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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

回憶總是不夠理想，但我慶倖與你有過這段甜蜜，照片裏的那個
你，總是模糊了我的視線，你那面容不曾在我腦海裏刪除。只可惜幸
福永遠是短暫的，我將永遠把這一份愛深深埋藏在我心中，你永遠是
我的最愛...

那是中三完結的暑假，一個沒有雨水的盛夏，烈日使人難受，離
開補習社後，我急步趕回家中，不願意留在室外忍受烈日的煎熬，就
在此時，我與你相遇了。這是改變我一生的相遇...

見看著手錶的你，迎面向我跑來，秀髮隨著速度飄逸，最後我倆
也來不及刹制，相撞在一起。筆記一片片散亂的落在地下，你的我的
分不清“對唔住啊！！！“一把溫柔甜美的聲線，迴蕩再我的耳邊，
只見你慌忙地整理著筆記。我也連忙樽下幫忙拾起那些筆記。”唔該
！“這一把聲音已經刻在我的腦裏。我沒有回應，只呆呆地看著你的
離去。

回到家中，汗水濕透了汗衫，隨意把筆記扔回書臺，換上乾淨的
上衣，靜靜躺在沙發上，那一把長髮，瓜子般的臉龐，藍白色間條t
恤，和那牛仔熱褲，不住浮現在眼前。還有那一把溫柔的聲線，不知
不覺間，睡著了。夢裏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停留在進入夢鄉前的畫
面...

“凌一，快d起身執好你張書臺！！“，不知不覺間睡到了凌师奶
放工，有潔癖的淩師奶最看不過我那張亂七八糟的書臺，我只好馬上
起身收拾，才發覺有一份不屬於我的中文筆記，筆記右上方寫著兩只
秀麗的字—冷玥。相信是剛剛的相撞掉亂了，冷玥，好名！好名！我
不禁會心的微笑了。腦海了一直想著冷玥的模樣。

一個星期過後，我再次離開補習社，我拿著那一份屬於冷玥的筆
記在門口守候，等待總是漫長，久候不遇總會失落，結果冷玥沒有出
現，我白白等候了一節中文課，直到中文班的同學走得七七八八。我
才帶著失望離開...不知為何期待慢慢取代了失落，我緊握著筆記，再
一次想起相撞的情景。我更加盼望下星期的到來，親手歸還那份筆記。



再遇

又過了一個星期，整節補習課也漫無目的，腦海裏一直佔據
著冷玥的身影，隨意翻開那份不屬於我的筆記。
我 打 江 南 走 過
那 等 在 季 節 裏 的 容 顏 如 蓮 花 的 開 落
東 風 不 來 ， 三 月 的 柳 絮 不 飛
你 底 心 如 小 小 寂 寞 的 城
恰 若 青 石 的 街 道 向 晚
音 不 響 ， 三 月 的 春 帷 不 揭
你 底 心 是 小 小 的 窗 扉 緊 掩

我 達 達 的 馬 蹄 是 美 麗 的 錯 誤
我 不 是 歸 人 ， 是 個 過 客 … …

這是鄭愁予的錯誤，而我那小小寂寞的城擾亂講師聲音，我根本
沒有在上課，只在盼望著再遇見冷玥，筆記只是一個小小的藉口。
再這節漫長的課堂我明白了蓮花開落的隱喻，苦等是難耐的。

鈴......鈴......
終於下課了，我迫不及待跑出課室，只見門外一片烏黑，難
道要下雨了麼，已經兩個月沒下過雨了......滴答...滴答...微雨一滴一
滴落下，片刻路上開滿了花朵，雨越下越凶，與行人路上的傘合奏
出一段交響曲。幸好我的背包永遠放著雨傘，我依舊站在了門口
靜靜等候玥的出現。

雨愈下愈大，沒半點要停的跡象，難道又是空等？唉~~我輕
輕嘆了口氣，再看著遠方...只見一位狼狽的女孩向這裡奔了過來，仔
細一看，無論是衣著還是臉孔，都是這兩星期迴蕩在眼前的模樣，我
確定她就是我一直等待的那個人。很快她來到了我身旁。

“請問你系唔系冷玥？”我鼓起勇氣問她，還不忘遞上一包紙
巾。“唔該，我系啊，你點會知我叫咩名？“沒錯是那溫柔的聲線，
我遞上了那份筆記，”應該上次撈亂左。“”唔該曬啊！我穩左好耐！“
我聽著那聲音不自覺入了神...”夠鐘喇，再見！“我被又她帶回了現實，
“場雨應該仲有排落，不如我等埋你？”她露出了疑惑的眼神，沒有
回應，只對我笑了笑，便轉身進入補習社。

入夏的第一場雨，持續下著，仿佛上天把積存已久的不快一併吐
出。我依舊站在補習社門外，盼望下雨聲不要靜止，指望著藉口的成
立。這次不是苦候，沒有失落的痛，只有期待。同時心裏有一種莫名
的忐忑，玥會否把我當作癡漢？還是我根本就是癡漢..

鈴聲再次響起，中文班的同學也陸陸續續地離開，雨如願以償地
繼續，忽然右肩被輕拍，我很自然地擰到後方，結果臉頰被指尖輕輕
頂著，她並不是路小雨，我也不是葉湘倫。“原來你講真架？”是冷



玥，忽然一股熱氣從身體散出，我也感覺到我的臉變得通紅，”你冇帶遮
啊嘛,不如我送你！”我以誠懇的眼神看著玥......



相識

冷玥起初有點猶豫，但最後也被我誠懇的眼神，和久久不停
的雨所征服，玥含羞地點了點頭，露出一絲靦腆的微笑。我也害羞
地回應了一個微笑，緩緩打開雨傘，踏上回家的路。我成功了，心
裏暗暗地高興起來，我儘量把傘偏向右方，使玥不被雨水沾濕，而
我的半邊身子卻濕透了，但我並不介意，或許這是男人專屬的浪漫
吧。玥也仿佛留意到這點，多次望向我的左肩，眼神頗尷尬，卻不
好意思開口，而我也假裝看不見。

就這樣我倆一直沉默著，跟隨著玥的腳步。正當我們經過一
家茶記的門外，雨勢又回到中文班前的跡象，而風也在怒吼，伸縮
傘快受不住衝擊，漸漸彎了腰。“不如我地入去避下”玥打破了維
持已久的沉默“我請啊，當系報答你。”咕~~~~肚子不爭氣的叫
了，只見冷玥掩著她櫻桃嘴笑了，我輕輕點了點頭，推開了茶記的
大門。

下午一點鐘，是茶餐廳最繁忙的時間，我倆被安排到卡位的一
邊，座位比較狹窄，我們靠得很近，只感覺到玥有意無意地向我反方
向挪動，儘量不與我手臂觸碰。感覺到她的尷尬與無奈，我只好把我
的右邊身子移向外面，只坐這半個屁股，再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想
來我倆的害羞正在競賽也挺有趣的。

”涼瓜牛肉飯啊，唔該。“我呆呆地看著玥，真想不到她所點
的竟是那麻甩的凉瓜牛肉飯，”啊生咁你食咩啊，好多客架宜家！”
我被那恶侍應扯回了現實，“呃...魚香茄子飯唔該...”我點了個魚香茄
子配合了玥，“估唔到你咁佬wo！”她沒回應，只微微笑了笑，又是
一個動人的笑，過後又是一片沉寂......

