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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有好多好多事情一日中不斷不斷地發生
本來以為理所當然
人,就越係唔會學慬珍惜
往往失去過先會明白乜野是自己最重要。
我唔清楚妳會唔會睇到
我只希望留下足跡
我對妳既真相...

2013-12-22
呢個日子我永遠都唔會忘記

回憶返都只不過係一剎那既事情
好似就岩岩發生一樣
一切都係自升上左F.4後
我..遇見到妳

矮小既身軀
有小小啡黑色既長髮
一對大大既眼睛
笑起黎既時候會有一個小酒鍋

走起路時趺趺撞撞
唔鍾意認輸
總是...鍾意同人鬥嘴
好鍾意食甜食
由其朱古力
一見到就好似小貓小狗一樣踫過來

對你的印象
就是如此簡單。



第一章

很老套的開場(苦笑)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文靜的小男孩
從小很喜歡哭
很容易就會放棄
到了小男孩要上小學時
他的父母希望小男孩能夠更加堅強
和男孩搬到了一個他不認識的地方

男孩知道以後要獨立上學
在上學第一天
男孩忍不住害怕和孤獨哭了起來
即使老師不斷安慰小男孩
也無法停止小男孩的哭泣

這個時候
有一個長髮小女孩
她眼睛圓滾滾
雙臉鼓鼓的
綁着一條長長的馬尾
長髮小女孩走到小男孩面前
什麼都沒有說
只是對小男孩笑着
然後從她裙子口袋中拿出一顆糖果
往小男孩的口裏塞進去
小男孩被長髮小女孩突如其來的行為
嚇得比原來的哭得哇哇大叫
相反長髮小女孩卻哈哈大笑
老師們忙得連番安慰
小男孩才停了下來

直到放學的時間
小男孩的母親早在校門外早已等待著
而長髮小女孩卻還在校門等著
當男孩的母親拉著他的手示意著他回家去時
小男孩呆呆站著
看著在校門的長髮小女孩
母親似乎看慬小男孩
和他一起等待長髮小女孩的父母

久而久之
日復日的
小男孩和長髮小女孩關係慢慢親近
每天都有說有笑也有哭



但哭的總是小男孩
因為長髮小女孩總是喜歡欺負著小男孩為樂

時間一點一滴慢慢過去
小男孩和長髮小女孩也升上了小學三年級
小男孩的內心慢慢改變
長髮小女孩在小男孩的內心中變得重要
小男孩不慬得這種感覺
只是覺得和長髮小女孩一起時就是他最快樂的日子

小男孩默默暗戀了長髮小女孩三年時間
小男孩不再是以前的愛哭鬼
長髮小女孩也變得可愛迷人
男孩知道他和長髮小女孩已經沒有時間了
他決定向長髮小女孩表明自己的感情

小學的最後一個聖誕節
小男孩在長髮小女孩的家樓下等待著
當他一看到長髮小女孩便說道:
「我每一次看到妳時，總會有一種暖意在心中，
但當看不到妳時，我無論在做什麼事情都只想起妳。
起初我不明白這種心情，但我現在知道，
我----喜歡妳。」

長髮小女孩默不出聲
呆呆的站在原地上
小男孩的心情慢慢由緊張變得絕望
不斷回想可能最後他們兩朋友都沒當成
這也可能是他和長髮小女孩最後一次的說話
也許一開始就應該不和長髮小女孩說出心聲
小男孩很後悔

就在這個時候
長髮小女孩突然緊抱著小男孩
原來長髮小女孩早在以前已經喜歡著小男孩
他們互相擁抱著
即使時值冬季
兩人的心也溫暖得融化一切

在那一天後
小男孩和長髮小女孩每日都形影不離
一起四處遊玩
一起去主題公園
一起大清早走上山頂
一起看電影...
看似很簡單的
但只要有長髮小女孩在身邊



小男孩就已經很滿足

每一天放學回家的路上
在這平常根本不會注意的地方
一起吃著平常絕對不會買的超特大號肉包
只不過是件稀鬆平常的事情
但是跟喜歡的人在一起時
就會覺得這是比任何快樂的事情
都還要特別的時光

時光飛逝
在決定選擇中學的時候
長髮小女孩說道想跟小男孩一起到相同的中學
這就能一直在一起
小男孩便把決定的選擇說給長髮小女孩
但卻不見長髮小女孩的選擇

直到小學畢業前幾天
長髮小女孩一直沒有上學
小男孩很擔心
用電話聯絡長髮小女孩
但卻沒人接通
問道她的好友也不知道
到了畢業那一天
長髮小女孩依然沒有出現
小男孩決定走到她的家樓下等待著
等著等著...
小男孩忘記了飢餓一直地等
而等待的盡頭只是無盡的等待

小男孩日復日的走到長髮小女孩家樓下
等待的只是希望長髮小女孩再一次出現

等待到不知過了多少天
男孩身心俱疲
他不知道為什麼長髮小女孩的離開
也不知道他在這還要等多久
只知道小男孩他只希望能再見到長髮小女孩一眼

有一天晚上
小男孩接到了一個好朋友的電話
好朋友告訴他知道長髮小女孩到那裡去
好友約了小男孩明天出來給他知道真相
小男孩很高興
以為明天能再一次見到長髮小女孩
他滿心的期待著



但期待的背後
只是無限的失望
到了隔天
小男孩走到好友的家
卻不見長髮小女孩
好友打開了電腦
開了個面書
因為面書是剛流行的玩意
而小男孩還只是慬得用家用電話的程度
對此十分驚訝
男孩的好友為小男孩打開了一張相片
相片中有長髮小女孩
但她身處的地方卻不是男孩熟悉的地方

原來長髮小女孩早在畢業前幾天飛到地球的另一方
和小男孩分隔兩地
小男孩呆呆地站在電腦中的相片面前
他不相信這是事實
小男孩跑出好友的家
小男孩的好友連叫停他的反應都來不及
小男孩不知道為什麼長髮小女孩會離開他
也不知道為什麼長髮小女孩什麼都不跟小男孩說
小男孩一直跑一直跑
眼睛上的淚水不由自主地流下
他不知道自己跑到哪裡去
只知道他一直跑一直跑

直到深夜
小男孩回到家中
一聲不發回到自己的房間裹
小男孩看著天花中的燈泡
回想著和長髮小女孩一起的日子
眼淚再一次流下來
小男孩哭著哭著便到了睡夢中..

