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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笨蛋，才能放心的去愛。

只有笨蛋，才能放心的去愛。

　　大多數人一生都不止有一段戀情，而隨著拍拖的次數增加，大家都更懂得去應付兩個人之間的問
題，對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情心裡也有了一個底。但也許是經驗多了，大家都開始把戀愛當作兩個人
之間的心理戰：她剛剛是暗示要我買這當禮物給她嗎？如何才能跟兄弟去酒吧看球賽而不用陪她「電
話粥」？怎樣才能讓她今晚乖乖的到我家？愈聰明的人愈能在戀愛當中學到不同的方法應用在下一次
上面。久而久之，你變得比較懂女人了（要完全了解女人是不可能的），但戀愛對你來說沒有太多愛
的感覺，反而只是一場「捉心理」的遊戲。而笨蛋則不同，什麼明示暗示的他都不知道，叫他晚上到
你家喝杯咖啡嗎？他會回答你「不了，晚上喝咖啡我會睡不著。」他從來都不會了解女人，亦沒有打
算去了解，但這樣的笨蛋反而能最無私的去愛別人，還有能在愛情中放心的去享受與你相處的每一刻
。

　　怎樣才算是戀愛中的笨蛋？與你外出時你看上了一對高跟鞋，你跟他說「這高跟鞋好漂亮，下星
期的同學聚會能穿著去就好了。」聰明的人知道這是「送給我」的信號，但笨蛋會跟你說「你家裡不
是有另一對差不多的嗎？」或者「別穿高跟鞋了，對腳不好。」他不是不想送你，而是他真的不知道
應該去送給你。但他倒是能記著你兩個月前曾經穿著類似的高跟鞋跟他約會，或者會跟認真的跟你說
高跟鞋穿多了會影響雙腳。他聽不著你的弦外之音，但與你相處時的記憶卻過目不忘，亦會處處為了
你的健康著想。明明你很喜歡吃馬卡龍的，他卻從來不買給你；你是個海鮮愛好者，但他從來不讓你
多吃。你覺得他沒善解人意，但他只是覺得馬卡龍太甜，海水污染太嚴重，這都對你的身體不好。這
種人甚少會做點讓你很意外的驚喜，但其實對你的關懷一直都無處不在。

　　大家都說人愈大愈難真心去愛一個人，因為要思考的事愈多。但其實只是人愈大會在戀愛當中當
笨蛋的愈少，大家都不自覺的在戀愛當中耍起手段來。當雙方都在猜度對方的時候，這戀愛已經變成
了一場角力，而角力愈是有贏有輸的，很難取得完美的結果。唯有安於在戀愛當中做笨蛋的人，在和
你吃飯時會好好享受有你陪伴在旁而不是思考怎樣得到你肉體的人、送你回家純粹是確保你的安全而
不是另有所圖的人、為你買護舒寶也不覺得是什麼一回事的人，他們那種沒有機心和不計較的態度才
能讓他們真正的去享受純粹的戀愛。有人會說這讓的話不會很「蝕底」嗎？但戀愛又如何分辨賺與蝕
呢？只可以說會抱著這種心態的人實在太聰明了，笨蛋並不適合你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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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很美。但愛只有美嗎？

愛很美。但愛只有美嗎？

　　不知何時開始，愛就像代表了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幸福、滿足、依靠，都像是愛能給你的東西
。也許大家看某品牌的廣告太多，或者受到各或各樣的愛情電影影響，把愛都看得太過美好了。愛是
能帶來許多正能量沒錯，但首先要知道的是愛也得經歷不如意和痛苦的。

　　能和初戀天長地久的少之有少，能和第一個喜歡的人順利一起然後直到永遠就更是難上加難。就
像學習一樣，愛也要經歷錯誤和失敗才能學到更多的真理。這個女人或者男人能陪你經歷多少難關？
沒人能告訴你。但即使對方離開了你以後，所承受的痛苦和孤獨也是磨練的過程。年輕時總把愛看得
太美好，尤其是女生。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溫柔之中帶點剛性、隨時能猜到自己的心思、想他努力向
上但又隨時陪伴在旁，要他是腹肌猛男但又整天要他陪你吃這吃那的。但凡有丁點智慧的人都知道這
是不可能的事，但愛情就是盲目的，總得要經歷一下年青時的瘋狂。有這樣的女朋友，正常情況下她
都不能陪你走得太遠，總有一日離你而去。傷了情傷，心痛得像長了刺一樣，哭得不像一個男人。可
是痛了一陣子後，你對愛情會帶上一點理性，知道戀愛不能佔據著你整個生活，真的要愛下一個的話
，反而要減少一下見面的次數和談電話的時間－－因為你踏入社會了。責任重了，戀愛不再是以往放
學後再接女朋友回家或者外出晚飯，而是建立自己的經濟能力，在遇到一個適合的女人的時候可以建
立一個新的家庭。過程苦嗎？苦，但是是必要的，還是那句老說話，你總不能指望女人養你，或是要
女方跟你一片方包兩份吃吧？成年人的愛不再單單是喜歡就去愛，然後整天把對方放在世界中心。反
而愈愛對方，就愈會把壓力辛酸放在自己的肩膀之上。

