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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了心淡的她 , 一拖再拖的他

＜＜習慣了心淡的她＞＞　BY 一米六三的女孩

深宵三點，她如常地從睡夢中醒來，打開手機屏幕。
-沒有通知-

她，並沒有像剛開始那樣，
要是沒有收到他的短訊，
就立刻打開whatsapp看他的最後上線時間，
然後問句「下班了嗎？」。

要是朋友關心起她和他的近況，
她也不再像從前那樣，
擺出一臉甜蜜的樣子。

「欸，怎麼最近很少聽你提起他啊？吵架了嗎？」朋友問。

「我睡覺時他在上班，他熟睡時我剛爬起床，根本就是零交流，想找個人吵架都沒有。不過我都習慣
了。」她故作輕鬆的說。

「哇，你們在玩Long Distance嗎？」

「最可怕的是你們活在同一個城市裡，又不像Long
D的情侶那麼有「警覺性」地去維繫感情，再拖下去就遲早完了。」朋友說。

朋友一語道破這段感情的死因，
她一時間找不到個逃生出口。

「哈哈，我也不知道。」她笑得無法再更牽強。
其實她都知道。

今晚已經是她連續第二十六次失望了，但她還是戒不掉這個習慣。

有時候，她不用刻意醒過來，因為她根本睡不了。

一直看著那個討人厭的最後上線時間，看著看著就天亮了。
每個無眠夜，她一個人想著很多事，想著朋友說的「死因」，
想著他們為甚麼會走到這一步，也想起以前的種種。

然後她回想起，這種生活的開端，
是由他大專畢業後，在那家餐廳由兼職轉成全職開始。

餐廳老闆跟他以「兄弟」相稱，於是事無大小他要「捱義氣」，
不但要上大夜班，而且他的字典裡沒有「準時收工」這四個字。
她最受不了的是，連他的休假天都是前一天才定的。

https://www.facebook.com/163girl


因為這樣他們很難一起休假，更不用說在平日抽時間見面。
時間上的不合，剛開始並沒有太考驗他們的愛情。

他放工了就會把今天發生的種種錄音傳給她，
好讓她醒來第一時間就聽到自己的聲音，還有那句她最愛的晚安。

而她半夜會爬起來聽他說話，然後再甜甜的睡去。
第二天早上她又錄音給他，說一句甜蜜的早安。

雖然很少即時通訊，但至少還是一直聯繫著，心繫著對方。

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她醒來聽不到晚安。
當她意識到聯繫切斷了，她不知道該怎麼去開口說第一句。
終於在差不多一個月沒有見面之後，他約了她見面。

她高興又期待著這一天，
她深信只要牽著他的手，
之前所有的寂寞都能一筆勾銷。

「對不起親愛的，今天餐廳有個伙記臨時有事不能上班，我必須回去頂他。我答應你下星期再跟你約
會好不好><，真的很對不起!!!」他在約定時間前一小時發了這則訊息給她。

她很傷心，傷心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過了一小時，她才感覺到一股對他從來沒有過的憤怒。

「你餐廳少你一個人會死嗎？你以為自己是老闆嗎？我就真的那麼不重要嗎？你已經多久沒跟我聊天
了？還有，我們整整一個月不見，天底下有一對情侶是這樣的？」她把這一個月來的不安、不滿和憤
怒一次過宣洩出來。

他的最後上線時間一直停留在兩小時前，就是發訊息給她的那個時間。

她明知道他在上班時間不會看手機，但還是對自己被無視感到憤怒。

「我想我們該完了，我不知道怎樣跟你走下去。」她再傳一則訊息給他。

她看著手機，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
就這樣一直看，直到手機沒有電，已經是凌晨三點。

當她插上手機電源，再次打開手機。
五個未接來電，是他。

過了一秒，手機屏幕出現了他們的合照，他又打來了。
「對不起，我錯了，不要分手好嗎？我現在過來找妳。」

「嗯，隨便你。」



她口裡說得冷淡，但還是馬上打開衣櫃。

理所當然地，他們在分手的半小時後又在一起了。

「我努力賺錢都是為了我們的將來，我想賺很多錢養你，讓你可以不用工作。但我太急了，忙得忽略
了你的感受。我會改的，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他當時誠懇的說。

其實她也沒有想要分手，她只是替他感到不值，她覺得他老闆只是在佔他便宜，但他卻一心覺得別人
當他兄弟。她當時也是氣上心頭，覺得自己在他心中竟然沒有那家餐廳重要，說分手或許會是一個轉
捩點。

但這些話她都沒有說出口。

「嗯。」她點點頭。

那天之後，他配合她的週休日子向老闆要求放假了，
他說這樣他們就可以多見面了。

可是，他總是要在難得見面的一天裡分個幾小時給餐廳。她知道自己沒有辦法阻止他回去，也就不說
甚麼了，免得又要吵架。只是，「自己沒有很重要」這個想法變得愈來愈明確。

「我覺得我們之間缺少的不只是相處的時間，而是每次相處都讓我覺得眼前這個人很陌生。是你變了
，還是我？
我很矛盾，明明還是期待著收到你的訊息，但收到了卻又無話可說。

二十六天了，你都沒有找過我。
我心裡一直在等待轉機，或許我們可以像以前一樣天天黏在一起開心過日子，但我卻愈等愈覺得無助
。

其實，我好像都已經習慣了心淡，我是不是就可以一直這樣下去，過著有你卻好像沒有的日子？
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我連跟你說話都需要很多很多勇氣......」

