個人都唔會再同其他人一齊。

因為回憶太清昕，
因為經歷太青澀，
因為彼此太熟悉。

但之後，已經唔會可能再有一個這樣的人去了解你，明白你，愛你。

「以前我難過因為害怕你會離開我，現在我難過因為我已經不知道如何愛你…」

也當我睇到男主角寫呢句說話俾女主角，想起我曾經也有這一段咁樣既回憶。

有 d 人會認為個結局係爛到好 hea ，好似就咁用無聲帶過左，但其實反而就正正就恰如其份。

感情淡了，有時係唔需要用口講出黎，講返清楚反而仲有機，而相方在清醒之後，才明白有些事錯過
了，有些時間已經返唔到轉頭。

＜這感覺 已經不對 我最後才了解 一頁頁 不忍翻閱的情節 妳好累
妳默背 為我掉過幾次淚 多憔悴 而我心碎妳受罪 妳的美 我不配＞



(如果喜歡我的文章， 就給我一個 like 吧 )

https://www.facebook.com/thesiufui



<<閨蜜，就是一起老去的朋友>>

說好的<<閨蜜>> 的偽影評，講好左唔走數既 ~　
（又係個句，又係有劇透嫁）

由於我唔係一個女人，如果寫得唔好唔好打我XD

今次買飛個陣我尷尬到 ....... 連賣飛俾我個位售票妹妹都有 D
唔信我真係一個大男人入場。入場個時已經見到三五成群既......
女士，從佢地既眼光之中，我開始明白「異類」呢個詞語係點解。

本來都以為呢套只係「三個女人一個墟」既戲，點知，睇落至知冇中伏，仲要好好睇添。

走出戲院個一剎那，我開始明白，女人既友誼，的確很強大。

戲中，希汶、Kimmy及小美三個女生是親密無間卻個性各異的閨蜜，
導演王真真用左一個好簡單既故事，道出了朋友到底是甚麼的一回事。 

「我們互相扶持，但我們又會有時妒忌對方，
　甚至有時誤解，而最後我們都會諒解和好。」

有時，朋友之間，的確是一直扶持著大家，
不管是對是錯，只要是朋友，都會盡力支持。

那管朋友是失戀，就算朋友是可能殺了人，
只要是朋友，都會一直在身邊扶持著他，

不會因為他做了甚麼，不會因為他變成怎樣，
不會因為他與你的地位如何改變，
都會一直一直的，支持下去。

不過，有時在扶持的過程中，也會弄巧成拙。
有時你會為了你對朋友的忠心，但你沒了解到朋友真正的需要而協助，
有時你會為了你的一片苦心，你會將你自認為最好的去協助你的朋友，
有時你會為了你的面子，而擺了一個高高在上的姿態去協助你的朋友，
到最後就 ...... 傷害了你的朋友。

但朋友之間又是否一直都是扶持呢 ? 
對唔住，有時係朋友之間，我地都會互相妒忌對方。

會妒忌對方比自己靚仔／女，
會妒忌對方比自己更有才華／人緣
會妒忌對方比自己更幸福，
會妒忌對方 ...... 好似甚麼都比自己好。
又或者其實是妒忌著 .... 自己根本就沒有或者是自己一直都很想有的東西。



在我們妒忌我們的朋友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有時我們會以「為了朋友好」而協助他，但說穿了，還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有時我們會是因著妒忌，將很多根本不應該出口的就話都會一次過爆發出來。
有時我們會因為妒忌，便會用上了最激烈的方法向對方證明自己是比對方好。

而我想，女人最大的妒忌，
都是一向要風得風的那位，終於嘗試到失敗。
終於有一個她不能到手的男人，
還要是輸在一個自己沒有想過的對手　－　
自己的朋友，最好的朋友。

看到這裡，想起我的好拍檔小藍她所言：
「女人的妒忌心一爆發起來，足以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看到戲中醋意大發的女人所做的所作所為，作為男人既我，真係睇到大開眼界。)

如果話由妒忌引發到誤解，
而誤解又到一個看似無法挽回的局面時，

我忽然諗起有個朋友曾經講過既一段說話：
女人之間的友誼，可以拍到一套<M club>；
但男人之間既友誼，就只能拍一套＜天與地＞。

今次，都不例外，
女人之間的友誼，成就到好好睇既一套 <閏密>。

點解? 
男人，好可能就真係好似天與地咁，鬥生鬥死。
而女人同男人最唔同既地方係，她們會學習在關係之中，
願意向對方去學習諒解對方。

(寫到呢度，我都諗起有兩個曾經既好兄弟 .... )

咁究竟咩野叫做諒解 ? 
諒解就係去明白對方的立場；
諒解就係去將自己的想法說出來；
諒解就係在當中仍會有衝突；
諒解就係要明白在當中有個過程；

諒解，講到最後就是放下自我，
去讓對方了解自己，也讓自己了解自己的過程。

或者真係好老土都要講一句，

「閨蜜，就是一起老去的朋友，
　而能夠一起老去，是因為大家都有一同的經歷，
　經歷過一齊笑，一齊喊，珍惜友情先可以歷久常新。」



(如果喜歡我的文章， 就給我一個 like 吧 )



