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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續《最卑微的愛情》
第二篇愛情單元短篇故事

《他和她的選擇》

序-
單元一《初見》-三人的午餐
單元二《遇見》-第二次相遇的機會
單元三《選擇》-人比人
單元四《放棄》-小麗與威士忌
單元五《沉溺》-愛琴海
單元六《掛念》-我和唯俊的回億
單元七《曖昧》-瘋狂粉絲來電小日
單元八《朋友》-撕裂愛情的糖衣

單元九《愛》-
單元十《不愛》-

單元十一《他和她的愛情結語》

單元九《愛》與單元十《不愛》
是兩種給予讀者選擇的兩種結局！

如若選擇《愛》的讀者請直接前往單元九，

選擇《不愛》為結局的讀者則跳過單元九，前往單元十觀看。

................................序.......................................

故事簡介:《他和她的選擇》

以短篇故事作為形式，總共有十一個單元，單元一至單元八的愛情單元，以及兩種给予讀者自由選擇
的結局，
單元九的《愛》
單元十的《不愛》
(單元十一)為一些故事總結和後語，故事來自一個自視過高，很多追求者的一個大美女占卜師逸美，
因好朋友小麗的一次撮合下，她認識了一個瘋狂來電的粉絲小日，她討厭他的說話方式，但卻擺脫不
了他的惱人來電，最後，她竟然發覺自己竟然對這個男生有好感！

她一直深愛的那個男生唯俊，終於出國回來了，她心裡一直也忘記不了他，竟然，一個震撼的消息使
她一下子消沉了好幾個夜晚。



朋友的背版，舊情深陷的回億，面對一段別人給予的一段人造愛情，你會將錯就錯的接受下去，還是
懷着憎恨的心報復他的同情與憐憫？《愛》與《不愛》的兩個結局，
你會如何選擇？請繼續看下去。

一個短篇愛情小說，紀錄了他和她在愛情道路上選擇的道路，究竟是迴轉不了，停留原處，還是，另
尋一個更好的道路走出來。

寫了半個月左右，希望大家狠批一下也不介意的，文章是用來批評和評論欣賞，不是用來放着的，感
謝了，寫了好幾個凌晨的！

不看也沒所謂的，反正我就是會不斷寫，哈哈真的有夠瘋狂的序，這就是寫作的自由啊！不停地說些
瘋話.......反正，這是我的序啊，你奈我不可啊，哈哈，自話自說......

......................................................................



單元一《初見》

愛情單元一《初見》-三人的午餐

.........................................................................

初見是愛情裡面最印象深刻的，這一眼，決定了一個女孩和一個男孩是否該注定許諾一生，於是，一
見鍾情，便是憑第一種感覺而定奪。

有人會想找回初見的那份心跳感覺，
有人會想在初見中遇見一輩子的那個人，
有人會刻意營造一個美麗的初見，
不管初見的形式是如何，也是一種美麗的邂逅。

「佢叫做小日，係一間工程公司擔任顧問」

「佢叫逸美，係一個占卜師。」

小麗站在我們三個人的中間，熱情的說着一些客套說話，她知道，我們都已經年過二十五歲了，還未
找到一個好伴侶。於是，她藉着人脈廣大的人際網絡，把她身邊要好的朋友都通通約出來吃一餐便飯
，對她來說立牽線紅娘這個身份才是她的正職。

我們三個人，相約在一個大型商場的一間日本餐廳。小麗是最先到來的，後來我和他才前後腳緩緩的
跑過來，氣息還未確實的停下來，小麗已經張開她的紅紅血盆大嘴，站在我和他的中央一溜嘴的說起
台詞來。

因為小麗的身形實在有夠龐大，介紹途中，她不停向着我和他的方向兩邊轉着，所以，我並看不清站
在我前面的他，小日，他是什麼模樣的一個男生，是嚴肅的那種老成氣派，還是那種保守型的害羞型
男生，哈哈哈！擔任工程公司顧問模樣的男生，不都是那個模樣的嗎？

「是我擋住了你們嗎？對不起了，大姐我先去趟洗手間，你們慢慢聊吧！」

小麗急忙移步走向附近的一個洗手間，好像肚子好痛的痛苦模樣，我緩緩點頭的短短回應了一小句，
然後基乎小麗消失了，在我的面前空了好一個大的隔膜，

「哈哈，剛剛跑過來外邊好熱啊，對不。」

映入眼簾的是一個高高瘦瘦的男生，不是嚴肅老成的那種，也不是保守害羞的那種。他有一雙濃濃的
啡色眉毛，頭髮也是啡色的，輕輕的垂落在耳邊，眼睛小小的瞇成一條線狀，穿著一件黑色風褸，名
牌T恤和復古型的腿色牛仔褲，整個氣氛被他温暖的笑容給僵掉，一下子我已經說不出話來，我只是



知道將來嫁給他的妻子必定十分幸福。

「對啊，用跑過來的也挺累的，巴士站附近幾乎沒有一個。」

我頓時不敢正眼張望他，我怕會被他的笑容給迷倒，暈倒在商場的地板上，引人圍觀。

待小麗處理完她的宿便問題後，我們三個人便進到日本餐廳裡的一個四人卡位裡坐着，小麗一直也坐
在我們的中間，好讓在冷場時輕易地掀起話題，

「你不會看得出我的心裡想什麼吧！」

他用一種開玩笑的心態，打開一個話匣子來，每次他會瞪大眼睛來，看看我會出現什麼有趣的反應來
，

「當然不會，不過我還真怕你會算得出我幾歲了。」

於是，整個三人的午餐，我們也一直開着玩笑來，基乎沒有幾個是真心話來的，收場不了，也開不回
另一個話題來。說真的，我初初見到他的時候，其實我已經對他略有好感
，但當有另一個人的介入時，我總感覺不了他的獨有魅力，甚至覺得他的幽默感遜惨了，也許透過朋
友的朋友撮合這件事情，最好就別再發生了。因為我並不想透過朋友而了解我喜歡的他，是怎樣的一
個人。

事後我們只是交換了電話號碼而已，整餐午餐我們三人也在聊着無趣的低俗電視劇情，真的可恨。

初見，是那麼的美麗動人，
又是那麼寧缺勿濫。

.........................................................................