隔天
小男孩默不出聲
大清早便出了家門
再一次走到長髮小女孩的家樓下
回想起當日他向長髮小女孩表白的情況
小男孩坐了下來
多少次來到這等待著長髮小女孩
多少次把長髮小女孩送回到這裡

小男孩想了不久
慢慢走了起來
小男孩走著他和長髮小女孩一起走過的地方



一起遊玩的公園
一起回家路過的天橋
一起爭吵過那一隻烏龜大的水池
一起共進午餐的餐廳
一起去看電影的戲院門前
還有為她許下承諾的山頂小亭

走著走著
小男孩的眼淚又再流下
但他這次努力強忍著
因為他向小女孩承諾過不要再當愛哭鬼
每天都要笑著
但小男孩做不到
只是坐在亭裹
低著頭不斷地飲泣。



第二章

半年時間過去了
小男孩升上了中學
曾經承諾一起過的中學日子
如今只留下小男孩一個

過去的回憶就像一場夢一樣
可是小男孩卻被強迫拉走出這個夢

小男孩在新的環境過了一個學期
開始適應了新的地方和新的臉孔
結識了一群三五知己
慢慢小男孩淡忘了長髮小女孩

小男孩在新環境中結識他的同班同學
她身材矮小
弱不禁風的
有一把長得即使綁上馬尾也快到腰的頭髮
說話時總會用一些奇怪的比喻
但不說話的時候卻安靜得如同玩偶一樣

男孩對這個玩偶小女孩產生了興趣
開始和班中的人打成一片

初中一年過去了
小男孩每天都跟他的三五知己鬼混日子
有些時候幹一些白痴行為
希望得到她的注意
直到初中二年的暑假
男孩希望踏出一步

小男孩鼓起勇氣約玩偶小女孩外出
雖然如此
但他們的關係不過還只是朋友的關係

這個時候
小男孩結識到高中的朱古力男孩
朱古力男孩對玩偶小女孩產生感情
小男孩也意識到朱古力男孩的感情

起初
小男孩不希望放棄
他努力加深玩偶小女孩關係
但小男孩和他的關係
只能到朋友以上卻戀人未滿



直到有一天
男孩與朋友們和玩偶小女孩到樂園遊玩
小男孩打算在今日和玩偶小女孩說明心意
剛巧遇到朱古力男孩

玩偶小女孩提議一同遊玩
小男孩還不在意
因為小男孩滿心只想著對玩偶小女孩告白的事
到了旁晚時分
小男孩打算單獨約走小女孩
卻看到玩偶小女孩和朱古力男孩玩得很快樂

至少
玩偶小女孩那時的笑容
是小男孩從來都沒有看見過

小男孩知道玩偶小女孩選擇了的人不是他
他默默離開了人群
獨自走回回家的路上

而直至暑期完結那天
小男孩也不再找過玩偶小女孩了...



第三章

暑假結束了
男孩還是像以往的一樣
在課室裹一直看著小女孩的側面
只是每次都是從遠處偷偷看著
也許...這份感情應該就是要一直埋在心裡

有一天
班主任指命小男孩和玩偶小女孩值日
小男孩避無可避
便在小女孩面前假裝像平常一樣
但其實心裡每一次看見她都有一種難受的感覺
就算如此小男孩也努力強裝下去

放學時候
班房中只留下小男孩和玩偶小女孩
兩人一直默不出聲
埋手自己值日的工作

未幾
玩偶小女孩打破了沉默
她細說她與男朋友的趣事
男孩這時的心已經晃忽碎掉了一樣
女孩的每一句說話都像刀子刺進男孩的心
但小男孩依舊臉上掛着微笑
聆聽小女孩忘我的分享

黃昏時份
太陽也快將落入西山
值日的工作也完成了
女孩也結束了她的分享
和小男孩告別
小男孩只輕輕微笑
揮手示意再見
男孩不敢說出聲
他知道他一開口淚水會澭出眼睛

玩偶小女孩離開後
小男孩坐在班房角落的地上
椅靠着教師桌
看着窗外的一點點陽光

他大大深呼吸了一口氣
合上了眼睛
不斷回憶着他與玩偶小女孩的往事



但這一次男孩沒有流下眼淚

他想起小女孩當天對朱古力男孩的笑容
或許
真正能帶給她幸福的人就是他
又或許
放棄也是正確吧

那一天
太陽落得很慢
仿佛是讓男孩最後一次回憶這個喜歡過的女孩
給男孩放棄的機會



第四章

初中三年
男孩依舊和玩偶小女孩是同班同學
不同的是男孩的心已經放棄了小女孩
男孩只是守望女孩的幸福
雖然有些時候
聽到小女孩與她戀人的事蹟時
難免心頭一緊
但男孩仍會強顏歡笑著

他把所有的心情轉移在學業上
初中的前兩年和三五知己鬼混的生活
令男孩的成績一直低下
男孩決定與其低沉下去
倒不如沉迷其他事情
把那一份感情沖走

時間一轉眼夏天也快完結了
很快就要踏入秋天的季節
男孩每天都沉悶地
上學
下課
回家
偶爾和朋友放學後四周逛逛
這種一成不變的生活
反而讓男孩活得輕鬆

2012年10月29日
男孩再一次
遇上了他的初戀...。



第五章

那一天
男孩在學校弄得很晚才歸家
離開學校時經已快日落西山
不幸的是那一群自稱十分有義氣的豬朋狗友老早已經回家去了
難得一個人回家
男孩決定偶爾步行回去
他戴上耳機
感受快將秋天的涼風
沉醉於音樂和拍子間
慢步走上回家的路途

不知不覺
男孩又再一次經過長髮小女孩的大廈前
他走到這裡停了下來
看著這裡
好似看到曾經的自己就站在面前一樣
剛好男孩的耳機正好播放著何韻詩的【木紋】

分開簡單 抹去往事極難
幾多溫馨 燭光晚餐
難以用 斧頭一劈 叫畫面飛散
伴侶沒了 記憶會為患...