　　有人說成年人的愛已經不再是愛，不能無牽無掛的愛著對方。我覺得這只是一個演變過程，愛仍
然存在，只是表達的方式不同了。試想一下，要是你不愛對方，會為對方而努力工作，或者為對方苦
練一手好廚藝嗎？成年人的愛沒有了以往那種夢幻的迪士尼式憧憬，但回歸到現實世界裡去。也許你
不能每晚都花心思給女朋友一個驚喜，但卻可以給她一種踏實的安全感。花巧小了，成年的愛不再一
味很美，卻反而更實用，保存期限更久。仍為錯過校園戀愛而後悔嗎？該是時候關掉電視，離開戲院
，繼續尋找帶點苦味卻符合現實的戀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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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時候，不妨退一步。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面前充滿希望，我們要做的就是全力往前衝到終點去，即使遇到困難或瓶頸
。可是有時候單憑拼勁往前衝，反而會得不到你想要的結果，就像追求別人的時候，迫得對方太緊就
會把原本有的機會給破壞了。在某些時候，冷靜點，不妨站在原地，或者退一步看看，也許你會找到
一個更好的方法。 

　　許多男生都會試過覺得跟一個女生的關係發展得不錯，希望盡早的把她追到手。然後就開始連番
轟炸的攻勢，每天無間斷短訊、瘋狂約會、把對方當成弱智般連日常生活都想管著了。這樣就叫細心
、浪漫嗎？不，這只是驚嚇，控制狂。即使對方對你有著好感，也會因為你這一連串舉動而嚇得魂飛
魄散，更別說再跟你交往下去。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生活方法，亦希望有自己的私人時間。你不斷干
預別人的生活作息，彷彿想把對方變成你的私有物一般，正常一點的女生都不會喜歡這樣的人。任何
事都不能超過某個限度，即使是男女朋友亦是如此，何況現在你們頂多就只是一對比較親密的朋友。
這個時候退後一步，回想一下你的舉動是否太急進了，會不會嚇怕別人。 

　　退後並不當表你放棄，退後一步你眼前可以見的東西自然會更多。就像你覺得對方最近回你訊息
的速度好像慢了下來，然後你就開始多疑起來，在猜想著原因為何？然後短訊愈傳愈多，內心也變得
不耐煩，最後更惹對方反感。其實只要你冷靜一下，不難記起對方可不是只有你一個「熟人」的，而
她的生存更加不是只為了回訊息。不論是上課、工作、甚至是與朋友外出玩樂吃飯都是沒能回訊息的
理由。同樣地，你也不應該整天就盯著電話屏幕裡看，你亦應該有其它應該做的事。讓對方有空時才
回覆你，然後分享當天的趣事，這才是增加好感的方法。同樣地，每當在追求的過程中遇到難題，最
先要做的不是多加「兩錢肉緊」去「關心」對方，而是讓自己冷靜一下，平服那不安和緊張的情緒，
不讓自己墜入當局者迷的困境。 

　　追求不是一方使勁施力就能成事，只懂一股蠻力的話可沒有任冶的好處。與其經常擔心著與對方
的關係，倒不如利用這點時間多點關心香港，多點關心，緊張這場雨傘運動，因為現在的香港，已經
是退無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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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楚，這只是ＥＭＯＪＩ。

　　即時通訊工貝由來已久，由比較古代一點的ＩＣＱ與ＭＳＮ到近年智能電話中的ＷＨＡＴＳＡＰ
Ｐ，它們一直讓大家能透過文字隨時隨地溝通。而當中不乏一些表情符號，論到ＷＨＡＴＳＡＰＰ上
最常用的非ＥＭＯＪＩ莫屬，一個ＥＭＯＪＩ能讓一句句子看上來更生動活潑，亦讓許多人在不知如
何應答時簡單的以ＥＭＯＪＩ來代替。但也許大家太著重與你ＷＨＡＴＳＡＰＰ的人了，一句說話中
用什麼ＥＭＯＪＩ與有沒有用ＥＭＯＪＩ都能牽動你的神經，亦造就了一對對多疑又互相猜忌的情侶
。

　　「笑到喊」、「心心眼」、「飛吻」等ＥＭＯＪＩ圖案基本上每個人也有用過。但這終究只是一
個表情圖案，其實一句句子中有沒有它的意思都是沒有改變的。可是若果一對情侶的交談當中一方連
續五句都沒有用到ＥＭＯＪＩ，那對方就會開始再想是否出了什麼問題，「我激怒她了嗎？」「她是
否心情不好？」然後就開始在你自己的腦海中去發展出一個「故事」。難道沒用ＥＭＯＪＩ就不能繼
續當情侶了嗎？一句晚安後面沒配以「飛吻」也是解作晚安，而「飛吻」圖案即使存在你男女朋友都
是沒能吻到你的。他沒用「飛吻」就當代他沒疼你了嗎？別忘了這句晚安是他陪伴到你凌晨三時後才
發出的，而他明天還要繼續「朝九晚五」的生活。而同樣道理，即使是一個每句句子都加上「飛吻」
的另一半也不代表什麼，對方照可跟第三者翻雲覆雨後才跟你說一句「晚安（飛吻）」的，若果你要
靠ＥＭＯＪＩ才能保持一段關係的安全感，往後的路我不敢想像你們如何走得下去。