單元二《遇見》

《 遇見》-第二次相遇的機會

...............................................................
遇見他，是一遍又一遍的旅程，
這種感覺，就是難以形容，
我清楚，我們的感覺是怎樣了。

他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出現在我的世界裡，
可能，我們都知道，我們彼此都很相襯，

「我也很喜歡看這套電影，。」

「他的製作用了很好的班底……」

我們認識時，是在一間公司裡，我們皆知對方任職不同的崗位，也知道公司裡有她/他的存在，只是
卻不知道如何打開一個話匣子。

終於他們在升降機裡遇見了，女孩是多麼的怕會錯過了他，他也很怕錯失了這一次後，會錯失了一個
很好的女孩。其實他們也不太記得是誰先打開話匣子。

那張電影海報，他們卻記得很清楚，
站在一旁的女孩抱著一疊厚厚的文件，男孩拿著一個公事包，雙手捧著筆記，好像彼此也空不出來一
雙手來。

「那套電影，聽說很好看。」

「我還末有時間看，你知道嗎，最近的工作太多了。」

男孩急忙地抹抹頭上的一額冷汗，女孩看著手機上的螢幕顯示器，卻想不到下一句該如何接下去。

這一刻，升降機是停止了再向上升上，我和他的眼神在這一刻相遇，彼此的眼中只有一種說不出的期
待，女孩避開過了男孩眼神的再次接觸，她知道，男孩一直也在看著他，期待她說出一句。

升降機終於停到某一層女孩想到的那一層，
女孩沒有再看多他一眼，便走出了升降機。
走出了該相遇卻沒有相遇的一次機會。

之後，女孩常常也從同事口中得知男孩的一些消息，例如，男孩的業績今年進步了許多，男孩與某某
的戀情，男孩的所有東西，她也一清二楚。
他們也不知道何時，會有第二次相遇的機會。

因為相遇從來也不容易，相識更難。



最後，女孩沒有再相遇過那男孩，只是在消失在偶然會有他的踪影裡面。

劇終

「真是很可借，那女的真夠愚蠢。」我一邊拿起便利店架上的雜誌，一邊在咕嚕著一些同情那女孩的
說話，今天小麗已經脫離了黄面上司的加班施壓，她說她今天在早上買了一份三文治給黄面上司吃之
後，黃面上司再沒有在今天之內嘮叨她加班的事情，

「他這個人，就是愛貪取一些小便利。」
小麗手中拿著一大堆文件，像剛剛從公司裡逃走出來似的「逸美，你為什麼就是愛看這種愚蠢的愛情
故事。」

我放下了手上剛剛讀到的小刊本

《他和她的選擇》-遇見

「雖然我拍過無限次拖，但我仍會憧憬那種默默相遇，充滿遺憾的愛情。」現在已經是中午六時，逸
美今天休假了一天，正確來說占卜師是可以自決假期，因為她那種是超級自由的職業，

小麗拿了一包紙包咖啡，我也從冰箱裡拿了一瓶熱牛奶到櫃檯付錢，便利店離我們家很近，加上占卜
屋最近的生意也挺好的，小麗也能利用方法賺取不加班的時間，於是，我們便多了許多定餘時間談談
彼此，

「你既瘋狂頭號粉絲小日昨天又打给我了。」

小麗不滿的用她的公事包，重重朝我這邊拍打了一下，好像因為那名瘋狂粉絲的來電困擾了他好幾個
世紀已而，她今天又是穿着紅色的衣服，看來紅色是她的幸運顏色。

「看來，我得接一下他的瘋狂來電。」

............................................................



單元三《選擇》

愛情單元三《選擇》-人比人

你揀人地同時，人地同時都揀緊你，
社會出現了男多女少的普遍現像，
一夫多妻既制度係中國甚至係一D窮困國家，甚至係買多見小，

有些人，會慢慢等待她適合既人出現，

有些人，會在眾多人之中，

不斷選擇，
戀愛，
放棄，
再挑選
戀愛，
放棄，
再挑選

在這個循環之中不停遊走，每一段情也可以消逝得很快，也可以來得很遲，這是愛得太遲，還是，基
本，你就在選擇愛情，因而錯過了上一段的愛情。

逸美是一名年僅二十歲的占卜師，年輕美貌才華洋溢的她，身邊也乏有追求者。

通常她也會先約會然後再評估一下追求者的質素，喜歡的便先約會定他下一次，不喜歡的便隨意弄個
姨媽痛的藉口，在約會中突然離場，她視選擇男朋友為一種興趣，甚至最長拍的一次拖也只是三個月
而已。她的中學朋友小麗是一名文員，經常也為着她那種愛挑選別人的態度而感到著急，因而經常東
出四走，為她找出一個真命天子來。

「逸美，中學那個聚會你有冇收到通知啊。」

小麗大約下午4:00便已經下班了，我3:00下班了便立刻跑到她公司門口來，她說她不會再聽那個黄面
人上司，加班到晚上10時，每次她也被黃面人上司游說加班，弄得她的黑眼圈大得好像個無底黑洞
，她撐著胖胖重重的腳步，將紅色的高跟鞋大力的踏在地版上，一邊嘮叨，一邊呼着沈重的鼻音，詢
問着我這個問題，

「通知？我還未有空拆拆我的信件。」
小麗用了她討厭的眼神瞥了我一個白眼，



「你知道嗎？追求者的示愛信件實在有夠煩人。」小麗之後繼續和我走在一間DvD鋪頭裡面，看看
她最愛的容祖兒唱片。

「告訴你一件頗大的大事，你可別哭啊！」

小麗一邊在以手指横掃着唱片的架裡唱片，一邊以一種異常平靜的態度和我聊聊她所謂的大事

「什麼大事，有屁快放吧！」

我不耐煩的纏在小麗的身旁，各式各樣的放工一族湧入，街頭上唯一一間的DVD鋪頭來，

「那個......出國了的那個唯俊，他......」

小麗手中拿著容祖兒的唱片，一直凝望着DVD背面的價錢與裡面的歌曲名字，略有所思，
「他那個什麼了，說出來嘛！」
我一邊用雙手弄着一個不知名歌手的唱片，一直不耐煩的看著，著迷得看價錢看得入了神的小麗，

「昨晚我在拆中學聚會的通知信時，附帶了一張唯俊結婚的請柬。」

小麗以不經意的放鬆聲線，渴望調和我聽到後的一些附帶情緒，可惜卻沒有效用，

頓時，我再沒有弄那個唱片外快丟落的膠帶了，我的頭腦空白了好幾個畫面停滯不前，

唯俊是我的中學同學，我們在中學第二年時結識，後來我們由班會活動出外，變成兩人單獨的約會，
我們彼此也深愛着對方，卻一直以「好朋友」作為稱呼，他的個子不太高，皮膚古銅色的，在學挍運
動會上可是咤叱風雲，嚴選為十大青年之一。我們每次約會也談很多。

他知道我的追求者很多，也許也是我常常都愛選擇別人，有一段時間，我們分開了好一陣子，後來他
出國了二年，曾經他暗示過他很喜歡我，但是我就是愛選擇，我沒有回覆過他，因為那時我的市場實
在太大了。等他出國回來以後，一切已經太遲了。

