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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失身夜 (24/12/2012)

平安夜，失身夜。

啪啪之聲不絕於縷。

身體磨擦之聲如惡夢般縈繞耳邊。

少年挨在窗台，仰首望天，只見一輪明月孤獨的掛在天際，其他理應陪伴著她的星宿無一不被城市的
燈光所吞噬。

少年眼中射出憂鬱的神色，腦內思潮起伏。

找個人來陪自己真的那麼難嗎？

少年勉力站直，緩緩往大門走去。

每一步都是那麼沈重，就像它們都在思考自己的存在價值。

剛跨步踏出大門，升降機到達的聲音響起，顯然剛好停在這層。

少年微微一笑，心忖今天的運氣其實也不是那麼的差。

門開，一雙男女一先一後踏出了升降機，兩人十指緊扣，好不恩愛，無疑是一對情侶。

少年已經想到他們來的目的，強壓下狂湧而來的心酸感，走到路旁，待他們經過後默然走進升降機。

少年垂下了的目光稍稍抬起，升降機內鏡子的影像赫然入目，他猛地一醒，想到了自己找不到伴的原
因。

少年鼻子一酸，男兒淚從閉上的眼中緩緩滴下，牙齒緊咬著下唇，一臉不甘心。

片晌，他轉過身來，按下印有「G」的鍵。

***

走在街上，入目的盡是一群一群的年輕男女。

他們的臉上掛著的笑意，令少年更感到自己的格格不入。

此時，一張熟悉的臉出現在少年右方遠處。

少年大喜，因為他認出了對方是他在大學的夢中情人。他在這半年曾提起勇氣跟她答話，對方也頗為
禮貌的跟他聊了一會。

少年心中一絲的希望，不想辜負這個天賜的機會。待他舉手喚對方的時候，他注意到夢中情人身旁的



人。

那是一個與自己年紀相約，但是容貌跟自己有著天淵雲泥之別的英俊男子。

二人正親暱的挨碰在一起。

少年頓時渾體一震，手足冰冷。雙唇顛震著，腦際一片空白。

他用他僅餘的意識繼續看著她，夢中情人忽有所感往他瞧來，一雙秀眸微微睜大，顯然看到了自己。

她的一雙美目內吃驚之色一閃即逝。倏地轉身，以後背對著在遠方的少年，跟男伴說了幾句話。

男伴聽後泛起一絲的笑意，伸手抓住她的柔荑，像是急不及待的加快腳步雙雙走了。

這個行為更將怔在當場的少年推進無底深淵。

少年無意識的往來路走回去。

***

少年自己也不知自己是怎麼到了自己大廈的天台。

他站在大廈邊緣處，俯視街上喧鬧的人群。

少年的雙目已經沒有半點年輕少男該有的生氣。

狂風吹來，吹得他一頭黑髮不住擺動，卻吹不散他心中的陰影。

「啪 啪 啪啪 啪 啪 啪啪 啪 啪 啪啪啪」

耳內再次響起這種永不屬於自己的聲音。

少年的嘴角露出一絲苦笑。

「澎！」

街上的人群陷入一片恐慌，呆看著眼前的景象，顯然沒想過在自己如此愉快的一天會發生這樣的事。

平安夜，真的平安嗎？



聖誕節的祝福 (25/12/2012)