　　正如剛才所說，ＥＭＯＪＩ只是一個圖案而不是對方的表情，我照樣可以在哭得呼天叫地的時候
傳送一個大笑的ＥＭＯＪＩ給你，或者明明已經準備跟你分手了但還是照用「飛吻」。可是許多人會
以為對方是誠實的或者真的把ＥＭＯＪＩ直接當仍是對方的臉，卻忽略了對方在字裡行間透露的真正
心情。有時候細心不是準時接送就可以，別讓ＥＭＯＪＩ的表情把你騙到也是一門學問，或者說是一
個基本的能力。你都跟對方拍拖好一段時間了，那對方的喜好你還不清楚嗎？

　　ＥＭＯＪＩ作為調味料為文字對話加點生氣是非常好用，但若果你把兩個人的交流都著重到去Ｅ
ＭＯＪＩ的話就肯定不是一個好的現像。一個不用ＥＭＯＪＩ的男朋友就是不愛你嗎？每句配以一個
「飛吻」的女朋友是否真的對你一心一意？別再胡思亂想了，那句「我愛你」是真是假，在日常相處
的時候你就應該心知肚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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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眼淚比女人的更值錢。

　　不知道由何時開始，男人哭就成了軟弱的象徵。「男兒有淚不輕彈」這句話讓無數男生背著天大
的壓力都要裝作沒事，但人的忍耐總是有限度的，超過了的話就自然會爆發出來。女生要哭可以很簡
單，因為大家都不覺得女人流淚是一件什麼大事，但男生要哭的話，還得要受到別人的冷眼嘲笑。為
什麼同為人類，男人就不能哭呢？

　　有一個說法是女人是感情生物，但試問有那個人真的是毫無感情的？即使是男女也會有喜怒哀樂
，亦會有想哭的時候，也許是千百年來男人承擔慣了，淚不會這麼容易就淚下來，因此能讓男人會流
下淚來的，都是對他重要萬分的人或事。一個在戰場上歷盡生死都不流下眼淚的士兵，卻會為第一眼
看到的初生子女而流下男兒淚；性格再剛強的男人，都會在父母的喪禮上失聲痛哭。女生的眼淚包含
的是委屈、不滿、失望，而男人的眼淚就是不捨、感動和愛。試問一下有那個女生有一段戀情沒有哭
過？而男生又在那一段戀情曾經為女子哭過？能讓男生流淚的女子都在他的心目中有很重要的份量，
亦是因為他完全信任你，才願意在你面情盡情釋放。

　　男人的確通常都是剛強的一方，負責擔起重擔，保護女生。但在這樣的男生的心目中，都有好幾
個對他特別重要的人值得讓他流下眼淚。如果你就是其中一個的話，好好地珍惜他，讓他在你的懷裡
盡情流淚。男人的強硬是留在外面而不會對著自己珍惜的人，能讓你能讓他在面前流淚，那你就是他
最信任，最重視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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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得一黃絲女友，死有何憾？

　　但凡提起烈士，想到的總是男人。為國捐驅，為民主捨身成仁，我們都當作是一個大丈夫的典範
。女生，特別身在香港的，除了那群從政的老而不及偽民八婆外，會關心政治的很少。跟她談東北發
展計畫嗎？沒立刻轉換話題已經算不錯了，比起社會，今晚你請她吃什麼她更為在意，這原本是我對
香港女生的感覺。但沒想到這兩個多月的佔中，站出來支持幫助的女生絕不少於男性，當中更有數名
仍然是學生的一同擔起對這個運動的壓力（成效如何不作多說）。若果人生有幸找到這種女生作女朋
友的話，死又何憾？

　　就算現今提倡男女平等，男與女的興趣總不大相同，要向女生解釋何謂越位是男的自討苦吃；要
我們男生明白為何一隻「冇口貓」能讓你如此瘋狂同樣是不可能的任務。政治更是戀愛中最不應該談
的話題，要不就是女的對一切時事根本提不起興趣，要不意見相反然後不歡而散。試想像如果你身為
黃絲，但你女朋友對這件事毫不關心仍希望在假日要與你約會，甚至抱怨黃絲們阻礙她購物的話，如
何取捨將足以讓你痛苦萬分。但若能有理解香港現在困境的女朋友，在此等時刻不但體諒你為到金鐘
旺角留守而整整兩個月沒跟她好好吃一頓飯，甚至陪著你一起留守街頭爭取民主也沒當點怨言的話，
這種女人才有資格配上「女神」之名。

　　看到為香港日後的民主有這麼多學生年青人們站出來抗爭，除了知道現在的九十後不是如成年人
般所說只懂打機不能挨苦，更讓我知道香港有內在美的女生實在不少。若果你現在的女朋友曾經陪你
經歷過兩個月「瞓街的日子」，是時候在這個聖誕節計劃一個豐富的約會行程好好「報答」她了，要
找到一個理念想同的女朋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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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性，你還愛嗎？

