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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序章)*

序章

大家好，我是序章，每次一見到我，你就會知道又係虐心者出故既時候la，苦苦寫了二十一篇文章，
終於可以一次過出哂。

原本我係諗住寫完《我唔想成為一個援交妹》之後先落筆寫序章，後來發現自己寫唔哂，腦袋突然之
間停滯左落黎，將整個小說閣置下起，開始對起《站在星空下的我們》(下)的稿來。竟然意想不到的
是，《我唔想成為一個援交妹了》竟然有14個人追稿，瀏覽率係我咁多篇故之中，攀升到最高，有
一日瀏覽率有高達4000幾，我嚇得不敢睡，然後不停的寫。

有睇過我既文既讀者應該知道，我不是一名作家，也沒有什麼人氣可言，寫文成為左我生存既理由。

如果你不認識我也沒有關係，
只要看我的文，不要看我的人啊，拜託。

我是有名的愛把文章不停閣置再不寫的，一個奇怪的奇物，然後好多短篇小說也停滯不前，哈哈！

我又再亂說話了，因為我就是序章。好了，希望各位在網絡上面還在奮力打稿的戰士，努力戰鬥，我
在戰場上等待你們。

告訴你們，我常常花痴的，上網搜尋自己的筆名……你知道的，最後的搜尋結果，總是會把我一巴掌
打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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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人， 發生的來不及，遇到的緣份也不是真實的，

只有「不可能」沒有更恰當的說法。

愛情故事再寫得多，再說得多， 我也無法理解該如何愛一個人。

對於「不可能」這三個字，我更能透徹地知道它的不可能性，。因為，我知道，我就是知道。

「不可能」是已經無法再次回到從前了， 「不可能」是我已經不是你身邊的那個女生了。

「不可能」是我們已不能用同樣的理由去留住那段關係。

我去繼續挽留，我是明知這些事情是不應該去做的，我卻為何冒着不確定的「心」去挽留你。
或許，我在設定個故事角色時， 應該設計一個永遠不會受傷的你，然後設計一個會痛的我。

那樣，就不會有人會被情所傷害。

我知道，世俗下 ，不容許這段忘年戀，我有時會夢見你，你總是站得遠遠的，
好像在眺望着我。你的目光只是停留在前方的景色上，我終於知道了，愛不是遙遠，
它有時會近在你臉前，但是你卻觸碰不了它，原因可能是你錯過了它。

或許可以是，你選擇錯了方向。

你走的道路上，出現了一個不可能出現在你人生的路人，他可以的不小心闖進去的，也可以是剛好路
過的。



你會怎樣對待那個不小心闖進你生命的那個人，雖然它們並不是會常常出現，但我總會遇到幾個這樣
的「不可能的人」。

你會面對他嗎？ 你會逃避她嗎？ 你會充當發了一場夢嗎？

然後默默離開他，不帶走什麼？ 還是和他衝破障礙，手率手走下去？ 這的確很難，對嗎？

你會如何衝破「不可能」的愛情，

選擇離開，還是選擇相信那個「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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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刻意去淡忘某一件事，是不會忘記的，

我終於了解到，這一個重點。

我要的，是要去接受一切分離的痛， 才會真正懂得去忘記。

春天去完又走，我仍然會無法正視心痛，只會正視你終有一天會回到我的附近，回到有你的軌道上，

只要跟着路軌走着，我就會暫時不感到那麼痛。

課室是青春的回憶所，你卻坐在回憶裡面，不曾回來。

「你的飯盒，趁着熱吃吧。」

我並不太認識你，但是每天看見分派着飯盒的你，我卻好像前一輩子已經認識你了，

我搖晃了幾下子腦袋，卻一時想不起，你那張似曾相識的臉在哪裡看過。

每次小息，我也會一早下來拿飯盒，希望能延遲每一秒

「你的飯盒。」

你仍舊擠起小酒窩，我仍舊接了那個飯盒很久，

遲遲不肯放手。

我對你的思念比任何東西更強烈。
某一次拿飯盒的途中，我把寫着電話號碼的小紙條塞在你的手中，就這樣，我們開始了。

轟隆轟隆的烈車駛得很慢，沒有烈陽照耀，只有灰蒙蒙的天空，坐在單人坐位的我，眼淚有時會不自
覺的落下。我也不知道為何我的眼淚會泛濫，終於我呼了一口氣，因氣溫寒冷了，我看見這一口氣的
形態， 把背包攤開了，那是一個小型的飯盒和一封心意咭片。

有人說過，回憶之經典是回不去，我想我明白了。

纖細的手指觸碰着飯盒，暖暖的溫度傳入我的心扇，我把飯盒擁入懷裡，這就是你的溫度？是嗎？

火車徐徐地開出了，在清晨的六點正，。而我終於有了勇氣，打開這一封信，我沒有多疑，我的離開



是否正確，

To: dear may

請忘記從前，忘記這一個我。

好好愛下去，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窗外的風景安憮着我已垂死的心， 我無法忘記這一幕痛心的畫面，