「逸美！逸美！你沒有事吧！」

「我沒有事啊，追求者市場還等着我去惠顧啊，快走吧！」
我除除的假裝着聽不到小麗說的是什麼，甚至當着這句說話只是一堆看不見的東西，括一聲便吞掉了
。

我挑了一張Twins那年大賣的唱片，到了櫃台付錢，腦中除除地想起那一首歌曲



Twins《人比人》

環觀身邊的姊妹　有些不快樂　
男伴們亦過份的敏感 
比較下去　他雖不細心　
誠實及耐性　卻全部也得到滿分 

無謂相比　男友怎會都一樣 
無謂抱怨　另一位比較理想 
難道今天　才明白何謂真愛　就是要... 
能承受對方的不理想　他始終有自己 
優點跟缺陷　誰也沒法　共誰來比 
若叫他將我們比　或者他會揀你 
(若各位將我們比　或者都會生氣) 

別人日也報到　夜也報到　
斟水也待勞　他不會同樣照做 
別人話我愛你　但我愛人　從未說　
莫非他的真心假設我知道 

《若叫他將我們比，或者他會揀你》



單元五《沉溺》

愛情單元五《沉溺》-愛琴海

..................................................................

沉溺在愛琴海之中，任誰也會不能自拔，
沉溺愛情好處在於，你不知道何時會夢醒，
這個過程好美，就像擁有一段永恆的愛情。

白色琴鍵與黑色琴鍵互相敲動着，進入了一間房間，那裡演奏着一首動人的樂曲，我背着一個厚重的
背包，隨著旋律的呼喚站着那座琴的前面，坐在琴前的是一名很師的男生和一名小二班的學弟。

他們一直也末發覺我在前面站了那兒多久，我前面隔着一塊落地玻璃，每次放學我也會在這裡站很久
，看著他在認真的指導着那名小二生，燈光白亮的照射在那名男生的臉龐上，他的眼珠是黑白分明的
寶石，閃閃發亮的透出一種獨有光芒。

有一次，我放學衝忙的跑進來，琴室裡既沒有動人的聲音也空冇一人，於是我便挪動著身子坐在那座
大琴前面的椅子上，我回憶他不停敲動着黑白鍵的模樣，不懂彈奏的我只能一下一下無力的敲動着黑
色琴鍵，

「指尖要用力一點，按下去。」

一把猶如響鈴的美妙男聲音忽然出現在我的耳邊，那名師師的男生走過來，坐在我的旁邊，他的身形
瘦削，臉龐也是尖尖的，深啡色的短髮，

「看來，你很喜歡彈鋼琴，也很喜歡偷看別人彈鋼琴。」

他一邊拿著我的雙手引領我彈奏，一邊用好奇的目光注視著我，我的臉兒通紅得很，只好低着頭來，
偶然看他幾眼後也徑自尷尬得說不出話來，

「那個你教導他的那個小二生呢，走去哪了？」他引領了我彈奏一陣子後，他便獨自的sola，我每次
詢問起問題時，他也會繼續不間斷的彈奏着，就好像永遠也活在愛琴海裡面，

「母親不給他學了，說學費太貴了，負擔不起。」

他一直也沒有看著任何的曲譜，旋律已經刻印在他的腦海裡面。

後來，這個女孩子每天放學也會到這裡，和男孩彈奏着鋼琴，他們相愛在愛琴海之中，整個青春也給
美麗的琴聲掩蓋......



「好美啊！這個夢，他們最後結婚了嗎？」
小麗坐在我家裡的茶几上，眼淚基乎都丢下來，被我說的這個美麗夢境給掩沒了，「會彈鋼琴的男生
是真的很師。」

放工後，小麗到了我的家裡，洽巧母親剛好正在上班，於是我便將我今天夢回來的一個美麗夢境說给
愛做白日夢的小麗聽，當然我有修飾過這個不完美的夢境，

「我的追求者當中，沒有一個會彈琴。」
我不悅的嘆出一口氣，雙手托在茶几上幻想着這個美麗的夢境「現實有時比夢境來得殘酷，沉溺是最
美的。」

最後，我和小麗也一致認為會彈琴的男生是最師的，我們收工以後一直也在家沉溺著這個有如童話中
的夢境，甚至會想成為那一個女主角，然後我們什麼也忘掉了，小麗忘掉了老成的那一段情的傷害，
我也忘掉了那個常常打電話過來的工程師顧問小日。

沉溺都是美好的，起碼能忘掉。

.......................................................................



單元四《放棄》

愛情單元四《放棄》小麗與威士忌

.....................................................................

放棄是一種對愛情選擇尊重的一種權利，
我放棄了他，不再愛他，並不是捨棄他，
只是我認為他會有比我更好的一個女生出現，去愛，有時放棄，是為了迎接更好的另一個她，我不想
他一輩子也沒有人愛。

現在已經是凌晨1時零30分了，當我在淋浴後走出客廳的時候，已經接起了那個響個不停的電話，

「喂，搵邊位！」

我還來不及把濕漉漉的頭髮给吹乾，已經不耐煩的接電話起來，我想起了那個上星期約會失敗的那個
小日，若果他打過來，我該怎樣堆塘好了，

「逸美......逸美快D過黎！」
一把熟悉既陌生的女生出現了在對話筒裡，
是一把扭曲又扭曲了的奇怪聲音，當我仔細的聽這把聲音時，才發現那個人是小麗，

「什麼！小麗，小麗是你嗎？」
我把粉紅色小熊毛巾墊在我的肩膀上，好讓頭髮上的水滴沒有沾滿整個梳化上面，引起母親的一連串
轟炸，然後小麗在電話中不停地重覆又重覆這句句子。

「我在......瘋XXXX......裡面。」
電話裡頭的聲音真有夠她媽的混亂，我只能透過某些同音字去推測小麗在說些什麼東東叉叉，然後前
後不足五秒，已經斷線了

嘟...........................嘟....................
小麗不是放工後，又跑到那所瘋狂少女酒吧狂飲威士忌吧，真是的，今天已經是我一個星期內連續第
三次的，拯救朋友行動。

小麗今天穿著她最喜愛的紅色花紋小洋裙，不是姣婆子穿的那種，是那種春天盛開的顏色，高跟鞋仍
舊穿在她那胖胖的雙腿上，她的神情看起來異常的憔悴，也難怪的，她自從在公司裡認識了一名，名
叫老成的中年男性後，就變得神不守舍。