她開著跟他的對話框，打了好大一段話，卻又馬上刪走。

想到這裡，她的眼淚又跑出來了。
把手機屏幕關上，她紅著眼睛對空氣吐出一句，

「我們是不是回不去了......」
~~~~~~~~~~~~~~~~~~~~~~~~~~~~~~~
<<一拖再拖的他>>  BY 小灰 

凌晨3點，
「終於收工了。過了今日，終於完了。」

他呼了一口氣，看到她的最後上線時間是凌晨2時59分， 
按下了手機的通話制，想給她來個對談。



電話是接通了，但得到的是： 
「你所打的電話暫時未能接通，請遲些再打過來吧。」

當他想到近這大半年的相處，他的心揪了一下。

「對不起 .. .. ..」

他的心裡很清楚，她對他的忍耐及容忍，已早早就超出了極限了。

還記得第一天，他們是在餐廳認識。
當時，他早上讀大專，晚上在餐廳打工，認識了剛入讀大學的她。

從第一天開始，他很清楚，他與她之間，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

所以，他很努力的學習及工作，一直都很努力地拉近兩個人的距離。
可惜，他讀的科目在香港這個重商社會而言，根本不是一科很能賺錢的科目。

反而晚上在餐廳裡的工作，憑著他良好的待客態度及工作效率，
漸漸地得到餐廳老闆的賞識，到後來，更以兄弟相稱。

當他在大專畢業之後，他很清楚他需要一份工作。
於是他決定由兼職轉成全職。

由於他的工作態度及能力，餐廳老闆更愈來愈放心將一切都交給他打理。

有時需要他「捱義氣」幫手去「頂多兩更」，「埋數」等。
所以他不但要上大夜班，而且他的字典裡開始沒有「準時收工」這四個字。

所以，通常他的的休假天都是前一天才定的，對比做文職的她，很難一起休假，更不用說在假日及大
時大節中有時間見面。

而時間上的不合，剛開始並沒有太考驗他們的愛情。

每當他放工了，就會把今天發生的種種錄音傳給她，
好讓她醒來第一時間就聽到自己的聲音，還有那句她最愛的「晚安」，
而他知道她會半夜起來聽他說話，然後再甜甜的睡去。
第二天早上她又錄音給他，說一句甜蜜的「早安」。

這是他們的相處方式。

雖然很少即時通訊，但至少還是一直聯繫著，心繫著對方。
從那一天開始，他知道他的老闆打算開分店，並且得到投資者的信任，在分店擴充之後，他終於可以
轉回文職了，終於可以跟她在一起了。

他打算先不告訴她，好讓到時成為她的驚喜。
在之後的一個月，他忙得根本沒有時間可以跟她見面。
終於在差不多一個月沒有見面之後，他約了她見面。 



可是，他卻因為餐廳臨時缺人爽約了。

看著和老闆的交情份上而跑去上班，當然是沒有薪水的。
他很清楚她一方面替他感到不值，另一方面覺得她覺得她自己在他心中竟然沒有那家餐廳重要。

就在那天晚上的工作完結後，她向他提出了分手。
看到她訊息的三個字，他的靈魂都幾乎跳出來，他立刻致電給她：

「對不起，我錯了，不要分手好嗎？我現在過來找妳。」
「嗯，隨便你。」

電話另一頭的她沒有表示甚麼，雖然她口裡沒有說些什麼，但他都立即到她的樓下。

半小時後，他到了她家的樓下，他告訴她，現在的努力是為了他們的將來而打算，但是也不想忽略了
她。

「我努力賺錢都是為了我們的將來，我想賺很多錢養你，讓你可以不用工作。但我太急了，忙得忽略
了你的感受。我會改的，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他當時誠懇的說。

「嗯。」她點點頭。

理所當然地，復合了。

從那天開始，他配合著她的休假，希望可以爭取多一點約會的時間。

他這個決定，她當然樂意接受。

然而，事情總沒有想像中的那樣順遂。
每星期約定見面的那一天，他都會有數小時花在工作上。

可能是缺人，可能是暫時頂替某位同事。
總之，就是有不同的理由。

而她，有時會親自來到他工作的地方，
他都讓她都待在餐廳的員工休息室裡，直到他下班。
這樣的「約會」很無趣，而他知道她已不想再向他提出不滿。
他已盡力作出了讓步，因為他知道如果她再次提出這個問題，兩人一定吵架收場。

在開店前的一個月，在他們的約會到了中段時，他又再收到老闆的來電，原來是因為新店裝修出現了
問題，需要他回去處理
。
那天晚上，她拉住他的手，要他在這整個晚上陪著她。
但是最後他都堅持要回到公司。

當時他很清楚她仍然在等待著一個轉捩點，
而他的轉捩點，就是在新店開張之後。
只是他不知道，她能否忍受到這一天。



在這陣子的每個夜晚，夜深的時候，拖著疲累的身軀，
在沒有人陪伴的時候，寂寞彷似是理所當然，但有伴侶仍感到寂寞，就是深切的悲哀。

數算著日曆，這三十天的沉默裡，
她已經忍受得太多
他也背負得太多。

「終於收工了。過了今日，終於完了。」

縱然電話的另一邊傳來的是： 
「你所打的電話暫時未能接通，請遲些再打過來吧。」

但他仍然有信心，
因為，他終於有時間陪她了，

只是，他不知道，
已經失去了的一些時光，可否仍能回頭。



留不低的他．可以了的她

<<留不低的他>>

這天晚上，她約了很久沒見的姐妹淘敍舊。

彼此已有一年多沒有見面，但感覺依然親切如昔。
在席間，她們二人都在談論著以前讀書時的趣事，整個氣氛都熱烈了起來。
本來心情帶點沉重的她，重新展現了一絲微笑。

「對了，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應否告訴妳…」

朋友的欲言又止，使她感到很困惑。

「不用吞吞吐吐嘛，快點說啦。」

「前天我看到一個很像妳男朋友的人和另一個女孩子很親暱的在一起…」

她聽了以後，仍然恬靜地微笑著，但內心卻五味雜陳。

「嗯…那一定不會是他，他剛剛往外地公幹去了。」

她明知道那是他，但還是很自然地替他撒了一個謊。

「是這樣喔，還好我看錯了，不好意思。」

至此，有關他的話題突兀地結束，二人繼續東拉西扯地說著其他瑣事。

只是，她感到心不在焉，笑容也變得很無力。

到底有多少次，從別人的口中聽到了他和另一個她的傳聞？
一次？兩次？三次…還是更多？
她已經記不起，也不願記起。
第一次的傷心，變成了現在的不痛不癢。
他的緋聞，就像是報紙娛樂版的花邊新聞，給了她娛樂，
也似乎可以讓她更了解他多一點。

她很想知道，他到底想要一個怎樣的女生去當他的伴侶。

曾經，她以為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最初的默契和他賣力給予的感動，使她從芸芸的追求者中挑選了他。

從何時開始，他們兩人的步伐變得不一致了？

在熱戀期以後，他們開始有爭執，而且越見頻繁。



他不止一次提及過他對兩人的關係感到壓力。
但她以為，這只是在感情中一段暫時性的低潮，
在他調適好心情以後，一切便會好轉。

直到那一天，她無意中發現了他有外遇，才知道事情並沒有想像中那樣簡單。

而那個外遇，是那種很冶艷的女生。
那不會是他喜歡的類型，至少，他曾經說過這類女生予人的感覺很俗氣。
但此刻她看見他抱著的，卻是這種女生。

她突然感到這個他很陌生。

哪一句才是他的真心話？過往的一切，也是偽裝出來的嗎？

＜她怎麼吸引你　總喜歡將我作類比　投入與我發展你也靠演技＞

那一刻，她整個人也虛脫了。

她很懷疑，是否還可以和他繼續走下去。

經過一連串理智和感情的交戰，她決定原諒他。
即使她明知道他的確和另一個她在交往，即使她明知道他的心已不在他身上。
只要他的還留在她的身旁，她也心滿意足。

她從不打算戳破他的謊言。因為她害怕他會離開。

她知道自己離不開他。

然後又有一次，她打算洗衣服的時候在他的褲袋了發現了一個保險套。
她知道，他出軌的行徑從不曾停止過。
縱使如此，她也並沒有打算質問些什麼，只是靜靜的把它放回他的書桌上。
他沒有承認什麼，也沒有嘗試解釋什麼，只是隨手便把那個保險套丟進垃及筒。

兩個人，在同一間屋子裡，依舊地生活著。

彼此的卻隔膜有增無減，彷彿倒退到普通朋友的階段。

他明明知道，她知道他出軌的事情。
她在想，或許曾經他也心存歉疚，只是他依然不能自拔地一次又一次的出軌。
所以每一次，她也原諒了他。

＜專一的一個我　安守我責任長期做戲　其實我也妒忌　愛侶似是而非＞

回到家中以後，她感到徹底的疲憊，只是腦袋還在不由自主的運轉著。

她的腦海中突然閃過了半年前海外旅行時的片段。
當時大家在玩真心話大冒險，她被一位朋友問及了如果他有外遇，



她會怎樣回應。
很諷刺的是，她在旅行前第三次發現了他的出軌，這個問題戳中了她的痛處。

「可以了。」

她只可以強顏歡笑地，說了這麼一句。

「鈴鈴鈴…」

家中電話的鈴聲劃破了寂靜，也終止了她的回想。
這個時候，她發現自己已經淚流滿面。
她強忍住嗚咽，接了電話。

「喂？」

「喂？那麼早便回到家裡了？」

他的聲音，顯得有點疲倦。
應該是加班的緣故吧？

「嗯，有點累所以早了回家，你呢？工作完成了嗎？」

「剛完成了，現在便回來。」

「那麼待會兒再說好了，趕快回來，我很想念你。」

「傻瓜…我愛妳。」

這一刻，她的心裡既是甜也是苦，淚珠再次斗大地落了下來。
她不知道他是否真的還愛她，但至少他還沒有離開她。
然而那天晚上，她一直等，他也沒有回來。
更正確點來說，是再沒有回來過。

他最後留下了給她的，不是他的身體，也不是他的心，而是一通短訊。

「我們…還是做回朋友吧。」

看到這個訊息以後，她沒有哭，反倒鬆了一口氣。

終於，可以從這個痛苦的漩渦中解脫了。

＜能被你最眷戀恐怕要下世＞