　　在香港，甚至全世界，戀愛當中有著性行為是行平常的事。原因很簡單，互相吸引，互相愛著，
情到濃時，也就自然進行。問那對情侶愛對方嗎？通常答案都是肯定的。但若果有一日你的另一半跟
你說：我對性沒有興趣了。愛我的話，不做行嗎？你有沒有想過，你會怎樣？

　　性所帶來的歡愉，相信很多人都經歷過。最普遍的對像當然是另一半。我們會視性為愛的一部份
，其實不太正確。因為愛當中可以包含性，但性卻可以毫無愛的因素。一樓一、夜店之類，總是充滿
著性的氣色。你可以找個妓女滿足性慾，或者在夜店物色你的獵物。但你愛她們嗎？不是，你只是有
性的需要。那個妓女，或者那個獵物，到你與她在床上翻雲覆雨之時，可能連她的名字都未必知道。
但這不重要，反正你的目的就只是釋放的心內的那一股慾火。完事之後，整理一下衣物，說聲再見，
大可從此不再見面，對方只是自己一生的一點微塵。

　　但你愛的另一半呢？你真的可以單單只愛而沒有性嗎？這是難倒一堆男生的問題。有人覺得女生
不想的話當然不強求，因為我愛她；也有人覺得她是我女朋友，我有生理需要，難道仍只靠自己解決
嗎？但難道你與她分手就是因為她不滿足你的性需要？那你有想過你是否只想有個能隨時配合的性慾
的玩偶？

　　其實就如其它的缺點一樣，可能你希望你日後的另一半能煮出一手好菜，但看著你現在那個連公
仔麵都煮不好的女朋友，你覺得也沒關係了：要不到外面吃，要不我自己學煮飯好了，因為我愛她。
性也是一樣，各人對性的接受程度不同，可能你女朋友能隨時滿足你，甚至需求比你更大；但也有可
能她是堅守婚後性行為的，覺得性只是傳宗接代的行為。能否接受，就要看看你有多愛她，或者你對
性的需求有多大。要是你肯定自己是真的愛她，即使往後日子要自行解決都不是問題，那當然最好不
過；但若果你有懷疑的話，不妨問問自己，到底你真的想找個女朋友？還是只是想有一個性伴侶。不
然的話，拍拖一段時間後你對另一半滿腦子性幻想卻不能好好解決，你們之間的關係，也行之不遠。



戀愛該找個愛自己更多的？

　　「找個愛自己更多」是女性身邊的那堆姐妹最愛說的一句話。她們的理由很簡單，男人愛自己就
不會去偷食、會全心全意對自己好、會忍受到你的一切缺點。也許一個愛你的男人真的能夠做到以上
的一切，但餘下的問題很重要，也很基本：那你愛他嗎？

　　姐妹們的說話放在理性的角度裡看是沒錯的，如果有這樣的一個男人你心裡會很安穩，你也可以
放心的享受這段戀情所帶來的一切－－前提是如果你也愛他的話。戀愛為何又叫作相戀？就是要互相
都有戀愛的感覺。要墜入愛河先要對對方有感覺，不然情侶間相擁接吻等看似小菜一碟的事，要你與
他做起來的話總會覺得不太自然。想想看，那個男生在追求的時候不會對你好，不把你視作生命中最
重要的部份？難道你要接受所有男生的愛意嗎？這是不可能的。愛情向來都是夾雜著甜酸苦辣等不同
的味道，不是單單只有幸福的感覺才叫美好。多少夫妻在拍拖的時候是沒經過大吵大鬧？那為何到最
後他們都選選擇結為連理而沒有放手？因為他們就是相愛，都捨不得放下大家。不是相戀的感情很難
開花結果的，如果純粹因為他對你好而你就選擇與他一起的話，久而久之你就會有無形的壓力，覺得
這個人對你實在太好了，自己實在配不上他，到最後女生受不住心裡的壓力而要跟男的分手，男生還
以為是自己那一方面做錯了，卻不知道正正就是對女生太好才會這樣。

　　愛情向來都是以感覺為先，到底喜歡怎樣的人基本上沒有統一的標準，不像是化學反應般Ａ＋Ｂ
就必定是等於Ｃ，所以連霍金這天才都搞不清女人這種生物。姐妹們給的建議大都是向男生的外貌及
能力出發，但都不及你內心對那位男生的感覺。愛情是自己的，往後拍拖甚至結婚後對著那位男生的
也是你自己，何必為了旁人的一兩句意見而左右你自己的決定？感覺是不會騙人的，要是你對他怎樣
都沒發產生愛意的話，條件再怎麼好，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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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當中別問為什麼。

　　許多情侶都聽過一個問題：為什麼你會喜歡我？不管是拍拖前或拍拖後，總有人會問到。我曾經
為這條問題苦思了好一陣子，最後得出的答案只有一個：不知道。天下有天，總有一個人的條件比你
另一半都要好的，但你仍然會視另一半為適合的對像。這用科學角度是解釋不來的，科學家形容愛情
大概只能用費洛蒙三個字，但對當中對心動及一剎那間那種「就是她了！」的感情還是沒能說得上原
因。連科學家都沒能解釋的事，就別再難起你的那個他了，好好享受戀愛當中帶給你的經歷才更重要
吧？ 

