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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地係M CLUB!

1)
如果, 世事真的有如果的話, 那怕是只有一次, 那怕是要我失去什麼,
我也願意去交換一次。我想看一看, 如果Lorelei沒有不見了, 現在我, 或是我們, 會變成怎樣。
  我叫小詩,
是聖羅蘭女子中學的學生。也許我上輩子幹了千萬份的好事，讓我今輩子得到了一班好朋友,
一班感情深如大海的姊妹。第一個叫朱莉，一個從大陸下來的小女子,
樣子卻比我看過的大陸女子都要迷人，沒一點土味卻有一個比成熟櫻桃更嬌俏的小嘴。第二個叫作c
yndi,
是一個天生的舞者，縱然不是身材嬌小的類型，但孤獨的酒粒和巨峰提子般的雙眼卻使她成為最可愛
的一個。而且，也是思想最單純的一個。還有肥菜，其實她並不
是真的太肥，也許是她的身高引致比例上有點....其實肥菜的樣子很特別，也許你不會覺得她很美，但
就是獨一無二，沒一點流行的人工味。她很迷信，這跟她
家賣拜祭用品有關。最後是一對活寶貝，小吱喳和珍妮。小吱喳擁有一身健康的膚色和整齊雪白的牙
齒。她在默不作聲的時候，像一個冷酷的美魔女;
在放聲大笑時，卻是個青春無限，吸引目光的美少女。珍妮，就像我們的大家姐，因為她總是在保護
我們，總是，教懂我們很多未曾嘗過的事。她雙眼烱烱有神，容貌雖不美若天仙，卻像吸塵機，能把
你的目光牢牢地吸著。還有一個,叫丹丹。我們曾經是好好的朋友, 可是她不喜歡朱莉,
也慢慢和我們疏遠了。她有一雙消魂的狐狸眼,和一點baby fat。我們就是m club!
  自從朱莉誕下lorelei之後,我們mclub
都互相抽時間照顧這個可愛的小生命。那天，陽光闖進了舞室，阿倫走到了樓下，聽聞是為了拍劇。
適逢珍妮要見工而離開，我家小弟又發燒不可不理, 肥菜和cyndi又要一睹alan的風采,
照顧lorelei的責任頓然放了在小吱喳手上，然而帶著耳筒的她卻聽不到任何吩咐.....
Lorelei不見了。
 



各散東西

我們尋遍了整個舞室也沒有看見lorelei, 心想會否爬出了門口,故準備外出分頭搜索。
啪! 在我們陷入極度驚慌的一刻, 舞室的門打開了。開門踏進舞室的是朱莉。
"你地做咩個樣好似咁驚既？" 朱莉瞪起迷人的雙眼問。
一時間我們著實答不出什麼說話來, 也掩飾不了緊張的面容。
遍尋不獲, Lorelei是真的不見了。
“你地呃喎!”朱莉的聲音變得沙啞, 晶瑩剔透卻充滿怨恨失望的淚水劃過她雪白的臉龐。
“我對你地好失望。”
“對唔住呀朱莉……” 除了這句說話, 再沒有任何句子在這刻用得上。
“喎知道呀, 我知道你地個個都會走, 個個都有晒計劃, 你地會去外國讀書, 會繼續跳舞, 會去做空姐,
個個都有晒美好既前途咁喎呢! 我冇呀, 我咩都冇呀! 你地話咩永遠一齊都假既,
幫我照顧LORELEI都係假既, 你地根本有晒計劃冇諗住理我同埋lorelei!”
“朱莉, 唔係咁架……”內疚的我說。
“其實我冇資格怪你地, 因為lorelei係我生出黎既, 佢係我既女,
完全唔關你地事。祝你地前程錦繡。”淚水又再破眼而出。
朱莉離去, 我們想跟上。 “唔好跟住我呀!”我們停下。
“朱莉好嬲呀,咁點算好呀?”慌張的cyndi問。我們不知道。
  如果命裡早注定分手, 無需為我假意挽留, 如果情是永恆不朽, 怎會分手……
  這一別之後,就再沒碰過那動人的朱莉。連小吱喳,珍妮,CYNDI,肥菜,
我們也沒有見面。也許是生活忙碌, 也許, 是因為彼此都心存悔疚, 覺得自己是做錯了,
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好朋友, 故沒有面目再相見。
一段友情, 縱使再堅固, 只要對其中一方犯下彌天大錯,
就會換來深深的裂痕。這就是親情和友情的分別。
 