~~~~~~~~~~~~~~~~~~~~~~~~~~~~~~

<<可以了的她>>



這天晚上，他約了很久沒見的兄弟幫敍舊。

今晚很特別，在他身邊是餘下了一幫兄弟。
他沒有帶來他的女人，任何一個。

兄弟對於他身邊近來又再出現了新的「好朋友」，已經對他微言。

這種好聽的就叫「好朋友」，難聽一點，根本就是小三。
在這三年來，他已經換了好幾個了。

可能大家都是兄弟吧，終於有一位兄弟忍不住問他：
「他已經有了她，為何還要在外面搞女人？」

他面對這個指控，只是苦笑，乾咳了一聲，喝下一大口酒，緩媛的吐出他的真心話：

「其實，兩個人走在一起，
的確他媽的不容易。想想吧，到底要有多少的緣才可以遇上，到底有多少的努力才可以修得成那個彼
此都承認， 原意為對方委身一生的身份。 但最諷刺的， 要分開兩個人，又真是他媽的很容易。
守起來， 聚起來， 需要很多時間， 拆毀它， 分開了，
卻可以一瞬間。的確，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很現實的世界， 面對情與慾。身為男人的我們，
特別容易迷失。」

在席的兄弟們，有些已經開始看不順眼了，
在他們的眼中， 每一個出軌的男人，
都有千千萬萬個理由，都總是可以合理化他們的行為，為他們卑劣的行為，去尋找可以開脫的証據。

她，即他現在的正印女朋友，卻是當初整個兄弟團中人人得而追之的一個女孩子。

當大家都花盡了心思去追她，而她，到最後，選擇了他。

他們仍舊不明白，他在追求她的時候，也是千辛萬苦，為何他在追到手之後，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
讓自己擁有小三，而非好好的去珍惜得來不易的她。

在那一刻，他感到有苦不能言。
尤其，當開始愈來愈愛的過後，才發現對方真的不是自己心想的白馬王子/白雪公主，慢慢，他在開
始懷疑自己，為甚麼會在最初跟她一起。 

<我們 一路停停走走 越來越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一剎那光輝未必代表永恆，尤其是他開始發現她有很多缺點，而她又開始對他不滿意，當兩人愈走愈
近，便要開始去學習慢慢的接受及承受對方的一切一切。