 一句又一句的歌詞刺進了他的腦海中
不斷勾起過去和長髮小女孩的回憶
原來已經過去了三年
一直都以為自己已經放開了
看化了
但其實只不過是在欺騙自己
到頭來，所有記憶都沒有忘記到
記憶在
但人已不在

男孩再一次想起長髮小女孩
想想她現在在做什麼
想想她的生活過得如何
想想她是不是還是這樣可愛迷人
還有...
想想她是不是還記得自己?..

不過這一切都不再重要
這些根本沒有答案的問題
又能找到誰來解答



男孩腦海不斷浮現長髮小女孩的身影
嘴巴不自覺地說出了女孩的名字
「梓慧...」

突然有一把熟悉的聲音在男孩背後叫著
從小時候已經聽習慣的聲音
男孩已經知道這把聲音是長髮小女孩的
男孩轉了身過去
眼睛睜得大大
呆呆看著眼前的那一個人
男孩不敢相信
過去了三年
曾經最愛的人
曾經一聲不響離別的人
曾經一起承諾過的人

現在就站在他的面前。

 



第六章

「好耐無見...」女孩帶著3年前一樣的笑容說道
闊別了三年第一句說話只是互相普通的問候
男孩本應有很多很多問題想向女孩問道
但當真正遇到時卻腦裏空白一片
「我剛回到香港，有很多事要做。
不如交換手提號碼，晚點再找你。」
女孩依舊掛住微笑說道
男孩還未反應過來只默默答應了

「下次再見，拜拜。」
女孩交換過號碼後便揮手道別
男孩看着手機裏的號碼
還在想着剛發生的事
或者.
“可能這個世界真的有這麼巧合”

晚上
男孩收到了女孩的訊息
:hi
:hi
:今日先返到香港,估唔到就喺樓下撞到你
:喺啊，我個陣咁啱諗緊我同妳以前嘅事.

說罷女孩沉默了一會

:你喺咪好憎我?
男孩沉默了
他回想過去的自己
曾經多喜歡這位小女孩
即使到小女孩默不出聲離開時
他也從不想過憎恨這個感情

:這很重要嗎?
猜不到這一個對話會這麼沉重
男孩把話題轉到其他地方
慢慢兩人互相聊起來

那一夜
男孩和女孩無所不談
學業上
生活上
就算是身邊細如塵沙的事也談論一番
彷彿回到以前一樣
不同的是



兩人的關係不再是戀人

初中的最後一個學期快將結束
男孩與長髮女孩偶爾會以訊息來往
在旁人眼中
或者男孩會和長髮女孩再次一起
但男孩心裡明白
他對長髮女孩的感情已經不再是以前一樣
男孩也感覺到女孩的感情也是和他一樣
「朋友」
這一個關係
已經是他們兩人的盡頭
也是對兩人間最適合的關係



第七章

時光飛逝
男孩每日無聊度日
不知不覺已經到了中學生活最後三年
悉日努力讀書的幹勁早已跑到不知那裡去
每天度日如年
大概沒有了自己的目標吧
班上的朋友因為換班關係
圈子突然的改變
令男孩更倍感麻煩

唯一讓他上學感到有趣的是
男孩特別注意某女孩

她-----不怎麼「特別」
只是和其他人一樣
可是每天在她身上發生的事情
都會讓旁人感到在意
上課時哭了起來
有時大吵大罵
男孩每天就像看戲般看著她
但從不了解她背後發生什麼事情
大概是太麻煩了
雖然兩人是同班同學
但卻從不有任何交流

某一天的運動課
男孩毫無幹勁做著如日常般的動作
「在這種一成不變的生活中，只有一點刺激，
只是一點兒，讓我的世界有點樂趣好嗎?」
男孩心裡想著
突然
男孩身後有把聲音說道
「哇，如果隻腳少啲毛白返啲啲咁就正啦。」
女孩突然對男孩說道
「唔那喺啊？男人老狗嘅腳都啱?唔會同我講掛。」
男孩心想著
誰不知這句說話真的是對男孩說
男孩望向後面
看著身後矮小得像矮人似的女孩
除了苦笑男孩真的不知道怎去回答一個從來都不曾對話的同學
雖然女孩為男孩打開了話題匣子
但對他第一句說話居然是光明正大地「J腳」
還是自己的腳！



男孩對這女孩第一個印象

惡劣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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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一天後
女孩偶爾便會來找男孩搭話
小息時
中午時
放學時
男孩每天安靜平穩的日子就被她突如其來的打破

女孩每一次找男孩都會跑過來搔癢他
因為男孩最害怕就是被其他人搔癢
這種哭笑不得的感覺
令他十分討厭
但女孩卻十分喜歡男孩被她搔癢時的反應
這種變態的玩意
讓男孩很討厭女孩
什至感到煩躁

雖然如此
女孩一次又一次的
喜歡欺負男孩為樂
男孩很討厭這一種煩人的搔擾
可是男孩每一次想對女孩擺出生氣的樣子時
一看見女孩笑得活像個傻瓜一樣
總是讓他氣不下去
這種來者不拒的態度
讓兩人的關係十分曖昧

男孩每天上學活得如逃亡一樣
男孩對女孩沒有辦法
「這種生活太過刺激了吧，
可以回到以前和平的日子嗎?」
男孩口中念念碎著
卻對自己的無能十分生氣
不過
雖然每天都過著這樣的「逃命生活」
但男孩的高中生涯
也因為她
增添了多一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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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生活一天過得一天
每個人都想著自己將來要當什麼當什麼
男孩卻還找不到自己的目標
什麼夢想、理想
自己想做什麼
都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每日以過著過得一天得一天的心態度日
不經不覺去到第二年

那一年的中秋節比任何一年還來得深刻
那天晚上男孩如平常一樣在家中和朋友們打著電玩
什麼節日出外玩耍青春一下
對男孩來說不過是在這個大炎熱天白白浪費水份
但在這時卻收到久未聯絡過的電話號碼
「梓慧的來電」
看著螢幕上的來電
快將深夜的時間卻突然打過來
這種異常感覺讓男孩感到很不安
「總之先接了吧...」

男孩接過電話
接通後只聽到對方細聲的在哭泣
但很明顯聽得出聲音是本人來
男孩頓時緊張了起來
「發生什麼事？你出了什麼問題了嗎？」
男孩急忙的問道
「你能來一來我這裡嗎？」
長髮女孩哭泣著地說道
「你在哪?我現在就來！」
男孩毫不猶疑聽過女孩的位置
連忙便衝出了門口
即使上一秒前還是和朋友一起"奮戰"著
下一秒已經失去人性拋下"戰友"逃之夭夭