「是那名叫做老成的男子嗎？你們分手了？」

Blue Ice 啊唔該，我和吧台上的酒保點了一杯小麗也喝了第十杯的blue ice

「我們沒有分手，只是他已經有女朋友已而。」

小麗和我並肩的坐在最靠近吧台的那一個位置，然後她繼續苦着一臉委屈，訴說起她心中的心底話兒
，我只能靜靜的聽着，

「老成他是喜歡我的，我也很喜歡他。」

「你知道嗎？他在喝咖啡時，總會先替我拿好三包糖，你知道的，這是什麼，是愛啊。」

當我的blue ice來到時，我已經數不清楚她是喝了第幾杯的威士忌，第幾杯的blue
ice，小麗一直也在咕噥着酒話，聲線輕輕的像滑梯一樣，經常走調，

然後我嘗試告訴小麗這個殘酷的事實，

「他的女朋友曾經到公司接他下班，你知道嗎，他的女朋友在宣示主權啊！」

但是說完後，她已經滿臉通紅的倒頭在吧檯上面，我用了些美色應付酒保以後，幾乎
我不用結帳那三十杯的酒錢後，連計程車的錢之內，我一元也不用付，就整個小麗整個胖胖的身驅送
回她的家府了。

隔了一星期左右，小麗已經恢復回那個正正常常的勤奮的她了，不再常常收工便到瘋狂少女酒吧裡流
連喝威士忌。

我和小麗今天收工後，看了一套愛情電影《放棄與選擇》是一套文藝電影，是極少數主流的電影。我
們坐的戲院也有我們兩個人，看完電影後，我看到小麗由開場哭到回家。那名老成的男子原來已經辭
職了，他和小麗的一段地下情，老成和他的女朋友發展如何，我不知道，這一段複雜的愛情該如何收
場，在小麗喝醉了的那晚以後，我沒有再問起她來。

我只是知道，她放棄了，
放棄了一個本來就不屬於她的一個人，
她知道他值得擁有更好的，她也是。

.....................................................................



單元六《掛念》

愛情單元六《掛念》我和唯俊的回憶

原來掛住一個人，就是比用一個衣架掛著他更加的痛苦，明明已經知道就這樣掛着他，他不會知道的
，最終痛的只有自己，但你還是要繼續弄痛你自己。

在平行空間裡，最痛苦的不是他離你到底有多遠，最痛苦的是明明他就站在你的身旁，你卻無力再去
和他說一句說話，告訴他，你到底有多掛念他，到底你的心被他扭緊了多次。

空無一人的大屋，現在是下午4:00鐘，這個鐘數媽媽通常都在芬女的家和陳師奶談一些八掛的話題，
小麗因為要到化妝品店買她的口紅，並警告我不要再在她買口紅時嘮叨一番，於是我被迫困在自己的
家裡。

占卜屋今天來了一個挺奇怪的客人，他說他想要占卜一下，天下間那一種的女孩子會愛上他，他就是
一個自大的臭男人，今次是第二十三次來鬼扯一番，真是害我不斷在心裡咒罵他阻撓我下班的時間。

我沒有打開電視機，只是靜靜的坐在近在窗邊的一張椅子上面，我把整個人也躺在那張舒適的灰色暖
墊上，想起了那個他，想起了那個曾經在我心裡進駐了很久的唯俊。雖然那次在DVD鋪頭，我並沒
在小麗臉前哭了起來，但是其實，我的心一直也好痛。

天空還是晴朗一片的光景，唯俊每次也在晴天時約我出街逛逛，依稀記得的是他那稚氣的臉孔，我會
經常的想着，現在的他會否還是那張稚氣的臉孔。

「逸美，不要再想從前了。」

我發現每當我開始掛念起他時，總是不能停止掛念，大腦時常會將這個訊息刻印在我的思考區，畢竟
我的大腦太愛思考了。

雖然我的正職是一名占卜師，但是閒時我也會寫作。我拿起放在茶几上的一枝筆，拿了一張空白的紙
張，然後趕快將腦裡快要消失的情境，轉換成空調的文字。

我希望我和唯俊的這一段感情，就算不能花開結果，我也能永遠記住他，因為，我還是很愛他，我還
是偶爾會想起他，

我開始坐在茶几前，揮筆寫了起來我和唯俊的一段故事，

第六章-.....《掛念》



《掛念若是懸浮在半空裡，空氣為何不停來，讓我能伸手擁抱他。》



單元七《噯味》

愛情單元七《噯味》-瘋狂粉絲來電小日

...................................................................

小日:「喂，是逸美嗎？」

逸美:「幹嘛了，這麼晚還打來，真是受不了你......有什麼事嗎？」

小日:「明天......你有空嗎？中午的12點正在上次的那個晴天廣場等吧！不說了，電話沒電了！」

「喂！什麼了......喂......小日！」

小日:「明天見！晚安！」

斷線................

無可否認這個通話內容，只會在俗氣的把女肥皂電視劇中才會有的橋段，如今竟會出現在我這個追求
者排到星球的美女「逸美」身上，真是有夠戲劇性。

我一邊在電視旁的梳化上喝着熱熱的牛奶，母親在房間裡呼呼大睡，似乎和隔壁陳師奶吹水吹得筋疲
力盡，我沒有在家裡大吼著誰又追求我，誰又暗戀我的煩事，反正母親又不會認同我那要命的吸引力
。

她一向也只認為追求我的男性都是瞎了雙眼，天已經黑得快要吞噬我的心情，因為我給我最愛的好朋
友小麗給出賣了，我可以想像得到小麗曾向惱人的煩咖小日，訴說著我明天休假一天的秘密。

眼睛撐不了多久後，我已經關掉了電視機，回到樓上的房間睡了。當然十分迷信的我，必定會在晚上
11:00時準時入睡，因為在上一次占卜屋裡我替自己占了一次卜，不得有違神聖的搭羅牌，所以就不
管什麼該死的約會了，明天我要翻翻大牌，測試一下他這個次級追求者值多少分數。

「哎喲！你等了很久了，不要緊了吧！」

這時，我把自己弄得有多高檔便有多高檔，

「不要緊，你來已經很好了，逸美。」

他放棄了之前一直在我和小麗面前沿用的幽默腔調，也放棄了他一直那惱人的糾缠，我想起了和小日
初見的那一次三人午餐，想起了第一眼時看見他心便會呯呯跳動的那時，卻一直把他當成惱人的一塊
冷掉西冷牛扒。因為自從那時三人午餐他取了我的號碼後，便瘋狂的來電到府中，及本人的好朋友小
麗家中，絕對是二十四小時瘋狂call的那種，



我穿了一條史努比白色T恤，郊遊時穿的窄身牛仔褲，手中拿着一個白色的小帆布袋，好像是要到樓
下超市買樽熱牛奶的衣著，我當然知道今天是要來吃名貴的西冷牛扒，他平時最愛吃的那一間西餐廳
。

當然，今天他穿了一身的黑色禮服，圓領白色襯衫及黑色緞絲外套，欠一頂紳士帽子，便能上台表演
魔術哄小孩了，

吃完冷冷的西冷牛扒後，我們這對天作之合，T恤牛仔褲與黑色禮服的這一對，便走到了商場外的一
個迷你小花園逛逛，他沒有再把那個討厭的幽默臉具戴上，也沒有表露任何憂怨的心情，於是我放棄
了那個無力的撐高檔的我，我一向也是一個要求甚高的二十五歲女生，不知為何，我是第一次給這個
工程師顧問小日给征服，是他的那張猶如日落般的笑容嗎？