“我叫淩一啊，你可以叫我啊一。” “嗯，咁不如你叫我啊玥啊。”
沉默終於被打破，”可唔可以借部電話比我“我毫不猶豫地遞了給玥，
片刻，她電話響起了，她是真的害羞嗎？就這樣我被抄牌了，第一次
被女生抄牌。”呢個系我電話啊，隨時可以whatsapp我架。”玥的舉
動是我感到有點丟臉，我不自覺地傻笑著，玥看見我傻氣的樣子也不禁
笑了，這頓飯依舊沉默，只間中有一兩句言語。現在我只盼望雨不要
停下，好讓藉口延續下去......

最後這頓飯還是由我付賬，“講好左我請加嘛。”“總有機會嘅。”
離開茶餐廳，路上的花朵一朵朵的凋謝，我最終也未能如願。“停雨啦，
我自己翻去得喇,whatsapp見！“玥微笑著輕輕地搖動她的電話，她可愛
的微笑徹徹底底把我俘虜，”攞埋把遮啊，陣間落雨就唔好啦“玥笑著接
過雨傘，”再見~“我凝視著她的背影，直到消失在我眼前......

我宣佈，我已徹底愛上她......



緣

夕陽染黃了街景，街燈為街道增添了幾分浪漫，我獨自坐在
窗臺，定格在whatsapp，被冷玥的icon狙擊著心窗，照片里熟悉
的笑蔓延到記憶，卻不敢架起短訊的橋樑，我恨我的懦弱，手指的
僵直，心裏卻不知在擔心什麼。忽然螢幕一黑，關機了，連電話也
在恥笑我的不濟。

勇氣，一個熟悉的名詞，卻沉在內心的大海，我拼命再打撈，
卻也徒勞，我只好決定短暫放下電話，緊緊閉上眼睛，又想了一遍
玥的微笑，醉了......漸漸地失落的勇氣向上浮升。換上了電池，踏
出第一步。

一：hello~我系阿一啊，好高興認識你！

俗套的話語只換來了一個微笑的符號，剛開始的話題被被終
結了，玥的微笑總讓我措手無措。夕陽餘輝漸漸散去，我也在思
念中睡去。這星期我沒有再發送過半個短信息給玥，只期待下星
期的見面。

又有誰會料到雨中的相會是最後一節中文補習課，未能見到
身影，只能留在記憶中。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轉彎，試圖掩蓋一下內
心的落差。兜兜轉轉之下又回到那家茶記，依舊擠滿了人。“阿
一，呢度有位啊！”那是依然甜美的聲音，還有眼前那碟魚香茄子
飯，靜靜坐到玥的身旁，不敢作聲。

”怕醜仔！“再一次被玥的笑迷倒，這樣顯得我更加害羞。
但我看得出玥並不介意我的沉寂。”快d嗌野食啊，今次唔准同我
爭啊！“我點了那麻甩的涼瓜牛肉飯，試圖看穿它的魅力，涼瓜
雖苦，內心卻是甜蜜，兩者的反差是那麼曖昧，那麼心動。

時間永遠無法留住，尾聲是別離的序樂，就這樣我們離開
了茶餐廳，正當我想說再見的時候，上星期的那場雨讓離別延後
了，”可唔可以陪我翻屋企？順便還翻把遮比你啊！“這些機會
當然不能錯過，路途雖然沉默，但我也享受。就這樣我們再次在
長沙灣的街道共同留下腳印......



開學

“入黎飲杯咖啡啊！”這是每一個男人也渴望聽到的說話，
然後登堂入室，接著省去一萬字......“到喇，等我一陣啊！"
胡思亂想被終結，仿佛與想像不太一樣，畢竟只見過幾次面
吧！“好啊！”雖然不情願，但也只好這樣吧！我依在玥家
樓下的咪標，默默的按著電話。片刻，玥回來了，”唔該
曬！“她又對我笑了，接過雨傘，“bye...bye...”連再見也
變得生硬。“byebye，怕醜仔！”也許我的形象早在玥心
中定型了。

暑假一天一天地過去，我再沒有在與玥相遇過，儘管是那家
旺場的茶記，不過我們的關係拉近了一步，成為了每天聯絡
的網友，雖然沒有見面，但我知道我成為了她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距離也漸漸拉近。一句晚安結束了最後一天的暑假。

“遲到喇衰仔！！！！！！”凌師奶的怒喝把我從夢中驚醒，
就這樣，我在凌師奶的催促與啰嗦中梳洗更衣。時間的卻不
早了，我一邊咬著麵包，一邊以九秒九的速度奔回學校，第
一天便遲到的難堪，每一位學生也明白，幸好最終能在打鐘
前一秒踏入了校門。

新的學期，是霸位的時候，當我到達課室的時候，只剩下了
背後角落的兩張空椅。“挑！做咩咁遲啊！”我被從小學打
滾過來的好兄弟李明揶揄著，”食屎啦！“我冷冷地回到，
一邊坐下，在他身後的空位，我就知道他不會拋棄我。”哎
呀呀！一支公坐啊陰功豬咯！“臭口旋的口十多年來還是那
麼臭......

很快，班主任錢太來了，那人稱有老又巢皮的賤葉，相信未
來的三年也是噩夢，”今日我地有新同學插入我地班，入黎
啊。“我望這黑板的方向，傻眼了！”大家好我叫冷玥，多
多指教。”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冷同學，你坐去
後面個個空位。”玥也似乎留意到我的存在，嘴角微微向上
揚，送上了久違的微笑。“hi，阿一！”“hi”“哇原來一
早識架，死仔收埋d靚女獨食！”“妖！”我對著臭口旋的
後腦扇了一掌。”唔洗理佢架，佢把死人口唔識收！“只見
冷玥掩著嘴偷偷笑著，那樣子是那麼可愛，那麼吸引。

“黎緊一年都咁樣坐啦，諒你地都唔敢上堂傾計！“賤葉的
聲音雖然討厭，但這個消息是多麼雀躍，我能夠與玥朝夕相
對，我心中的喜樂文字言語根本無法笑容。只見班上的男生
們也帶著羨慕的眼神望向我和我身邊的美人......