少年呆呆看著手機屏幕。

他的心情隨著心儀對象不停轉換著的「上線」、「下線」標示不斷起落著。

這個近來最為年輕人所喜愛的應用程式的主要作用就是跟好友聯繫，可是在這少年的日常生活中卻因
缺乏聯繫對象從而沒辦法充分利用它。

這時在少年的手機上，最後一句發出的是靠往屏幕右邊簡單的一句聖誕祝賀，發送者顯然是少年自己
，發送時間為零時零分，不多一分不少分毫。

由此可見少年的用心，他只希望作為最早最準時的自己能夠在心儀對象心中佔一席位。

可是看來現實並沒有如他所願，少年期待已久的「輸入中…」標示並沒有出現。

此刻手機上顯示的時間為四時二十三分，少年的心已經被摧殘了整整四個多小時。

多少次他打算一睡了之，但是躺了不足五分鐘，他就從床上坐起來，探手取來還帶著自己餘溫的手機
。

看看亮了的屏幕，一如平常的看不到任何回覆，心中的沮喪感再添一分，熟練的手指飛快的敲進密碼
，對著心儀對象的狀態呆盯數分鐘，然後再次頹然躺回床上。

少年就是如此一直重複這數個動作，其間失望的感覺已漸漸從剛開始的難以接受淡化，到了這個時間
，他心中只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假如心儀對象現在終於回覆他一句「聖誕快樂」，他一定會先確認
自己是否正在夢中。

五時零五分，少年終於不敵睡魔的引誘，暫忘了手機的事，平安的進入夢鄉。

***

少年忽地醒來，下意識的看了看手機。

少年微微一怔，因屏幕竟然閃亮著，表示剛有人找他。

他心中湧起狂喜，暗忖難道是心儀對象的回覆？

雖然想到這個可能性，但是當真正看到事實的時候還是令少年喜形於色。

心儀對象的回覆裡面寫著：

聖誕快樂哦，可惜我過的是「孤獨的聖誕節」。你呢，過得怎樣？

少年心中湧起一種不能言喻的感覺，第一次感到自己在心儀對象心中有著些微的地位，不然對方怎會
因一個聖誕短訊而托上自己的近況？



遂深呼吸一下，鼓起一生中最大的勇氣，同時手指因激動而顛震著地輸入：

我這邊也一樣。對了，反正大家都悶，你有興趣出來跟我逛逛嗎？

經過多次改正後，少年呼出一口因緊張而屏息了數分鐘的悶氣，按下「送出」的選項。

看著已發出的訊息，少年急促的喘了幾口氣。

心儀對象的狀態驀地由「最後上線時間」變成「上線」再變成「輸入中」，少年的心提到上咽喉，心
中開始有點後悔發了這麼一段訊息，暗忖若對方拒絕自己，那他該怎樣面對？

「輸入中」的標示變回「上線」，底下出現一條新的訊息。寫著：

好哇，那麼你現在出來吧，就在銅鑼灣的崇光百貨，好不好？

少年感動得雙目一紅，連忙答應。

然後他以最快的速度選了一身自認為最好看的「戰衣」，帶上所有平常在討論區看回來，讓約會更為
順利的寶貝們，如外套、包裝紙巾。

少年轉瞬來到崇光百貨。

此時他正站在百貨門口，四處張望，正嘗試尋找心儀對象的身影。

心儀對象清秀的面容映入眼簾，她正在對面的行人路等待著路燈的綠燈指示。

她皺起小巧的鼻子，手掌不停輕拍著牛仔褲的側面，顯然開始不耐煩。

紅燈熄滅，綠燈亮了起來。

少年再耐不下性子，往心儀對象舉步奔去。

心儀對象也剛找到他，臉上泛起陽光般燦爛的笑容，讓少年更是心醉不已。

此時一聲吵鬧的鞍聲從少年右側響起。

少年還沒來得及反應，右邊身已傳來劇痛，只感到自己整個人被撞得飛出數米。

落地時跟地面劇烈的磨擦，路上的石頭把少年的皮膚刺破，拖出一條條觸目驚心的血痕。

眼前一黑，失去知覺。

特地帶來的約會寶貝散落一地。

***



少年劇震醒來。

慢慢從平躺的姿勢改成坐直。

環目一顧後，少年皺起眉頭，陷入沈思。

四周的景物顯然與自己的房間無異。

腦際靈光一閃，記起了醒來之前的事。

少年再次急促的打量四周的環境。

他的心提到上咽喉，雙手顛震著，探手取來手機。

輸入密碼。

入目的景象令少年差點要仰天大哭。

屏幕上顯示的是聯繫用應用程式。

最後一句發送的，是一句靠右的聖誕祝賀。

少年呆在當場。

是…夢？

少年頹然躺回床上，以小臂外側輕壓著自己的前額，嘗試打理自己的思路。

片晌，他搖頭苦笑，夢囈般道：「對哩，我活在現實世界中。這裡哪會有什麽好事？」聲音越說越沙
啞，到了最後已成哽咽。



隔壁的情人節 (14/2/2013)