「逸美，占卜師會懂冷笑話的幽默嗎？」

他把修長的雙腳踏在欄杆的上面，迎面吹來的強風把他的聲音重重壓低，逆着風飄向了我這一邊，

「但是畢竟，你要知道她們一整天也必需和客人在預測那可笑的未來。」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囉，工程師的顧問為什麼要有說冷笑話的能耐？」

我逆着大風走上前，跟着小日把雙腳踏在欄杆的上面，迎臉感受着冷風吹壟，仿佛就能夠一下子忘掉
了唯俊的請柬這回事，

「因為占卜師最討厭幽默的人啊。」

「那就難怪為何，那名工程師顧問常常約占卜師出外，她也不喜歡。」

「是啊！我就是討厭幽默得像小丑的人。」

小日年紀雖然比我大二歲，但是身高已經能夠覆蓋整個我和整個強風了，黑色的禮服與連笑起來也會
連成一線的雙眼。

他其實也是一個愛用幽默思考人生的一個得意男生，也許我對幽默一詞的應用，並不適合來形容於小
日身上，他比幽默更高一個級，我不該再討厭他的幽默。

我束着的馬尾橡膠忽然一下子給強風吹掉了，啡色的長髮忽然飄散在狂風下的夜空裡，一股熱力一下
子進駐了被觸動了的肌膚肉，小日吻了我一下，在臉龐腮紅旁。

之後，小日送了我回家後才乘搭我家旁的巴士回家，他的家在東涌，我的家在荃灣，至從今天之後我
再沒有感到這名瘋狂粉絲的來電惱人，我終於接受了他的惱人奪命電話。他的位置已經榮升到我的至



尊追求者前三名，至於那一吻，是什麼，可貴的友情？還是來自一名瘋狂粉絲的一吻，

小麗在隔了一天後，問了我一些我從來也沒有想過的問題，

「愛情和友情可以長存在一段關係中嗎？」

小日的那種男生，我在這些年中也從來沒有遇過，小麗他明白的，明白我和小日的噯味和我一直放不
掉的唯俊，在我一生構成多大的影響。
我今天是第一次，除了對著唯俊之外的男生，重新感到一股重生的新感覺。

沒錯，是在一段失去的感情之中，尋找另一段感情的重生感覺，那簡直就像活活的一種曖昧感覺，真
的令人摸不進頭腦。

.........................................................................



單元八《朋友》

愛情單元八《朋友》-撕裂愛情的糖衣

噯味的中心點是朋友，唯一讓大家能夠稱心的稱呼就只有《朋友》這個稱呼，能夠讓大家不再陷入那
段噯味的關係，朋友，
朋友，若能一輩子也能當你的《朋友》

我又何必苦苦追求能當上你的《情人》

「要升上高級文員了，終於不用再東施西計哄那個黄面上司不要加我的班了。」

小麗在我的面前站起來，仿佛在宣報她的婚訊似的，可惜她至從經歷老成那段不二戀後，基本上沒有
再在閒聊時聽見她那幸福滿足的模樣，

「萬歲！萬歲！成功的女人最棒了。」

我也一同在工作卓的前面站起來大聲高呼着，

小麗今天穿了一件開領的淺红色花紋襯衫，襯衫束在她那胖胖的肚腩下的一件A字灰色得體的工作裙
下，她塗着剛買回來的最新鮮血色口紅。聽說最近頗流行那種吸血鬼的那種血紅顏色口紅，下班後她
照舊打電話給我，然後在閒聊有什麼地方可以供我們消磨，當然瘋狂少女酒吧已經成為我們冷門之選
，最後因為我還在我的占卜屋裡加班。

她於是到了我們經常鬼扯的那間便利店裡，買了大量我最愛的熱牛奶，與她的一整排罐裝咖啡到了我
的占卜屋裡閒聊一番，

「逸美，我說啊，當初是我當紅娘撮合你和小日的。」小麗一直也坐在我的工作卓後邊補妝一邊説話
，

「若果.......我說......我說小日是......我在一間名叫《他和她的選擇》率红娘商店找來的......」

小麗說了這一句後便支支吾吾的，她好像一直在心裡壓下了千萬顆石頭似的，我揮動着計數薄下的鉛
筆突然滑了下來，

「什麼！你在胡說些什麼？」

我的心裡空了一整塊拼圖，勉強的吞噬下唾液，使自己避免因為驚訝得張開了嘴巴，然後停下筆來，
目光注視着小麗那血紅色的嘴巴，

「都隱暪了那麼久了，說出來也沒有什麼問題吧！反正你已經和小日一起了！」



小麗再也不能平靜下來好好說話了，是她的心底話嗎？談話的氣氛漸漸激烈了起來

「......，.....」

「唯俊，是那個唯俊......他寄了一封信托我的。」小麗放低了聲線，換成了一臉知道罪疚深重的模樣
「他說他一直辜負了你嘛，害你苦苦等了他那麼久，他很後悔嘛，自己在出國後卻認識了另一個女生
，於是......」

我不敢置信的從小麗口中又再聽到「唯俊」這兩個曾經熟悉的名字，眼淚已經在我眼邊淌流，痛楚在
我心中敲打又敲一次，我感到胸口的悶痛使我再也喘息不了，我只能否認眼前這一個事實，小麗她，
她，我最好的一個朋友，背叛了我，她騙了我，

我基乎用了一種受傷的聲音接下小麗的說話來，
「於是......他便托你到紅娘公司替我這名孤單又可憐的....他的前度....去找另一個他去取替他，去愛我
嗎？」

後來我一直控制不了崩潰得腐爛了的心情，我就只能一邊大哭得鼻水撗飛，一邊大聲的吼叫，嚇得小
麗立刻荒忙解釋她對我的背叛，

「逸美，你聽我說吧，我這樣做絕對不自私，我是替你未來著想啊！你的要求都太高了！怎樣去找另
一半！」

小麗看得見我眼內的無盡絕望，看見了我滿臉的淚水，卻沒有安慰過我，她示弱了，放輕了聲線，卻
沒有停下她那血紅色的嘴巴，但是表情還是一如已往的使人生厭，她是真的很愛裝同情我，

「那你就要騙我了嗎？讓我滿懷希望的相信，其實我的追求者很多嗎，你當了第三者的那次，我有嘲
諷過你有多幼稚，多愚蠢嗎？我有嗎？」憤怒過後，便是我對小麗過去那一段感情的指責