垂危的一名癌症病患者，喊着的名字，但我卻無力再回覆他的呼應，

只懂坐在他旁，沒有一絲的情感，他瞪起圓睜睜的球瞧着我，臉色蒼白得很，一秒後，他便離我而去
了。 我徐徐的放下這封信，一直泛起一行又一行的眼淚。

很多的說話我還未和你說，

你聴到嗎？

其實，

每一次你派飯盒其實我也沒有吃，

我只是要來見你一臉，多久也好。

愛情是多麼的短暫， 我再也抓不緊你，

只能在夜裡懼怕它轉輪的轉動聲，

原來的曾似相識 ，是每次夜晚我也在夢裡看見你，

你就是活在夢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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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很美啊，那棵聖誕樹。」

「快走吧！小櫻，天已經很晚了。」

2014年12月的聖誕節，是我第一次和一個喜歡了很久的男孩約會。他名叫小勇，和我年紀相差了二
年，我是在一次的朋友聚會中和他一見定鍾情。而你要知道，我是那麼的不相信緣份，朋友都說我們
發展得太快，而我總否認着這個流言。

今天的天氣簡直是入冬以來最寒冷的一天，我走在尖沙咀的維港，帶上了一條為他編織的紅色圍巾，
我很喜歡這種聖誕的紅色。

風抽烈了一下的猛拍使我不免打了個噴嚏，靠在欄杆的我慌忙地走到有遮蓋的地方等他。離上次約會
，我們已經有十天沒有見面了，
6：25pm，他還沒有出現，他難道真的那麼不想來嗎？可以不來啊！

心情為了這件事在地獄折迴了好幾次。

「贈你一吻或許容易，唯獨你是那麼特殊。」

突然響起一首耳熟能詳的歌曲-

周柏豪-我的宣言。

誰的電話響了那麼久不接，
當我回過頭來，只見到小勇正在一步步走近我來，啍着歌曲，手中拿着一枝玫瑰花，是我最喜歡的那
種顏色，

「只知道是時侯拿着鮮花，將心愛願留在琞誓之下。」



旁人都向我們這邊散開成一條道路，他突然把一棵大約有五尺高的聖誕樹枱出來，聖誕樹周遭也掛滿
玫瑰花。

「小櫻，你願意當我的聖誕樹嗎？」

那一刻我沒有再制止了自己的感情，我像永不乾旱的水龍頭，眼淚一直流過不停。因為他記得我喜歡
那插滿玫瑰花的聖誕樹，而那已經是很之前我隨口所說出來的一句說話。

「我......願意！」

我含着淚，緩緩的走近他眼前，
發現他的臉憔悴了許多，但在黑色西裝襯托下，他還是那麼成熟隱重。
我知道一切猜疑也只是我想出來的，。他一下子把我擁入懷裡，滿天的星星都在閃爍著，我覺得放鬆
了許多，之前一直流傳的謠言也變得不重要，兩個人相處，是看兩個人的，不是看其他人。

「小勇，這段戀愛，我很期待。」

「小櫻，我也是。」

《就這樣讓我們相擁到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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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離開，留下的都會痛》

「靠近點睡吧，這兒有很多的空位，若魚。」

「好，我立刻過來。」

他睡在我的房間的粉紅色大床，自從我獨個兒搬出來住後，我的大床很稀有的可以完全沒有半點空位
，他睡在我的旁邊。
忽然他用雙手擁抱着我，我並沒有再掙扎，只是一動也不動地配合着他。告訴他，我到底有多愛他，
他的體溫有著一種冷冷的感覺，
這是我不從發現的感覺，我嘗試鬆開抱緊我的那雙手，才發現他並沒有要鬆下手來的感覺。