不管是好的，還是不好的，都要接受。

從前，他以為他對她沒有要求，但慢慢地，他發現了他對她，原來有著很高的要求。
同時，他一直都以為她是對自己沒太大的期望，但慢慢地隨著她的反應，他看到她想要他慢慢變成一
個怎樣的男人。



在彼此有著要求及期望的壓力下，
那一刻，他只感到很無助。

他，開始認為他自己對她的愛，其實很脆弱。

而他，也不想將這種感覺宣之於口。
他很清楚，當他道出想法之後的結局。
他不想吵，也不想談及，但又為此而苦惱。
他覺得他只是盡力去維持著他跟她的關係，尤如行屍走肉似的關係。

<我們我們 誰也不肯承認 喔 摀住了耳朵 聽見的笑聲 是假的>

他知道，她想結婚。
但這成為了對他更大的壓力，因為他很清楚，
現在的相處都已經遇到了瓶頸，
如果再走下去，自己是否有能力繼續下去？

在這個時刻， 
有人會選擇解決問題 
有人會選擇逃避問題 
有人會選擇向人傾訴 
有人會選擇啞忍沉默 
有人會選擇理解包容 
當然， 也有些人會 …… 選擇找個小三。

而他，想找個小三的原因是，他想令她變得陌生一點。
也許，他需要在與她愈來愈接近的關係中，找尋一個可以喘息的空間。

最初，他也只是想找個人聊天便可以，
只要不是她，他便可以有一個喘息的空間。

後來，也許是男人的原罪，
終於他與她一起的這幾年間，找了一個又一個的小三。

說起來，那些小三都都是妖艷的濃妝女孩。他曾經對她說過，這類女生予人的感覺很俗氣。
的確不是他喜歡的類型，但作為一個情感的出口，他也顧不上那麼多了。

然後又有一次，她打算洗衣服的時候在他的褲袋了發現了一個保險套。
他知道她發現了，也是那一天她沒有跟他說話。
很要面子的他，沒有向她解釋。

其實，他想對她說，這個 ......
是準備那天晚上跟她用的，但她顯得興致缺缺，敗興之下，他隨手便把那個保險套丟進垃及筒。
他還是出門找那個小三，只是飲酒聊天。到最後，那個晚上只是以與小三聊天結束。

那一刻，問心，其實他很清楚，他離不開她。



因為，再沒有一個女人能夠可以好似她一樣的包容他。

還記得，有一次，一大伙朋友在外旅行時，
有一晚一起去玩真心話大冒險，
她的一個好朋友竟然很不識相的問她，如果他在外有個小三，
到底她會如何回應。

當時，他面色很難看，那正是第三次她發現他有小三。

而他更想不到，她只是淡淡的回應：「可以了。」
簡單的三個字，蘊藏的是無奈，還是哀愁，
他看不透。

聚會完畢。

「鈴鈴鈴…」

她家中的電話，終於接通了。

「喂？」

「喂？那麼早便回到家裡了？」

她的聲音，仍然很興奮，就好似一個久未被寵幸的妃子一樣。
應該是想我的緣故吧？

不論自己走到多遠，她仍然等待，只要話是出自他的口中。

「嗯，有點累所以早了回家，你呢？工作完成了嗎？」

「剛完成了，現在便回來。」

「那麼待會兒再說好了，趕快回來，我很想念你。」

「傻瓜…我愛妳。」

這一刻，
他呼了一口氣，連他自己都覺得自己很假。

他不肯定這是否還真的是愛，但他只是知道自己終於走不了。

他最終還是咬著牙做出決定，給她發了一個短訊：
「我們 .. 還是做回朋友吧。」

<走不到的路就算了 我們永遠停在這了
愛不愛了 成為過去了 只是朋友 我們可以了>



講多變真的他 , 只是說說笑的她

<<講多變真的他>>

星期5，晚上10時30分，尖沙咀海傍。
他跟她一直都牽著手走著。

突然，他鬆開了她的手。

「分手吧。」他說。

看著她由甜甜的樣子慢慢變成驚訝，猶豫，不信，再開始變得憤怒。
他，仍然是冷冷的看著她。

「你到底在說什麼？不要開玩笑呀？」
她帶著勉強地笑意，試著打圓場。
「我是認真的。」

她知道他是認真的。
她開始哀求他，但他仍然都不為所動。
因為對他來說，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也許世界上的確有這樣的一種人，
他們的口頭禪就是「分手吧！」

