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過錯過，然後愛錯》散文集

作者: 餘憶

Powered by 紙言

https://www.shikoto.com


《一步之遙》

最美麗的，因為距離，因而永恆。
                       
只剩通宵達旦的通話，才可卸下偽裝，把內心釋放，
但我知道，只會有他，留在你身旁。
看他穿下白衣戴上婚戒成為你新郎，
剩我呆看你倆雙雙步入教堂。
鐘聲之中退到一旁，
做回你的避風港，
細聽你每天的風與浪，
在這圈外為你守望。

不說一句對你的愛，
怕你太訝異太意外，
留在心底一份期待，
期待彼此永恆存在。

或有天等你回過頭來，
方會發現我仍在，
在你一步之後把你煩惱裝載，
當他的一秒替代，
從這一步之間離開。

若世上最遙遠的距離，
非千里之外，也非萬丈鴻溝，只是，
我甘願，留下這，
一步之遙。



《同樣那天》

同樣那天，重遊故地。
        
還記得，那年那天，都是滂沱大雨。
撐着傘，兩人躲在那小小的範圍內。傘是世界的分隔，傘外是無情，風雨飄搖。傘內是同樣呼吸，同
樣心跳。
人如潮湧，小傘不過海中飄泊，卻未被沖散。隨浪而去，任風吹雨打，雨冷情未冷。

同樣那天，同樣的路。
同是雨天，上天在今天總是憂鬱。打着雨傘，那小小範圍卻是如此空洞。
身上是今天的雨點，卻滿是往日的思念。
傘外依然無情，傘內卻已忘情。

人潮似舊，時光未留。
小傘仍是飄泊，不在人海，只在時代。
夏日的笑聲是雨水，傘外才是笑聲，擋在外邊的才是笑聲。

今天眷戀，是從前的雨點。
今天思念，是昔日的笑臉。
那片故地，是你我同遊。
那份回憶，卻剩我獨行。

同樣那天，許是同樣雨點。
同樣那天，已非同樣二人。
一段路上，不止一人，不止一場大雨。
同樣那天，未見同樣的臉，或許，不如不見。
同樣那天。



《照片的你》

若臉書擋不了彈出的近照，心底又如何制止湧出的回憶？
彩色是照片，拍下你的那照片，
黑白是生命，缺乏你的那生命。
  
看誰與你攝入光影，
徘徊是那拍不下的笑聲。
曾經有天我是那背景，
尚能與你一剎並肩。

可憐是困在相冊中將要窒息的舊照，
溫馨的淺笑不會笑，
靠近的兩心一顆不會跳，
快樂都留在照片角落的那分那秒。

在那一天，你與我看着不斷的閃光燈，
拍下這份愛的遺照一張又一張，
用最甜蜜的模樣，
點綴最苦澀的創傷。

若那天不拍下最愛照片一幀，
會否不帶來那最痛日子一段？
回憶的相冊，都該藏在最深處，
讓幸福與傷感的照片隱於黑暗別曝光，
有你的照片別常回望，
留在相冊中靜待泛黃。