「小黑，你怎麼了，生病了嗎？」

「沒有什麼，若魚，我只想抱你久一點，我們很久沒有像這樣擁抱了。」

我們窩在被窩裡，彼此共用着一種溫度。

像熱貼般溫暖，過了五分鐘後，忽然我的肩膀濕透了，小黑發出一陣又一陣的咽候聲，身體前所未有
的抖動，

「小黑，告訴我，怎麼了。」

我基乎用最低的氣聲來安慰着他 ，直至他沒有再說話，我也不敢胡亂再多啍一聲。

「若魚，你知道的，我很愛你。」

他的聲音一直也震抖着，而我卻一直撫模着他的頭，



「那當然，傻豬小黑，你就是因為你太愛我了，而哭傻了嗎？」

小黑的震抖聲音忽然轉為一種低沉的聲音，臉上掛了一副很奇怪的悲痛，

「若魚，對不起，我喜歡上另一個了。」

我知道一切並不是真實的，因為這個夢實在太赤裸裸了。我知道我不能再相信任何人的說話，包括我
一直傻傻的相信小黑所說的話。

我立起了身子，沒有像個女生段哭泣，只是拉開了大門，曾經有一對情侶溫馨進來的大門，

「請你離開，我不想再看見......你！」

他突然在我的臉旁吻了一下，

「若魚，臨別這一吻，希望你永遠幸福，找個更好的他。」

我的心急速劇痛，這時我竟然控制不了的眼淚。我承認，我很喜歡他
，無論他做錯任何事，我也能原諒他，現在也是，將來也是。
我沒有再發怒，只是坐在床頭上，情緒平靜了許多，而他的背影卻漸漸離去，從此他消失在我的生活
裡。

擁抱，親吻，這些親密行為，我們從沒有做過，

為何，最後你要留下一個深長的吻，才離開。

你知道嗎，

離開的，

留下的，其實也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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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過的某一句話，現在卻不想再記起。

那句說話來自我那時還在自嬉的性格，明明我可以說別的說話代替這一句說話，為什麼我卻要坦誠地
說出這句說話。

你試過嗎？傳錯了一個短訊，說錯了一句不應該說出的說話，對着那個你很著緊的人，第一個反應，
你隨了不知所措外，還有一種內疚。
話一旦說出來，還可以捕救嗎？

不可以，一段感情，就像一個充夠氣的汽球，本來一直也維持在充夠氣的狀態下，但只要輕輕地刺一
下在汽球上，汽球便會慢慢的洩氣，將以往一點一滴累積的感情全都放掉。

除非，輸氣的其中一方能抵得住沖擊，繼續不停地輸氣，起碼還可以保留即將流走的一點感情。

感情，可能只需要一根針刺破，便足以爆掉，就好像是氣球。

可能你會這樣說，

「感情為什麼就這麼脆弱，一句話便毀掉」

但你知道嗎，令感情毀掉不是這一句說話，
而是你，一直也維持在虛弱狀態的這一段感情。

所以，一句說錯了的説話，才顯得那麼像一根針，令你發展到挽回不了的地方，原來你一直也放錯了
地方。

像一根針似的句子，才是輕易地戳破你們愛情那個致命處。

別讓一時錯說的一句話，放在心中，變成千萬根針，戳破你們原來維固的愛情。

脆弱的不是氣球，也不是那根針的靱度，

是我們的其中一方輸不夠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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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

彼此開心過，就足夠，

是嗎？

為什麼當初他沒有說出口，

「他喜歡的早就是她。」

為什麼他沒有這種勇氣，卻待在一旁，默默的守護著她，她看得出，他很留意她，知道身旁有這一個
他。

她無言時，他會沈默。
她弄傷了，他會心痛。
她悲傷時，他會悲傷。
她快樂時，他會快樂。

彼此也在等待一個適合的機會，等待會有一天，男孩會率著她的手，説出一直久久未吐出的話。

女孩會握緊男孩的雙手，回應男孩，她一直不敢肯定的說話，然後當這日來臨時，男孩會緊緊地抱緊
她，然後他會說道

「一切都會好的，別擔心。」

女孩只是想聽到這一句說話，從他口中說出。

一切也許只是如夢，包括彼此對愛情的幻想，沒有說出口，也能是夢一場。

直到清醒時，才會嘲笑曾經在夢中的自己。

回到離開那天，所有曾經有的幻想也

消失了，彼此只有說不出來的愛情。



他最終也沒有說出口，她沒有再挽留。

「算什麼男人，算什麼男人，
眼睜睜看她走卻不聞不問。」

「她會遇到更好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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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聖誕節你得吾得閒？」

男：「26」

女：「26，你得閒？」

男：「你想？」

......輸入中，

最後我選擇了離缐，

這句「聖誕節你得吾得閒」，

我想了整個下午，在睡覺前一刻，才鼓起勇氣拿起手機，緩緩地輸入。

這個突來的主動，我也發現有點兒奇怪，我朋友不多，但能真誠暢談的朋友只有你一個。

「到底我是怎麼了，沒有朋友了嗎？」

我不停地往手機的通訊錄滑下去， 只見沒有幾個能夠談得來， 通訊錄好像就只有他一個存在。

男：「聖誕節無咩野玩。」

女：「去睇摩天輪」

天真的我一下子流露了我對你的真性情，過往的我絕對不可能那麼幼稚，。

可是面對著他，我想我控制不了。

但是，朋友，如何相愛，也不可愛。

男：「……」



女：「一齊出去玩下。」

我該如何約他，是朋友，是情人嗎？

是否是唐突了， 算了 ……

還是，還是用「一齊」這兩個字， 不會那麼尷尬， 為什麼他這麼被動，我暗示得不夠嗎？
若果他是主動的那個， 也許我會不雖要猶豫便立刻答應。

但是，事實是你永遠不會主動，

若，我是主動， 我想，
你還是處於被動的那個。

於是，在平行線上，

我們只可以越疏越遠，直至看不見對方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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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拖到這個地步，你為什麼總是沒有勇氣和他說出你的感受？