半小時後
男孩很快到了女孩的位置
他著四處看都不見女孩
細心一找過後
發現女孩原來坐在河邊的長椅上
發著呆的看著河中
男孩靜靜地走近
坐到女孩的旁邊
男孩什麼都沒有說
只是和女孩一樣看著河中



女孩一聲不發
突然又哭了起來
男孩把身軀靠近她
女孩只是把頭靠在男孩的肩膀上不停的哭、不停的哭
男孩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麼
只是默不出聲的
一邊給女孩紙巾
一邊輕輕摸著她的頭安慰她

長髮女孩不知道哭了多久
哭到了什麼時候
男孩也已經忘記了
女孩他哭累了便靠在男孩肩膀睡著了
「唉...」
男孩看著女孩只是輕輕嘆了一口氣
「深夜時份走到河邊
在這個天氣熱得非常
又多蚊子的地方
身旁有著一位哭累而睡著的小姑娘
右手肩膀被淚水沾濕到不似人形
到底是什麼狀況....」
雖然男孩心裡抱怨著
但他看見靠在他肩膀上的小姑娘
只能輕輕一笑
「還是老樣子的令人操心...」

兩人靠在一起
天空的顏色由黑色轉到藍色
清晨的陽光慢慢照射到兩人身上
男孩整晚沒有睡只是讓女孩靠在自己
「你醒啦？」
男孩看著剛剛睡醒的小女孩
女孩很驚訝的自己睡著了
「做乜唔叫醒我！！」
女孩鼓起臉好像生氣了的說道
男孩看著女孩生氣的樣子
忍不住笑了起來
「行啦，我送你返去啦。」
男孩笑著推著女孩說道

在路途上
兩人並肩而行
兩人默不出聲的走著
很快就走到女孩家樓下
「洗唔洗我送你上去？」
男孩問
「唔洗啦，點解你唔問我發生咩事？」



女孩回答並追問
「你想講就會自然會講，
不過我希望你下次講既時候會係朝早囉。
打起精神啦！」
男孩笑著拍一拍女孩的膀頭
女孩低著頭說道
「你真係....同以前一樣。」
「嗯？」
　女孩突然抬起頭吻了男孩
「ByeBye啦傻仔，嘻嘻。」
女孩笑著轉身跑了入大廈

男孩站在原地笑了笑
想起以前在這裡向她表白時
也是被她突如其來擁抱著
她就像個暴風雨一樣
總是出奇的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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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星期後長髮女孩她給了個訊息男孩
她要離開香港了
訊息中沒有提到什麼原因
男孩知道後只回一句
"這次讓我送你吧。"

兩天後男孩特意向學校請假
去了機場送長髮女孩
女孩是回到加拿大去
去多久?什麼時候回來?
男孩都沒有去問
只是笑著送她離開
長髮女孩離開前給了男孩一個盒子和一本包著奇奇怪怪圖案很厚的本子
這兩樣東西重得非常
到底她一直藏到那裡去...

男孩在乘坐回家的車子上打開了盒子
裡面裝著大大小小的照片
照片上每一張都是長髮小女孩和男孩小時候的合照
勾起很多令人懷念的回憶

盒子底中有一條由塑膠圈製成的項鍊
上面寫著男孩和長髮女孩的名字
男孩記起了這一條項鍊
是小學上美術課時老師教的勞作
當時男孩很笨怎樣都做不成
那時是長髮女孩幫他一起做成的一件小勞作
但因為一起做成
作品只有一件
男孩那時因為知道沒有小女孩他也做不成這件勞作
於是送了給長髮小女孩

想不到過了那麼久還留著
看著眼前的回憶
男孩想起他和長髮小女孩一起經歷過的
真是很多很多
再看看那本沉重的本子
打開第一頁就已經看到上面寫著一句---
「愛哭鬼與蘿蔔公主的故事就此開始...」
蘿蔔公主是長髮女孩在小學演話劇當過的角色
每次長髮女孩自稱自己是蘿蔔公主時
男孩都覺得她白痴得很
活像個笨蛋一樣



打開筆記裡
入面夾雜著一些紙張
明顯地不是原來本子裡的紙張來的
反而是一些很舊有點點發黃的紙張
上面寫著一些好像是日記的格式
卻不是有著所有日子
只是一個裝有殘缺日記的筆記
-------------------------------------------------------
2002年9月2日 星期一 晴

今天認識到一個很笨的男孩
雖然常常哭著臉
但和他一起卻有趣得很。

--------------------------------------------------------
2005年11月18日 星期五 陰天

愛哭鬼他今天又再上課哭起來了
為了讓他高興帶他到水池看烏龜
但他卻笨得趺入水池中
哈哈!

---------------------------------------------------------
2007年12月25日  星期四 晴

他突然約我出來好似很重要的事要說
猜不到他是特意來告白
我真是很高興很高興
我想我一生都不會忘記...
...
...
-----------------------------------------------------------

一張又一張的筆記
雖然沒有每天都記錄
但上面寫住的事件就只有男孩和長髮女孩的經歷
有些事件什至連男孩都忘記了的
都一一被記錄下來
就像把男孩帶回以前似的

------------------------------------------------------------
2008年6月18日 星期三 雨天

媽媽說要帶我到加拿大和外婆一起生活
我怎樣抵抗都沒辦法說服媽媽
 我真的很想念"他"
我只想留在有"他"在的地方



...