之後我沒有想太多，情緒和眼淚已經走到極點，我指着眼前這個穿著紅色衣服的女孩大聲吼罵，

「說夠了，我的烏事不必找你來管，管好你那討人厭的態度吧，別再充當在同情我的模樣，還有，以
後別再找我！我永遠不再是你的朋友了，終止了！完結了OK！」

她的指尖就是這樣筆直的指向我所站的位置，這一刻，我感到這個曾經伴我年華歲月的好朋友，好陌
生，好陌生，陌生得好像我們就是從不相識，從不有過這一段友誼的兩個孤獨女生，

最後，我看見最後的畫面是，小麗哭了，我也哭了，我失控得大吼，小麗也是毫無防備下指着我潑罵
，



「..............,.........」

除後，占卜屋的大門已經大力的蓋上了
卓子上面只餘下了幾瓶冷掉了的牛奶，罐裝咖啡全都消失了，當熱烈的氣温裹足上升後只餘下幾颗還
餘留在空氣中消腿的氣泡，我感覺到我和小麗七年的友誼消失了，心中既怨恨自己的無助。

那種無助是竟然我還要依靠唯俊的施捨，同情，才能得到全新的一段情，那一段我原來以為來得容易
的愛情，原本以為放棄了唯俊，勇敢掙來的這一段感情，原來，一切都是一個騙局，為的是要我這個
自視過高的二十五歲單身女生，去學懂不要再相信愛情。

唯俊，難道你認為這樣靠紅線公司得來的愛情，才是你最想看到我得到幸福的模樣嗎？

我恨愛情，我恨唯俊，我恨朋友。

................................................................

若果你是故事中的主角逸美，本來認為自己美麗動人，超多追求者的，幾經千辛萬苦才在前度的陰影
之中脱離出來，想着要重新經營一段新的感情，卻發現原來遭到好朋友小麗的背叛，前度唯俊的同情
與憐憫......

這段在紅娘公司撮合的

你和小日的人造愛情，
你會選擇

單元九《愛》
單元十《不愛》

請選擇:

選擇單元九《愛》請繼續前往下一篇，選擇單元十《不愛》請直接跳過單元九，請認真選擇你的單元
，不要偷看不是你選的那個單元啊！心中長滿雜草的花心人，記住，別偷看啊，看自己選的便好了。

好了，跟着我走吧！

不是喇，我不能跟着你們走喇，
你們自己各自走吧！記住啊不要走失，回來要讚讚我的專頁，回來留個cm作留念吧！傻傻的薯仔們
。



單元九《愛》結局一

《他和她的選擇》-愛情單元九《愛》

.....................................................................

小日，他，我們應當有一段新的感情嗎？不，他並不是真的愛我，他只是紅娘公司的其中一個客戶，
他付了錢去享用這個服務，而我就是那個貨品。

是唯俊他用來報復我，同情我的一種方法。

「我想問愛情的，關於前度，我想知道我們有機會再一起嗎？」

一名一身名牌，滿臉也是青春痘的女生問道

「吾好意思！今日我不會占卜愛情，後天再來吧。」

我儘量收起一副不滿的情緒，冷漠的板起一張臉容，平靜的說道，

「真鬼扯！什麼占卜商店，真是氣人。」

我話還末說完，坐在我的工作卓前面的這一名年輕女士，大概比我年長幾歲吧，已經鼓着一臉氣沖沖
的樣子，拿著她手中的名牌子紅色包包趕住衝出門口。卻發現不了她背着的那個名牌包包沒有撕下價
錢牌。重新整理完卓子上剛攤出來的撘羅牌後，我目無表情的喝下放在卓子旁邊的熱牛奶，枱頭看了
一看商店中央掛著的大大搖擺時鐘，數算着離下班的時間有多久，甚至開始想着下班後該去哪裡逛逛
。

平常這個鐘數小麗必定會打電話給我，申訴着她的黃面上司有多煩人，甚至會開始想着下班後我們會
到哪兒鬼逛一番，而已現在卻沒有了吵耳的談話聲音，占卜屋裡和商場外也是一片異常的寧靜，

「鈴,鈴鈴，鈴鈴鈴。」

突然門邊的風鈴迅速擺動，我知道有客人進來，立刻頻頻的低下頭來，忙着執拾起卓上攤開得亂亂的
撘羅牌，

「你好，請問想占卜些什麼？」

我一直忙着整理撘羅牌，平常我也鮮少正眼張看客人的臉，只是在客人提問起人占卜結果時，我才一



溜嘴的解讀起牌中所賦予的潛在意思，

「我想問關於愛情的，我想知道眼前這位女生願不願意接受我。」

「吾好意思，今日我不會占卜愛情，後天......。」

當我以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看着前方的這名男生後，我想我大概是昏壞了腦袋，因為我竟然認不清楚眼
前這名高高廋廋，穿著休閒棕色T恤，長袖黑色運動外套，眼睛瞇成一條線的男生，竟然是小日。

「逸美，小麗已經將全部告訴我知了。」
他就是一股勁兒的好像我是什麼稀奇寶物似的，眼睛剛好對着我一臉驚訝得擴張起來的雙眼，「別要
再生氣好嗎？」

「這件事別到你來管的，我們並不是很熟，陳先生。」然後我刻意不對上小日一臉失望的憔悴臉容，
用極之平淡的語氣回答所有的荒謬，「總之，你以後不用再付錢給什麼紅娘公司，我已經退了那個服
務了，你不用再費力裝瘋狂粉絲來纏着我了。」

「儘管那個什麼合約終止了，我們還沒有完啊！」他板起了一臉不在乎的模樣，卻在極力的爭取任何
能扭轉局面的東西，「逸美，我要怎樣做......。」接着小日的語氣已經從渴望挽回變回沈默悲痛，頓
時我已經立起了身子來，想着要隔離這一切煩惱的東西，包括這本來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一個新戀情，
我知道我會默默的錯過他，撷棄這一切瘋掉了的生活，

「別XXX再說什麼風涼話了！XXX你......們.......都是在同情我！可憐我，對不，連唯俊也是，小麗也是
......你也是！」

吼了一大輪的髒話以後，我便不顧一切的奔跑出去，跑到商場裡，再跑到商場外的巴士站，沿著巴士
站不停的用力奔跑，任由唯俊有多悲痛的揪心。任由占卜屋躺空着的大門，跑步似乎能好好跑掉一些
抹不了的怨恨，我在一個不知名的公園坐了下來，只感到雙腿軟弱無力，頓時已經發現我的頭髮已經
亂槽糟了，眼睛哭得張不開眼皮來。

天空漸漸的昏暗了起來，我知道現在已經很晚了，平時這個時間我都會坐在客廳的梳化上一邊吹頭髮
一邊和小麗談電話，然後上床睡覺去，但是現在這件事基乎變得遙不可及了，這已經發生了的一切。
我迎着微微傍晚的冷風，走到街邊，手機不停在我的褲袋裡猛烈晃動，我沒有伸手去觸動它。