《青春的路》

回憶滿載那路徑，
踏着分享過的溫馨。
聽着曾經的高興，
看着青春的哭聲，
是到處都徘徊着你與我的曾經曾經，
還是你的背影早化作身邊每吋光影？
    
街角不曾冷清，
路人也未選擇沉靜，
有些細碎卻已作流星，
一剎掠過不待黎明。
又或約定早似蒲公英，
各自吹散各自飄零。

牆角若未褪色，
關係亦只剩回憶。
簷篷留下夏雨的點滴，
那你與我之間的點滴，
會藏在我的口袋還是你的記憶？
留我自己孤身尋覓，
踏上那路徑踏着那回憶。

街燈映照的都是回憶，
晚風吹過的都是往昔，
在那路上餘下你與我的足跡，
今後留待一個人繼續經歷，
等他一步一步走到起點重拾那最動人的…



《一剎擦肩》

一剎擦肩。
   
若當天未曾擦肩，今夜可否安心入眠？
那天相識相知相牽，今天不愛不說不見，
路上踏過了幾年，
離別也只餘記憶一剎那的擦肩。
    
縱夜裡回想未可免，
亦未想再見上一面，
如最美重遇只需一遍。
不必道此生不變，
愛過一分已是蕭瑟默然。

一剎擦肩。

若別離只是擦肩，明天也許不必掛牽。
一生太短，只是跟你走了一段更短。
相望一刻需一剎擦肩，
別過了不必回頭再相見。

我與你散聚作夕陽消失地平線，
還未夜深怎可眼淺？
未等潮漲不可任眼淚把我蓋掩，
放進飄流瓶在海中再遇見。

既然緣淺，不過擦肩。



《一世相牽》

手牽手，並肩走，
不知哪裡會是世界的盡頭，
只知這樣共你挽手同遊。
   
坐在月色的摩天輪，
看着星座的聚會，
燃上青春的花火，
時空中你共我看這星宿的璀璨，
這天，時光未老。

雪，覆蓋了雪。
甜言蜜語也成了空氣間的白霧，
不知你有否聽到。
暖，依舊是暖。
唯愛未變樣，如初的溫暖着手心，
溫暖着手、心。

吹散落如漫天黃葉的夢，
驚醒了另一端的你我，
藏起了通向那時空的鑰匙，
連思念都會化作白霧，
飄向夢境的盡頭。

若某天鈴聲未響起，
若某天你我未遠離，
會否在那平行時空中一起，
看那黃葉紛飛，
遍滿路上每個日期。



《字裡行間》

從何時起，筆跡裡的每分每吋都成了你的身影？
從何時起，日記裡的每章每節都失去你的存在？
  
偶爾我會想要把你的名字，都藏到我的字句，
盼着誰會在我的筆跡裡找到你的記號。
沙堆的思緒如潮水不過一沖便碎，
只留墨水是我不褪色的城堡，
把早不屬我的你留在字句的記憶裡。

一字一句一頁一章，
都是一個世界的畫像，
又怎想轉角都是你的模樣，
倒映出你曾停留過的假象。
翻開早已褪色那處，
是你刻下那點墨香，
還是我寫下的那傷？

信紙盡了，心聲可否化作信寄給你？
筆墨盡了，思念可否化作字跡記下你？
情盡了，卻不留半句讓我惦記。

你送我的信，都藏在深心裡，
給過的心，你又有否以筆墨留一句？



《若重遇你》

人若流水，濕了衣襟卻不會留住，
列車一走，早記不得誰剛擦身而過。
你走了，不依軌跡的走了，
沒留下讓我找到的線索，
消失了，不在路的盡頭。
  
若有天你走遍了你的世界，
再一次遇上我，遇上的我，
還會站在原地默默的等，
還是我們早變了，
變得誰都不認識誰，
不過是兩個擦身的陌路人，
又再消失軌跡之間。

掛上笑臉，我也可以笑得比誰都快樂，
落幕卻比誰都落寞。
重遇你的感覺，
是你不會再拉着我的衣角，
只有我一人走遍曾經的角落；
是我還聽着你喜愛的音樂，
你卻聽不到我歌聲中的感覺。

若是重遇，卻不能重聚，
可否讓擦肩的依舊擦肩？
我們不必重遇，
你早活遍我世界的每一方，
若未說再見，何需重遇？

若重遇你，
緣份可否別耗盡太快，
留待重聚一刻。



《微燈晚街》

淡黃地毯，沿路上展開去，
化作點點的街燈，
天黑了天冷了，
街燈卻微暖。
 
踏着長街，披上北風，
四周都顯得有點太暖，
冷風只包裹我。
看着遍地影子的碎片，
可惜拼湊不來。
還是讓碎掉的都留在地上，
已不知怎樣去撿。

說了聲晚安，還是未肯入眠，
看看寂寥的燈，寂寥的人，寂寥的風，
思着想着，方才閉眼。
說了聲再見，然後再也未見，
沒有燈，沒有人，只餘下寂寥的風，
冷風一吹，方才醒來。
想不起來，披上冬衣，
那是多久以前，
彷似遙遠得，在你我的夢中。

拉一拉衣領，
冷的天，冷的街，
不冷的，似只剩下路燈。
百里長街，晚燈盞盞，
映照只一人，
一道身影。



《一年以後》

同一天，已是不同的冬天。
        
猶記得，往年，
風默默的吹，
卻捲不了碎落的黃葉。
天不冷，夜不寂，
樹梢懸起了突然的冬天。

如今，掛在樹上的，
還未掉落的，只剩思念。
耳畔響起回憶中的歌，
不期然的翻着，翻着昔日的訊息，
一年間，還在看，情變了，
原來天也變了。

你，會否還記得，
往年同樣的冬天，
最後的緣份是如何化作白霧捲到夜空裡？
抑或，你早已忘了，
在某年某處有過的冬天。

音樂重複了幾遍？
依然聽着，直到這晚上都靜了。
手中的訊息，早已塵封，
待得明年今日，或會再彈出提醒我天已漸冷。
或在一年以後，
傷痕都可化作白霧，
掛在樹上送誰一個白色聖誕？