紙條

幸福突如其來的跨越，把冷玥在我身邊拉近，這種感覺
有點不適應，我想冷玥也同樣感到意外吧。微風輕輕搖
動百葉窗，視線一直停留在她的臉，我喜歡把眼睛眯成
一條線，因為朦朧為玥增添了幾分美感，本來清純的臉，
多了幾分氣質，再慢慢對焦在她的嘴唇，細細欣賞那迷
人的笑，就這樣結束了我們的第一節課，至於賤葉教過
些什麼，不太記得。

”點解你會轉黎我地學校嘅？“我好奇著冷玥能夠坐在
我身邊的原因，原來冷玥原本的學校因為收生不足，遭
到殺校，從她的眼中看不出有絲毫的不捨，可能沒有什
麼值得他留戀吧。只見玥沉默了片刻，微笑又回到她的
臉上，這個愛笑的女孩一直讓我心動。

鐘聲響起了，同學們紛紛回到座位，我依舊如第一節课
般凝視著她的臉龐，玥似乎注意到我的眼神，只她在筆
袋出了一疊memo紙，在上面寫了些東西，然後貼在我
的書桌上。

玥：我塊面系咪有野？
一：冇啊
我回道
玥：咁你做咩系咁望住我
一：你靚掛
就這樣紙條的對話展開了
玥：陣間一齊食飯？
一：好啊，小食部？
玥：嗯，聽書啦

小小的一張紙條，簡單的幾個字，卻永遠停留在腦海裏，
不被刪除，往後的日子裏，每一節課，成為了我倆的橋
樑，連結著我們。可惜聽不見她溫柔的聲線，不過，每
一天的課堂，能夠與玥有著幾句話的交流我就心滿意足
了。

學生每天在學校也在等待著三個時刻，小息、食飯、放
學。而今天的我把等待的注意力放在了午膳。肚餓的時
刻來得特別早。眼睛緊緊盯著牆上的鐘，倒數著鈴聲，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秒針滴答滴答地運行，內心的期
待一層一層的增添，到了最後的三分鐘。

一：小食部冇涼瓜牛肉飯架，麻甩妹
玥：想死啊你



冷玥鼓起泡鰓，嘟起嘴巴，怒視著我。當然我心裏有數
她是假裝。我偷偷地笑了，她這樣可愛的模樣，被我牢
牢記住了。接著玥也笑了，她的笑與怒相映成趣。在兩
動人底下，鈴聲響起了......



桌球

小食部的頹飯，是校園的美好，配上螢光汁的午餐肉，還有
那包xx檸檬茶。我們靜靜地坐在一張屬於角落的長臺，埋
頭品嘗十塊錢的午膳，雖比不上涼瓜牛肉和魚香茄子，卻不
失算是另一個美好回憶。

可能彼此間已漸漸開始熟絡，沉默也漸漸遠離，我倆由一句
起兩句止，慢慢多了話兒。”怕醜仔，你識唔識篤波架？“
”果然系麻甩妹...“我再次被眼前的麻甩美女所震驚,"咁姐系
識唔識啊！”玥舉起拳頭作撞要打我，我也十分配合地避了
一避。“好話喇，你知唔知丁俊暉同傅家俊都要叫我聲師叔
啊！”“吹咁大...“玥眼裏的笑意消失了，換來了一點點質
疑，和恥笑，“星期六得唔得閑切磋下啊師叔。”接著一個
突如其來的燦爛，把我迷倒。

夢中情人的邀約，沒來由拒絕，況且桌球是我這輩子少有的
專長，正可以在玥面前爭取好表現，還有這個單獨相處的機
會。現時的心情任文字再精煉，再細膩也難以形容，盼望的
等待再次降臨我我身上，我深信星期六將是我人生中美好的
一天。

波樓，總被認為是品流複雜的地方，尤其在深水埗這種貧民
區，其實不然。上面的人都在只專心打球，腦裏想的只是如
何準確地入袋。就這樣來到了星期六，我與玥切磋的日子。
我早早來到波樓開了一張大臺熱著身等待玥的到來。

”尾袋！“嗒的一聲，最後一顆黑球準確溜進尾袋。這時我
雙眼被一雙來自後面的手蓋上，”怕醜仔，估下我系邊個？“
”叫得我怕醜仔唔通仲會系臭口旋咩，麻甩妹！“我說這句
話說得不太怕醜，或許是時間的拉近。玥臉上依舊掛著那招
牌的微笑。

玥隨手在牆上拿起一支球杆，擺出一副認真的樣子，才發現
她的球技不比我差，度數一直咬很緊，她專注的樣子，有著
另一番味道，依然惹人喜愛，每一個專注眼神，入球後的微
笑，深深吸引我。打球的過程從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
身邊的那個人，最後師叔我雖然緊緊輸了一度，但內心卻只
有喜，沒有半點悲，只是我人生第一次輸球沒有半點失意。
”你好渣啊師叔！“玥對我作了個鬼臉。”你好可愛。“話
畢，我尷尬地笑了笑......



黃昏

噠噠達達的聲音靜止了，晚霞把街道鋪成一片紫紅，街燈
的淡黃又薄薄的鋪上一層，我絕不會把這浪漫的氣氛浪費
掉，於是提議到海邊散步。我們認識不到兩個月，彼此需
要更多的瞭解。經過南昌邨，肩並肩步向西九龍海傍。

金黃色的海面不停閃爍，夕陽越漸貼近海平面，雲兒通氣
地沒有聚集，整個海濱充滿氣氛，甚至連海鷗也眷戀這如
此美景，輕輕停在欄杆上。手臂不經意的接觸，將貼近尾
聲的夏日增溫。就這樣我知道了玥的關於。她喜歡的，討
厭的，後悔的，過去的，回憶的......

她告訴我，這是她第一次跟男生分享自己的過去，似乎在
暗示了些什麼。我沒有刻意去臆測，只把這種感覺輕輕收
進心中，珍惜這現在彼此的關係，刻意地把曖昧期拉長，
不是沒有勇氣，而是不想令如此美好的日落鋪上一層陰霾，
我寧願像現在一樣你我心中佔有著對方，只要小小一角就
好。

太陽消失在海平面，微微的風輕輕吹過，飄動了玥的髮梢，
再輕輕掃著我的臉，我深深吸了一口氣，聞著玥的髮香，“
變態怕醜仔。“玥輕輕拍了我的頭一下，然後隨之然地笑
了，我也傻傻的笑了。我們的笑夾帶著純真外，沒有任何
的雜質。

”去食野咯，麻甩妹。“”嗯。“我們依舊肩並肩，慢慢
走著。我們這次沒有去茶記，而選擇了麥記，繼續細數過
去，現在，將來。茄汁不經意粘在臉上，被玥用手輕輕拭
去，她的玉手那麼細滑，還有我一直迷戀的笑。”你望下
個邊？“趁玥擰轉的刹那，我把茄汁點在臉上。把玥弄得
哭笑不得，最後還是幫我把茄汁拭去。

”乜你咁唔知醜架！“接著嘟起她的櫻桃小嘴”點會啊，
我怕醜仔黎加嘛。“玥噗的一聲笑了出來，就這樣我們
在快樂中渡過了這段時光。歸途上我們刻意放慢腳步，
希望留在對方身邊久一點在，最後分別在她還雨傘的給
我地方......



秘密

《不能說的秘密》重回大螢幕，臉上不禁癢癢的，還
記得雨中的等候，她輕輕的戳了我的臉。還是那一句，她
不是路小雨，我也不是葉湘倫，不過我依然記得那刻的甜
美。肩膀被輕輕拍了下，臉頰也被輕輕戳着，回憶重現，
我稍稍擰轉，與玥的臉只有一指距離，她又笑了，我的臉
龐紅得像熟透的蘋果，心砰砰砰砰的跳著......

呼~~臉癢癢的，空氣中蔓延著一種香氣，應該是屬於玥
的女兒香。“怕醜仔！”她又笑了，然後頭慢慢向後移，
尷尬一直在我的連徘徊不去，耳背熱熱的。上課鈴聲響起，
玥也慢慢端坐下來，而我卻一直在面紅耳熱地發呆。

啪！！！！教數學的曾sir使出習自周星馳的無敵粉擦，好
象不用瞄準似的正中我的臉。”想死啊？上堂發夢？“我
們一直懷疑，眼前的這位大漢是否某某社團派來滲透學校
招兵買馬的。臉上泛起的紅暈刹那間煙消雲散，換上一片
斑白。“仲唔死去廁所洗面！”

其實電影票早早買好，一直睡在我的口袋，只不過想用一
個特別又不會被拒絕的方法，可惜思前想後，方案久久未
能定下。“直接比人咪得攞，搞咁多野！“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李明。看來我暗戀玥的事實早被他看穿......