...
-------------------------------------------------------------

看到這裡男孩心頭一緊
這一天的後面已經是空白一片
沒有記錄任何東西
大概這些空白的地方
就是兩人沒有再相遇一起的時間吧
但總算知道了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當男孩以為這本筆記已經完結了的時候
他揭到後面
發現上面卻寫著新的筆記

-------------------------------------------------------------
2011年3月16日 星期三  晴

大清早就要準備回香港的事
已經很久沒有踏足過了
太陽先生也來不及起床
我已經上了回香港的路程了

下午時份
終於回到令人懷念的地方
拋下所有行李給哥哥獨自就走到從前的小學門前
雖有聽過早在兩年前被殺校
想不到親自來到門前卻感慨萬分
門口大堂空空如也
早在以前的這個時候
想必有很多小孩衝了出來趕回家去
如今這裡只是冷冷清清的
人去樓空
就連門前上方的校名字樣都被拆掉下來
留下的只有一個灰白的痕跡

回憶過後
走上回家的路途
走過過去曾走過的路
想起有過知已曾在我身旁
一起哭一起笑
那個人 
應該已經忘記我了吧

走到家門樓前
遠處看到一個似曾相識的背影
不同的是高大得很
那個人的樣子突然浮現在腦海中



走前看個究竟
那個人就再一次出現我面前

他看到我只懂得呆呆站著
那幅樣子可愛得讓人發笑
那時哥哥的煩人來電催促著
只能連忙和眼前這個笨蛋交換來電便要跑回去
不知道他看到我時有什麼感受呢?
至少可以確定他還記得我吧?

-------------------------------------------------------------

男孩回想那筆記那一天的情境
巧合得像老土的電視劇情一樣似的
這倒是十分有趣
還記得那時正好想著長髮女孩她
便出現在身後面
大概這一生的運氣都花費在那一天了

-------------------------------------------------------------
2012年9月30日 星期日 陰

今天是中秋節
晚上和家人們吃團圓飯的時候
媽媽突然說要帶我們回到加拿大生活
問道何時會再回來
她卻一聲不發
我已經不再希望離開這個地方
但我一個人的力量又能做得到什麼?

吃過飯後我跑出這個無情的家
走到附近的河邊
找了一張長椅坐下
我只能在這裡低聲地哭
我不想離開這裡
我不想...再看不見你
於是我打了個電話給你
我很希望你會來
即使一秒也好

我看著那條河流
想著這個地方
我很喜歡這裡
這裡的回憶
人物 事物 所有東西
這是我成長的地方
想著想著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就坐在我旁邊
其實我最喜歡的
是因為有你在
但我什麼都做不到
我只能借你的肩膀不斷地哭泣

記得回來時找你用電話常常聯絡
我以為你已經改變了
有一些事情什麼我不知道
我和你變得很陌生
但經過今晚才發現其實你一直都沒有改變過
我在你心目中
有沒有變過呢?

這一編大概是這本筆記的最後
也是我和你的故事的盡頭
最後我還是沒能再和你好好說一句
...
-------------------------------------------------------------

「愛哭鬼與蘿蔔公主的故事在這結束。」
ps.再見啦，蘿蔔公主要返去甜餅王國啦！

男孩合上厚重的筆記本
而兩人的感情
也同樣被合上
或許...
這個故事日後還能再寫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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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的秋天
學校的秋季旅行總是珊珊來遲
學校生活沒幾樣能令男孩期待
或許只是這所學校太過沉悶
所以旅行這些走出學校的活動
倒是令人有點雀躍

回想起來也不記得清楚是在那兒
因為秋季旅行例行公事必定是燒烤
在什麼地點?有什麼特別?
到頭來回想的就只有"燒烤"兩字而
這一年的旅行來得有趣
一來已經待在這個新班級兩年了
和班上的人也融洽得來
或許班上和男孩這種白痴性格的人太多

濛濛記得那一年的旅行
男孩的班級有幾個白痴特別的
自稱破舊立新
秋季旅行什麼燒烤只是過去的
新的就帶一個杯麵來
結果上到來卻解決不了熱水的問題
只能厚著面皮到小食亭借

明明是沒什麼特別的旅行
回憶起來卻令人深刻

旅行過後讓人們期待的就是聖誕節
對男孩來說
聖誕節不過是一個受難節
唯一好處不過是多了幾天假期而

那一年的聖誕過後男孩的家發生了事情
男孩的家不再是他熟悉的家
突如期來的改變
家中多了一個陌生的人
即使有多不願意
也只能在家中帶著一個假面具生存下去
慢慢連自己的歸宿之處也失去

男孩負面的情緒每天接種而來
即使回到上學的日子也不見得開朗
男孩眼中所看的世界慢慢變得灰白
每天放學都留在學校和朋友鬼混到天黑才回家



他討厭這一個不是屬於他的家
曾經想過離開這一個沒有他立足之地的地方
但又能走到多遠
又能走到那兒去
每天壓抑著自己
他找不到人生增加他的色彩的事情

這時候同班的小女孩讓男孩的世界不再一樣
女孩她率直的行為總令男孩意想不到
她忠於自己的感情
不會隱藏自己半點的感情
開心的時大聲的笑
不開心的時便大聲的哭
遇到不公的事就站出來說

雖然女孩平常搔擾男孩
像個笨蛋一樣四處走來走去
但細心留意她卻發現那種率直的生活
不應該就是男孩所沒有的嗎?
什麼時候
每天都要帶著不同的面具去面對不同的人
什麼時候
連自己本來的樣子都忘記了
我們本來不就是率直的生活嗎?
見看著面前的笨蛋
卻想起原來的自己
這是多可笑
但男孩也因為這個笨蛋女孩
這一種率直的性格
和天真的笑容吸引
他想
應該就是在這開始喜歡上這個笨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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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一天起
突然闖入了男孩世界的那個女孩
是個笨手笨腳
少了根筋
只要放著不管
就不知道會做出什麼事情
非常危險
但又拿她沒辨法的女孩子...
但男孩卻不知不覺的
喜歡上這個女孩子-----------

上課的時候總愛看著她的側面
對她每一件事都很在意
午飯吃得飽?
冬天時著得暖?
看見她沒精打彩時
會想想她會不會身體不舒服?
雖然男孩常常會想念她
但他從來都不會主動去接近女孩
他總會有一種心情
男孩很害怕
很害怕故事會像以前一樣
很害怕失去
倒不如一直保持這個距離下去
與其說男孩沒有勇氣
不如說他只是保護自己
女孩閒時找男孩來玩樂時
男孩總會有種衝動想抱著她
但他沒有這樣做
男孩不希望再喜歡一個人
那種在你面前消失的感覺
已經不想再嘗試
但女孩依舊會來親近男孩
找他玩
找他聊天
做一些讓男孩生氣的事情
男孩每一次每一次都只能嘆著氣的無可奈何
男孩總對她生不下氣
記得有一次男孩裝作生氣
女孩連忙歉意滿滿的可愛樣子
差一點兒令男孩想得把她抱回家
也許這個犯規的模樣就是令男孩他生不下氣的原因