從前有一個女孩，她叫小柔，

她從未拍過拖，不知道什麼叫戀愛，身邊均沒有一個男孩適合，

或者可以說她的工作性質，令到她不能認識更多的人，慢慢她認識了一位異性朋友，它們異常的熟絡
，但是她一直也沒有想過戀愛的問題。

終於19歲了，她還是孤身一人，但她明白她不能愛他更多，因為她的朋友小容曾經和他有過一段戀
情。

小容因為到了內地遊學，它們的關係一直撲塑迷離，她怕，她不想成為破壞小容感情的那個。

「有時，世界就是這樣，喜歡逆着情感來玩弄你，看的就看你是否有這個決心，坦白。」

「對不起，我沒有決心。」

巨蟹座是個喜歡什麼也藏起來的星座， 她不知道什麼該坦白，什麼時候不該坦白。
明知沒有機會，勉強來也沒有什麼用，
面對他，她有很大的安全感，沒有一個異性比他更熟悉她了，她知道再沒有任何一個了。

有一次，他用訊息約她，她立即便答應了，但卻再一次傷了她的心，因為她知道他除了約她，還約了
另一班同事。她的心終於可以再一次清楚知道，自己難免是想得太多，

「我傻個屁，為何想那麼多，沒有什麼可能了，我還是做好自己的作業吧！樓又冇，錢又冇，學咩人
諗呢D。」

於是這個女孩決定不要再想他了， 永遠，永遠，讓他自動遠離她的生活。

她知道，勉強並沒有什麼好處， 由是一些原本也不屬於她的東西。 更加可遇，不可求。



9#《為瀕臨的愛情去定一種罪名》

9#《為瀕臨的愛情去定一種罪名》

不管是我拋棄了你，還是你拋棄了我，我也無法深究，到底這是歸屬誰一方的錯。

是你吐出的一句:「分手吧！」
還是我無情的哼出一句:「不如大家暫時分開一下吧？好嗎？」

這兩句分手道別式的句子，都帶有將愛情推到懸崖的意思，愛情當中並不包括罪過，分手也是，那誰
來承擔這一份分手後的餘痛，誰來對這段關係付上責任。因為雙方都會痛，都會恨，都會怨，然後常
常質問自己到底是誰令到這一段愛情走到終結，無疾而終？

沒有誰能夠負上責任？
那麼請問，分手是一種罪來嗎？

不是，

還是你認為彼此分開是對大家的一種懲罰，已足已構成一種罪。戀愛終歸也沒有罪，有罪的只是彼此
那不確定的那顆心，因為彼此都認定是對方的錯，

是……我……我們都把愛情事先定了一條死罪。

若果，要為瀕臨死亡的愛情定下一種罪，
我會定下「無罪釋放」。

每個人也有自由去選擇愛誰，就算不幸的當上了那名「第三者」，
甚至愛上了不值得去愛的那一個人，

接近瀕危的愛情，看似不能定下任何一種死罪，但唯獨在眾人的歪曲的價值觀下，這種罪才能看似是
一種罪惡，醜陋，不要臉的一段關係。

移情又別離，情感太多，我們不禁會情海泛濫。
一個容量只有一公升的玻璃杯，水越斟得越滿，從來也沒有控制過水的多少，最終水只會滿得瀉下來
，覆水難收，感情也難免如此，一發既不可收拾，瀉滿一地的水不能收回，只能抹去，猶如已不能重
來的你和我。