「媽的，又是這種隊友！」

看著螢幕上「戰敗」的字樣，毒男氣在心頭，獨自在房間怒吼了出來。

一怒之下，把手提電腦「砰！」的一聲蓋上，頹然往床上躺下。

「啪 啪 啪啪 啪 啪 啪啪 啪 啪 啪啪啪…」

此刻房間靜了下來，一陣的耳僅微聞的輕微碰撞之聲不知從哪裡響起。

毒男被引起好奇心，依依不捨的離開床鋪，在房間內來回踱步，以找尋聲音來源。

這種奇怪的聲響還在持續，且在毒男走近床尾方向的牆壁時最為響亮，顯示聲音的源頭是在這面牆壁
之後，而以此大廈的結構來看，該是隔壁單位無疑。

在強烈的求知慾驅使下，毒男把耳貼近牆壁，閉上雙眼，把注意力集中在聽覺之上。

以毒男的鎮定功夫，一聽之下也要大吃一驚，因以他看電影的經驗，已猜到這是男女歡好時所發出的
聲響。

且聲音聽來並不是從單一方向而來，而是頗為立體，這發現讓毒男放棄了這是某種愛情片的聲效的猜
測。

毒男聽得老臉一紅，又想起以前並沒在房間聽到過這種「噪音」，遂自然而然的仰首看了看高掛牆上
的傳統月曆，凝神看了好半晌，臉上露出恍然的神色，明白過來。

對了，今天是二月十四日，也就是西方的情人節，難怪隔壁的情侶如此肆無忌憚。

驀地心中一動，為甚麼情人節不能變成自己的節日呢？

探手拿起桌上的電話，按到通訊錄的一頁，往下一直掃著，直到一個名叫「女神」的聯絡人映入眼簾
，毒男的雙目立時亮了起來。

心跳倏地失控地加速，強烈的緊張感把他壓得快要透不過氣，胃部不自覺的抽搐起來。

心中卻湧起一股暖流，毒男閉上雙目，墮進回憶的旋渦中。

就是四年前的九月九日，這個初遇她的日子，毒男沒有一刻淡忘。

就在這天課後，毒男留在課室，繼續做著功課，他習慣在學校把所有當天要做的完成，如此才能安心
回家。

「哎唷！」



忽然一聲女性的驚呼在他身後響起，把以為課室裡只剩自己一人的毒男嚇得魂飛魄散，忙別首瞧去。

此時一個女學生正彎下腰，拾起在地面上還在顛震著的鉛筆，剛才的一聲驚叫顯然是因把此鉛筆碰跌
才發出的。

女學生再次坐好，見毒男驚訝的看著自己，歉然一笑，道：「不好意思，嚇到你了。」

只是這麼一眼，毒男便知道自己一生都休想忘了她。

不知哪來的勇氣，毒男竟就這樣隔著數排座位，跟她有一句沒一句的聊了起來。

美妙的時光轉瞬即逝，經玻璃窗投射進來的陽光漸漸變得昏黃，女學生按桌而起，欣然跟毒男道別，
說自己因怕家人擔心而不能再留在學校。

事實上毒男也早過了該歸家的時間，只是因不願放棄這樣難得的機會，才留到這麼晚，在女學生離開
後約五分鐘，他也起程回家去了，一路上還在回味剛才跟她說的每一句話，心中的興奮不言可知。