每一年的冬天



男孩總會走上一座山
從很久以前開始
這座山平常來也沒什麼特別之處
但每年的秋天至冬天
這座山上都會散落著美麗的紅葉
當到了那時
山上便會染上了一片橙紅色
認識這座山的原因也是從一個小女孩身上知道
這小女孩也是男孩的初戀
雖然現在這段關係已經結束
但男孩每年也會獨個兒走上這座山一趟
因為男孩心裡很喜歡這座山
很喜歡它帶給了男孩很多珍貴的回憶
同樣地也埋藏很多感情在這

中學生涯的最後一年
班級中每一個都知道這一年對大家的重要
過了後大家便各散東西
每個人都很珍惜在校園過的每一天
放學後時也總流連於學校中
時而談天說地
時而溫習讀書
時而打球玩樂
每一天都留得天也黑了才願意回家
這段時光轉眼間過了一半
很快又快到聖誕節
聖誕節前夕慣例在學校會來個聯歡會
記得上一年的聖誕聯歡
班中的學生會上台載歌載舞
到現在還歷歷在目
對比今年的
氣氛完全炒不起來
雖然有點失望
但依然盡興
也見得大家看似因為最後一年玩得特別瘋狂

聯歡過後便是一個悠長假期
女孩久不久會和男孩訊息聊天
男孩藉此相約女孩
這是他們倆第一次的約會
而這一天

也是所有事情的開始。



第十三章

正值冬天
男孩在暖洋洋的被窩中熟睡
突如其來的被一個來電吵醒
模模糊糊的拿起床邊的手機
原來是女孩的來電
男孩看到才驚醒今天正正是和女孩約會的一天
連忙整理刷洗一番便走出家門

女孩早早站在約好的地方
男孩一下車從遠處就認得這個小矮人
看著這個小矮人好似打扮了一番似的
男孩第一次看見女孩的便裝感到有點新鮮感
雖然覺得有點可愛
但沒有對她說出口

會合過後兩人開始起程
路途上女孩不斷嘮嘮叨叨的
和男孩吱吱喳喳說個不停
旁人看著也不過很可笑的一個情境

兩人到了鐵路站還要轉搭巴士到山腳
男孩以前都是途步走上山
但這一次因為自己太晚起床
決定坐巴士到山腳節省一下時間
雖然昨晚上網找尋了一下
可是到了當天卻忘得一乾二淨
在殘殘缺缺的記憶中找尋巴士站的蹤跡
而女孩在旁不斷笑著捉弄男孩
此情此境又不慬該笑該生氣好了

走了很多路
男孩終於找到上山腳的車
一下車男孩習慣獨個兒走
忘了今天是有了個小矮人在旁
想著想著女孩突然拉一拉男孩的手肘
希望跟上男孩的步伐
男孩覺得麻煩極了
一手把女孩的手撓到自己手臂
旁觀就像戀人一般似的
男孩意識到的時候
才發現自己的行為有多大膽
但女孩並沒有縮開
看似沒什麼反感
兩人就起步走上山上



山上的溫度比市區冷得多
每一次的呼吸
冰冷的空氣就隨之走入身體裡
冬天的山上沒有什麼特別的風景
路途上沒有色彩鮮艷的花朵
只有一些光禿禿的樹木
一些深綠色樹葉的大樹
不像春天似的
四周開滿不同顏色的花草
剛長成的青綠嫩葉
也不會有吱吱作響的虫子叫聲
有得只有冷風相伴
偶爾的鳥兒叫聲
和吵鬧的市區相比
這種寧靜宜人的地方
很讓人靜下心來

女孩撓著男孩的手臂
慢步慢步的走上山頂
路上兩人互相捉弄有說有笑
來到接觸山頂地方
慢慢開始看見紅葉的出現
路旁的樹木由深綠色走到橙紅色
彷彿走進了第二個世界似的
沿途有很多人在拍照
女孩好像第一次目到紅葉
對此驚喜萬分
他們兩人慢步走過紅葉區
細心感受大自然的氣息
平常男孩走到這繞一個圈會便下山
今天有點不同
他想待在女孩身邊更久
走上平常不會走的山路
路途中有女孩相伴在旁
互相說笑
這種不經意的行為
男孩已經心滿意足
在談笑間女孩說起自己感情事
「我喜歡了一個男孩子」
這一句狠狠的刺入男孩的心
男孩沉默了一會兒只是冷冷的說
「嗯...是吧。」
這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又再一次出現
那種自己的心好似被人狠狠的拉扯
讓男孩記起了自己今天的初衷
已經足夠了



不過是自己自作多情

這一天的回憶大概不會忘記
「不去擁有，便不會失去。」
今天過後男孩決定把這份感情就埋在這
這是男孩早早就決定好了的事。

 



第十四章

太陽漸漸下山
太陽下山後的山上暗黑得非常
他們倆也趕緊準備下山回家
因為不知不覺胡裡胡塗的在山上亂走
回程的路遠的非常
加上走了一整天的路
身心也疲憊不堪
幾經辛苦
終於回到上山的紅葉區
原先在這拍照的人都走得差不多
看到離太陽下山還有一段時間
兩人坐在山上的長形木椅休息
男孩盡可能珍惜這一天的時光
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約會
冬天的涼風輕輕的吹過
旁邊的樹木被涼風吹得沙沙作響
兩人坐在木椅沉默的感受著
涼風令女孩感到一點寒冷
男孩眼看在旁的女孩冷得發抖
於是把女孩抱著
兩人依偎在一起
男孩的心跳的比平常快
只希望這一刻時間可以停止下來
被緊抱著的女孩突然向男孩笑了一笑
向男孩吻下去
男孩被突如其來的行為嚇了一嚇
心跳比剛才更快
頭腦一片空白
當頭腦清醒過來時女孩已經靜靜的回到剛剛的樣子
那個吻如夢似初一樣
好像剛才的事什麼都沒有發生似的
平常冷靜的男孩腦袋突然變了個笨蛋似的
還不相信剛剛發生的事情
裝作冷靜的說道
「快天黑了，我們..下山吧。」