愛在深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mJnvgk2l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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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活

那天過後, 我們都沒有見面。
  會考放榜, 我們的成績各有高低, 縱使沒有狀元的誕生,
但也沒有fail的出現。其實成績怎樣也不太重要, 因為正如朱莉所說,
我們都早有計劃了。那天我們收到成績後, 談了幾句, 說了再見便離去了。
  Cyndi成績比較好,所以她選擇原校升讀, 一邊讀書, 一邊追求著跳舞的夢想。肥菜本來去台灣,
最後卻決定出外就業,
找了一份當地產經紀的工作。小吱喳在放榜後的第二天就獨自去了英國讀書。珍妮成功當了一個俏空
姐。丹丹去了美國, 而我大約過了半個月之後提早去了美國升學。至於朱莉, 就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但有一次碰見朱姑媽, 她連珠炮法大數朱莉的不是, 言談間我唯一得知的是朱莉仍然健在,
Lorelei仍然失蹤。
  9月1日, 香港學生的開課日。這天是我離開香港的一天, 來為我踐行的是我的家人,
沒有其他。就這樣平平淡淡的到了美國, 但距離這兒的開課日期其實還有很長時間,
可幸學校讓我插班唸中五, 就當作讓我適應這兒的生活。初來的我就跟當日朱莉來到聖羅蘭中學一樣,
沒有朋友, 也沒有字正腔圓的口音。但這裡的人很隨和, 也樂於教導我, 所以我很快就交了數個朋友。
  是朋友, 不是姊妹。
  很快到了放假的日子, 這裡的假期還包含著浪漫的聖誕節。這天, 我沒有約會我的朋友,
卻選擇了獨自一人遊覽這個休閒自在的城市, 想靜靜地感愛人們熱鬧的氣氛, 也想碰碰運氣,
看會不會有什麼意外收穫。我一大清早便拿著離港前家父送給我的寶麗來相機,
還有一些隨身物品就出門了。早上, 到了湖邊, 天氣很冷, 周圍也很冷清。有一點失望,
下午便點到了市區。在繁華的鬧市中, 情人們成雙成對, 孤單的我成了城市中的一點敗筆。
  走得累了的我在街角的一間café坐下了, 享受著溫暖甜蜜的熱朱古力。一直坐著,
看街上雌雄蝴蝶比翼齊飛, 也看街上千變萬化的燈飾。這刻卻看到了對面街角的一個人,
一個梳著蛋撻頭, 身材高䠷的一個香港男子……
 