這是毒男第一次，也是至此最後一次跟她說話，卻留下了最美好的回憶。

在此之後每當毒男有一股衝動去搭話，強烈的膽怯都把他拉了回來，再以「不要破壞第一遍的好印象
」為藉口，把自己這樣的行為合理化。

毒男深呼吸兩口氣，強壓下心頭的激動，並從回憶中醒來，鼓起有生以來最大的勇氣，按下「致電」
的選項。

「嘟嘟嘟…」

「嘟嘟嘟…」

咦？

毒男大感奇怪，自己明明是以左耳靠著手機，怎麼自己的右耳也能聽到這種「嘟嘟」的聲響？

他把注意力放回手機，小心傾聽著話筒中的「等待接聽」聲效，再移開手機，發現聲音確實還在響著
，且是在自己靠著的這面牆壁後面。

聲音來源既是手機，又是隔壁的房間。

牆壁後面的電話響聲倏地停下，取而代之的是剛才「啪啪」之聲。

毒男愕然往手機屏幕望去，只見上面顯示出「忙碌中」的提示。

毒男心中冒起一股寒意，頓時呼吸屏息，手足冰冷。

他無意識的瞧了瞧面前的牆壁，再看了看手機上的「女神」聯絡人。

毒男抬起空著的手，按上冰冷的牆壁，感到自己與那邊的情侶更為靠近，一陣強烈的疼痛感倏地湧上



心頭，卻是阻止不了自己的胡思亂想。

毒男深知不能再讓自己繼續如此想下去，忙走到洗手間，把頭置於水龍頭之下，以冷水讓自己劇烈運
作中的腦袋降溫。

心神剛稍微冷靜了點，肚子便「咕」的一聲叫了出來。

毒男一想也是，畢竟自己今早起來後便沒半粒米下肚，會覺得餓才是道理。

遂離開洗手盤回到房間隨便選了件圓領衫和一條牛仔褲便出門去了。

＊＊＊

「喀嚓」!