「Bule ice......吾該。」

不知不覺我已經走到了，平時我們比較少去的瘋狂少女酒吧，那名酒保和上次的都是同一個人，他手
摰熟練的晃動手中那隻調酒容器，不用一會兒，已經將充滿泡泡的啤酒放在我的前面，但我沒有再看



過他一眼，

「美女，幹嘛一副愁眉苦臉啊。」
這個！時候，場子特別的冷清，我的旁邊只要兩名文員在吐她們工作的幸苦，酒保是一名那種像仁慈
父親的類型，「上次和你一起來的那個女的，不來嗎？」

「........她.....沒有空。」

「上兩次，我看到她一臉愁眉苦臉的模樣，就活像你現在的模樣。」

「嗯......是嗎？」
我板着一種異常冷淡的語調和熱情的酒保說話，

「我聽說她最近很煩惱，她收到一名男生的信件，信件大概是想要她做一些事情，而那件事情將會令
她身邊的朋友幸福，也會背叛了她的朋友，她說她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選擇。」

「如果我是她，我當然不會選擇背叛朋友啊，那種事情基本就是不可以用來玩的！」
接著，我又開始怨恨我的愚蠢，和小麗的謊言，自徑兒說一些自怨自憐的低語，

「當初她也是和你說的一樣，但是她後來喝了基乎三十杯威士忌之後，就說了一句非常值得老子我敬
佩的說話。」

「......嗯....是....嗎.」

「若果犧牲她對我的信任，能換取她一生的幸福，我寧願她一輩子也憎恨我。」

酒保放下了手中的調酒器，模仿着小麗當初喝得醉醺醺坐着說話的模樣裡，眼裡擠出幾滴凝住了淚光
，活生生的場境突然置身在我眼前，我看到了掙扎不安的小麗，看到了朋友之間最偉大的忠誠，我看
到了已挽留不住的一切，現在，我基乎沒有任何的理由不這樣做，

「不用找了！」

話還未說完，我已經一股兒奔跑出去了，我知道我錯了，是徹底的錯了。

唯俊並不是想用同情來報復我，也不是想真的在用這個紅娘公司來看著我如何的折墮，

他從來也只有一個單純的目的，



想我幸福，
為什麼我卻只着重眼前的背叛，

從高中到朋友，拍拖到吵架，到冷淡期，
被我拒絕到出國讀書，到那張結婚請柬，他從頭到尾也只是想看到我幸幸福福的模樣。

至於小日，他從來也只是渴望得到愛情的一個小男生已而。如果這樣說會簡單許多，你想要喝熱牛奶
，便會去買熱牛奶，你想要當一名占卜師，你便要去學撘羅牌啊！當然他渴望戀愛，必會到紅娘公司
啊！

就像那些無故被捲入龍卷風的第三者，

現在，我能挽留一切嗎，還來得及嗎？

跑到占卜屋的大門時，我已經發現周遭也是警察和家人，朋友，一同擠滿整個占卜屋，整個場面一塌
混亂，我沒有辨法解釋那麼多，唯一解釋是我已經失蹤了有他媽長的時間，

我沒有理會所有人驚嚇得張大嘴巴瘋掉的目光，只是不停地尋找小麗那肥胖，充滿紅色的龐大物體，
然後用力的抱著她重重的身軀，

「小麗，對不起，我發誓我一輩子也不會離開你這個怪胎朋友了。」

喘著氣的我基本是無法冷靜下來，連着小麗也一同喘着氣來哭泣

小日站在小麗的旁邊，蒼白的臉孔嚇驚得似乎快抵受不了，眼淚不停的住下流，我想在我奔跑出去後
，他一定緊張得快整個人也瘋掉了，這個可憐的傢伙，

整個哄動的警匪片畫面也在占卜屋裡一一上演，我們三個人都在擁抱成一團哭成一片，彼此也是一臉
眼淚，一抹鼻涕，

儘管旁人不會明白我們為何哭成一團，
但是我知道，我選擇對了，
我放棄了怨恨，接受了《愛》。

兩年後......

「嗱，你的復刻版容祖兒唱片。」
我嘟囔了一下嘴角，把唱片遞上了小麗的手上，



「呀！大美女作家多謝你了，愛死你了。」
小麗板起一臉的開心得快瘋掉的樣子，穿著一副上司级該有的黑色制服，

「親愛的，對不起！我遲到了」腰際突然被一雙温熱的手環抱着，我臉上浮起幸福的一個微笑，瞥看
他連成一線的眼睛，將手附着他的手臂裡，

「小日，別以為升上主任，便可以這樣欺負我們的大美女。」我們三個在占卜屋裡的一個圓椅子上坐
着，小麗在誇獎我這幾年輝煌的成績，「人家可是《他和她的選擇》一書的作者啊，是網絡上的超人
氣作家啊！」我只是輕輕的比了一個V字型手摰，

喝了一口熱牛奶後，我看了看小麗現在浮紅的臉，下星期小麗便要與交往了二年的酒保結婚了，他們
的年纪都不是一個問題，問題是酒保基乎是給了小麗一大筆資金去興建一間酒吧，就是位於瘋狂少女
酒吧的附近。兩個月前她們更去了美國的拉撕维加撕度假，兼選了一些食材回了香港，真的好瘋狂，
聽說紅娘公司也贊助他們的酒吧，提供一些上等的紅酒给情侶。

前幾天，我到了唯俊的一個聚會，你也不相信，她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濕吻他的老婆，甚至做出一至
兩種兒童不宜的的舉動，及用一千張紙摺了一個巨型心形，就放着他的住所裡的客廳，用玻璃窗框着
的。真夠瘋狂的浪漫咖，幸好我當初並沒有選擇他這種怪咖。我真的會受不了，走到他臉前嘔吐的。

至從那件事完了之後，我便把全部的自身經歷摘寫成一本書《他和她的選擇》，我希望，所有人也能
以我這個真實人生版本的選擇故事作一個警惕。

她的選擇，其實是可以包含對一個人的原諒
對前度的寬恕。

無論在愛情，友情裡面，
我們都要學懂選擇一些東西，
放棄某一些東西，
有些東西，我們要學懂不要用力的捉緊它。

Ps:
我想我現在的追求者市場不會再營運了，
因為我現在只會為一個人全心全意的，
經營着這個有潛力的市場，

這個人便是小日，哈哈。

..................................................................

《完》





單元十《不愛》結局二

他和她的選擇《單元十》不愛

結局二

我無論如何選擇，相信已經無法挽回這一切，有時選擇《不愛》，反而是一個美麗的遗憾，相信你也
十分認同這個想法，才會按進來的，

我要佩服一下你們那份割捨的精神，真的，
現在，沒有什麼人會喜歡選擇《不愛》，

你們真的真的是真的是很有那種肯放就放的不羈，

《愛》於是便成為了我們所謂的圓滿結局，
《不愛》便被人視為一種悲劇性的結局。

......................................................................

