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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雖然緣份只讓我們遇見，未能將你我連繫，但你的離去也許是對你一種解脫。

怪就只可以怪我在錯的時間遇上對的你，命運能夠讓我認識你是我幾生的修德，但凡事總存在正反兩
面，

「寶貝，你何以不告訴我為什麼，你的眼中充滿了憂傷」

你是我的小紅顏，我卻是你的大禍水，在你遇上我的日子裡，應該是你最不愉快的時光。

我們的相處好比網絡情人，見面次數也只寥寥可數，畢竟網絡也是我們相遇的地方，但就是我將這段
關係斷碎。

假如我們能走在一起的話，應該會很羨煞旁人吧，你會有這種想法嗎曉桐？

「其實你係想點？」

這句話是我們相識以來聽得最多的一句話，抱歉我把你捲入了我失意的世界，卻又未能為你帶來任何
歡樂，

其實我亦不知道自己想怎樣，或許是因為過於我行我素，任何事都以「想」便做，「不想」便不做，
那怕是面對一位讓我重拾初戀悸動的你也不能令我改變，也許這就是令你有決心想要離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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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賢是我的名字，是一個失婚已久的人，在一個閃電結婚閃電離婚的社會裡的一份子，所以我還嘗
算年輕，

自從回歸單身漢身份以後，花花世界不能再將我帶出網絡的世界，每天除工作以外整天都只會不斷地
上網，亦會在不同的討論區留下足跡，為的只是打發時間。

我們相遇好像是在某年的仲夏，我記得在一個不怎樣有名氣的討論區看到你的貼，在成千上萬個貼之
中看到兩個字讓我停頓下來—知己，

『知己』這兩個字雖然看似平凡，但就令我想起與前妻yanly共同渡過的往事，我們原本也是知己，
因了解在一起，再因了解而分開，

因為想念兼好奇心驅動下點進這個專頁，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大堆文字，再看看頭數行才知道是一篇文
章形式的故事，但為什麼要在這個不起名的討論區開貼呢？高登不是有講故台的嗎？為什麼就不在高
登開貼？傻的嗎？

看名字應該是一位女生吧？

應該是不想被熟人看到才會到這裡吧，一邊在猜想一邊在爬文，好不容易才追到直播當然要像在高登
一樣催文，

好不容易地申請了一個帳號，每天閒時就會催促出文，有時更發現有其他會員說文筆像旺角妹子，包
括我在內，往往樓主的回覆就是以sad的符號作表示。

時間久了，工作也比以往忙碌，爬文速度亦開始下降，再一個多月後再回到討論區看看，文章還在繼
續了，更發現首次被人發密信，

「係咪仲好mk？」是樓主，

「唔係呀！我講笑咋！」

一個月後的我才回覆，然後這個密信就沒有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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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都是靠留言回覆來開啟對話匣，她圍繞著她的知己來寫作，我就是被過去纏繞而爬文，

當初與yanly還在一起時，她也曾跟我用著留言回覆的方式來溝通，即使身在遠方，心亦一直連繫，
可恨的是緣份不能讓這五年的感情延續，更諷刺的是，我在人月兩團圓的日子遇到你，你卻在五年後
的當天離我而去，

原來本應該對yanly恨之入骨的我，被這位作者的故事勾起往昔的甜蜜直到現在的悲傷，

我曾經想過這個作者會不會就是yanly，但劇情描述又跟回憶跟不相符，從而打消念頭。

但一直要在網上才可以聊天，有時候更不知道對方有沒有回覆，時而上網看看，時而又再看看，於是
我鼓起勇氣問了她，

「不如我地交換whatsapp啦？成日都要走上黎睇好唔方便，交換左就可隨時隨地都可以傾計啦。」

為免過於唐突，其後再補充一句，

「你係女仔，你話事！無心冒犯。」

話雖如此，但接著數天裡都一直得不到回覆，在文章中留言亦是，在心想仆街了的時候，意外竟然得
到答案，

「唔好意思呀，近排太忙啦TAT」

然後再加上電話號碼，但是在看到TAT的符號時，我打從心底笑了出來，想不到在一個msn被淘汰已
久的日子，還有幸看到這個符號，原因是現在在那裡都只看到emoji的符號，那些用字體湊出的符號
已然不見。

收到電話後就馬上用whatsapp聯絡她，我記得第一句是用她的網名稱呼她，原以為她會記起我來，
卻被反問，

「你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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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我也有被人想不起來的一天，我也用了自己的網名回答，我們就這樣你數言我幾語的閒聊著，平
日比較寡言的我竟然能夠聊得如此盡情，陌生的感覺不再我們彼此之間，彷彿就如像相識多年的好友
無話不談。