誰都會有錯，錯若能改， 還未成一種罪，那你會原諒已改過的我嗎？



不，一張白紙沾染了一滴黑色，
便是沾染了，這已是事實，不能改變。

在愛情上，原諒與不原諒，
結局也不會改變，我不可能因為你願意改錯，就接受你曾經犯過的錯。有些東西抹也抹不掉，冷淡，
和絕望，是僅餘一種我對你的情緒。

那些每天也和妻子說句晚安便離開家門，口中說著是公司的急事，卻偷偷敲着酒杯和別的女子逢場作
戲，那他們有罪嗎？

沒有，活在愛情世界入面，是沒有罪的，

他們充當自己是森林裡苟且偷生的禽蓄，它們皆活在一種沒有罪的愛情世界裡面，任意妄為，行為甚
至比殺人兇手更為不近乎人情。

這種罪，全世界的男人/女人也在犯，
你曾經犯過嗎？
還是你認為這些根本不構成罪。



10#《錯的事，錯的自己》

10#《錯的事，錯的自己》

「不要再想從前了，不要想，我不要想了。」

眼淚已落在我的床單上，我沒有多疑的一刻，

這一刻我是歇斯底理的尖叫，

「我很痛苦，你知道嗎？」

電話裡頭只出現了零星的雜聲音， 你沒有再多言一句，

只是在電話那邊靜靜守候，

「對不起，小柔。」

留下的這把聲音只有悔㡱，我不想要悔疚，不想要看起來很錯的我。

昏暗的啞黃色座枱燈很暗、我告誡了自己自從十九歲和他離家出走後，我成熟了很多，

不是那個愛撒嬌，愛被寵的女孩。

「我已不是從前那個女孩了。」

我放低了聲線，沙啞的道出。

可惜，道出後的一秒，我己把電話大力的摔在床頭上，我不想聽見任何的答案！

就算，那個是一個我會期待的答案。

我跑進浴室，把花灑開着，坐在廁所板上，

任由多冰冷的水，淋浴着我身體的每一部份，

我相信愛情是苦，尤其是失去了已後。



「他愛着的早己不是我」

我喃喃的道， 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見他，和一個女生......，我腦袋一片空白，我不要再想了，
那個早已不值得我愛的男生。



11#《愛網游》

11#《愛網遊》

沒有什麼會比絕望更心碎，我希望自己是一面鏡子，

能看見 我到底犯了什麼樣的錯，導致你心碎。

今天是很好的一天， 我認為用「很好」這個詞語來形容 完全沒有邏輯，

請不用驚訝，愛情本來便是使人變得沒有邏輯。

這一天，因為有你「在」 雖不在我身旁。

但卻存在我手機裡

「愛你，寶貝豬」2：15

「me too&&&. 亅2：17

每當我拿起ipone輸入訊息，

「愛」這個搜尋結果，

第一個出現會是心形，親嘴圖案，

但我問了自己一遍又一遍，

「我是愛你的嗎？」

這個世界真的存在網絡愛情嗎？

你網名是「堅係英俊」

是絕大多數網友皆會採用的名字， 我沒有多想，這是我在一個交友「APP」配對出的第一個名字，

我相信我相信緣份。

「hi」-2：28

「hi,有wts嗎？」2：30



於凌晨的二點鐘我認識他， 但我並不了解的他。

我們不會分享人性的醜陋 不會吵架，對罵

，猜疑對方 ,因為這裡是網絡，分享的文字 冰冷且令人漠視真偽的討好謊言。

我很快樂，因為我談戀愛了，

我不會公開我的，這一段戀情，

「今天我運動會，長跑拿到了第二名，老婆親親」-2：38

「恭喜，恭喜，我的叻叻豬」 -2：41

「功勞全歸於我有個很好的老婆」 -2：50

放學回到家，回想起考試不及格，老師在堂上斥責我的不用功的事。

怎樣也好，我每天也因為有「你」的訊息而快樂。

但，這樣的愛情會長久嗎？

這一份愛情，是真實還是虛假 ，是因為大家也因為想談戀愛，

所以 ……才會，説這些情話，

其實彼此的心理並沒有認清對方，

任何人，也能操控，玩弄，擁有愛,

愛沒有價值，定義，所以廉價得很。

雖然只是談了三個月的愛情 但我卻喜歡這一種缺陷美。



12#《請讓我珍惜你》

12#《請讓我珍惜你》

「珍惜這一分這一秒。」

「我甚至不知道下一秒我們如何走下去。」

流逝的是時間，抓緊不住只有我和你的回憶。

奪去了，是什麼，是猶如1984那首歌的情境，

如何才能繼續走下去？

其實我討厭自己一個人，但卻由衷地希望自己能一個走下去，

今天，我約了你，約了你的朋友，我的朋友，其實我約了一大羣朋友，並不是只是約了你，

「其實，我約的只是你！」

人類的感情很脆弱，也很喜歡和你玩捉迷藏，只是我輸掉了，這個遊戲，

找不到你，也找不了自己！

「哈哈，沒有這回事！」 我掩着嘴巴，雙手蓋上，

笑裡帶點荒無。 我就是怕被你發現，發現那一點笑容， 其實 一點也不像 ……我在笑着。

「珍惜」帶着什麼，帶着我應該繼續 不帶點感情，走下去，沿途想着我一直珍惜的人「你」。

「喂，你那張相.....！」

你拿着那一本我曾經在臉書上post的一本書，
我是知道，那是我很久之前放上去的。但我不明白的是，你為何那麼留意我的動態，我把一切希望，
呑回去肚子裡面，只是板起一副冷冷的尊容，