　　俗語有說戀愛是盲目的，一個墮入戀愛汪洋的人為著心儀的對像能做出平日絕不會做的事。當眾
送上鮮花，抱著一大隻熊娃娃在大街上準備給你一個警喜，可能跟他平日大男人的性格背道而馳。日
後問道他為何會這樣做嗎？其實也離不開愛這一個字。愛能讓一個人更有衝勁，變得正面積極，為著
一個對自己重要的人而去拼命完成目標，一切看似毫無跟據，但當愛情降臨到你身上時又會變得自然
不過。愛情這是這種帶著衝動與任性，一個過份理性的人是無法理解愛情中的瘋狂所帶來的體驗。 

　　直覺是人類與生俱來就有的能力，就算在原始時代沒有科學知識下人類也是靠直覺來找到伴侶與
逃避威脅的。戀愛不是寫論文和小組報告，不用事事都尋根究底的。愛她就追，然後好好疼她，讓愛
一切從簡才是享受愛情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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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偶像，是愛？是祟拜？

　　每個人心中總有一個或以上的偶像。不管是電影明星、歌手、足球員、或者身邊的朋友。能成為
你的偶像，自當然有其出眾的一面吸引像你。但這種祟拜與愛不同，你欣賞的是他某一方面的技能，
而不是愛他的人。就如一個異性戀的男人可以視Ｃ朗為偶像，但只會崇拜他的球技，而不是愛他。如
果你自己沒能搞清楚到底是愛，或是崇拜，最終有可能令自己受到傷害。

　　正如剛才所說，偶像有的是出眾的能力。就像是陳奕迅這般，他的歌唱實力在香港實屬頂尖一群
，許多人都容易被他的歌聲吸引。也許你崇拜於他出眾的歌唱技巧，但你愛他嗎？不。要是有另一半
的人，不彷想想你那男女朋友，可能平常呆頭呆腦，讀書成績一般。但你愛另一半的原因，大多是被
其性格所吸引。她不會煮飯，但為人溫柔；他不會打籃球，但為人開朗。你另一半會是你偶像嗎？應
該不會。但你愛他／她嗎？肯定是的。

　　無可否認，偶像的確有其過人之處。但其人品如何？不跟他熟絡起來你不會知道。世界上人面獸
心的人著實不少，尤其是無知少女遇上所謂的「男神」後，不少都沒有好結果。因此，要是你對他的
那一技之長特別崇拜的話，好好當他是偶像就好了。唱歌的，去聽一下他的音樂會；踢球的，欣賞一
下他的球技。但表演過後，就該把崇拜之情放下，別讓自己誤當這是愛情。想確實想像一下對他是崇
拜還是愛嗎？很簡單，要是你那偶像是結他手的話，只要想想他不彈結他轉行砍豬肉後你會有何反應
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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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夜平安就好，何需失身？

轉眼又到聖誕前夕的平安夜。孤身一人的眼見街道海旁都是一對對的戀人心裡可能有點不是味兒，但
即使是能約會男女朋友或者是心儀對像的在這個日子都有著一定風險；受節日氣氛影響下戀人們都對
性有著更大的好奇及渴望，不少情侶更會在這一天一嚐禁果。每到這種節日時鐘酒總是供不應求，每
個房間都有著一對對的男女在享受肉體所帶來的快感。性愛帶來的快感的確是美妙非常，但切勿讓節
日氣氛影響你（特別是女生）的決定。平安夜本來就是耶穌出世前的一個晚上般平靜而安詳，即使耶
穌的真確性是真是假也好，要失身也該留在別的日子，好好考慮然後再作決定，對吧？ 

　　多得商家多年的推廣及影響，聖誕節已經成為了男仕們大破慳囊的日子。浪漫二人套餐、精心挑
選的禮物、最後再以一杯美酒作結，差不多是男生們約會另一半或者追求對像時的必備動作。奈何這
等浪漫最後就是以男生的現鈔作條件，因此男生總想找點回報去令這頓既飯的錢花得不太「冤枉」，
而女生的肉體就是男生最想得到的「謝禮」。到處有熱吻的情侶、酒後微熱的感覺、再加上男方多次
有意無意的暗示，許多女生半推半就的就被送到大床之上。老實說，要是兩人本已經是一對穩定的情
侶，思想成熟，我也覺得沒什麼阻止的理由；但太多年輕的小伙子或不懷好意的成年人利用這個日子
去滿足自己的私慾，而偏偏總有女生就在這天被才拍拖數天甚至還在追求階段的男生弄上床。一晚激
情過後，回想起來覺得後悔了，太輕率就把自己送給了別人。到底當晚他有沒有做好安全措施？你能
承擔起升級為人母的責任嗎？甚至他是否有著性病你也一無所知。往後你要一直留意經期是否準時，
身體有沒有什麼不適，經常提心吊膽的就是因為當晚的一時軟下心腸。更甚者該男生得到你的肉體後
覺得目標達成，漸漸對你疏遠尋找下一個目標後你才發現了他的真面目，到時只能自責自己太過愚蠢
了。 