一年以後，
風默默的吹，黃葉仍碎落。
今天不是冬天。



《聖誕快樂》

今夜彼岸星火璀璨，
此刻星火亮了此處，
燈亮了這個聖誕，
這樣的燈種出了聖誕樹，
若聖誕樹上掛上幸福太耀眼，
為它掛上燈飾留下我的寄語，
讓我流落在這沒有燈飾的夜晚，在這處。
      
海風吹來遠方的歌，
唱出留在遠方的回憶，
唱出某年的你我，
某年望着那處處燈飾，
想要摘下滿街的燈火，
留給你去珍惜，
掛上我們的承諾，
偏已只是你與我的經歷，
只剩燈火又再閃過，是回憶。

只想再贈你手中聖誕卡一張，
想起你曾送我聖誕卡上的快樂，
簡單的幸福都寫上，
如今亦已塵封家中一角，
等聖誕老人用鹿車載去我的空想，
等聖誕老人用鹿車載去你的寂寞，
或等某年聖誕再投入你的煙囪，送你快樂。

想要送給身邊的某和誰，
只想送給曾經的你，
一句，聖誕快樂。



《迷逃客機》

萬丈之外未知目的地，
只知飛向夕陽的客機。
與日出別離，
那是只屬你的憶記。
     
肆意地閃動的螢幕，
播着不知屬於誰的音樂，
搭客都不像你，
像你的早留在啟航的那國。

唯一亮起的告示，
不是我心的出口，
會否像你，
把我抽離萬丈高空，
剎那又摔到地上？

別讓我停靠，
載我逃離你的國度，
且飛到那將消逝的夕陽去，
那是唯一見不着你背影的地方。

穿過了鍍金的雲彩，
不帶走一片，不說句再見，
等那暮色隨你沉寂，
我卻迷失在這沉默的機艙，
逃到不曾停靠的某地方。



《前世今生》

花，等了一季，才開，
樹，等了十年，才栽，
你我，等了幾世，才愛？
  
人海若是茫茫，
飄泊幾世方知同船？
浮沉盡落忘川河，
遙見斷橋嘆奈何。
一碗熱湯敬我，
既是同船，亦是路人。

花，開了一季，便凋，
樹，栽了十年，亦枯，
你我，若能多愛幾世，可會共枕眠？

一別，早已不餘愛恨，
曾經的最親，
輪迴以後可會再次靠近？
不問，你我之間早定命運，
我笑太信這緣份。

紅葉散落，落了每處記憶，
紅了這命中註定的。
我求緣份飄散別太快，
留下一世才團聚。

是先遇上，方才愛上，
又或因愛上，所以遇上？

我信緣起也信緣滅，
若是必然相愛，
便留偶然分開，
留這緣份，一份等待。



《最後晚餐》

亮一點燭光，
今夜誰又在旁。
腳下腳角匆忙，
可會又只我一人凝望。
 
留守的角落，溫度早已不留。
從前走過窗伴的貓，
如今只剩了剪影。
白毛染成了黑紙，
依舊悄靜，依舊無聲，
風吹過還是會掀動一下。

一杯盡了又一杯，
未覺何時濃轉淡，
醒時始覺杯已空，
便笑情如杯酒盡而空。
酒醉嫣紅心中注，
心滿酒溢情難載。

仍是無法細嚐，
卻也知味道變了樣，
是保質期本就不長，
還是熟透了我卻又放涼？

甜點不美，
尚可甜得令人回味，
何以結局不美，
方可令人刻骨銘記？

酒過三巡，杯盤狼藉。
舉手，一杯又盡。



《天南地北》

偶爾等到了清晨，
只想看你見過的日出，望你不捨的黃昏。
遲了的半分，
我永遠無法步近。
那遠遠的人，
沒法共你分享夏至與秋分，
等我夢得那仲夏時分，
你卻走過雪景又無痕。
      
遲來的清晨，
也可等得了黃昏。
遲來的緣份，
再等也不見幸運，再等也不算合襯。
不苦等，不過問，
由它成小小遺憾，
冰封極地深谷裡被困。

從這裡算起一萬里，
會否終點遇上你？
這距離未夠隔開天與地，
卻分得開我和你。
但願我會飛，
飛過時間忘了距離，
太陽望我背影墜地。
一刻鐘已抵異地，
共你呼吸同樣一口氣。