在下山的路途男孩一直在想剛作發生的事情
這是什麼意思?
還是說其實自己太累作了個白日夢?
兩人沉默的慢步走下山
走到快到山腳的時候
女孩突然說
「其實...剛剛我說的那個男孩
就是你。」



什麼男孩?什麼是我?
男孩腦中還是空白一片像個笨蛋似的
他沒有回應女孩
「難道你就沒有什麼反應嗎?」
女孩對著沉默的男孩說道
清醒過來的男孩明白不應該是這樣
喜歡自己的人根本不可能存在
這或許是一個玩笑
男孩不斷的思考
心跳加速得很快
就像車子的引擎一樣不斷加速
已經不管了！
男孩放棄思考
他主動去牽起女孩的手
天氣寒冷的非常
男孩的手冷得如冰似的
但女孩的手卻十分溫暖
女孩的溫度不斷傳來給男孩
這一刻
男孩的手不想放開
只希望時光能一直下去

下山的路比上山快
很快的兩人走到山腳
男孩牽著女孩的手
沒有走到巴士站
而是沿馬路慢步走
大陽早已下山
四周渺無人煙
昏暗的街燈為兩人的前方照明
沒有溫暖的陽光
寒冷的冷風冷酷的吹著他們
但男孩沒有為此感到寒冷
反而因為有她在
比任何地方都感到溫暖

從寧靜的郊區走到吵鬧的市鎮
一整天都是在走兩人已經十分疲倦
他們隨便找一家飯店共進晚餐
其實吃什麼都沒問題
重要是看跟誰在一起
吃過晚飯後兩人又再牽起了手走向車站
他們在車站找了個座位
兩人坐下等待著列車
女孩椅靠著男孩
可能因為一整天都在走路
女孩合上了雙眼就這樣靠著男孩休息



列車到了
男孩沒有叫醒女孩
只讓她一直靠在自己身上休息
男孩輕輕掃著女孩的頭髮
摸摸她的頭
看著這女孩，這不過是夢...
他回想起以前
所有事情都是一樣
家人。朋友。戀人。
所有東西都是一樣的
世界上根本不會有永恆的事物
「妳最後也會離開的」

錯過了不知多少部列車
女孩醒了
而兩人也乘上列車各自回家
女孩回到家傳訊息問男孩的心意
但男孩沒有回答
他靜靜關上了手機

這一晚男孩在床上輾轉反側
又一個失眠夜...
他動身走到樓下的公園
翻看手機裡聯絡人的相片
翻到女孩的那一列時
他停了下來
看在相片中的女孩
是一個可愛的笑容
就是這個笑容把自己融化了
男孩回復了女孩他的心意
他自己真實的感情

或者她不過是從我的世界經過，
即使如同螢火蟲的光輝一般一剎那的光輝也不要緊，
只知道這一刻自己已經喜歡上了。
言而男孩也給自己在這段關係上加了一個期限
期限過後
便忘掉這一切一切。



第十五章

寒假到了
男孩和女孩在一起
每天訊息傳情
早上叫著早晨
晚上叫一聲晚安
用親暱的別名互相叫著對方
每一天都很想念對方
那一天做了什麼
發生了什麼
看見了什麼
都跟對方分享
見面時互相緊握大家的手
就是一秒也不希望分開

寒假漸漸結束
男孩無聲無息的消失在女孩的生活中
沒有早上的早晨
沒有晚上的晚安
沒有任何先兆的
回了女孩一句「我們還是當朋友吧」
便冷酷無情的和女孩分開了

男孩覺得這是最好的
大家的感情沒有這麼深刻的時候
分開。結束。
這一段「期間戀人」就這樣完結好了
大家便不會受傷
愛自己的人根本不會有
從小自今所有珍惜的事物
都只會離自己而去
家人。朋友。情人.
反正很快這一次這個女孩也會跟其他人一樣
喜歡上另一個
然後忘掉得自己七七八八
自己從此至終都沒有擁有過「愛」
何謂是「愛」
也罷

從那一天後男孩沒有再跟女孩聯絡過
寒假結束了
迎來中學生涯最後一次的校內試
兩人的關係不再是戀人
男孩每次看到女孩時都故意躲避她



他不再跟女孩接觸
每天重複的告訴自己要忘記
但每一次女孩做的任何事情都令男孩很在意
或許已經是一種習慣
兩人一起過的時間雖然不多
對男孩來說已經足夠令他刻骨銘心

幾天後
男孩如常上課
就如日常一樣
不同的是他處處躲避女孩
而有些課女孩跟他坐得很接近
避無可避
男孩很想兩人的關係能像未開始前的一樣
互相玩弄對方
有說有笑的
現在...
看見女孩也不敢直視著她
就在突然某一天
女孩轉身
再一次和男孩
打開話題匣子
時光好像回到開始時的一樣
時間再一次轉動起來

二月
是應屆畢業生重大的日子
過了這個月後
就要跟各位離別
中六生的最後一天
過得很沉重
大清早男孩就起床
比起平常上學的時間還要早
最後一次穿上學校的制服
不忽略掉任何一處皺摺
將領子立挺
重新又一次繫上領帶
看著鏡子中的自己
一眨眼的時間已經要畢業了
剛入學的情境彷彿好像昨天才發生似的
看一看手錶
6:30
還有很多時間

揹起這個共渡了六年時間的背包
走上上學的路
乘著平常上學的列車



走著每天走過的天橋
時間早得很
男孩停在麥當勞前
叫了一個早餐
平常上學根本不會有空閒時間慢慢吃個早餐才上學
這一所麥當勞也給了很多回憶
每一次來這都是上學遲到才會來
男孩不是一個好學生
上學老是會遲到
而每一次遲到都會來這裡閒暇的吃個早餐才慢慢步走回校
次數多得連門口的校工也認得出他

吃過早餐 
時間不多不少
慢步走回學校
走在鐵道旁的巷子路上時
鐵車直行而來的動力帶起了微風
兩旁的樹葉隨之搖動
紅色的花瓣像冬季的雪天一樣
紛紛落下
春天
快要來了。