甫踏出家門，隔壁單位的大門便打開，兩道人影一先一後出現在毒男眼皮底下。

毒男想起他們剛上演完香豔無比的一幕，遂好奇的往他們瞥上一眼，一看之下立時渾體劇震。

毒男驀地記起剛才的猜想，而在此刻，猜想變成鐵錚錚的現實。

女神清秀的輪廓赫然入目，此刻她正緊緊挽著一個英俊青年的臂彎，那副甜絲絲的樣子就像釘子般把
毒男硬釘在原地，再沒法移動半分。

當他把先前的聲響跟眼前的兩人聯想在一起，他感到自己的心被硬分成血淋淋兩半，除了絞痛便沒有
其他感覺。

那個男的顯然沒想過會碰到人，微微一愕，回過神來的時候露出一個充滿自信的微笑，揮手向毒男打
招呼道：「小男，你也沒出外慶祝嗎？對了，這是我的女朋友。」

女神有禮的輕輕點頭，臉上現出一絲甜笑，道：「你好，初次見面，我姓呂。」

毒男怔在當場。

什麽？

一股微風從毒男身後的家門吹出，本是柔和舒服的它此刻把毒男體內的血液無情的凍結。

一時四肢僵硬，全身的關節再不聽使喚，連動半個指頭也力有不逮，腦際一片空白，耳中只剩下四個
字。

初次見面？

儲存多年的回憶，她的一言一笑，迅速在腦海閃過。

腦海不由自主的繼續播放剛才不停想著的記憶片段，但是此刻那個跟她聊天的自己倏地煙消魂散，沒
留半點痕跡，而那個她，則是毫無所動的低下頭在筆記本上繼續書寫著。



驀地毒男打了個寒顫，稍微醒覺過來，記起眼前還有兩個人等著自己的反應。

不，是一對情侶。

毒男別無選擇，只能費盡全身的力氣擠出一個自認為最自然的笑容，勉強開口道：「幸會。」

＊＊＊

毒男再沒留意他們之後到底說了什麽話，如何離去，他只知道自己忘了初衷，拖著不剩半點生氣的身
軀回到房間。

坐回椅上，此際的他眼神空洞得無法形容，沒有透露任何想法，他只是直瞪瞪的看著桌上那部蓋上了
的電腦，無意識的把它打開。

待電腦回復正常運作，毒男慣性的打開高登討論區的那一頁，隨便進了數個盡是瘋言瘋語的主題，但
是每遍按進去都是把那頁滾倒頁底便離開。

沒有任何一個主題裡的言論被他記在心中，毒男反是注意到另一件事，搖頭苦笑，暗忖這是何等的諷
刺，今天的高登真順暢呢，自己上得多痛快。

平日扮作同類的人們，今天都無瑕在這裡裝模作樣。也對，有璀璨生活的他們怎肯留在高登繼續扮演
自己平常所塑造出來的角色呢？

想到這裡，自哀自憐的情緒就如缺堤的洪水般洶湧而出，一發不可收拾。

此時他進了發表新主題的那一頁，毒男輕點題目的那一欄，手指艱難的在鍵盤上敲了起來。

「隔壁……



愚人是喜還憂 (1/4/2013)

看著手機屏幕上顯示著今天的日期，毒男長長吁出一口壓在心頭的悶氣。

愚人節，這個即使表白失敗亦可以藉口作為應節而說謊，可推個一乾二淨的大日子。

雙手顛震著緩緩在手機裡輸入「我喜歡你」這四個只有在這天才敢寫出來的字。

接著他在通訊錄中找到一個被命名作女神的聯絡人。

毒男深吸一口氣，在再次克服了要退縮的想法後按下「送出」的選項。

心中不由暗幸愚人節的存在，不然自己怎會有表白的勇氣。

毒男自少便沒有什麽在這個日子愚人或被愚的經驗，要說的話可能是因為自己朋友的數目確實少得可
憐，而那些僅有的朋友事實上都只是在校內才有交集，在課後便如同陌路人般不會聯絡。

此刻他強壓下緊張的心情，右手搭上桌面上的滑鼠，熟練的按進了高登討論區的吹水台。

毒男腦海一片空白的瞧著頁面上的眾多主題。

驀地一行藍字抓住了他的視線，只見這名為「愚人節跟女神表白…唉」的主題有著數十個正評。

毒男苦笑一聲，心忖這堆正評究竟是表示支持還是幸災落禍？可能連正評者自己亦不清楚。

右手食指微一施力，那行藍字變成紅色，視窗一白，進入了那主題的頁面。

果如題目所表達的那般，這樓主趁愚人節跟心儀對象表白心意，換來的卻是對方一句「愚人節快樂」
。

毒男心生同情，為他的遭遇歎了口氣，接著一呆。

自己現下不就是跟他同樣的狀況嗎？只是尚未得到回覆吧。

想到這裡，毒男收回盯著屏幕的目光，改而投往身旁的窗戶。

窗外烏雲密佈，看得毒男那因那樓主而有點低落的心情不由再下沈半分。

此時，毒男注意到窗框旁鏡子上自己的影像。

心中一震，忽然猛地緊緊閉上雙目，把頭別回前方，無盡的心酸感像缺堤的洪水般席捲而來。

對這張醜臉，毒男比任何人更熟悉，因此亦比任何人對此更感厭惡。

連他自己亦不知道有多少次想過要出國整容，卻被心中一股莫名的恐懼阻止。



頓感心灰意冷。

一雙失去神彩的眼睛注視著已被他滾到底的頁面，在主題內回覆的那一欄輸入：「我也幹了相同的事
，正在等待回覆:-( 」

在按下「張貼」的瞬間，手機沒先兆的震動起來。

毒男呼吸頓止。

「我也喜歡你:D 」

毒男呆瞧著這句女神傳來的訊息，微張的大嘴久久未能闔上。

「呯呯…呯呯…」！

在這接近完全靜止的空間，毒男彷彿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良久他才回復過來，心中升起一股不能自制的狂喜，呼吸變得急促起來。