「哦，這是很好看的一本書，你為何知道！」

看我轉了話題，你還是和我照常談話， 但，我和你都知道的 我們都沒有說出口
，因為怕尷尬，因為怕誤會，因為怕完結， 那，你為什麼這麼留意我！

這個問題只會在我心中纏墝着， 那個答案，想得我苦透了， 我只想保留這一個對答案的期待。
答案是什麼已經不再重要了，

重要的是，你還有留意那一個「我」。

比千言萬語更重要。



13#《無法變質，只能重來》

13#《無法變質，只能重來》

「沒有可能，我和他基本就沒有可能， 除非，我們不認識對方。」

已發展了的朋友關係，再也很難變質為愛，除非你和他都很熱情地向對方表明心意。

我靜坐在一間咖啡店的梳化上，和一位友人，談聊着一些我們都感興趣的話題，包括我已認識了四年
的一位男性朋友，我和他的關係比朋友更親密。

我不愛主動地表逹心意，我怕，換來的只會是不討好的自己，連朋友也失去，也怕他的心己另有所屬
，

「那你有喜歡過他嗎？」友人將杯子靠近嘴邊，準備喝咖啡。

「我......不知道，這種感覺是不是喜歡他。」

我把思想停留在遠方的他，聲音緩緩慢了起來，

「他和我很親近，親近得我不能失去他......這種是愛？」

友人一臉諒解的笑容，使我不自主地謿笑自己的幼稚問題。

彌漫着是一陣潮濕的溫度，日落己過 ，我和友人各自道別後，相繼獨自回家。
我和他有可能可以重新認識嗎？ 若果可以，第一次見面時我會和他說

「我們能約會嗎？」

我會相信自己的心，主動地更熱情地愛他，我不想一直在他身邊當一個愛着他的「朋友」。



他在下周一會出國遠行， 上一次見面他和我説關於出國的事，我也只是平淡地回應了一下，

他的臉色也是仍然的充滿熱情 。但是傷的，只是我的心，

更不想他離開我的心 ，我和他説我要提早回家，

我身體有點不遍，他和我說身體要緊，就把我送到家樓下，便獨個兒回家。

我很痛，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而我卻沒有挽留這段已彌留的愛情， 還可以挽救嗎？

我改變不了我們朋友的關係，

卻也不能將己發生的關係變為愛情。

若重來，我能重新認識你嗎？



14#《愛情公式化》

14#《愛情公式化》

愛一個人應該要怎樣愛，

至今這個問題相信答案比猜燈謎還要難猜，愛情存在公式化嗎？

她看着它，他看着它，手機是它們隔着的一堵牆，連他們的約會也是如此公式化，

點餐的待餐時間也不放過，一分一秒猶如黃金，到底愛情被公式化到什麼地步， 理智與感情，

二樣東西，坦白說失去其一，只會平衡不了，太多，也只會帶來雙方的傷害，拿着這個天秤的可是你
，

請記住，別被感情麻木，別被理智困搏。

說回正題，
愛情被公式化在現今社會，絕對有跡可尋，拍拖紀念日，和他在一起的日子，相信大家在拍拖時，會
算着日子再發文炫耀吧，feacebook,的關係也會改變，讚好也許也會反映出你和他的歡迎度吧，一
切都十分公式化，愛情為什麼要算。

一對情侶結帳時 A：「你俾定我俾？」

B：「你俾，我遲D還俾你。」

計算分毫仍然是都市人的習慣，下次若果啊B忘記了還錢這件事，

A心裡也會有一定的計算，想法，

「他是刻意忘記了沒有帶銀包吧！那麼愛裝。」

愛情最忌猜疑。 總括來說，愛情普遍都存有公式化，這樣的愛情不見得天長地久。



15#《我的好》

15#《我的好》

可能你不是對我最好的一個， 但你會是我心裡最好的一個。

我對你的好，可能在你眼中，那只是出於友誼的好，不添加防腐劑，純天然的情感，甚至平凡得。那
些好，是理想當然的一段關係， 朋友的曖昧，很難受卻很神秘，
你不知道它何時會結束，何時會回上軌道，何時會變質了，變成了既曖昧卻無法面對的腐壞品。而最
終，它會怎樣，我不會知道。