戀愛預告

  愛神也有苦惱 問他可知道 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櫻桃 人如熟了櫻桃……
  放下了那僅餘, 等到灰涼的朱古力, 跑了上去。過了馬路, 不見了。轉個頭又看見他在街尾,
他又準備離去, 故抄小徑期望來一個攔途截劫。
  又走過了, 再兜一個大圈子, 碰上最後一次運氣。走出來, 發現誰都不在了,
只剩下街上的痴男怨女。這情景就像那天子倫生日, 追上他為了送上一份禮物一樣,
只是我不知道主角是否依舊是我倆, 但也教我回味萬分矣。
萬天燈火沒有因為我的失望而暗淡, 反而因為月亮的到來顯得愈來愈璀璨。
  失望了, 想著曾跟那男孩的一點一滴, 每一句說話, 他的笑容, 還有那一吻我都牢記了於心中,
也許是節日的氣氛感染了孤獨的我, 才會有剛才似是而非的幻象。重回到陌生的街道,
想著走著不經不覺已近黃昏, 該是時候回家弄一頓大餐以慶祝首次孤寂的聖誕節吧。
  啪! “呀! 你有冇搞錯呀!” 被撞到的一刻我竟然在美國街頭說了一句廣東話。語畢,
我第一時間跪下要找回我那跌下的小雲眼鏡。正當我還未為自己說了句沒人聽懂的話而驚訝時,
先被一句 “你有冇事呀?”而呆了一呆。
  當我回過神來, 接過他替我找回的大眼鏡並架好後,
才看清楚這個操純正廣東話的”異類”。這個年輕的男子, 擁有切切實實的港人氣質,
臉不尖不圓不方, 是橢圓形。當我倆站起來時, 才發現他很高很高, 腿很長很長, 但很瘦削,
予人的感覺是一支竹竿卻不是一棵大樹。
  “I’m sorry……”他以英語道歉, 及後想起了有一些不妥。
  “小姐, 你係香港人? 你有冇事呀我有冇撞親你?”
  我回應:“冇事呀, 係呀我係香港黎架……”
  他答:”冇事就好啦, 估唔到咁都撞到個香港人喎, 係呢你黎讀書定旅行架?”
  “我係黎讀書架, 岩岩過左黎3個月……”到了外地,
獨自一人就是會願意跟新認識的人談下去。更何況面前的不是什麼帥哥。
  “咁都唔係好耐咋喎, 我都黎左年幾啦。係呢, 講咁耐都唔知點稱呼tim? 你好呀我叫黃國樑。”
  據說, 上天對人類很公平, 當你失去了一些什麼, 就會給你另外的東西補償, 縱使不能取代,
但是能夠作是補償, 甚或是獎賞。
 
戀愛預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dIbcv1aIw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dIbcv1aIwo


christmas party

  “我叫巫小詩! 你好呀!”也許是遇到同鄉感覺很親切, 所以對這這個男孩沒有一點反感。
  “點解你自己一個既? 你D FD呢?”                               
  “我今日冇約朋友呀, 一來我仲未同呢度既人好熟, 二來我又想試下自己一個過聖誕節係點……”
  “不如你黎我地個Christmas party呀, 得我地幾個香港黎既男女仔架咋, 好健康好親切既,
就係呢度附近。”
  得到同鄉勝意權權的邀請,
受了一整天孤獨和失望的煎熬的我最終也答應了赴會。是他其中一個朋友的家,
他們全都是在這裡留學的。始終彼此都是香港人, 同聲同氣,
所以大家很快也混熟了。派對也一如國樑所說, 很健康很乾淨, 沒有煙沒有酒, 沒有雪茄也沒有白蘭地,
比那天MCLUB成立之夜更純樸。
  啊! 我又想從前了。
  也許因為他們都是些有學識的人， 雖未至於是富家之弟， 但也是中產階級，
適可而止是他們隱藏的性格吧。席間我們聊聊天, 玩玩遊戲, 很簡單也很自在。派對結束後，
國樑送我回家。我住的地方距離派對場地約是二十分鐘的路程，
一路上我們各自說著自己的往事，也談到家人，談到朋友。因為時間上還不太夜，街上依然站滿了人
群。這街道很吸引我，佈滿了樹木，一些很舊但保存得很好的房
子，一間殘舊的店，櫥窗不起眼處放上了一條同樣充滿了歷史痕跡的純銀手鏈，還有耶穌基督帶來的
萬天偽燈火。就這樣走著談著了快一小時，終於也回到家門，互相道別之後他轉身就走了。
  我是想, 這個男孩挺不錯, 至少現在看來既簡單也真摰, 是個值得交的朋友,
也是個能信賴的人。浪漫溫馨的聖誕節就這樣過去了, 今年雖然沒有家人和MCLUB作伴,
但總算是開了新的一頁, 正式融入了自己一個的生活。
  聖誕節後一天, 留了在家和家的主人共渡了休閒的一天,
順道收拾一下我睡的地方。再過了寂靜的幾夜, 一早醒來, 說是有給我的信,
這使我期待會否是小吱喳她們終於找我了。
  沒可能, 她們幾乎連我去那個國家也不知道。寄件人原來是國樑。
 