”我睇得出佢對你都有意思嘅，放膽去追人啦！唔好系回
憶入面留底後悔兩隻字！“從小到大，李明在我身邊一直
扮演著智者的角色，永遠會在我有需要的時候出現，可能
只有短短數字，卻為我解決不少煩惱。多謝你兄弟！

放學的校門外充滿歡樂，同學們仿佛掙脫了束縛，表情變
得放鬆，我跟如常一起坐巴士回家，我們來到最後的一排
坐下。掏出兩張電影票，”唔知呢d文藝片，岩唔岩你呢
個麻甩妹呢？“她沒有回答，只輕輕接過電影票，然後露
出她迷人的微笑......



那個他

那一幕，葉湘倫騎著車，來到正在躲雨的路小雨身
邊。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與你躲過雨的屋簷。
看到這裏，玥把頭輕輕依在我的肩上，偷偷瞧著我
的臉，然後幸福的笑著，我想她大概也在回憶那時
候......

就這樣，玥挨在我的肩膀看完整套重回大螢幕的《
不能說的秘密》，直到周杰倫唱完《不能說的秘密》
玥起來了，從她的眼中可以看得出一絲絲的不捨，卻
又沒有藉口，而我又何嘗不是呢？誰讓我們只是好朋
友呢......

我們有意無意地回到那家茶餐廳，涼瓜牛肉和魚香茄
子應該是只屬於我們的浪漫，加上這份雪糕紅豆冰，
將甜蜜一絲絲保存。兩碟麻甩飯的連結，吃的不是味
道，是回憶......

”hi！阿玥，乜咁岩啊！“眼前是一位俊俏的男子，
高高瘦瘦，身穿著kobe的球衣，應該是那種一個眼
神就能吧少女迷得神魂顛倒。”hi，俊，好...好耐
冇見...“玥比以往有點不尋常，只見她滿臉通紅的，
羞答答地低著頭。

”佢叫阿一啊，系我同學。“”你好啊，阿一。“”
你好！“我回應道。”我走先喇再見！”說罷阿俊便
離開了。只見玥一直低下頭，臉但通紅的，默不作聲
像有心事的表情，浮了出来。雪糕融化了，牛肉飯涼
了，麻甩妹開口了......

原來阿俊是玥青梅竹馬的鄰居，她們從小一起長大，
一起上學放學。直到四年前玥搬家了，才失去了聯絡。
我還知道玥曾愛上過這個男孩，就在小學那時，那個
不懂事的小時候。究竟那種感覺是否真實？我只知道
我現在心裏不太好受......



苦？

我仍然送玥回家，一路上，我看著她那像有心事的表情，
不敢作聲。這次我們沒有肩並肩，因為我知道我不配，我
知道玥的心裏也一樣難受，雖然我不是她的誰，只是關係
有點複雜，複雜中又仿佛只看到簡單的朋友二字，頂多也
只是好朋友......

下午與黃昏交匯，這一片紫紅色的天空值得欣賞，可惜我
倆無暇欣賞。被心事填滿了的腦海，混亂得不堪入目，與
往常不太一樣，不想時間被拉長，更希望暫時離開玥的身
旁,我估計我今天不太會不捨......

看著玥的背影走進大堂，心裏泛起一股空洞的滋味，靜靜
閉上眼睛回憶起過去的時光。“怕醜仔...”睜開眼睛，她
的聲音帶著請求的態度，“可唔可以應承我...無論發生咩
事都好...我地...都要做好朋友...”聽完我心裏更不是味兒，
我要答應她嗎？還未開口，玥把一根手指輕輕放在我的嘴
上，“唔洗答我。”接著她擁著我，緊緊的，緊的難以呼
吸......

良久方才放手，玥的眼睛紅紅的，而我的左肩濕了一大片，
她哭過，掩埋不起她心裏的情緒。我一臉茫然，不知所措，
也不懂安慰，更不知道她在想什麼？為什麼哭了？究竟她
當他是什麼？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衝擊？

“我走喇，byebye怕醜仔~”我的揮手如以前般生硬，待
她消失在眼前，我歎了口氣，慢慢離去。回家的路不太遠，
試圖拿起手機問候，卻撥不出那通電話，勇敢地承認了沒
有勇氣的事實。只好靜靜地回家，靜靜地睡了......

一教醒來，家裡依然漆黑。一張屬於淩師奶的字條，放在
了枕邊。“我去你啊公度，晚飯自己搞掂。”這到也好，
反正我更想自己一個人。自己一人的安靜才適合我，更適
合現在的我......



玥與月

究竟那個緊緊的擁抱意味著什麼？我一直嘗試解讀著，
但答案何去何從。漫無目的地打開facebook，掃視一下
失意的空洞，一個又一個的廣告更顯煩躁，她接受了他
的交友請求，她的動態下他的留言頗親溺，還有那些揪
心的表情符號......

這幾天晚上，我的電話不太會震動，以往我們總是離不
開手機，但如今好像不太需要，也許只是我不太需要，
雖然課堂上紙條依舊你一言我一語地接力，不過內容令
我像缺了牙般的空洞，這種滋味，每一個六歲小孩也懂。
“可唔可以應承我...無論發生咩事都好...我地...都要做好
朋友...”又再閃過了。

放學了，我身邊的她還在，我們還是搭巴士回家，依舊
選擇了以往的座位，還是有說有笑地聊著，當然我心裏
有著不一樣的味道。或許她不明白我的我的滋味，說著
她把頭輕輕靠在我的肩上，靜止了，然後慢慢睡了。而
我什麼也不敢想。

這夜睡不著，換上外出的人字拖，到街上漫無目的，淩
晨兩點月光映在臉上，很美......心情也好像慢慢被放鬆，
不知不覺，來到西九龍海濱，那個黃昏的路上，海面泛
起的銀光閃著，仿佛讀懂了我的心......

目光短暫地離開海平面，前方的長椅有張熟悉的臉，是
她，我煩惱中的她。只見她靜靜坐在以上凝視這半空的
月，玥看月看的入神。十三的月沒有十五的圓，但有種
說不出的缺陷美。我靜靜地坐在她身旁，沒有說話。而
她也知道我的存在，卻同樣默不作聲。

”咁岩嘅...“我忍不住開口了，她尷尬地笑了笑，沒有
回應，看來沉默是打不破的。玥再次把頭輕輕挨在我的
肩上，那纖纖玉手搭在我的手背。一滴...兩滴...眼淚滴濕
了我地褲管，我伸手替他拭去臉上的淚珠，相信這幾天
她不比我好過......



傷痛

任我如何擦拭，淚水就是止不住，我鬆開了她的手，轉過
身來摟著她，任她的額頭挨在肩上，手也不閑著輕掃她的
背。我不知道這舉動能否使他冷靜下來，只模仿著電視劇
的男女主角，試圖平復她身子的顫抖，就這樣掃著...掃著...
玥的呼吸慢慢暢順了，哭聲也減弱了不少，漸漸月色變得
朦朧了......