「分手吧！」這三個字，
這次是第幾次出自她的口呢？
他已經不想再去數了。

在交往的這四年間，
「分手吧！」這三個字
他已經她的口中聽了無數次。

還記得他們第一次的約會，那一天，他約了她去看電影。
他卻因為公司加班，遲遲還沒有出現。
到了他可以下班時，他已經立即上了的士，盡他所能的到她面前。

半小時以後，他終於出現在她的面前，看到他的臉，她的怒火到達了沸點。
「分手吧…」
然後，她頭也不回地走了。

當時，他從後追上來，說了一大堆道歉的話。
因為，他很著緊，很愛在眼前的她。

那一次，是她第一次向他說分手。



然後，「分手吧！」這句話，漸漸變成了當她對他不滿時必然會說的一句話。

在她多次對他說分手的時候，他一直都在問自己，
是自己做得不好嗎？
是自己的錯嗎？

如果她不是對他不滿意，為何她整天都嚷著分手？
如果她不是對這段關係沒信心，為何她整天都嚷著分手？
如果都不是自己的錯，那麼，我們怎麼了？

一直以來，這段感情，
他都認為他一直在捱。

因為他總不明白，她的心意。

經常叫分手的她，但又離不開自己。
到底自己是「傻仔」，仍然守候在她身邊？
還是，她認為這些才是他們二人之間的情趣？
縱然，他真的很討厭這種「情趣」。

今天晚上。
原來，今晚他是打算向她求婚的。

而他很清楚，現在的她還不想要孩子。
所以，他希望可以兩人在婚後一起先飼養寵物，再討論生個孩子的問題。

當他們討論著飼養寵物的問題的時候，
他喜歡貓，她卻喜歡狗兒。

他提出了小狗需要出外散步，怕工作太忙會忽略了小狗。
所以如果真的要養寵物，貓兒會比較適合，如果她不喜歡，就乾脆不養。

聽到這裡，她的怒火又被點燃了。

「分手吧」
這三個字還是從她的嘴裡跑出來。
他的不滿，亦終於到了頂點。

最後，他認為是 …一個他最不願意的答案。
「她不愛他。」

這一刻，他徹底崩潰了。
所有的懷疑，失望，悲傷，都充斥著他。

原來，有些事，真的不能說太多。
講多，就會變真。



如果她不是真心想分手，她不會經常提在口邊。
他認為這段關係中，
開心的時候好像愈來愈少，傷心的時候好像愈來愈多。
不來四年以來的努力，再多，也是白廢。

在他眼前的她，雖然是笑得甜甜蜜蜜，
但那一刻，他認為這樣子已經不能再走下去。

也許，愛上她，是他的幸福。
但是，離開她，是他的決定。

這刻，他很清楚，
能夠與面前的女人走到最尾的，一定不是自己。
「放手吧。」他默默在心裡跟自己說。

「分手吧。」他說。
她拉住他。
但他沒有回頭。

十步之後，
在他的臉頰上，兩行清淚。

回家後，他給她發了一個短訊。

「其實，幸福一直都在你身邊，只是在些事已經講多變真。希望你會幸福快樂。」

也許，相愛，留痕；
最終，傷愛，留痕。

~~~~~~~~~~~~~~~~~~~~~~~~~~~

<<只是說說笑的她>> 

這天，是一個平凡不過的晚上。

午夜已過，她仍沒有入睡的意欲。
漫無目的地瀏覽著網頁，但時間卻好像過得特別慢。
她心血來潮，打開了一套下載了很久，
也重看了很多次的電影。

「我的最愛」。

雖然整體並不算太出色，結局也過於煽情。
但當中有一些情節，還是有一點兒的真實。

至少，屬於唐寧的那部份讓她感到很有共鳴。



「分手呀…」

「好呀，你要分手丫嘛，而家就分。」

劇情進入了唐寧再次向男朋友提分手，他卻果斷答應的場景。

她不自覺地流下了淚。
從電影中，她彷彿看到了從前的自己。
那個嬌縱橫蠻的自己。

從小到大，她也受到周遭的人愛護，一直以來都不乏裙下之臣。

四年前的夏天，她認識了他。

一個符合她的標準，並值得託付終身的男生。
他們一見如故，亦很快便交往起來。
縱然身邊仍出現了不少追求者，但她依然不為所動。
因為她深信他是她的Mr.Right。

只是，在熱戀期過後，事情不知不覺地在變調著。

他的工作越來越忙，見面的時間也減少了。
熱戀期間的新鮮感，也逐漸減退。

她開始變得不安。

開始把小事化大，然後吵個沒完沒了。

她也覺得這樣的自己很討厭，但就是控制不了那些負面的情緒。

那一天，他約了她去看電影，他卻遲遲還沒有出現。
半小時以後，他終於出現在她的面前，看到他的臉，她的怒火到達了沸點。

「分手吧…」

然後，她頭也不回地走了。

理所當然地，他從後追上來，說了一大堆道歉的話。
看見了他的著緊，她打從心底裡感到高興。
原來，他真的很愛她。

那一次，是她第一次向他說分手。

然而，「分手吧」這句話漸漸變成了她的口頭禪。

因為，這就像一句可以讓他更著緊自己的咒語，也是一個小情趣。
每一次看到他的道歉，她心裡也會有些歉疚，



只是不好意思告知他自己心裡的想法。
她知道他一直在為她的將來努力著。
也知道很難再找到另一個人會這樣義無反顧的愛她。
她想要變得更體貼，變得更好，變成一個可以配得上他的女生。

可惜，事與願違，當她不滿的時候，
這三個字還是像擁有自由意志般從嘴裡跑出來。

那一次，又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在晚餐上，他們討論著飼養寵物的問題。

他喜歡貓，她卻喜歡狗兒。
他提出了小狗需要出外散步，怕工作太忙會忽略了小狗。
所以如果真的要養寵物，貓兒會比較適合，如果她不喜歡，就乾脆不養。

聽到這裡，她的怒火又被點燃了。

她心裡想時間是可以擠出來，為什麼他就不能遷就她一下呢？

然後，她又說出了那句咒語。
餐桌上的氣氛驟然變得凝重。

他的臉色變得很難看，又似是有口難言。
草草的結了帳，然後二人漫步至尖東海傍。
彼此沒有說話，也沒有提及剛才的事，但仍然牽著彼此的手。

突然，他那緊握著她的手鬆開了。

「分手吧。」

她不敢置信地看著他，只見他一臉認真，找不到一絲笑意。
開玩笑也有個限度的吧？

「你到底在說什麼？不要開玩笑呀？」

她帶著笑意，試著打圓場。

「我是認真的。」

他的目光，冰冷得可怕，讓她感到不寒而慄。
她開始哀求他，請求他不要離開。

「分手吧。」

他再重覆了一遍，然後轉身離去，
她上前拉住了他的手，卻被他甩開。



他慢慢的步遠，一次也沒有回頭。

呆站原地的她，除了哭泣，卻不知道再可以做些什麼。
在恍惚地到家以後，她收到他最後的一則短訊。

「其實，幸福一直都在你身邊，只是有些事已經講多變真。希望你會幸福快樂。」

她終於明白，他要離開的原因。

「分手」這兩個字，對於她來說只是一個表達不滿的詞語。
只是想要告訴他：我很想你著緊我
但原來在他的心中只是：我真的生氣了。

終於，他信以為真，誤以為她已不再愛他。
所以，他選擇離開。

她很後悔把分手兩字當作玩笑，
也很痛恨自己愚蠢，親手斷送了自己的幸福。

然而，已經再沒有任何轉彎的餘地。
這一個遺憾，將會永遠留在她的心中，
成為一道永不褪色的疤痕。

＜相愛，留痕…非愛，別聚舊別走近＞



習慣了的他 , 不習慣的她

<<習慣了的他>>

凌晨十二點。 

看著枱面上的鐘，他終於都將今日的工作做完了。 

但是，他的面上仍然是沒有笑容。 
因為他還記得，他對她，有一個約定。 

"今年生日，我一定會帶給你一個難忘的體驗。" 
此刻的他，只是在苦笑。 

因為，他 …. 已經 “冇貨” 了 

也許你會問，他為何要這樣辛苦去安排每次的約會? 

一切，因為她的前男友。 

聽說，她在認識他之前，她的前男友只是一個宅在家打LOL的宅男。 

在追求她的時侯，他很清楚他要比他的前男友做得更好。

他，一直也不想悶到她，
因為，他一直都在害怕，有一日，她會因為他太悶而離開。 

所以， 在追求她的時侯，他比其他的追求者更落力，安排更多的活動給她
，希望每一次跟她一起的時候，都會是最好的體驗。 

直到那一天，她終於答應了做他的女朋友。 

女人總是認為，男人將她們得到手之後，男人就會頹廢下來。 

顯然，他看似也逃不過這個命運。 

對他來說，長年累月的安排及計劃，已令他有點疲累。 

縱然，他很清楚他真的不是頹廢，而是他很明白，創意，似乎是會有用完的一天。

他很清楚，他，不是不愛她，
只是， 他整個人都真的用盡了。

從從前安排每次精彩得令她心花怒放的約會，慢慢就變得愈來愈簡化，甚至，公式化。 

行街，睇戲，食飯。



悶了嗎 ?　
不是。

他很清楚，他正在 ….. 習慣。

“習慣” 就是 …… 
習慣他約她，她也總是會奉陪。
習慣了每到假日，她都一定在他的身邊。
習慣他自己每次編排的這些＂一定冇死＂的拍拖模式。
習慣了到最後她總是會欣賞他付出的她。
習慣了事事為她計劃，但又因為習慣而感到疲累。

當他再將這些日子以來的約會再回憶一次,

他慢慢發現， 
從樓下的公園，到山頂的凌霄閣，再到元朗的圍村和要乘船的長洲，
短短半年間，他跟她已經幾乎將香港走了一遍。

同時，他與她的距離亦愈拉愈近，
甚至，到現在，密不可分。

趕快把她年底的生日都安排之後，
看著手機中她在二人合照中的笑容，

他，終於下了決定。

他，訂了機票，不過，今次是一人出走的機票。

他，需要一個假期，
一個不用再為任何人去思索及計劃的一個假期。

他在關掉電話之前，向她發出了一個訊息。
「明天開始我會當背包客，遊歷完這個世界以後便會回來。」

因為，他需要 ….. 習慣一下 , 暫時沒有她的日子。