　　人是感性的動物，經常會被氣氛而影響到自己的決定。但切記在性這一環節當中，激情過後所承
受的風險永遠是女比男高出許多的。男生大不了就送你數億精子，但懷上寶寶卻是你們女生的「專利
」。為了平安夜的氣氛而換上種種的不確定因素是否值得？趁著還未到平安夜的晚上，各位女仕們該
好好細想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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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後的人反而更清醒。

　　人常說酒後亂性。醉了後在街道大聲叫嚷，突然重提上年分了手那個人的名字。身邊好友只知道
喝醉了，說話胡言亂語，卻不知道人在醉後城府打開了，沒有想太多顧慮下所說的話才最有可能是心
裡最真誠的話語。 

有種人平日看似堅強，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般的，但在喝醉以後卻變成了另一個人，不止大吵大鬧，
還把種種壓力訴諸天下。只因唯有酒精才能成為他宣洩情感的鑰匙，讓他不用顧著別人的眼光，勉強
自己應付一切，由心而發的去表達自身應有的情感。別人看在眼中當然覺得這是酒精的影響，是他醉
了，一大堆的科學研究也證明著酒精如何影響著大腦。但酒精能影響的只有我們的自主性，不會改變
的們的情感。你不會因為多喝兩杯就喜歡上了平日覺得討厭極的那個懶散肥婆，只會把平日對她的怒
火爆發出來。所以一個人酒後看似亂語的說話，其實才是他心底裡最真摰的感覺。為何許多人喜歡酒
後示愛？除了因為壯膽、因為失敗後可以說醉酒之錯、最重要的就是你能把自己心裡對她最真的感覺
用最直接的說話表達出來，這種由心而發的說話可不是一般甜言蜜語可比的。 

筆者很羨慕醉後的人，他們能毫無保留的表達自己心裡的意願，這在現今利益為重的社會可是一件不
易看到的事。而我自己在「到頂」以後只會嘔吐大作然後回復正常。經常喝得大醉當然對身體不好，
但偶爾多喝幾杯，讓自己隨心而發把壓在心裡的事都釋放出來，在處處都是壓力９香港，也不失為一
劑心靈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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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與女，是兩個世界的人。

　　不少曾經相愛卻不能走到最後的人都是因為意見不合造成。不論男方女方都覺得對方的生活方式
與觀感跟自己不同，活像是生活在不同世界一樣。男生覺得這點小事忘記了有什麼奇怪？女生卻覺得
你忘記的原因是你不夠緊張她的一切。男與女在生活與長大的過程中所受的待遇不同，長大後要背負
的也是如此。當兩個不同世界的人走在一起就要知道他們往後的日子不會只有幸福與甜蜜，磨擦總是
小不免的。如果決定了要跟對方共渡餘生，嘗試走到對方的世界，感受對方所感受著的，你可以透過
交談、吵鬧甚至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回望一下自己所做過的一舉一動。相愛不止是吃喝玩樂，更重要的
是一輩子的理解與磨合。

　　許多人都希望能找到一個生活方式喜好都和自己相近的人，這不單有著共同話題，要一起生活也
看似比較容易，但這樣的話倒不如你在家裡多裝幾面鏡子，跟自己的鏡影生活下去。何況相愛本身就
是一件沒能解釋的事，你最後找到的那一位可能跟你風馬牛不相及的，雖然是這樣，但你還是愛著那
一個。當兩個人在一起之後，雙方生活上的差異就會顯露出來，就像早前某個安全套廣告一樣，一快
一慢的總不能找到一個合適的節奏。其實有這個問題很正常，畢竟兩個世界的人突然生活在一起，可
沒法子立刻就「同步」起來。只是有太多的情侶都不願共同去面對這個難題，還沒有試著解決就分開
了，白白錯過了一段愛情。情侶這個階段本來就是讓雙方了解到對方與你之間的不同，然後去習慣、
理解、或者希望對方改變一下。在最初的磨合期總是會有點辛苦的，可能你要變得晚睡一點，對方也
不能在與你吃飯時滿足他好辣的味蕾。但戀愛就是如此，甘願為對方作出退讓和改變，因為對方在你
的心目中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我曾經說過，戀愛不是只有幸福的，當中也會包含著痛苦與傷心。
但正因為有著不同的經歷，兩個人的感情才會更加牢固，日後才能一同面對著更大的難關與挑戰。

　　在自己習慣的世界當中生活，享受著自我風格當然是一件樂事。但若果你決定了在你的生活當中
多加一位戀人的話，花點時間習慣一下也是必要的。為了另一半而退讓一下不會令你顯得軟弱，你退
讓的原因是你已經把對方視作你生活的一部份。兩個世界的人生活在一起，也許不時會有一點衝突，
也許在不少決定上都會存在著分歧。但亦正因為這樣高低起伏的經歷，才會讓你日後回首一望的時候
，更加回味兩個人種種的回憶，更加珍惜這段得來不易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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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不是一個好男友。