清晨，一陣腰酸背痛把我喚醒，才發覺已是早上七點，原
來我維持著這姿勢已經超過四小時，不過看見眼瞼下的玥
睡得正香，又不感到太累。我不敢有太大的動作，生怕把
她弄醒。可是鳥兒很不通氣地吱吱渣渣叫喚著，把正在熟
睡的玥弄醒。

我問她為什麼哭，她說她忘不了他，而他卻早已忘記了那
個初夏。四年前，玥快要搬家，他與她兩家到海南渡假，
那一次，他們在天涯海角沙灘上埋下了一個承諾，永不分
離的承諾，他還答應她，當她二十五歲的情人節，他會帶
著一束鮮花，單膝跪在她跟前，送上那隻代表一生的承諾
的戒子。雖然夾著不少兒時的稚氣，但對她來說一點也不
兒嬉......

就在昨天下午，他facebook的戀愛狀況更改了，女的不是
她，而是另一個她，還聽說她重遇她的期間，他一直對她
有些令人誤會的話，讓她感覺到他是以往的他，又在她晚
上到海邊散心時，她在遠處看見他牽著第三個她，這個她
與facebook裏的她不是同一個她。

昨夜玥看清楚那個迷戀過的他，那個令她再次心動的他。
“唔洗驚，以後有我保護你！”我不知為何吐出了這句話，
這句心底話，“琴晚多謝你！“沉默了一陣子，“我地好
朋友黎啊嘛！”我自己派給自己一張朋友卡，雖然我不想，
但又怎好意思在她經歷剛剛完傷痛的時候勉強她。

“我地去食早餐啊！”我猜到玥應該餓了，我想她昨晚也
沒什麼胃口吧。“嗯...但系...我腳痹...行唔到...”接著尷尬
地低下頭。“我揹你！”這時候作為一個男人理應奉獻上
背脊吧。就這樣我揹著玥走了，她在我背上的時候似乎忘
記了昨晚留下的酸痛，而她也不知在何時睡著了。



入室

“到喇，麻甩妹！”玥緩緩醒來，我的左肩再次濕了一片，這次
不是眼淚，是玥的口水，中間還散發出淡淡的香氣，屬於玥獨特
的香氣。“咦~死人麻甩妹流口水~”“sorry啊...”這時羞答答
的玥，滿臉通紅的更顯可愛。慢慢放下她，然後輕輕捏了她的鼻
樑一下......

沒錯，又是這家茶記，早餐當然沒有那兩味碟頭飯。“請你食炒
蛋啊！”玥拿起一羹滿滿的炒蛋遞到我面前，再以招牌的微笑狙
擊我的心。那一瞬間觸電的感覺，把靈魂牽住，瞬間停滯了時間，
“食啦！咪咁怕醜啦怕醜仔。”回過神來，才緩緩再開口，吃下
這一口甜甜的炒滑蛋。

吃過早餐，我倆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家，當然送女孩回家是應分的。
忽然，烏雲遮蓋原本晴朗的藍天，仿佛傍晚提早到來，街上漆黑
一片。我們只好加緊腳步，急忙向玥家狂奔，終於，在暴雨降臨
前的一秒，跑到她家樓下。真的只差一秒我們便全身濕透。

“睇黎有排落啊，不如上黎避下。”眼看著這場傾盆大雨籠罩大
地，路上的雨傘也一根根彎下腰，我也不得不答應。“好...好啊。”
也難怪她稱我作怕醜仔，這是我第一次上玥的家，也是第一次到
女孩的家。

十樓八室的大門被打開，內裏的佈置如一般的小康家庭一樣，該
有的都有。而她家人都不在，這麼說，只有我和玥孤男寡女二人
留在這空間。”入房啊，有冷氣唔洗咁熱。“然後嘴唇微微上翹，
露出迷人的笑。而空間更狹窄了。房間很整齊，床單沒有一絲折
痕，一個公仔也沒有，在我心目中女孩子的床應該放滿大大小小
的毛公仔，也難怪我喚她作麻甩妹。

就這樣我們席地坐在床邊，玥的腦袋依靠著我的肩膀，一起凝視
窗外，聊著......雨停了，我們足足聊了兩小時，我也沒有留下的藉
口”多謝你啊！好朋友“臨別時她笑著對我派了張朋友卡。我心
裏也明白，剛剛受完傷害的她暫時不會對愛情憧憬，而我也不想
趁虛而入，作她的救生圈......



賤葉

一切又回到原本的面貌，玥依舊是那個玥，而我凌一仍然
獨自一人。賤葉照舊作惡多端。早已在學校臭名遠播 ，甚
至連訓導老師也不太想理她，真不知道為何能成為教師。
接下來三年也要對著她，有時真的有點絕望。

我想女孩子的那幾天的頭一天是最痛苦的，不但需要承受
著肉體上的疼痛，情緒煩躁的壓力更甚，使人不太好受。
這天我早早來到車站，等待著玥的到來。可是這天她比平
時足足晚了十多分鐘，而且面色有蒼白，手一直捂著小腹，
連走路也不太順暢。

一上車她便倚在我的肩上，一言不發，也沒有像平時一樣
睡去。我問她是否感到不適，她也沒有回答，臉上更露出
一絲不耐煩，我見狀也不敢多問，只用紙巾替她逝去臉上
的冷汗，再用拇指輕輕按摩她的眉心，使她不再繃緊。我
感肯定今天一大早她親戚來探望她。

一整天的課堂玥的狀態也沒有好轉，臉上在沒有掛著醉人
的微笑，紅唇兒變得蒼白，還不時咬著下唇，彎下腰，做
盡一切能減輕痛楚的舉動。好不容易才挨過兩節連堂後，
趴到在書桌上一動不動，不過接下來才是噩夢的開始......

上課鈴聲響起，賤葉一臉自大走進課室，“起立！”“good~
mor~ning~ mr~s~煎~”只見玥雙腳抖動，神情一點也
不太好。“坐低！”只是短短五分鐘，玥倒下了，趴在
了桌上......

“冷玥同學！同我企起身！“只見玥緩緩站起來，勉強支
持著腰杆，雙手依然掩著小腹。”邊個准你上堂訓教架！”
“我...唔舒服...好對唔住...”玥的冷汗一滴滴墜下，“唔好
系度扮曬野啊，唔舒服唔系上堂訓教嘅藉口！”賤葉越講
越起勁“你阿爸阿媽點教你架！”甚至牽扯到玥的父母“你
知唔知咩叫羞恥啊！”接下來的說話越來越難聽，玥原本
掩著小腹的其中一只手轉到臉上，全身也在顫抖，淚兒混夾
冷汗如泉湧般直下......