~~~~~~~~~~~~~~~~~~~~~~~~~~

<<不習慣的她>>　晴天娃娃．賀小晴

凌晨一時。

耳畔忽爾傳來了電話的訊息響聲。
她駕輕就熟地把電話解鎖，然後看到了一則來自他的訊息。

「明天開始我會當背包客，遊歷完這個世界以後便會回來。」



她完全摸不著頭腦，這是代表他們的感情需要擱置了嗎？

還是，已被他單方面地劃上了句號？

她立刻撥了他的電話號碼，但已轉駁至留言信箱。

剎那間，她的不安到達了一個頂點。
和他經歷的種種像倒帶一樣在她的腦海內重播。
相戀半年以來，他一直都待她百般遷就。
在他追求她的時候，他總悉心的安排每一次約會。
每一次都是一個難忘的體驗，甚至已幾乎走遍香港的每一個角落。
她知道他的苦心經營，完全是為了當初跟他說過前男友的悶蛋。

即使在交往以後，他仍然很用心地安排約會的細節。

雖然，現在已漸漸變得公式化。

約會的地點再沒有新意。
活動的安排再沒有驚喜。

慢慢地，他們的約會變得和一般情侶一樣平淡。

大多只是找個熟悉的地方逛街然後看一套電影，再來一個晚餐。

她並沒有感到納悶，因為她知道趨向平淡是必然，也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

只是，還有一些地方她有些微的不習慣。

不習慣就是…
不習慣沒有他在場的約會…
不習慣沒有他在身邊的假期…
不習慣跳出一般模式的約會編排…
不習慣一個人走曾經和他走過的路…
她才發現，自己不習慣沒有他的人生。

他已經變成了她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沒有了他的點綴，她的世界彷彿失去了色彩。

這一次他旅行的決定，使她方寸大亂。

她很想立刻買機票前往他的目的地，很可惜她完全不知道他的落腳點。
世界級的躲貓貓，她沒有勝出的把握。
看著手機裡的合照，她忽然心念一動，打消了出發去找他的念頭。

就讓自己留在原地，試著去習慣沒有他的日子。



或許，兩個人都可以有一個新的體會。



再遇見

面對舊情人 
很多時候 , 
我們總是百感交集 
我們總是難捨難離
我們總是不堪回首
我們總是無力挽回

在記憶之中 ........
是有一點點愛, 
是有一點點恨,
是有一點點亂
還是有一點點 ...... 