　　回想一下你過去的戀情，有那一段你沒有令她失望過，傷心過？每個人都不完美的，即使經歷過
，成長過也好。沒有男孩子不想自己的女朋友每天的快快樂樂的，可是能做到的世界上沒有幾個。你
看著ＩＧ上的情侶不時發放閃光合照很是羨慕嗎？別傻了，他們只是沒把冷戰吵架一面公諸於世而己
。雖然不太願意，但我不得不說的是我才不是一個好男友。

　　不同的性格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最基本就是有人喜歡經常纏著另一半，有的在戀愛後仍然要
充裕的私人時間。正如我上一篇所說，當兩個人一起生活的時候總會遇到磨擦然後出現吵鬧的機會，
那到底如何應對這點爭吵呢？這是個考起不少情侶的問題。有時候男的急著想做點什麼去平伏女方的
情緒，卻不知道這樣步步進迫反而令女方感到不自在，連點點冷靜下來的時間都沒有。雖然男孩是出
於好意，但其所作所為對這件事起不了任何幫助，反而加深了二人之間的矛盾。筆者正是這種急於做
點什麼的人，只因為覺得白白坐在原地總是有種不自在的感覺，但卻苦了本身心情已經不好的女朋友
，所謂的「好心做壞事」也就是如此。

　　除此之外，女人一向是口不對心的動物。她提出一個意見其實並不需要你去花長篇大論去分析，
你只需要認同就好了。當然這只限於無關痛癢的事，重要的話男生是應該要好好指引著她的。站在男
生的角度，意見當然是包含理論和數據所支持，但在你女朋友的角度，她要的只是你的認同還有一個
親吻。還有就是她說的不要都信以為真，仔細的想想她說的是否符合她的性格和所想的，有時候身體
語言會比口裡說的更為真實。在這裡說出來我是懂的，可是日常生活中我卻經常忽略著這一點。無他
，粗心大意是我的缺點。

　　有時候你會覺得遷就是一件很累的事，但別忘記在你遷就她的同時，你自身也有著缺點是她一直
忍受著的。能支撐你們關懷對方的正是愛，因為你們愛著對方所以才會接受著對方的不完美。我的確
不是一位好男友，許多細節我都沒看到，許多缺點一時三刻也改不了，我相信許多男生也跟我有著同
一樣的處境。但別忘記的是你愛她，所以再努力你也願意改掉陪著你多儅的壞習慣；也別忘記她愛的
是你，所以即使你是一個這樣不完美的人她仍然沒有離開，一直在你的旁邊。

　　現在的我仍然不是一個好男友，但也許在將來我會變得比現在更好。讓我作出改變的原因正正是
因為在我的身邊，有著一位如此美好的妳。

歡迎一眾男士轉載與標上這一位如此重要的女生。
有著這樣重要的一位女朋友，各位千萬不要放手。
http://www.facebook.com/MaoYa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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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女人體諒，男人也會累的。

　　由出生開始，「要背負一切」這句話就跟隨男生走到世界上。從小就背著家人的期望要考到好成
績，為的是日後能找到好工作改善生活；戀愛時要滿足女生時刻想在一起的想法，同時又要為你與她
的未來做好準備；到成為父母了，更加要擔起整個家庭，成為當中的支柱。無論是再辛苦的事，交給
男人看似理所當然，而我們也無悔的接受著一個個的擔子：因為我是男的，每個男人都這樣想著。但
無奈一次失手，或者擔子實在太重了，挑不起，男人便要受著旁人甚至另一半的冷眼對待。其實男人
也是人，我們也會軟弱、也會辛苦、也會累。女人希望男人給予她們一切，而男人希望從女人身上得
到的，其實只有體諒。

　　在香港偏重女生的情況下，在談戀愛時由男生請客、滿足女孩所需、遷就女生等彷彿是自然不過
。理性去看，這是一筆不值得的交易，男生只是白白的在自己的肩膀上多挑起一個擔子，但讓男生仍
然去追求著那個她，無非是因為愛，愛到即使日後要多挑一個重擔也心甘情願。試想一下，有那個男
生沒有試過為滿足女朋友的要求，那怕要花上三數千元仍面不改容，但在自己一個的時候連衣服都不
捨得多買一件？又有誰人沒試過陪伴女朋友通宵達旦，那怕自己已經很累，明天仍要上班，冒著睡晚
了的危險。你問男生這樣苦嗎？他們卻仍能笑著去說「她快樂就好」。為著女朋友付出一切，男生覺
得這是是應份的，那怕自己再辛苦再累也好，只會說一句「女人係要用黎錫嘅」然後默默自己背起一
切。女人比男人聰明，因為女人懂得對自己好，男人卻不會想到自己。