最後一次走入這個吵鬧的班房
上著最後的課
也許是最後的一天
老師們也沒有教授任何東西
而是和學生一起拍照
在白色的裇衫上留下簽名
記錄這個青春的回憶

午飯時間
大家珍惜一起的時光
在班房叫一大堆外賣
好似開派對似的
女孩也找了男孩拍照留下回憶
其中有一張合照男孩更是喜歡
派對過後
下午的時間是學校為眾畢業生舉辦的茶會
一些感慨之士上台分享對學校的點滴
感謝在這個影響自己一生的良師益友
男孩心裡也很感激一位老師
自他入學以來
這一位老師就當男孩的班主任
她總是嘮嘮叨叨的教男孩很多人生道理
高中後



雖然她不再是男孩的班主任
但也依舊教授男孩的電腦一科
這個良師不算得什麼
有時候更會有些可笑的口頭禪
讓男孩去頂撞她
每次男孩犯錯而不是兇惡的指責他
反而囉囉嗦嗦的像個媽媽似的去教導他
與其說是師生
更像是一個朋友似的
也許這個老師太過囉嗦
至今對她的說話還歷歷在目

茶會過後
班中一片沉夕
班主任也為大家給了幾句感想
說起這個班主任
也當了男孩三年的班主任
起初真的很害怕這個班主任
但認識下來才發現
這個老師很愛說故事
而故事總是帶一些道理給我們
男孩也十分感謝能夠相遇這個老師
放學後
有些人哭著擁抱大家
有些笑著的離開
男孩是一個不會怎麼在人前流下眼淚的人
雖然離別
但也沒什麼能夠流淚的地方

每個人都走得差不多
有些人還留在操場上記念最後一刻
男孩獨個人再走一走這所校園一圈
光陰似箭
不知不覺原來在這間學校留下了這麼多的回憶
那麼多的腳毛
男孩想起了他還欠女孩一張記念卡
這張記念卡女孩老早給了男孩
而男孩總是遲遲未寫好給她
他不是忘記
也不是不想寫
他故意不給女孩是想女孩每一次都來找他追還
想跟她說很多很多說話
男孩故意裝作把記念卡弄掉了
是希望親手再做一張
比其他人特別的記念卡
可惜時間趕不上



天黑了，校園也要關門
女孩還在操場等待著男孩的記念卡
時間也不早
女孩也要回家去
男孩匆匆忙忙的
跟上女孩回家的列車
在車上連忙完成這一張記念卡
說起來這也是男孩第一次送女孩回家
下車後男孩給了女孩一張親手特製的記念卡
雖然樣子怪怪的
但正是男孩所希望的「特別」
兩人再一次並肩走起來
這一次沒有牽起手
也沒有任何相伴
只是像朋友間的送女孩回家

很快女孩走到家大廈門前
兩人揮一揮手示意後
女孩轉身走入大廈
那一剎那
男孩很想上前捉著女孩的手
拉向自己擁抱她
但男孩卻停住了
當初放手的人是自己
現在還有什麼資格再拉著她的手?
男孩站在原地目送女孩她
「一切，都完結了。」



第十六章

公開試一步一步的逼近
男孩不像其他人
每天埋頭苦讀
讀書為何物
要對著自己毫無興趣的事情
為的就是一張代表你人生的成積表
難道自己的人生就是這些分數代表了一個人的價值?
人生中
難道只要跟隨那些前人們所走的路
聽從老師們的所謂正是的道路走
努力讀書
上到大學
找一份好工作
你的人生就會覺得快樂
覺得幸福嗎?

男孩身邊總有一些損友
自問自己都不是一個乖學生
總會做一些「仆街」事情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常常一起
互相影響下大家都做了一個「仆街仔」
讀書?Who fucking care?
每一天過著隨心的生活
但心裡總有一些事情是男孩放不下
女孩的事每一天都圍繞男孩的腦中揮之不去
去看她的Facebook
看她的IG 看她的Whatsapp status
每一日好像習慣一樣去看她的近況
從前的日子回憶每一個晚上都像泉源一樣
能不能當回朋友?
能不能再找她一次?
每次想到這裡
就總會想起自己放下這段感請
無情的把一切從女孩身邊帶走

三月份的某一天
老爸突然傳來的一個電話
帶來一個消息
對任何人來說
這不是一個好消息
男孩的爸爸早在他還未慬事時
已經和他們分開
雖然每個月都會聯絡
交代一下生活的近況等



老爸那一邊的親戚男孩從很久以前就十分討厭
每一個人都掛住面具帶住虛假的笑容
永遠的客套說話
慣例般的問候
明明是一家人卻生外得像上班的同事般似的
男孩的嫲嫲是傳統的潮州人
會說潮州話而且信奉佛教
男孩從小就會跟隨嫲嫲到佛堂拜祭
男孩本身沒有什麼忠教信仰
只不過是一種尊重而去拜祭
佛堂有一位老婆婆由男孩小時候就已經在
可以說是從小看男孩到長大
老婆婆常常掛住一個和藹溫暖的笑容
總有一種...
莫明其妙的安心感
而今天的消息
就是告訴男孩老婆婆已經不在
男孩和老婆婆感情不算得上很深
感覺只是一年見面一兩次的朋友般
但朋友的離去
心裡也會有種難以釋放的難受感

那一晚
男孩半夜驚醒
醒過來後便再睡不著了
這種情況已經不知試過多少次
習慣地打開冰箱
拿一盒本來是姐姐明天早餐的牛奶
倒入杯子放到微波爐加熱
30秒不遲也不早
一杯溫熱的牛奶
不太熱不太冷
男孩拿著杯子看著牆壁上的時鐘
勾起了在新年過的事情
那一年的新年
如常的去佛堂拜過後才到老爸的娘家拜年
這是十年如一日不可改變的習慣
那時的老婆婆還精神飽滿
記得那時拜祭過後
男孩坐在一張古木色的木椅上
老婆婆突然對男孩說一些莫明其妙的說話
「幸福啊，一定要自己爭取。
有啲野係只有呢個時候先可以做到，
唔好到過左諗返先後悔，知道未啊?」
那時候的男孩只是點頭回應
一個人人都明白的道理
老婆婆突然提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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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想起來
已經是最後的一次對話
什麼應該做
不應該做
後悔的事情
男孩不斷想著這一句說話
腦中突然閃過女孩的樣子
停下來才發覺
自己放不下的是她
想再次捉緊她的手
這是男孩現在最想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