至從和小麗吵架了以後，我再沒有回到占卜屋裡埋頭工作了，我想我這個自認為是大美女，追求者超
多的大咖，也會有這樣折墮的一個模樣。滿臉憔悴臉容的我，一早就到了黃大仙求籤，平常日子寺廟
裡也只有孤影幾個，我穿了一身撲素衣著，素色的大毛衣，載了一頂遮蓋着臉容的黑色帽子，

不幸的，籤文一出，我想也沒想的便已經把占卜屋暫時交由母親看管，一股勁兒的穿着這套素色衣服
去找小日，

儘管我心裡是非常的恨他，但是這份愛一直也沖淡着我對小日的怨恨，我知道他只是一個不知情的介
入者。一座高樓大廈印上大大的六個字在建築物的上面，「滿日顧問公司，這所高得嚇人的大廈，便
是小日的工作地方，我駐足在靠近大門的那個角落,不時會有幾陣冷氣吹到我的身邊，過了十分鐘左
右。我已經看見小日提着一個黑色皮包，從樓梯級步行出來，可是他一直也看不見我，

「小日！」放慢了腳步的我，儘力止住心中崩提的想念，

「逸美！為什麼你會在這裡的！」

「我找你，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想和你說的。」然後，我看到他臉上浮起的一些罪疚與不安，但我在
意的已經不是他的這些隱瞞，而是我很在意他對我的愛，



「嗯，是小麗的事情嗎？我已經全知......。」小日說道

我很想立刻走上前擁抱他，告訴這一切一切都不要緊，但我並沒有這樣做

「不是，我想說我們.....我們永遠也不要再見面了......！」

「為什麼！逸美......你還在生氣嗎？」

「不，我沒有！」

「那為什麼，我們永遠不要見面了。」

「因為.....我已經不喜歡你了。」
「你明白嗎？」說出這句話以後，我相信他必定日後會比我辛褔一千倍

也許在我的口裡吐出這一句後，我已經沒有再後侮過，因為這就是我的選擇，我選擇了《不愛》，我
和小日的對話，僅僅維持在五分鐘內完結。

他的確是相信了，相信了這個和他談電話過十二次的女生，不再愛他了，當我轉身回頭走後，他已經
沒有追回那個漸遠的我了，他不再是一個瘋狂粉絲，永遠追着我來跑了。

「不要走好嗎？我已經不會再對你發吼。」
小麗浮红的臉上襯托着她的紅色上衣，「我知道你還很憎恨我……」

「逸美……去到哪兒，記住打回來報平安啊！」接著便是母親緊緊的握着我的手，擔心得快說不出話
來，

「小麗，那些事已經不重要了。」我穿着一套棕色的連帽外套，置身在機場大堂裡面，「我已經原諒
你了……這幾天我想了很久。」今天一大清早，我已經收拾了所有行裝，然後隻身的到了機場，後來
因為母親的得悉，母親連同小麗都一早到了候機區，



「看來，他是不會來的……」

面對小麗的突然出現，我只是持着一副平靜的模樣，然後自徑兒的說道，

「若果小日他來了，你就不會離開我們嗎？逸美」

「我只是……他的一個不重要的人」

沈默的我已經不會再啍什麼幼稚的說話，
拖着一個行李箱，我知道我即將要離別這個地方，前往台北發展我的占卜事業，儘管去到哪兒我是從
零開始，我也不後悔，因為這是我的選擇，

「請N5789航班的乘客，前往候機區登機、over......」

拿著前往台北的登機證，我沒有再回頭看過任何不值得留戀的東西，小麗，小日，占卜屋，熱牛奶。
這幾年發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事情，經過這個沉痛的經歷後，我發現，我必須要長大了，不要再當一個
只有樣貌的大美女，我要當一個內涵也非常美的人。

因為，我討厭自己，給人欺騙，
放心，這些事永遠也不會發生了。

「逸美！逸美！我是小日！不要走！。」

航空人員已經站在前面指示我們前進的方向，然後我大步大步的往前面走......轉身進入飛機槍裡的一
個窗邊座位，

看著窗外的景色，我竟然感到異常的清新，就好像脫離了一些苦痛，展開了一個全新的旅程。

兩年後

「我們有請台北占卜師比賽冠軍逸美，為我們演講。」

「首先，我要多謝曾經傷害過我既人，沒有它們，便沒有今天全新的一個堅強既我，跌倒再站起這個
過程，很難。以前我只系一個靠外表搵食既女仔，我喜歡上一名男生，我以為到最後上機來台灣發展
的時候，我會不捨得他。其實，到現在，我已經完全放得低他了，小日，小麗，如果你系電視機前面
見到我，我希望你地知道，我已經不恨你們了......系台北，我找到了一個對我好好既男仔，婚禮會在



下星期舉行，你們會來吧！」

..................................................................

劇終



單元十一《他和她的愛情結語》

《他和她的愛情結語》單元十一

動手寫完這篇《他和她的愛情結語》之前，我已經寫完了人生第二篇的短篇愛情小說，也是我思想最
為糾結的時候，因為我腦袋裡已經擠不出其他好的故事題材了。雖然我的寫作經驗，成就，名聲不是
居高於上。

但已經強烈感應得到寫作世界裡的冷漠，希望大家看到這兒不要走掉啊！我確切需要在這裡談一些寫
作上的困難，是本人也。

最近已經厭倦了「更新」這兩個字，你知道不停地在網上更新有多煩人嗎？簡直可以取了我生活中的
三分之二時間。於是，我已經不再那麼頻密地更新，「紙言，uwants,一專頁的連載，加上要斷斷續
續地寫作小說，有這麼厭煩的一個晚上。我終於下定決心一晚之內啃掉那四個單元，包括結局。就是
這樣情境之下，我的短篇單元故事終於完成了。雖然人次瀏覽不是一個大問題，有所謂，「零人氣」
的文章，我也不會介懷的作者，哈哈！

《他和她的選擇》是我構思已近半個月的短篇小說，其實大致也有想過，不如以「他」，「她」兩種
的第一身與第三身的敘述角色敍述整個故事，後來發現自己未能駕馭得到兩種角色的代入，於是採用
了最原始的第一身敘述者代入文章。

我發現本人的寫作技巧還需改進的，所以期待一下小女的下一篇小說吧，我承諾我還會寫得更好的，
小說，散文给大家。希望大家偶然會在逛「紙言，Uwants,隨意窩。」時會看見我的文字，(哈，本
人的文章通常會更新在這裡的。)大家會讚一下，留言幾句吧。

我是網絡作者：隨緣(筆名未定了，虐心者)

再一次謝謝大家的觀看，
《他和她的選擇》這個故事。

小女的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Lovemerry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