臉上初時微僅可察的笑意轉瞬擴展成一個燦爛的笑容。

拿手機的右手劇烈顫抖起來，毒男一驚，勉力苦苦控制著它，把手機放回桌上，才不致把它摔壞。

「哈哈…」

毒男不由發出數聲乾笑，卻仍不能表達心中興奮心情的萬一。

忽然心中一動，注意力回到討論區的一頁，按下「發表」的選項。

雙手飛快的在鍵盤上敲著。

在主旨的那一欄輸入：「愚人節表白成功！」

內文裡則寫了剛才的過程，接著是自己現在興奮的心情，還問了眾巴打自己現在該怎樣走下一步。

畢竟毒男別說交往了，連跟異性聊天的次數都是屈指可數的。

異於平常的冷清，這個主題在短時間內便集合了數名替他高興的巴打，當然來胡言亂語或惡搞的亦大
不乏人。

毒男發現那個叫他打鐵趁熱，馬上約對方出來的留言最合他心意，打定主意，一顆心頓時灼熱起來。

探手取來手機，微一沈吟，透過短訊問女神道：「妳現在有空嗎？出來走走吧。」

這次女神很快便回覆了他，只見她在短訊中寫著：「好提議，那去旺角好嗎？我換好衣服便來。」

毒男大喜過望，在自己那主題上加了一句：「出門了，祝我好運吧！」



接著連滾帶爬的更衣去了。

＊＊＊

離開地鐵站，毒男踏足久違了的旺角。

他感到自己的心猛烈的跳動起來，呼吸亦像有點失控的失去一貫的頻率，急緩再不由他所控制。

毒男挨在馬路旁的鐵欄上，深呼吸了數口氣，勉強算是平復了心情。

看看手錶，心忖女神即使還沒到達亦該離此不遠，遂取出手機按進她的號碼，卻沒有馬上撥出，顯然
還是有點猶豫。

毒男心中暗責自己的死性不改，對方現在已經是自己的女朋友，自己還是如此怕這怕那的，這還算是
男子漢嗎？

想到這裡，心中甜絲絲的，臉上現出一道微笑，再鼓起勇氣撥出通話。

「嘟…嘟…」

聽著這為人所熟悉的聲效，毒男只感到心中的緊張隨著時間的過去一點一點的累積起來。

再待了片晌，還是沒人接聽。

毒男遂把通話截斷，重新撥打。

但再嘗試了數遍，電話還是沒有接通，毒男心中不由有點疑惑。

難道女神在途中出了什麽事？

在毒男還在奇怪之際，手機傳來一陣震動，接到一條訊息。

一見發送者是女神，毒男心中的不悅感馬上一掃而空。

打開訊息。

定睛一看，毒男先是一呆，接著臉上血色退盡。

毒男只感渾身失去力量，右手一鬆，手機從手中滑落。

「咔」！

手機狠狠的掉到地上，屏幕因猛烈的撞擊出現一道無法彌補的裂痕，可是毒男已無瑕理會。

那句訊息仍圍繞著他的腦海。



「愚人節快樂:D 」



致未遇之女友 (14/2/2014)

親愛的 妳：

今天是二月十四號，西方的情人節，同時亦是正月十五的元宵佳節。
在這個難得的日子，我心血來潮的在電腦上打著這封信。
想作為我送給妳的第一份情人節禮物。

嗯，不知妳此刻過得可好？
妳在讀書嗎？還是已經投身社會開始工作？
現在在忙著嗎？或者跟我一樣的閒著無事？

妳會否也跟我一樣看著屏幕，想著心中的那個誰？
還是妳現在就在餐廳裡跟男朋友手搭著手甜蜜的享受著妳們的情人節晚餐？
其實是怎樣都沒有關係，只要妳現在感覺幸福，我便為妳感到高興。
但若妳現在並不快樂也不用怕，妳只需偶爾想想，這裡有這樣的一個我一直在支持著妳。
應該多少能給妳一點讓妳繼續走下去的力量吧？

恕我只能以書信的方式接觸妳，這個還未在我生活中出現，甚至不知是否真的存在著的妳。

對了，若是妳真的存在的話，妳可以告訴我為何妳會在以後看上我這個人嗎？
這事對我來說就像一個不會解開的謎。
我自知自己的條件並不討好，外表平庸、寡言、腦筋遲鈍、沒幽默感、膽小之類的缺點多不勝數。
優點嘛，都是些於與人相處的情況下不值一提的小事。