春秋可否別倒轉，
南北可否別太遠，
任我如流水轉一圈，
遲來的時光也可逆轉。



《婚禮喪禮》

誰說過，我與你，會共享這一世，
到最後，我跟你，只可稱兄道弟。
牽你手，會是哪一位，
送過你玫瑰，
帶你走進白色的婚禮。
       
是我無緣見證你的高貴，
婚紗背後要走幾米，
才可不再連繫？
說過最早來到你的婚禮，
就是失約亦不可失禮，
不可被幸福傷得徹底。

石碑種下名字，土裡種下玫瑰，
愛該似誰的皮鞋錯配便丟低。
黃土以下要埋幾米，
才可不見那耀眼天梯？
讓生命像感情轉眼流逝，
沙土蓋掩便不必再有作為。

不必來我喪禮，
黃土都需葬下，與你的連繫，
有過你的一切，
是沒送你的玫瑰，
還是我不再活着的身體。

失約在，這一世，
婚禮或喪禮，
都別再，牽繫。



《友人A》

笑說這樣的友情，
笑你一直未明，
總把存在看輕，像夏季的風的輕。
你教我該如何送出心聲，
是靠着天使的歌聲，
或只可靠貓頭鷹為我傳情？
         
猜想着冰淇淋你會喜歡的口味，
重覆着每齣你說過喜歡的戲，
幻想那女主角是你。
為何我只是過路的從未讓你記起，
配角未曾高攀得起，
彷彿只配被忘記。

充當你忠實的友人，
你卻從不讓我再靠近。
縱使友情我得了滿分，
也未能分得你的一個吻。
你教我如何向你走近，
是祈求無上的神，
或只好讓黑魔法成我的導引？

擔憂着他朝的某君無法讓你歡喜，
害怕着你對誰也沒有防備，
不想某君耀眼得是我沒法相比。
為何我卻停步留在原地，
從未伸出右手牽你，
想帶你飛，遊歷世界各地。

錯誤的遇上總超出預期，
命運總愛讓緣份分隔兩地，
友人終究無法把紅線牽起。

誰願，一直只當你的，
友人A。



《夏的密碼》

略帶鹹味的海風，
像是你的耳語，
縈迴在人潮卻只我聽得見，
訴說在這同一片天空同一片海之間，
間隔着橫越不過的水域。
        
自由的白雲，
來往着灼熱的大地與我看不見的彼岸。
你的吻是否也像白雲，
淡淡而清新？

夏的感情是你的倒影，
映着我的陰晴，
歡愉的水花片刻平靜又成漣漪，
滴答滴答催促着想你的心。

細碎的回憶總是淅瀝淅瀝，
伸手接住卻又濺得四散。
不知從何而來的回憶，
可否把我的思念也帶往天上，
然後落到你所在的那一方。

略帶鹹味的海風，
你會否也聽見，
柔聲得像夢囈，
徘徊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夢，
細說着我的思念。



《灰姑娘》

未如王子每天會給你送來鮮花，
給不了你童話裡的浪漫與繁華，
只想給你平凡又溫暖的家，
每天靜待你下嫁。
          
看你穿上玻璃鞋，
背影輕快的踏着通往城堡的石階，
走進舞會與派對的世界，
午夜的鐘聲響了也不必走太快。

我只是小老鼠不是駿馬，
送你的沒有香車只有南瓜，
晚了歸去也不必怕，
沒有燈火的路還有魔法與我送你回家。

遺下的玻璃鞋不算孤單，
尚有王子把它送還。
南瓜車旁邊的小老鼠卻未得你回頭的一眼，
只想停在魔法還在的時間。

若這世上真有童話，
你是否也要隨王子回家，
只有這小老鼠留下，
成就這幸福的童話？

小老鼠與灰姑娘，
有時候也太相像，
站在小屋看着城堡遙想，
未敢打開那塵封的天窗。
今夜魔法閃亮，
小老鼠也能駕着南瓜車載上灰姑娘，
送到城堡裡舞會的會場。



《等一個人》

一個人的在發呆，
潦草的字跡、散落的紙張，凌亂的書枱，
都不是你的所在。
既非等誰回來，也非等誰的愛，
不過對你這過客的等待。
忽然的到來，無聲的跑進心內，
然後消失視線之外。
                                                                   