約會

其實只是一封普通的書信, 一張雪白帶有淺藍色行線的信紙, 襯上端正漂亮的字,
偶爾夾上一列優美高尚的英文字句。這絕對不含追求成分的,
要知道除了直接相見之外書信就是難得的溝通渠道。電話是有的,
但不是用來聊天吧。內容大致上沒什麼特別, 都是閒話家常, 也有承接上回的話題,
我自然也有回信。由於我們相距不遠, 而且郵差們每天都勤奮工作, 所以基本上今早我寄出的回信,
國樑在第二天下午便會收到。就以這種速度聊著天, 每天等回信, 又把自己的說話放出去,
初時還說自己的往事, 慢慢變成訴說每日的生活詄事, 再變了事無大小都寫在紙上,
彼此都掌握著對方的一點一滴, 來來回回, 你一段我一段,
我也開始記不清我們是如何開始靠書信聊天了。加上曾偶爾在街上碰到了對方, 試詔面對面談話,
他也慷慨地請過喝可樂, 我們總算由同鄉變成了朋友, 再由朋友升格了成好朋友。
 
相信大家也明白，到了好朋友的階段，不管你有心或無意，願意還是不願意，要再上一步總像中間隔
了一道鴻溝，穩陣的可以止步保持距離，信主的會等天主的指示。只有願意為愛冒險的，不論結果如
何慘烈，才會嘗試製造機會，讓自己成為丘比特的箭靶，讓愛神的箭狠狠地射中你和他。
 
這天放學後還做了很多報告之類的東西，故此帶著疲倦的身心走回家，到家看見又收到國樑的信，不
知怎麼又提起了精神。這次的信有一點特別，他寫上了一句我沒有見過的話。
  “我知道附近新開了間吃中菜的餐廳, 不如一起去試吧! 星期五我在你校門口等你,
希望你會應約。”
  殞石旁的天際 是我的家園漆黑的天際 是我的根源生存 只因可為你生......
  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身軀是呆了下來但是我的心卻在發了瘋似的不停跳動。怎麼會有這種心亂如麻的感覺呢?
怎麼他會單獨約會我呢? 我是不是應該答應他? 不對, 他沒有說是單獨約會啊。
  就這樣過了一夜, 今天正是星期五。同學們示意放學後一起完成project才走,
因為睡不夠而胡里胡塗的我爽快的答應了。
 



觸動

也許我在工作時就是特別認真專注, 彼此完成工作後, 望向窗外發現太陽早被月亮迫退,
天空已然染黑。我的伙伴問我是否一同進餐,
我才想到食飯這回事。當下的我頓時凝住了。說時遲那時快, 當我想起國樑時,
雙腿已不由自主帶著我的身軀跑出校門。
甫踏出校門, 路上一片冷清, 但見涼風輕輕吹過, 場面好不蒼涼。內疚的我沒因此而停下腳步。轉角,
終看見那人正在暗淡燈光處, 臉上掛著一副慘淡失望的樣子。
  每次我覺得已倦疲, 每次我痛苦和生氣, 你對我說不可以跌了不起, 你我永遠不必說對不起,
誰為我天天鼓舞, 在一起……
  我倆終於相見, 他看著我的雙眼, 看似已經明瞭我的苦衷。
“Sorry 呀......”
“唔緊要。” 他微笑了。這一笑, 真勝過千言萬語。
然後一邊談話一邊走去餐館, 繼而晚飯。席間, 點了一碟蔬菜, 有炸子雞, 熱騰騰的炒飯,
一頓正宗的中國菜配上一杯西方的葡萄酒。這次絕對沒有喝醉, 只是些微的酒精使我更放開自己,
讓我首次在國樑面前認真提到和m club 的趣事。他也說到了和家人的相處,
讓我知道了他媽很難纏，但他從不介意。晚餐後我們走到街上, 晚間天氣涼了不少,
國樑脫下了自己的外衣為忘了添衣的我披上。
很溫暖。
  兩旁的商店在平日的時候早已關門, 連那間殘舊的飾物店也不外如是。此刻, 國樑止住了腳步,
從褲袋徐徐拿出了一個精美的寶藍色盒子。
“小詩, 送俾你架, 你睇下鍾唔鍾意。” 他羞怯的說。
我打開盒子, 發現是聖誕那夜, 這個地方, 旁邊的櫥窗裏放著的那條手鏈。望向櫥窗,
發現鏈子真的不見了, 卻在盒子裏出現了。
他續說： “我上次見你望住好似幾鍾意所以買左佢送俾你, 我覺得你應該鍾意......”
“我好鍾意呀, 多謝。”
我的心給觸動了，不是因為收到什麼，而是，眼前這個男孩，看來能看穿我的心意。就是彼此都不知
道能說些什麼，此刻只有對望而笑。很快就到了我的家門口, 國樑要走了。
  “小詩, 我以後可唔可以再約你......”他的臉紅了。
  “當然可以啦! 今晚多謝你。bye bye .” 我不自覺甜笑了。
  “bye bye .”
我入屋，在門旁的小窗偷看, 看見他興奮激動的跳了起來, 還yeah 了出來。我笑了。逐打開窗,
跟他說了多次再見, 還提他記得回信予我。他大驚, 然後尷尬的跟我道別。
這個男孩, 很不錯。
  撥著大霧默默地在覓我的去路, 但願路上幸運遇著是妳的腳步, 我要再見妳, 祇想將心聲透露,
愛慕……
 