曾經痛過、哭過、累過、厭倦過、放棄過，然後會康復過。

這種過程，絕對是必需的副作用，缺少一樣，就會失去愛的基本意義，

我想說：「我很痛，我愛你愛得很累。」

說話甫末道出，一陣劇痛便充斥着喉嚨，眼淚便如泉水般落下。

落在電話鍵上，我拿起聽筒，想起你每逢在今天也會致電給我，問候我的近況，對於你的來電一直沒
有在屏幕顯示過，至今我還末習慣得來。

聊到天光的你，疲倦的呵欠的氣息，然後留戀地不肯掛上電話，於是，面對你，我只會去等待，等待
你回望一眼。

在學校對面的麵包店，放學後，我會在此地踱步了良久，我會是裝路過，還是裝在買麵包為理由比較
適合，

可惜，站在你身旁的異性，

一個比一個高大，美麗。



愛一個人，要接受他的好與壞 ，有時，我會把壞縮小，好卻過份放大。

我明白這是盲目， 儘管如此，你仍然是我心中最好。 無可取替的你。



16#《不屬於我的章魚燒》

16#《不屬於我的章魚燒》

「我很愛你，真的很愛你，如果這一切也沒有發生的話。」

這句説話我只能在深宵時才有足夠的勇氣說出，

「原來思念就像一種病。」

這句説話可以真實得喘不過一口氣，

現在只能夜裡一個人在家，眼睛哭得腫腫，想著今晚仍在開晚班的你。
你還記得嗎，前幾天你開晚班，凌晨三時坐在你身後已熟睡的我嗎？

當你每次問道：

「為什麼這麼夜還不走？」

我也裝出一副順路經過公司，便買了點宵夜食的一幅正經模樣，只要你留意，便知道這理由基本很爛
。
於是每逢你開夜班時，我也會帶著你最愛的宵夜，滿卓子你的最愛「章魚燒」，你嗅著那熱呼呼的氣
味，只是滿足地笑了一下。我很喜歡侍在你身後看著你的背影。但我們的關系卻比上司和下屬更陌生
，更曖昧，我為了每天迎合著這個，

「屬於我和你的時間」

將自己的休息耗盡，每天醒來也撐起那沈重的眼皮，在工作中想你，

也因你沒抗拒我這個深夜到訪的舉動，我認為你對我也有略點好感。

這個深夜到訪情景持續地不停發生，我也深信，我們能在一起的。

一天，我如常的走遍每一間小食檔，臉中帶點疲累卻滿期待的拿著一份份滿滿的章魚燒深宵回到公司
，站在門外，眼中竟看不見平常你那孤獨的背影。現實告訴我，只看見你和某一位女同事深宵在辨公
室共同吃著同一份章魚，你溫暖的握著她的手，說著：

「寶貝，你真是個好老婆，娶定你了。」



話一旦説出，蜜糖突然苦澀得在我內心淌流，

我只能回頭一看，轉身默默離開這段遲來的愛情。

不是對著我説的一番話，一份不屬於我倆的章魚燒，那一個不是屬於我的愛情，一個還比我更早的深
夜到訪，在錯的時間，遇上對的人，遲來的緣份，若然丘比特讓我們早些遇上，主角會是我嗎？

「我知道逃避一點也沒有用，只是這段時間裡，特別是夜裡，還是會想起難忘的事情。」

CD機播著這一句歌詞，我隨著歌詞，安然的閉上眼晴睡去，再次放走這段遺憾。



17#《一個人失億》

17#《一個人失憶》

就讓我一個人失憶，

城市裡，尋不了我，

你看，我多麼的自由， 多麼的奔放，多麼的響往在回憶裡飄浮，

但別看錯，我已經失憶了。

因為你，我失憶了，失憶了， 我想不起你到底是誰，你是一片星海
，你是一片海洋，在我身邊很遙遠， 你到底是誰？

令我醉倒在這個回憶裡。

何年何月何日，我想不起了， 誠實的腦袋不會說謊，因為我失憶了
，這一段愛情，我什麼也記不起。

遺失與遺忘，其實兩者也相同。

你在哪裡，你在哪裡， 我不經常和自己的內心對話， 因為我渴望找尋到你，我的記憶。 情緒在吵罵
，夏天的尾巴在喝止這一場吵罵。

但醒來的我，卻只會停留在秋天。 我失憶了，我失憶了，

不是太嚴重的一種病， 但我卻不停地胡思亂想， 想着一些不會發生的事情。

我失憶了，我失憶了 卻不知道我的思想飄哪處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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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念你。」

我在一個房間裏，對着的是鏡，映照出的卻是你臉容，高挺的鼻子，厚實的肌膚，我滿是疲憊的身軀
躺臥在床上。

其實，他是我的前度，分手了卻被迫在同一間公司工作，他很勤奮，不足三年，便升上了經理一職，
身邊的女子不停地圍繞著他。

而我一直不配，已經不配再當一次他的女朋友了。

至從前一天，他借了傘子給我以後，除了我感激的訊息，和他的回話。
手機的屏幕卻沒有出現過任何關於他的訊息，對於此，我情緒一度受挫。

作為一個旁觀者，我討厭這種感覺，

每天上班，看着他和別的女生聊天，
公司的謠言滿是關於他的感情路缐，
我總希望他身旁的會是我，謠言當中會有我的名字，可惜並沒有。

上班、午膳、小休，直至下班，面對早已空空如也的坐位，我想，已再無能力去大膽地表白了。

「hey，今天一起吃個飯，好嗎？」

「不用了，我還有很多的文件未完成，下次吧！」

我就這樣帶笑的拒絕了他，因為成為一個破壞幸福的人，比小偷的行為更可悲。

還記得，那一個下雨天，我站在公司門口，狼狽的提着公事包想與雨水搏鬥一番，怎料，一個高大的
背影卻擋住了雨水衝擊，

「喂！外面很大雨，一個女生，就別亂衝吧，傻瓜蛋。」

那時的他，已把我迷得頭暈腦脹了。
領帶歪歪的，恤衫不修邊幅的，卻給予人一種男子的氣概，但我就是不願意成為一個婊子，連朋友的
男朋友也搭訕。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回家！」