<<愛過，就是一生一世>>

其實這齣電影真的很似很似我在年頭寫的一篇文章 ......
https://www.facebook.com/thesiufui/photos/a.621579291216636.1073741827.62156899121
7666/653551581352740/?type=1&theater

不過，看了仍然感到很揪心。
揪心的感覺一直由散場到回家的路上，揮之不去。

如果說劇情，老實說，老土得很。
生離死別，都是那些情節。

但揪心的是在於兩位主角，謝霆鋒及高圓圓的表達上。
那種不用對白也能將要表達的感情都表達了出來。

就好似謝霆鋒演的永遠，由始至終，
一直靜靜的守在高圓圓演的安然身後，

一個已經習慣了他不遠不近的腳步聲，
另一個就跟在她後面那麼多年，當然能認出她的腳步聲。

就是這種：
「就是單單純純的愛對方，跟對方一生一世，在一起。」

就好似有人說過：

當一個人遇到另一個人，是千萬分之一的可能性；
但當一個人 愛上另一個人的時候，大約是五億分之一的可能性；
當一個人真的能跟另一個人變成伴侶， 可能是十五億分之一的可能性。

可是，有感情，就是否真的可以一生一世嗎? 
當然不是了。

命運有時的確不由得我們去選擇，但更多時候，
就好似片尾曲的名字：　空白格

隨著時間，
我們要為了生活去打拼，
我們要為了際遇暫時低頭，
我們為了理想而放下一切，
我們會為了很多，很多，
而忘記了本來在自己身邊的那個人。

兩個人也許沒多少的真正生離死別，
反而更多的是空白格。

https://www.facebook.com/thesiufui/photos/a.621579291216636.1073741827.621568991217666/653551581352740/?type=1&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thesiufui/photos/a.621579291216636.1073741827.621568991217666/653551581352740/?type=1&theater


< 其實很簡單　其實很自然　兩個人的愛由兩人分擔
其實並不難　是你太悲觀　隔著一道牆不跟誰分享>

因為自尊，因為誤會，因為時間，因為愛，
也會令我們與對方分開，
這種分隔就會成為對方與自己的空白格。

沒有回憶，沒有感情，沒有火花的一些白格。

到了我們發現在彼此中間的空白格愈來愈多，
我們，已經回不了頭。

<我想你是愛我的　我猜你也捨不得
但是怎麼說　總覺得　我們之間留了太多空白格　也許你不是我的
愛你卻又該割捨　分開或許是選擇　但它也可能是我們的緣份>

回不了頭的，我不是指雙方的關係已經去到走不下去。

而是，我們在這個人海之中，
我們花了多少時間才可以找到一個人，
一個你願意會花時間在他／她身上的人。

而我們在當中，我們又會有多花時間，花多少心機去好好愛這個人?
還是只是讓大家之間都累積著一個又一個的空白格?

到了那時候，我們知道，
可以愛，能夠愛的時間已經很少了。

尤其是男人，很多時侯，
我們都做著為了女人好的事，
我們很不顧一切的做下去，
但我們反而忘記了身邊的那一個女人。

其實，女人需要的，只是男人本身，
而非是他所提供予她「所需」的，
因為他，就已經是她一直「所需」的。

有時侯為了對方不為難，自己就甘願承受一切，
那，就是男人。

但忘記了，只要是愛，也絕對是愛得奮不顧身，
那，就是女人。

只是，互相諒解，不是每個人能做得到，
而且，每個人也不是一定有這一個機會。

所以，請好好珍惜。



珍惜那個不會太懂說，但是盡心盡力為了你的男人，
珍惜那個你不會明白，但愛你變得奮不顧身的女人。

～～～～～～～～～～～～

後記：

這一齣電影是跟一位我曾經認為可以一生一世，但現在已變回好朋友的女生一起去看的。

散場之後，我們也有討論過一些劇情上的問題。

她感到慨嘆，還是天意弄人。
也許，女孩都會相信是命運的問題。

而我就認為都是一點，心。

的確，緣份和是不是能夠一生一世在一起，
是一個教千百年來哲學家想破頭的問題，
面對這個問題，
有人會盲目愛下去，
有人會計算抽身，
有人會愛屋及烏，

不過怎樣也好，
大部份人理解的一生一世，
就是要一輩子在一起，

但其實世上也許還有一種一生一世，
你可以說他沒那麼的幸運，
他不是可以一次就找到可以愛，直到結婚生子的人，

很多人一輩子不會只談一場戀愛，
大部份人都會經歷很多段感情，在當中成長，在當中經歷。

但是不管經歷多少的感情，總有一種感情／一個人，
是會在你心裡是非常深刻、是在你的記憶裡，卻是一輩子的。

那麼已經不是彼此是否可以長相廝守、白頭到老的問題，

因為在愛過的瞬間已經是永恆，
你只要真心的去愛過，那就是一生一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