離別

自從那夜之後, 我跟國樑的書信來往少了, 不過見面也多了, 一星期總有三四天會相見,
一起到不同又有特色的餐廳試菜, 也會嘗嘗看電影, 做運動。他成為了我美國生活的一部分,
跟這個好朋友一起很自在, 很輕鬆快樂。他認識的很多, 跟他一起有著充裕的安全感,
那感覺就像叮噹在我身旁, 當我有事有疑問時, 總不愁沒解決方法。
二月五日, 這天我又收到了信, 可這是來自香港的信。這封信是媽媽寫來的信, 說家父不幸投資失利,
再不能支持我在美國讀書的費用云云……
二月六日, 經過了漫長難過的一夜,
這早吃早餐時就跟一直以來對我很好的屋主交代了一切。回到學校也把事情跟校方道清楚,
放學回到家中也回信予在香港的家人。
二月七日, 訂了回香港的機票,
是在二月十四日黃昏時候上飛機。這天也把各類不同的事交代和處理好。
二月八日, 今天借了屋主的電話打回了香港, 詳細了解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也讓家人別擔心。
二月九日, 正式辦了退學手續, 也跟了同學們道別。
二月十日, 今天到了一些政府機構辨了一些手續, 那兒很多人, 花了我整整一天的時間。
二月十一日, 開始收拾自己的東西, 也煮了一頓中國菜給屋主一家人吃, 以答謝他們多月來的照料。
二月十二日, 把所有手續上、程序上、法律上等等的事項都檢查了一次, 把有錯漏的事都做好。
二月十三日, 所有事情都做好了, 今天既作一天的休息, 也把物件收拾好。今天收到了國樑的信,
才想起了我因為太忙碌而多天沒有理會他。我花了點時間在莊重,
毫無感情的白底黑線信紙上詳細向他道出我發生了什麼事, 並向他道別。
二月十四日, 中午時分我就拿著行李離開數個月來的家門, 我著屋主們不用送我, 希望獨自離去,
免得離別傷感之前湧上心頭。街上又再情侶一對對, 我才發現今天是西方情人節,
到處都彌漫著浪漫的氣氛, 讓我感到自己很孤苦伶仃。對上一次遇上這樣的街景正是認識國樑那天,
今天卻是正正式式和這個人緣盡的日子。輾轉到了機場, 辨好登機手續, 沒什麼可留戀,
故馬上就走去離境大堂。
“小詩! 唔好走住!”那是國樑的聲音, 但可惜已黃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