一個人的在等待，
等待的你會否到來。
一個人，總在等待一個人，
等一個人靠近，等一個抱緊，
等一個人轉身一吻。

等待是無聲的愛情，
坐上一個無人的黑夜也知你不會看見。
想像你會察覺一天一天的等待，
你卻只有一點一點的走遠。
一個人，總在等待一個人，
卻不知，一個人也在等待一個人。
等待是無知的愛情，
誰都在等待不懂回頭的一個人，
卻又不懂回頭的被等待着。

一個人，總在等一個人。
一個人，是在等那不知身在何方的一個人，
還是在等只得一個人的時候，
才可勇敢說出等不到結果的等待。



《鐵達尼號》

夜航不見彼岸的大海，
照耀前路是虛幻的希望，
希望與你抱擁於船首，
迎向夕陽與海鷗，
一剎溫存亦不夠。
                
海風送去心聲，
大海卻不留回音。
等待若太沉重，夕陽也得下墜。
大海沉沒了夕陽，黑夜淹沒了天空，
斷續於汽笛聲之間的呼喊，
又被誰默默浸沒？

若無法穿越你我之間那冰山，
且讓我沉沒埋葬於冰山之下，
在那沒有希望也沒有你的冷冷的海中，
就像你的冷漠。
只有這份冷，才是你的存在。

聽說這是段淒美的愛情。
你我分立斷成兩半的船身，
不再相逢，不再靠近，
靜靜的沉沒，沉沒在大海，
直到一切都冷卻。

想起這曾經故事的你，
有否拋下那顆海洋之心，
葬在我的身旁？



《愛上殺手》

殺手何以總無情？
血如火，刃似冰，
情與命都像白雪輕。
愛上你的都得掉了性命，
殺手殺手，要了我的命，
可否用血記下我的深情？
                        
殺手殺手，求你殺我，
利刃剖開我胸膛，
拿出那微暖的心臟，
看它有否還為你跳動。

殺手殺手，求你殺我，
手槍朝我腦袋開個洞，
等思念和鮮血流乾，
不留半點為你心動的記憶。

殺手殺手，求你殺我，
繩索勒緊我咽喉，
套出困在喉嚨的情話，
和着最後一口氣吐出心聲。

殺手殺手，求你殺我，
然後裝成一場意外，
就像愛上你似場意外，
愛你得以我的死亡才可作結。

殺手殺手，不必殺我，
只想你殺掉我的愛慕與思念，
一揮刀砍斷你與我的緣份，
殺掉我痴心與妄想。
你要誰的性命，
我要誰的愛情。



《你的名字》

我想知道你的名字，
在茫茫人海遇見你，
像神給了我驚喜。
聽你一臉靦腆說自己，
自那刻沒法自你身上抽離。
                     
我想高呼你的名字，
送你歸家那刻盡訴，
想你快樂想你安好想你知道，
想與你在某個轉角共舞，
想與你到最後仍擁抱。

我想輕喚你的名字，
花午後的一個小時，
倒杯紅茶看看電視讀讀報紙，
聊着最無謂的瑣事，
這樣共你相處一輩子。

我想記住你的名字，
怕你要轉身離開我，
少了你的長髮你的眼睛你的酒窩，
仍可用你的名字點首歌，
紀念你與我曾經開心過。

想用最簡單的字詞，
你我最快樂的日子，
寫個最平凡的故事，
作個最幸福的休止，
女主角，用你的名字。



《無言感激》

請記住有天我在這個喧嘩城市遇見你，
也許有天我們會不再站一起，
也許有天我們會將彼此忘記，
搭上不一樣的列車奔向不一樣的目的地，
最少這一千天共你一起，就我與你。
                    
你寫過的紀念冊與我寫過的筆記，
寫着你與我相識那日的天氣。
圖書館裡偷偷牽你，
鬧市下緊緊抱着你，
海風中深深吻過你，
心底默默的愛過你。
就這樣寫滿我的日記，
才發現這故事寫不到結尾。

那年聖誕燈飾很美，
想過與你冬雪裡漫遊嬉戲，
卻不知你身在何地，
猜想這個聖誕你共誰一起，
留我在這冰冷的夢獨自細味，
曾共你有過的溫暖憶記。

某天或會說起你，
沒了當初憂鬱或歡喜，
不再為你留在原地，
不再為你的他妒忌，
不再讓我的她生氣，
不再讓我獨自念記。
或與你說起他或她的瑣事，
或與你像往昔聊着生活近況，
但今天我將不再關心你，
請你也不必想起，
我曾如何思念你。

戴上聲音漸已沙啞的耳機，
歌詞裡早己沒有你。
今天的你與他一起，
若未學懂大方祝福你，
亦感激那懵懂青春曾讓我愛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