對他來說 , 分開已成定局 
對她來說 , 已經不再留戀

也許在彼此的回憶中 , 都曾經有一點點的恨著那誰. 
也許 , 也會想再遇見. 
~~~~~~~~~~~~~~~~~~~~~~~~~~~

還記得最初 , 
他曾經認為 , 這個世界沒有人可以比自己更重要
他還是認為眼前這個女人 , 應該不會令他觸動心靈
後來 , 在那段時間 , 卻是重要得 ..... 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還記得最初 , 
她曾經說過 , 她不會再相信有感情這回事
她還是認為他是一個傻小子, 天真得他還相信有感情這回事
看著他 , 她在他的傻氣中找回了她在初戀中的安全感

他還是以為 , 他找得到了
她還是以為 , 她可以定了

他與她的認識 , 
在他很多朋友眼中 , 是孽
但 , 在他眼中 , 是緣. 
在她眼中 ... 也許也是緣.

也許 , 沒有他的來到 , 她可能在餘生中也不會再明白有人真心對自己的感覺是怎樣的
也許 , 沒有她的來到 , 他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 , 還是認為一切已經足夠

也許 , 
她永遠不會明白 , 甚有鬥心的他 , 在她面前 , 他願意放下一切 , 寧為她魚肉 , 只是因為 , 他認為值得 .
他永遠不能理解 , 她對他的苛刻 , 一切都是來自她的種種經歷 ,



世事無常令她立心要將他變成一個強得像鐵一樣的男人 , 那是因為 , 她相信 ,
他可以成為那個保護她的男人. 

也許 , 離開 , 
對她來說 , 一點也沒變 , 因為 , 她還是回到她的那個世界 , 去為她的一切一切日爭夜鬥. 
對他來就 , 原來以為還是以為相信青蛙王子故事的人 , 開始覺醒
開始明白 , 原來 , 他一直只是一隻井底之蛙 , 是時候 , 要跳出井口 , 面對世界. 

縱然 , 他與她沒有在一起 , 只是 , 在那段時間之中 , 他們 , 
相依為命

只是 , 命運之神最的遊戲 , 
不是創造 , 也不是毀滅.

對祂來說 , 最好玩的遊戲 , 
就是將兩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放在一起 , 再看著事情發展.
也許 , 對祂來說 , 就是最大的娛樂吧.

還記得青蛙與蠍子的故事嗎 ? 
本來 , 青蛙與蠍子 , 根本就是活在兩個世界中. 

從來, 青蛙是很明白 , 蠍子是有絕對能力將他置之死地
從來, 蠍子也很清楚 , 只要在青蛙旁 , 在水中它一定死不了

不過 , 大家有看過這個故事 , 你們都伯很明白, 

老實不客氣的蠍子 , 最終還是在青蛙的被上一刺螫下去。
青蛙被蠍子這一螫，馬上全身抽筋呼吸困難，漸漸沉到水裡去。
青蛙很無奈的問蠍子：「你為什麼要害我，也害死你自己？」
淹在水裡的蠍子說：「沒辦法，我不螫人很難過。習慣不容易改啊!」
最後青蛙和蠍子都死在水裡面。

同樣 , 
她試著用她最能傷他的說話逼他作出回應 , 
而他 , 只能很無奈地回應
只是 , 這一份無奈地回應亦成為他的最後一擊
這是他最不想的回應 , 也是對她造成了最大的傷害.

最後, 
兩敗, 俱傷. 

在最後的那個晚上 , 
兩個人 , 在地鐵月台中, 已經不再說話 .
也許 , 就好似 Eason 的人來人往 
從來 , 其實又或者 , 他與她 , 
跟在無數在她及他生命中出現的他和她一樣 , 
他 , 她 , 從來都只是一個過客. 



在那日之後 , 
她 , 曾經連哭帶醉了幾天
他 , 曾經為加班筋竭力疲

只是 , 從她立心要刪除一切的那天起 , 
他與她 , 永遠不可能再知道彼此. 
他與她 , 又變回了大城市中的兩個人
兩個普通的人 

只是
當時間漸久, 
他 , 已經完全收拾心情 
面對過他和她去過的地方 , 
他, 已經不再害怕 , 重新上路. 

~~~~~~~~~~~~~~~~~~~~~~~~~~~~~~~~~~
一年之後 , 他立心為了這段回憶作結 , 
他聽到一著歌 , 哭了. 

"轉眼之間，我的世界，一步一步越走越遠，
一念之間，想對你傷害我的一切，說聲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曾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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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 , 是他們認識的第十年.

那年 , 中六的她和剛剛成為插班生的他
一個學號是13 號 , 另一位就是剛好的14 號.
剛剛好的 , 是他們都給班主任編在一起坐.

朋友們 , 從當時到現在 , 總是把他們一起叫成一生一世
還取笑說 , 如果十年後 , 他們如果也找不到另一半 , 就不如直接結婚吧
而他們二人, 面對這個笑話，都總是面紅紅, 笑而不語.

表面上 ,
他很熱情, 她很冷靜.

事實上
對他來說 , 他的熱情, 從來都是為了周圍每一個人的快樂 , 這是他的天職
對她來說 , 她的冷靜, 從來都是為了周圍每一個人的考慮 , 那是她的選擇

其實 , 他對人十分冷淡, 因為容易感情用事的他從來都不想為人和事傷心
其實 , 她對人十分熱情, 只是平日她總是對身邊的人事物都一樣比較慢熱

當他遇上她 , 也許是天意 , 也許叫巧合.
也許 , 是命運要他們彼此學習.。

外熱內冷的他 , 遇上外冷內熱的她 , 絕對不是天作之合
至少 , 在他們認識的頭幾年 , 一定不是.

他害怕她外在的冷漠 , 因為他總是不明白看似冷淡的她， 到底在想甚麼。
她害怕他外在的熱情 , 因為她總是怕他的過份的熱情有一日會完全消失。
結果 , 二人之間， 一進一退.

當時仍然搞不清楚是友情還是愛情的他們 ,
把彼此的關係弄得愈來愈糟.

他間中抽離 , 為的就是不想再在這個他認為的爛攤子中打滾。
她仍然慢熱， 對於她來說， 他有時又未免熱情得太瘋狂。

所以，在這些年間， 他們都是保持著朋友的關係， 一對很要好的朋友，縱然，
每次中學同學的聚會， 他們總是還給別人戲稱他們， 一生一世。

在沙士過後的一次聚會後， 他仍然是老師指派他送她回家，
當時， 他不知是說笑， 還是真的認真， 他對她說， 
"如果十年後， 你還是嫁不出，我就娶你， 反正我們有感情，應該可以一生一世的"

她問了他，



"有感情， 就會一生一世嗎?"