當說到我的工作時，我想到一位巴打—古尊跟我說過，他跟一位心儀的女生說出他是一名技工後，
然後就是一個已讀不回的下場，當時是將我笑得肚子痛，

現在即將親身體驗時就足以讓我猶疑一下，但還是照直說出，雖然沒有即時藍剔，不過我卻再沒有期
待可以得到任何回覆，始終沒有期望就不會有失望。

不過正當在跟工作拼得個你死我活時，訊息鈴聲幽幽響起，但我只是當作群組的通知，在忙碌過後才
抽空把玩電話，訊息通知除了群組外就只有「她」的訊息而已，

「O...咁你要小心呀。」

呵呵，想不到竟然會有一位素未謀面的女生為我而擔心，更意想不到的是她沒有因為我的工種而選擇
已讀不回，或者那只我好友的特別待遇吧，哈哈。

但是在談笑之間，我發現她對技工這一個行業充滿著好奇，不斷地問我有關的問題，我只有一面笑容
一邊解答著，更笑說這工種很需要像她一樣的人才，

然而她卻像生了悶氣的說，

「咩呀，咁我唔識咪問下囉！」

然後我就繼續當解說員的崗位。

我們就這樣不被打擾的說這道那，就是忘了應該如何稱呼對方，總不可能一直以網名作為稱呼吧，但
這都是她想得到的，果然還是女性比較細心，

「叫我子賢得啦，咁你呢？」

「曉桐，叫我曉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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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桐姐姐！」

「咩呀，我細過你嫁囉好唔好！！」

「我都無講過我幾大，你又知你細過我？！」

「er...覺得囉！咁你有無英文名呀？」

「有呀，做咩？」

「咁我個聯絡人個到入既都係英文，咁無理由得你一個係用中文啦。咁係咪你whatsapp個個名呀？
」

「係呀，咁得意既你用英文。」

其後才得知原來曉桐這位女生的強項是英語，所以才將一切都英文化，而敗北點則是數學，另外更可
惡的就是她的確比我還要年輕，距離更有四年之差。

我一直都被他人認為我已經有三十多歲，所以就慣性在他人面前認老，但在曉桐面前就喜歡作弄她稱
呼她為姐姐，一直當作自己是比曉桐還要年輕，

她經常會不厭煩的說，你還嘗算年輕，何必要將自己當作一個老人。

每每我都會回答，對呀，我的確比你還年輕呀。

她又在生悶氣地說，不要再說你比我還年輕！

哈哈，知道知道。

「假如你見到我既話，你都會覺得我老嫁啦。」

「扮咩呀你！比心機做野好過啦你。」

「老啦，力不從心。」

「一時話自己後生，一時話自己老，你係咪玩野呀！？」

「抱歉啦桐桐姐。」



起初我們的溝通方式一直是用文字表達，到慢慢熟絡後，她便開始跟我用錄音功能代替，因為我知道
曉桐是不太起歡用中文，所以我並不介意她錄音，反正不是英文便好了，

另外，對於她的聲線我還是感到非常悅耳的。

本來我一直堅持用文字來回覆，但天意像是戲弄我一樣，工作像永遠不會完結一樣，假如繼續用手寫
字溝通，基本上已經不用再聯繫，所以我都開始轉用錄音功能，並不習慣，

但下一段錄音便換來讚賞，

「你把聲...幾好聽喎！」

雖然偶爾得到讚賞也是值得高興的，但即使不是面對面讚賞，我亦會感到面頰發熱，在擾攘之下我還
是認輸。

在那之後，我們一直都是用錄音功能來對話，距離變得更加貼近，自從我們相識以來，我沒有再想到
離婚後的悲痛，我以為能籍著曉桐來淡忘yanly，亦以為沒有人會把事情翻揭出來，

話雖如此，但談何容易，yanly曾在近日找回我訴說離去後的生活，當初是你要求離開，我只想你能
夠追尋到屬於你的人生才選擇放手，現在卻跟我談起懷念昔日的時光？

是我不明白還是我不想再明白？當初為了你放棄了屬於我的一切，但想到為了你，我願意付出，卻換
來灰燼。正當我想要重建自己的世界時，你又走出來說想念，

只能說我不夠了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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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遇yanly後令我已冷卻的心燃燒起來，我不清楚是餘情未了，還是憤怒，至少影響到我跟曉桐的相
處，

「你做咩呀？唔開心？」

「點解咁講呢？」

「聽你把聲死死氣咁囉，點呀？同女朋友嗌交？」

「係前妻...」

「噢...」

曉桐軟硬兼施讓我言明所有，她認為我應當處理好事情，總不能讓問題化大，還說這是我該做的事。

在那個冷雨中，我跟古尊下班後便雙雙走到公園畏首畏尾的喝酒，男人間就是不用多說話就能知道問
題所在，

「唉，你搞掂你條女先再搞其他野啦，一早叫你飛左佢你又唔聽，到依家麻撚煩煩咁。」

也是，假如早在未結婚前放手，現在或者會活得更精彩，

「唔撚理你啦，你今日好搞掂佢啦，搞掂左再同我講聲啦！」

然後眼看他一邊說「好撚凍」一邊離去。

獨自沈思應該怎樣再面對yanly時，身體已經習慣地走到她的家，從地下望上去熟悉的單位還亮起晚
燈，附近的住戶一所所的關上燈，更突出世界漸冷清，

「喂，你得唔得閒出黎傾兩句？」

「下！哦，等等我。」

不到五分鐘yanly便出現在我眼前，彼此相顧無言，默默地看著過往共同欣賞過的瓊樓玉宇，但就只



有我紅了眼睛細數，

沈默仍舊由我打破，我說了很多我的感受，才發現自己一直都忘不掉記憶，只是不願品嚐嘴邊的苦澀
。

如今，能夠大吵大鬧後，苦澀原來也不外如事，反倒更能令我釋懷，

你說，我不介意，即使是世間人負我，我亦無負他人，這應該是我自作的孽，理應承受。

我說，你不用跟我說，我已經準備好走下去的路，讓我們到此為止吧。

用這片繁華盛世來作我們分手的佈景也是不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卻不過是霧裏看花、水中撈月
。