爆發

看著玥淚流滿面的痛苦，耳邊還受著那八婆的侮辱，心裏
不是味兒，一股無形的怒火不知不覺間湧起，這是我人生
第一次替人感到憤怒，更是我第一次有保護人的念頭，不
過我相信看見心愛的她受到傷害誰也會產生這念頭。

我怒地用力拍了一下書桌，“夠喇！”同學們被突如其來
的咆哮嚇得彈了起來，目光紛紛由玥與賤葉中間的空隙轉
往我身上，連平時不為所動的李明也被我這舉動所驚動。
“洗唔洗鬧的咁毒啊miss，人地都話唔舒服啦！又同你道
左歉啦！攞彩洗唔洗咁盡啊！”賤葉被我的氣勢所震懾，
一時作不出反應，只用憤怒的眼神望著我。

“我宜加去穩訓導！”會過神來的賤葉急急走出課室，不
久課室想起一片歡聲雷動，“型啊，一！”而我卻沒有理
會他們，我關心的不是我有多出位，而是我身旁的病態美
人兒。看著她蒼白的嘴唇和那不住落下的淚珠，不禁一陣
心酸。我仍然不懂安慰，只扶她坐下來，不要太辛苦。

華訓導主任來了，我不害怕，因為賤葉早已經和訓導們結
怨。華訓導個子雖然矮小，但算得上是個柔情的鐵漢子，
早已擦覺到玥的不妥，請女班長送她到醫療室。然後把我
叫到課室外，再示意同學繼續上課。

對於這次事件，華訓導作出了一個決定，就是道歉了事。
對於訓導們與賤葉的交情這樣的處理還算合理，也好讓雙
方有應該不錯的下臺階。雖然我知道賤葉還是深深的不忿，
不過事情還是告一段落。

下課鈴聲響起，我趕忙跑到醫療室看玥，只見她一人攤在
沙發上，依舊掩住小腹，不過臉色好多了。“冇事啊嘛？”
她笑著搖搖頭，”怕醜仔你頭先好man！“這次她的笑帶
著一點弱質芊芊，和半點斑白，這又是另一番的美態......



吻

回家的路上，玥的情況好轉了不少，臉色漸漸恢復了光彩。
不過痛楚還是難免的。我揹著這剛剛受過傷害的弱小女孩，
一步一步地走回家。沉甸甸的肩上不單背負著玥的重量（當
然玥很苗條），更背負著一個責任。

從巴士站到玥家路程雖短，帶背負著玥的我走得不太簡單，
不但是體力上的的消耗，更同樣背負著街道山川流不息的目
光。不過為了玥我不介意。或許只有她會令我不介意吧。怎
麼說我也是她口中的怕醜仔，所以或許只有我深愛的她能有
這種能力而已......

我用她遞給我的鑰匙打開了她家門，推開們的刹那，我感覺
到臉頰濕濕的。我的心一陣麻痹，好像有一股電流通過，走
遍了全身的血管，雙耳越來越紅，越來越熱。玥軟軟的櫻唇
雖只接觸不到一秒。感覺卻奇妙，“開門啦，怕醜仔！”回
過神來玥又在我後腦輕輕拍了一下，輕輕的......

把玥放下，走進玥的廚房，熬上一碗紅糖薑茶，加多一點紅
糖，加多一點甜蜜，一點從右臉頰抽出來的甜蜜。為她端上
红糖薑茶，一口氣喝下，深深吸了一口氣，眼鏡緊閉著。臉
蛋慢慢回覆血色，有重回平常的可愛，微笑重新掛上。我忍
不住了，往她的唇輕輕的吻上一口，甜甜的，我分不清那是
紅糖的味道還是玥的少女甜蜜氣息。

她沒有抗拒，反而用雙手摟著我的脖子，緊緊的。似乎不想
讓我離開。我也順勢摟著她的小腰，親吻的過程我倆也很享
受，享受著對方的愛，良久才慢慢分開。“玥我愛你，你愛
我嗎？”玥抿緊雙唇，睜大眼睛與我對視，然後輕輕點了點
頭，我以手指掃了她鼻子一下，吻上了她的額頭，最後緊緊
把她抱在懷裏。

我知道，我倆的身份得到重新的確認，把對方鎖在心中，佔
據了整個右心房。愛意迴蕩在腦電波，慢慢玥在我的懷抱中
睡著。我把她抱回床上，輕輕的，生怕把她弄醒，然後再次
在她額上吻下去，才離開了玥家。



甜甜的

人說愛是恒久的等待，我卻說等待是愛情的踏腳石，當然
也少不了付出，一點的關懷和一點照顧。可能途中會感到
失落，或許感覺迷茫，甚至乎想過拱手相讓，但我知道我
的付出玥一直感覺到。雖然溯洄從之，溯遊從之的過程艱
苦但終究把玥這伊人追到手。就讓我倆努力把愛情修成正
果。

手機微微震動了一下，facebook收到一項感情狀況的確認，
那丫頭也太迫不及待了吧。那確認按得毫不猶豫，半小時
一百多個讚好瞬間曝光於身邊，雖然我平時不怎麼高調，但
只要玥高興，我又有什麼所謂。

翌日起得點晚，可能前一晚還沉醉在那心情，久久未能入睡，
已經很久未試過開心的睡不著，上一次已經是兩年前得到學
界桌球冠軍的那天，雖然不是學體會的比賽，但依然有分量。
但那次的喜悅又怎能與今次相比呢！

與玥肩並肩走進課室，同學們基本上也到齊，但賤葉還沒上
來。推開門的刹那，口哨聲，歡呼聲，尖叫聲停不了。“型
啊，一！”“結婚記住請飲啊！”也傳的太快了吧！我倆尷
尬得低下頭，玥個害羞得低下頭來，臉紅紅的，樣子卻是甜
甜的。

“喂！你兩個做咩敢大對黑眼圈啊！琴晚搞左好耐啊？”這
個時候少不了臭口旋，他奸笑的樣子十分欠炳，“收啦！”
是李明，他重重的在臭口旋後腦打下去。那響聲迴蕩整個課
室。看著李明對喔肯定的眼神，心中默默念出一句“多謝你，
好兄弟！”雖然沒有說出口，但我相信他一定聽得到！

賤葉來了，同學們也安靜下來。她一臉若無其事地處理班務，
仿佛早已忘記昨天的事情。那麼我也不太理會，只怕她秋後
算賬的麻煩，不是怕懲罰，而是怕她針對，不過如今看樣子
也沒太大問題吧！，也許她也有半點羞恥之心吧！



日落

這天天朗氣清，我倆也比較隨性，更喜歡更多的即興，望著
這樣的藍天，怎會想不起以往黃昏的浪漫回憶，雖然那時我
倆是朋友，但相信內心的跳動對方也感受得到，於是我們也
不約而同的想著製造在一起後的黃昏甜蜜。

香港最美的日落位於下白泥，而我倆回憶有著黃昏，那麼乾
脆來個更美。與最美的日落最搭配的莫過於初秋的微涼，最
簡單微風將金黃色提升到更高的一個層次。這樣的天時地利
我們還有什麼藉口？有何必錯過這個默契？

五點半的太空逐漸變色，這次更趨向橙黃，而不是以往看見
的紫黃，而我身邊的玥美得更自然。微風、落日、愛侶很合
襯。我牽著玥的手，踏在細沙上，任由微風輕輕的拍打，夕
陽的暉映。擰過身子抱著玥，輕吻她的額頭，加上一句我愛
你！接著深情的擁吻，含著她柔弱帶微甜的唇。

六點半的海照金燦燦，與天空連成一線，是黃昏最美的態度，
我們各伸出一隻手，比成一個愛心再用手機拍下剪影，轉換
成桌面圖貼，時刻記著著一分鐘的幸福。就這樣我右手摟著
玥的小腰，並肩看這夕陽落下，直到鹹蛋黃消失在海平面之
上，其實幸福可以很簡單，和最愛的人在最美的時光......