這個連我自己也會嫌棄的人，為甚麼會被妳選上了？
妳會是在選無可選的情況下才找到我嗎？還是竟是心甘情願的？
是你的審美觀與別不同？還是我以後真的成功改變了自己？成為一個能讓人喜歡的我？
這事真的可能發生嗎？

不管是什麽原因，我是由衷的感激妳。
我向你承諾，將來遇到你的時候，我會全心全意的待妳好。
不為其他，只因妳肯垂青於我，對我來說這就已經是莫大的恩惠。
謝謝，真的謝謝。

＊＊

寫到這裡，我停下筆來，重新看了一遍我上面所寫的。
臉上竟不由出現了一抹苦笑。
我想了一下，為甚麼呢？

嗯，其實我本身就知道妳並不存在吧。

竟然一時情不自禁的就忽略了這個殘酷的現實，作起這個如此美妙的夢來。

也不知「羞」字怎寫。



這個想法我怎麼只敢在這信上寫出來？
就是因為在我的深心處也對此想法感到不能置信吧。
要是要我親口讀出這封信，我讀到半行便該再讀不下去了。
畢竟人只有在文字中才能如此不羞愧的寫出自己不切實際的幻想，而要是有人在場聽到這段字的話，
他們恐怕會笑得倒地不起吧。

在網上則可能會是另一回事。
他們對我沒有一絲的理解，但大概仍會搶著來安慰我，再送上一堆堆的祝福，要我拾回些許自信吧。
對我來說，他們只是在裝作了解我的情況，
他們就像在催眠著自己，以過分的正能量來掩飾這世上有人是真的沒有絲毫吸引力的這個現實。

但是我不會亦不能怪他們。
他們只是沒經歷過我這邊的世界，加上平常被社會的耳濡目染，讓他們覺得這個世界上眾生皆平等。

然而現實呢？
有些人出生便贏在起跑線，有著不凡的容貌，靈活的腦袋，任何交際對他們來說都不成問題。
而像我現在寫的這些事情，莫說他們沒經歷過，很可能是連想都沒想過。
他們會認為這事本來就如此容易，辦不到的人只是不夠努力，根本不值得同情。

這世界根本就沒有平等這回事。

沒有平等……嗎？

這個世界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所有人得到的籌碼都不相同。
那既然是不同，為何我要渴望著與他們相同的目標？
這好比你找來各種動物，然後要牠們比賽誰跑得較快。
這樣的輸贏根本沒有絲毫意義，因為他們有很多生來便不是跑步的料。
要他們勉強賽跑，只會徒惹人笑。

所以就算我真的沒讓人看得上眼的價值。
卻又如何？

情人節不是我的節日就不是我的節日吧，又與我何干？
既然事不關己，為何我還要為此而感到不快？
我在生活中的煩惱難道還嫌少嗎？

要是我日後還突然性起，想要找個愛自己的人。
只需記著這事本身就不屬於我所能接觸的範疇，便不會覺得失敗是不合理了吧。
反正我人生的設定本身就比那些人來得要難。
雖然沒什麽意思，但是這就是我的人生，雖讓人氣餒，但誰叫我運氣差抽到這樣的難度呢。

但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相反的。
譬如在遊戲中要破關卻是越難才越有味道。
要是遊戲開首便輸入金手指，一路無風無浪的走到終點，那這個遊戲還有什麽意義？
這時即使你破關了，跟朋輩說起來也毫不風光，因為這不是你的實力。



不對！
這可不是「相反」呢。

要做到不可能的事，這樣才是真正讓人熱血沸騰。
這一點人生和遊戲根本沒分別。

這人生的難度儘管是「地獄」，又如何呢？
那些贏在起跑線上的傢伙終日一帆風順，哪會有機會得到這樣的經歷？
這麼說，難道我才是贏在起跑線上的人嗎？

這麼想來，輸贏可能只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吧。哈哈。

噢，我說得忘了形，都忘了你。
謝謝你，這個不知存不存在的你，聽我發了這麼久的牢騷。
我想我已經好多了。
希望你在這個情人節也過得愉快。

謝謝你。

一個眇小的高登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