我決絕的拒絕了滿懷好意的他，同時也避免引起了什麼誤會，狼狽的衝出大雨紛紛的道路上，往前跑
去巴士站。

突然，他徐後緊緊追上來到巴士站，

「小雨，來抹抹臉上的雨水。」

我還來不及喘氣，他已經拿起紙巾輕輕的，在我臉上試檫，專注的他基乎沒有留意自己恤衫，已經濕
透了一半。

「唔該你......」

「唔洗......」

車子一輪又一輪，駛離巴士站，雨也漸漸的小起來，我們之間的對話也小了起來，

「我來送你回家，好嗎？小雨。」

「不用了，我這種身份，不配。」

我忍住痛楚，抓破自己的傷口去承受，和他相愛了二年，每次談分手是他，復合也是他向我說的，現
在就受著苦灑脫點吧！好嗎？

從，希望能夠重新再愛一個人，
到，希望自己別再重新愛這一個人。
過程好難，只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件事，都不可以重新再來過，包括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不愛他的原因
。

愛，不愛，
從來也不需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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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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彼此都太相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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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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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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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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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降機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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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消息在偶然會有他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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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為何有那麼多孤苦的單數，

一對對的情侶，會渴望回復單身，
單身的一個人，會渴望「雙雙對對」

我們會渴望追求一對對，
又怕自己會失去自身的自由，
變為一隻甜蜜但折翼的小鳥，

單數是孤單嗎？
有人會說，單數很自由，

單數不孤單，孤單的是兩個單數的人走在一起，卻不能變成雙數。

隻身的單數，找不回的是雙份的暖，
失去的是雙倍的痛。

街上的一雙情侶略過你身影，你概嘆單身的你為何不能找到另一個。
單數，為什麼找不到另一個他，獨自承受孤單的苦，你很苦，想起這種孤單。

你希望單數不會再是單數，
永遠不會用到單數的戲飛，不用購買單份的午餐，單份的寂寞。

「幾多位？」

「1位。」

沒有你，我已經習慣了寂寞，除了寂寞還有，寂寞，單數這個名份不算很難受，因為我以後也不用花
多一份心思在另一個人身上，我只需要全心全意地照顧自己，這個沒有了你，仍然生活得很好的單數
。

另一個單數的你，你過得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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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繼續，花，時間，來討好，我,

若，不討，好，我，

為何卻愛耍着一張臭臉向我宣戰，

我不是長生不老， 我會雕謝，枯萎。

我會失去年青的美貌，剩下更真實的內心，

我只能一直等待，等待，你的回覆，

我怕，我會變得只剩下一些壞的缺陷。

若果愛情會是那麼難以啟齒， 那我就等待，等待你來開始，

我比任何女生更會忍耐，

等待 ，就算距離已經很遠， 你在西邊，我在北邊。 但我們卻不會有分離的感覺，
有時我會無意間發現你是知道的 ，知道這些感覺是真的， 為何你卻不懂得說一些情話。

我每天跟隨着你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每個季節，你的模樣，我也會記得起。

我太熟悉你了, 你的每一個生氣的表情，
譏諷的笑聲，害羞的雙眼，合上的嘴巴，我比誰更能捕足你。 隨着地球轉動，我希望
，我能活在612星球，生長在小王子出生的那天。

我和你都愛幻想， 幻想我們是男女主角或一對小甜蜜， 但卻一直惹得太陽公公嘲笑。

可惜， 我只是一朵生長在草原上的小花兒，我不能，

向你表逹愛意 ，不能， 超越萬物生長，

活到你愛我的那一個世紀 ，而你只是我的一個倒影。



後記

後記

終於完成了一連兩集《站在星空下的我們》(上)，(下)，之前打落黎零零散散既文章，終於得好一個
好既地方發佈，紙言，

如果你地有睇哂(上)，(下)集，我會x100000無限感激，黎緊亦都會揾番之前既一D舊文，改編成散
文集，不過今次唔係愛情小說，希望大家都會多多捧場，

我會繼續向我既出書夢進發的，

在這裡就不談太多東西了，作品代表一切，
希望下次你地係紙言見到我既作品，會仲認得哩一個我，還在追逐中的一個我。

永遠想你們，

Ps虐心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