天黑了，天氣開始轉涼，我在背包取出早早準備好的外套，
套在玥身上，使她無時無刻也感到溫暖。而她也在我的右臉
頰回贈了一個輕輕的吻，輕輕的吻中又帶有深深的愛，又是
簡簡單單的，所以青春的初戀沒有任何的雜質，更是幸福。

回家路上，我們分享著同一個耳機，播著周杰倫的簡單愛，
就像我們一樣，就這樣牽著你我的手，不放開。這個物質
主義的社會下，我們只需要一個鹹蛋黃，一碟涼瓜牛肉飯......
我知道，明年一月就是玥的生日，我也準備好了偶爾的華
麗，有時候也可以不太簡單，讓幸福衝擊一下！



這份愛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玥很疼我，我也很疼玥，那份纏綿更使人妒忌。
與玥共度的時光感覺去得那麼快，卻想留得那樣久。幾時短短的一個
蜻蜓點水般的吻，或是每天下午的那途巴士，甚至中午食頹飯的時光。
沒錯我們並不最求熱戀中的刺激，反而更嚮往細水長流的光景。當然
間中的熱戀更是不錯，起碼可以燃起愛情的養分，也多一點點的滋潤。

不知不覺件不休的照顧我.....來到十二月的寒冬，南方的冬天尤其刺骨
是因為潮濕的關係吧。這天，甚少染病的我倒下了，傷寒的纏繞加上，
凜冽的寒冬格外難熬，於是我也請了中學生涯的第一天假期。西藥的
副作用甚大，整天就昏昏沉沉的在床上渡過，依稀記得夢裏看見了玥，
她正在不眠不休地照顧我......

“叮噹~”我還以為在夢中，“叮噹！叮噹！叮噹！”原來是煩人的
門鈴，我極度不願意地睜開眼睛，看看電話，已是下午四點半。我拖
著沉重的腳步走出去開門，途中是那麼寒冷，那麼煎熬。門鈴聲越催
急促，使我有點心煩，但我還是加快了腳步。

門一打開，是玥！看來是剛放學，但看見她手裏拿著一袋二袋的東西
顯然是剛剛從街市回來。看到這兒，又有那個男人心裏不會泛起甜絲
絲的感覺。那麼先前的煩厭一下子就消失了，換來的是行遍全身經絡
的暖意。“你比我入去先啦，好重阿！病懵左啊？”撒起嬌來的玥尤
其可愛。

玥把材料放到廚房，然後慢慢扶我回到床上，蓋好棉被。“你訓下啦，
我煲粥你食，睇你今日都冇點食過野喇！”然後輕撫我的額頭，方才
轉身離去。接下來的時間，我又迴歸到朦朦朧朧的狀態。等我再次醒
來時，只見玥坐在床邊溫習。“醒喇？我舀碗粥比你食啊！”說時遲
那時快，凌師奶已經拿著一碗粥來到房間。

“衰仔，拍拖咁大件事都唔同阿媽講！好好地對人啊！啊玥系好女仔
黎架！”玥害羞地笑了，然後接過凌師奶手上的粥，一口一口喂著我，
粥很鮮甜，肉碎加上少量乾瑤柱，熬煮出一鍋好粥，當然裏面少不了
玥的愛。粥吃過了，玥有去倒了一杯暖開水，喂我服藥，這杯水溫度
剛剛好......



暖

一道晨光從窗臺射進，腦袋的昏賬似乎減退不少，但感覺肚皮一直被
壓著， 緩緩張開眼睛，心裏又是泛起一陣甜意。原來玥那傻妹整夜也
坐在床邊，未曾離開半步。想必她的腰不太好受吧！想到這兒，有不
禁有點心痛，深處右手輕撫她的腦袋，我想她累了。我一定會加倍愛
她。

玥也漸漸醒來，左臉頰印出一大塊紅印。眼睛眯成一線。“點啊你？
好翻d未啊？”玥雙手捂著後腰，臉兒向內收縮，表情有點痛苦。“
好好多喇！但系你做咩咁傻啊！”“怕你半夜有事啊嘛！”“傻妹！”
我把玥摟緊在懷裏，右手放在她後腦，淚水在眼眶打轉，右手放在她
後腦，讓她的下巴抵住我的肩，為的是不讓她看見。

“喂！衰仔你點啊！”是凌師奶，一下子把門打開“你地繼續......我咩
都睇唔到！”然後徐徐把門關上。眼淚也乾了，我倆笑了。我牽著玥
的手，一起到街上食早餐。粥店的粥不太好，有或者是昨夜的太好，
粥很綿，很鮮，更重要的是沒有味精。可能是繼凌師奶的之外，我吃
過最美味的一碗粥。只可惜眼前的不是......

幸好今天是星期六，我也不用拖著疲倦的身子上學，又可以與玥共渡
過今天的時光。回家的途中刮著風，玥的臉凍得通紅。我連忙除下圍
巾，套到她項上。“你病緊啊！”“我唔凍啊，你睇你塊面凍到紅曬
喇！“”都怕醜仔最好，暖曬~“

這時正直嚴冬，加上我剛剛病好，即使我們回到家中仍感到寒冬的凜
冽。於是我倆一同坐在床上，蓋上棉被。我與玥相戀兩個多月，一直
都是以禮相待，而我自然沒有一絲的邪念，因為我知道只要我一直疼
愛她，我們定能長相廝守，那回事就留在以後吧，也不急於一時。

我們捧著手提電腦，一起看著電影，那套《被偷走的那五年》。”如
果，我好似個女主角咁，你會唔會好似個男主角咁照顧我啊？“”梗
系會！“我回答得毫不猶豫，也沒有半秒的考慮過半秒。我只知道，
不管玥失憶也好，殘疾也好，她永遠是我愛的那個玥。就這樣我們在
床上度過了整天.....



灰姑娘

其實有件事我發現了很久很久，自從與玥相撞的刹那，我留意到
坐在地下的那女孩腳下的鞋舊舊的，黃黃的。腳底下好像還破了
個洞。要是下雨天，應該會入水吧，玥應該也頗不舒服吧。因此
不知從何時開始有了這個念頭，把每個月多餘的零用錢存下，好
買一對新的送她。

送禮物不一定要選在什麼大時大節，也不一定要在什麼紀念日。經
過幾個玥的努力，我終於存夠錢了。我知道玥最喜歡桃紅色，記得
一次逛街經過鞋店，玥一直盯著一對桃紅色跑鞋，雖然裝作不為意，
可我一直記在了心裏。那傻丫頭定是很喜歡那對鞋呢。

這天，我早早來到了公園，將這一盒鞋收好在長椅後的草叢，又早
早地約好了玥，然後躲在一個我能看見她的地方。時間一分一秒地
過。早已經過了相約好的時間。玥的臉看起來有點不耐煩。這種等
待的心情我最能體會。開始厭煩的她終於耐不住坐下，這是我真正
的計畫。

扁嘴了，很美。我方才裝作很從容的走出來，輕撫了她的腦袋。只
見她將雙手交疊於胸前，頭擰到另一邊。她正在一步一步地踏進我
的圈套。我趁她看這反方向的同時偷偷把鞋取出，然後脫去她的舊
鞋。“做咩啊你！”語氣似乎有點憤怒。把新鞋套上，玥臉上的烏
雲四散。

“傻瓜！”玥彎起食指在我的腦門敲了一下，那是幸福的笑。“終
有一日我會幫你著上真正嘅玻璃鞋。”玥雙手捂著臉，眼淚一點一
滴掉落。“你永遠系我嘅灰姑娘。”相信玥臉上的珍珠是甜的。她
伸出雙手撫著我的臉龐，眼淚與笑臉相映成趣。這是我一輩子看過
最幸福的笑。

掌心的溫暖直接傳到心裏，看著自己喜歡的人快樂的感覺同樣幸福。
”多謝你啊！“”我同你邊有得計架，傻妹！“”你講過嘅野要算
數啊！“玥孩子氣地伸出手指尾，我很快就勾上。”知啦，灰姑娘！“
她傻笑的樣子真讓人難以忘懷......