面對這個問題，他為之語窒， 當時大家都就此作罷， 
各自升學， 向著，未知的未來進發。 
那一晚，是2003年12月31日

直到 …… 2007 年。

他， 終於趕及在大學的最後一年， 交了一個女朋友。
而她， 也在另一間大學的新聞系中， 與一位tutor開始相戀。 

那時， 正當命運的進行線將二人看似拉成平行線之際， 
也許， 一切也有主宰。

2008年。
他， 在多次的吵架後， 他終於明白， 拍拖與戀愛不是一時的衝動，
他，終於與他那位拍拖10個月的女友分手。
那個晚上， 她陪著他。

周圍仍播著謝安琪的囍帖街， 她問他， 還記得那時我問你的問題嗎， 
他答， 他仍記得很清楚， 他很記得， 也開始在似懂非懂中，
慢慢明白， 有感情， 也不是一生一世的。 

不過， 那個晚上， 她表現得很奇怪。 
雖然， 一向男生的感知都是比女生沒那麽敏感， 但他， 始終也沒有問出口。

2008 年12月31日， 她終於與那位大學的 tutor 分手， 原因不明 。
對她來說， 也許， 新一年開始， 會有個好開始吧。

命運就是這樣奇怪， 取去你一樣東西， 總會給你另一些東西。
那年， 她終於得到了英國一間大學的取錄， 
攻讀碩士課程， 於是，她終於隻身都遠方去，完成她的理想。 

命運也那樣奇怪， 總會先取去你一樣東西，
然後看似無情地繼續在你的生命中取去你更多的東西， 才給你最重要的東西。
那年， 他的媽媽驗出急性的癌症，以致， 即使在大學 first hon 畢業的他，
比一般人也足足遲了大半年才找到工作， 也是香港經濟的低迷期。

在這幾年間，
原來的天之驕子 , 終於要低頭 , 由低做起. 
而在彼岸的她 , 正正在為自己的碩士課程煩心. 

在這幾年間 , 他從來沒有忘記 , 一刻也沒有忘記 , 他的舊同學 , 她. 
她, 也從沒有忘記 , 這一個, 總是會讓她掛心的男孩子 , 雖然 , 大家都表示對方是朋友. 

他 , 終於在這兩年的打滾中 , 慢慢儲著自己的實力 , 開始建立起自己的公司 , 



她 , 終於將碩士課程都攻讀好 , 還認識到一個新的男朋友 , 還會準備結婚

似乎, 社交軟件似乎將人與人的關係拉近 , 
但其實 , 對他們來說 , 仍然遙遠. 
在這幾年間 , 兩人由原來的 xanga , 到msn 聯絡, 
慢慢到使用新的 facebook 及 whatsapp , 
隨著時間的推移 , 他們都一直都保持聯絡 , 
但他們又因為生活和工作 , 慢慢的失去聯絡 ...... 

那年 , 叫做 2010 

似乎 , 故事 , 應該要到此為止 . 
也許 , 時來 , 運轉 
不過 , 時來 , 逆轉

過了一年 , 她 , 開始發現那個在身邊的男人不再可信 , 
面對這個會偷食的男人 , 她只好忍痛將準備中的婚禮叫停. 
而他 , 他的生意終於走上軌道 , 
似乎 , 一切順利的他 , 已經別無所求 . 
但是 , 在他心中 , 仍然 , 有一點寂寞 , 就好似 , 總有一個補不了的洞. 
他很明白 , 其實 , 都是因為她. 

他決定暫時放下工作 , 終於買了機票到美國找她 , 
找尋那個 , 重要的她
但是 , 她在這時 , 已經累了 , 倦了 . 
身心俱疲的她 , 買了回香港的機票 , 
希望尋找那個一直都愛跟她鬥咀 , 
但其實 , 又很關心她的他. 

就是這樣子 , 兩人的捉迷藏正式開始了
半年之後 , 直到 , 
2012年.

那次的中學同學聚會 , 
終於將他們帶在一起 , 但這並不足夠 , 
因為 , 兩個人 , 都還是差一點點 .
他 , 差的 , 是一份的勇氣 , 
同樣 , 她差的 , 也是一份勇氣 
兩人還是差一點點 , 沒有行前一步 
也許 , 二人期待的 , 又或者是 , 
時間還未到 . 

那個晚上 , 下著大雨 , 
仍然是 , 他送她回家 , 
可是 , 他仍然沒有說出心裡話
她仍然等待他的回應. 



等到這場雨停了之後 , 太陽又會探頭
紛亂的世界又會回到它遊戲的規則 ...... 
這是 2013年 . 

在這一年 , 二人又再回到尤如以前的親密 
但是 , 仍然都是差了一點點 . 
直到 , 他找上他的好兄弟訴說多年的故事. 

聽畢他的故事 , 
平時視他如大哥的兄弟 , 終於為他點破一切。

如果 , 大家都在原地踏步
到最後 , 彼此也是五十步笑百步. 

而她 , 也找上了她的姊妹 , 在分析著這些年的點點滴滴 
她的姊妹給她的答案就是
十年 , 就是這樣的簡單. 
當你在失去過後才認為 , 時間不等人 , 
其實 , 只是你沒有給時間一個機會. 
也是 , 沒有給自己一個機會. 

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那個夜晚 , 
他 , 已經準備好那枚他打算求婚的戒子 , 
望著在對面的她 , 問 : 
"你 , 還記得那個約定嗎 ? " 

她說 : 
"我記得 , 你說過 , 你會娶我." 

兩人在相對而笑 , 也相擁而哭. 
他 , 終於跪下 , 向她求婚 .
她 , 終於首肯 , 答應下嫁 . 

在這個晚上 , 願有情人 , 終成眷屬 , 
找到你的一生一世 ,
抓緊你的13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