　　但無奈不是每個男人也能應付肩膀上一個又一個的重擔。男人也會累，男人也會受不了的，奈何
眼淚是男人的禁忌，女人流淚是可憐，男人流淚是軟弱。累了，受不了也不能在別人的面前好好釋放
自己，只能平靜的說一聲我沒事，然後獨個走到角落緊抱雙膝，無聲啜泣。男人在別人面前要堅強、
工作上要決斷、感情上要認真，卻沒有任何空間讓我們解放自己。男人願意在女朋友而前大哭一場是
信任她的表現，相信她知道自已會哭不是因為軟弱，只是獨個面對生活上的一切，很累。能有這樣的
女朋友是一種幸福，很多時候男生連對著女朋友也不能放鬆自己，因為每個人都想有個完美的男朋友
。這個擔沒人能挑得起，但為著自己喜歡的女生，許多男生只能接受，然後在女朋友面前收起一切壓
力。失去了最後一個可以毫無城府相處，毫無保留表現自己情感的人後，男人再累也只能靠著牆，而
安慰自己的，也只能是大哭一場後，再次記起「要背負一切」的自己。

　　女生哭可以來得快去得快，你說個笑話，買件小禮物就可以讓她破涕為笑，但男人要哭的話根本
停不了，因為抑壓太久了，要停的話只能待眼淚都流乾了，心裡才感到舒服一點。奈何香港地少人多
，要找個沒人看到聽到的地方也許只有凌晨晚上自己的家。喜歡挨夜的人也許心裡其實都有著莫大的
壓力，他們正等待著夜深人靜的一刻，在四周的寂靜陪同下解放淚線。

　　其實男人不介意背負重擔，因為男人絕對不希望自己的女人受苦。但男人的能力也是有限，許多
事就算男生想再做好一點也無能為力。我們不是要女生完全不向男人要求什麼，只是想女生們知道你
們有的情感男人也有的，但男人卻一直盡力只露出樂觀快樂的一面，盡力去做到你對他有增無減的要
求。男人的願望很簡單，一句辛苦了，體諒一下他們面對的壓力，讓他們放心在你肩膀上面留下淚印
，這樣就已經足夠了。

一個讚好，是對我的一點支持。
如果想分享給其它朋友的話，無任歡迎。

 http://www.facebook.com/MaoYa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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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女朋友就咁喺街焗桑拿》 　

　　人總係會對未試過嘅嘢充滿好奇心，而焗桑拿就係我其中一樣未試過嘅嘢。
　
　
　　以前睇得多鄭伊健，成日覺得叫得芬蘭浴嘅地方都龍蛇混雜；到大個終於知道芬蘭浴即係桑拿依
種好普通嘅活動，但就到我女朋友覺得唔正經，怕會有啲專比男仔嘅特別服務，所以到而家我都未試
過三溫暖到底有幾暖。
　
　
　　早幾日我女朋友突然神神秘秘咁拉咗我入房，然後用一個不懷好意嘅眼神望住我，問我想唔想同
佢一齊喺個公眾地方度做啲會令人熱血沸騰嘅事。我聽完之後熱血已經開始喺個鼻流出嚟，心諗唔通
佢已經唔滿足於平日喺房嘅纏綿？佢冇再表示即係想同我喺公眾地方點熱血法，只係喺我耳邊用最挑
逗嘅聲線同我講「到時我會著件好性感嘅浴衣」然後就走咗去沖涼。
　
　
　　點解係浴衣？我冇深究，因為我已經幻想緊嗰日會幾咁刺激。
　
　
　　頭先同女朋友出街食飯，我緊係問下佢想去邊度做刺激的事，公眾地方係泳池定山頂。結果佢遞
咗部電話比我，上面寫住個叫「沐熱乘涼Hot is Cool」嘅活動，原來鄭志剛創辦嘅Culture For
Tomorrow （CFT）請咗名芬蘭設計師Ville Hara設計個「sauna
kolo」，喺12月8至13日尖沙嘴文化中心露天廣場比市民免費一試芬蘭桑拿嘅吸引之處。「我預約咗
兩個位架啦，到時我咪可以同你一齊著住件好性感嘅浴衣喺光天化日之下做啲會令人流哂汗嘅活動囉
，係咪夠哂熱血沸騰？」
　
　
　　「係啊係啊，仲有個由本地得獎年輕建築師蕭國健主理嘅leong4
ting2，即係涼亭比我地抖下涼添，又冰又火你話幾爽。」我一面用好無奈嘅眼神望住女朋友，一面
用返佢嘅水平陪佢搞爛GAG。雖然有啲失望件事「為何不是我想的那樣」，但喺香港難得有個咁好
嘅活動唔洗錢比我地拍下拖，有桑拿又有紙鳥創作咁，總好過日日行商場啦係咪先。
　
　
　　「個活動就12月8先開始，但你有冇興趣今晚就做啲刺激嘅事？」食完飯出咗餐廳門口冇耐女朋
友咁問我。
　　「咁夜仲有地方搞活動咩？」
　　「我買咗件情趣睡衣，全透視，刺唔刺激？」
　
　
　　我冇答佢，而係馬上截咗架的士，然後抱佢上車飛返屋企。
　
　
　　詳情喺度睇：https://www.culturefortomorrow.org/
　　
一個讚好，是對我的一點支持。
如果想分享給其他朋友的話，請標明出處並附上專頁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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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um：https://medium.com/@moyi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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