小別

人總會說，小別勝新婚。我說，別離是寂寞難耐。我更相信一日不
見，如隔三秋才是真理。又有人說，日見夜見感情容易轉淡。但在
這九天的夜裏，我是如何思念這一個女孩。那種苦澀的滋味，就像
鐵觀音一樣，卻有回甘。而我到渴望她在新疆快活，不會因我影響
到長假期的氣氛。

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一月二日，她一家人趁著假期與兩個橫跨的假期
外遊，雖然有一兩個夜晚酒店有wifi可以讓我們聯繫。但當她去到
一些偏遠的地方時，我們剩下的只有腦電波和心靈感應。不過當收
到她一大堆離綫是跟我說的話，或是一張張帶著笑臉的照片，又抑
或是一幅幅優美的塞外風光，卻又是很窩心。

若果一個人的寂寞，加上一份想念，又會是一種感受，至於裏頭的
味道像是有些交集，有仿佛有點分明。那種層次就像一杯過度烘培
的Mocha。咖啡豆雖變得苦澀，卻尚有朱古力的中和，在加上牛奶
的平衡。我告訴自己，當月曆被撕下的那一天，就是重逢的時刻。
那麼好像更有動力等下去。

電話又傳來一連串的震動，是一大堆的照片。大漠鋪上一層銀鎧，
玥騎在駝峰上，為大漠增添不少色彩。玥告訴我，在駝鈴聲的伴隨
旅途上是寫意的。她多渴望我在她身後環抱住她，一同走過這片銀
光。可以的話甚至在我倆踏入中年時一起遷居到塞外，二人渡過餘
生。

這夜我藉著月光，試圖連結身處大西北的玥。月牙彎彎的，我在這
一端，她在另一端。我看著她的臉，伸出手臂，試圖拉近五千七百
公里的距離，而她也盡力伸手與我接壤。可惜一切一切皆不現實。
這段距離始終很長。可心中的距離一直很短，短得似乎不存在。

寂寞的九個夜晚，難耐的聖誕，還有不太沉寂的寒冷。思念在水一
方的伊人。我已久看著彎月，看著它映照西北方的銀鎧，映照著捧
起一推白雪的女孩，還映照這獨自守候空窗的男孩。最後，我坐在
窗臺下睡著了，夢卻是甜的......



緣滅

我換上純白色的西裝，提著九朵白色玫瑰，很小心，生怕被刺傷，
右手的無名指依舊套上了戒子。乘計程車去到走過三十次的地方。
第四排，第三個，輕輕放下白玫瑰，任淚水滴下眼前的一方矮墳，
你問我今天是什麼日子？我會告訴你，今天是玥的生忌，同樣是她
的死忌......

從口袋裏取出手帕，輕輕擦拭著著迷人的笑，照片中的女孩，還是
那麼青澀。也是，那時的她只不過是十六歲，這是女人一生最美的
年齡。如今時隔三十年，我還是自己一個。有人說我很傻，但又有
誰明白？一月的寒風吹過，樹葉一片片凋零，我不想回憶，又很想
懷念，懷念那段死去的青春，還有那段剛剛踏入熱戀的青春。

這是一段還沒來的及有荊棘的愛情，一直只有甜蜜的美好。三十年
來，我也談過幾次戀愛，可是再也找不回這種感覺，我心中愛的只
有玥一個。所以我選擇單身，選擇不放下，選擇一直不脫下右手無
名指的指環。也許是不智，不過我覺得值得。

每年的今天，風雨不改，坐在墳前，一坐就是一個下午，從來不去
理會白色西裝變得骯髒，等到傍晚才離開。乘計程車離開，又回到
那間茶記，那處緣起的地方，屬於我倆的老地方。點上兩碟麻甩飯，
只吃一碟。幸好這間茶記依然屹立不倒，這是對我僅有的安慰，不
至於失去僅有的點滴。

回到家中，取出一個盒子，裏面放的是思念，
玥：我塊面系咪有野？
一：冇啊
我回道
玥：咁你做咩系咁望住我
一：你靚掛
就這樣紙條的對話展開了
玥：陣間一齊食飯？
一：好啊，小食部？
玥：嗯，聽書啦
那一疊紙條，《不能說的秘密》的那張門票，還有在下白泥一張又
一張剪影。我儘量忍住眼淚，不讓裏面每一件東西留下淚印......

以前我會相信，明天會更好，如今我只相信回憶是最美好，這三十
年來的夜晚，我很孤單，沒有人傾訴，或許命中註定這是一段不完
整的美，或是一個完美的笑話，甚至只是片刻的純真，一個停留一
輩子的遺憾......



再見青春

玥旅行回來的次日，是她的生日，我早早買好主題公園的門票，
好帶她進入童話世界，好兌現這天給她帶來偶爾的華麗，一來可
以終結九天的思念，二來為我倆共渡的第一個生日粉飾上一層深
刻。誰也想不到，這九天過後是更長久的別離，長久得我不敢相
信......

這天，我如常提早到玥的樓下接她，誰知這個傻丫頭不我更著急，
等我來到她家對面的馬路時，她看見了我，臉上掛滿了久別重逢
的笑意。張開懷抱，向我奔來，“阿一！！！！！！”不顧一切
地冲過馬路。“小心啊！！！”一切也太遲了，一輛貨車高速駛
過，奪走了一切......

我奮不顧身跑到貨車前，抱起滿臉鮮血的玥，喚起僅有的冷靜先
撥打了999。玥依然在笑，相反我的淚止不住了，“對唔住啊！
我可能以後都陪你唔到喇...”我從來沒有聽過如此柔弱的聲線，
我想她已經用上最大的努力跟我說話。

“可唔可以錫我一啖啊？”這是玥最後的請求，我顫抖著俯身，
輕吻了她的唇，不甜了，換來的是血腥。玥依舊笑得幸福，“一，
識到你...我...好...幸福...”接下來一切都靜止了，這是我最後一次
看見她笑，也是最不想看見的一次。

聽說，右手無名指的血管直通心臟，於是我請求玥的父母給我一
點玥的骨灰。然後做成鑲戒子上的晶石，然後套在手指上，這樣
我們就可以一直很接近了，這是一個永不分開的理由，也是思念
的慰藉。

讓我就這樣紀念我們逝去的愛情，最後的青澀，再見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