將事情好好面對後，心中卻多出一份不能理解的遺和感，事情好像進行得順利過頭，但想不通那就不
用再想，始終我終於可以決斷一次。

至那時候開始，我一直保持跟曉桐聯繫，從未間斷，但我知道你是應屆DSE生，從一直忙碌溫習間，
也抽空來陪我渡過時間，即使是在工作中得到你一句簡單的問候，也可以讓我精神數倍，

你的每一句打氣，每一次關懷，泛起我心中的漣漪，滋潤著已經枯竭的我，這種感覺並不陌生，或者
我已經對這一位素未謀面的妹妹萌生了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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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來並不相信心有靈犀，但這次我剛想起曉桐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時，她竟然在同一時間問我想
不想知道她是什麼樣子，

「喂，你想唔想知道我咩樣呀？」

「想呀！」

「曉桐跟你分享一張圖片」

開啟來看，普通呀！我以為會妝扮過後才給我看的！不過我還是喜歡自然美，素顏其實也不差，正當
想回覆時，那知她又給我發多一則訊息，

「係咪好樣衰呀？」

「我覺得唔差呀，岩岩影既？」

「點會唔差呀！好差囉！前幾日影嫁。」

「咁我鍾意人素顏呀嘛。挑，仲以為岩岩影添。」

「唔好咁粗魯啦！」

我就是這樣，從來只有粗聲粗氣，不懂得善解風情，而有這樣一個她存在，能夠對我有適當管束，又
能夠享受自由，

「咁我係咪要回相嫁？」

「你鍾意啦。」

「搵搵先。」

在擁有數百張照片的相薄中仍是找尋不到有我的照片，無奈之下只好將跟yanly的合照剪裁後再發出
去，

「你...」

「我咩呀？」



「好靚仔！！」

「玩咩。」

「真係囉！！」

更重要是我願意受到這種束縛，原來你在我心裡的地位已然不輕，只是我沒有將情感流露出來，因為
做一個朋友比當一位戀人更能長久，而我絕對會是選擇前者的人，

這樣子持續數個幾月，彼此之間好像樂而不疲，好像是，至少我是。

曉桐跟我說了很多她跟前男友的往事、興趣，很多很多，而我只是支支吾吾地帶過我的事，

她說我神秘，我說我不喜歡分享，但所慶幸的是大家都有其同興趣—籃球，可惜的是我早早已沒有
再接觸到，她亦不厭煩地不斷不斷要求我復出，

她問我，難道你不想跟我來一場比賽嗎？

我無奈的答，想是想，但有心無力呢。

她又問，為什麼？

我只有笑淫淫的說，因為我老了，年輕的運動不適合我。

聽她的語氣像是生氣了，不要再裝，明明還年輕得很！

聽到我只得搖搖頭問她，你有看到過真實的我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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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識以來，我們也還沒有正式見過一次，只有靠一個幾張照片表達近況，直到一次因為曉桐考試地點
剛好在我家附近，而她亦因為這個原因要早早探路，

時間剛好在我工作間的接點，讓我可以抽空會面，倒不如說是曉桐將時間推遲遷就我，更聽說那天曉
桐媽媽也會在場，那時我的心真就像玩跳樓機一樣有那種離心力，卻始終不敢開口問能夠讓伯母迴避
一下的事，

一直提心吊膽到當日，一直在盤算遇見伯母後應該如應對，誰知道上天還是待我不薄，

「我叫我媽咪走左先嫁啦。」

呼，真是頓時鬆了一口氣，但還是要裝一下傻，

「下，佢比嫁啦？」

「咁我話想向呢邊行下呀嘛。」

「真好，敢問佢收唔收契仔呀？」

每次聽到她提及伯母的事，我就不其然詢問上契一事，雖然只是聽說，但總覺得伯母絕對是一位良母
，但每都只有空手而歸，哈哈。

說時遲那時快，是我應該上路的時間，但是伯母卻意外地提早離早，而我當然還在路途上奔馳中，雖
然曉桐她說可以慢慢，但我又怎麼可能讓一個女生再不熟悉的環境遊蕩，還是快一點比較好，

但是正值仲夏的太陽還真是猛烈。

迅速問過曉桐的位置後就再步伐加速，不久之後便到達了，但又出現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完全找不到
曉桐這個屁孩小鬼，電話裡又得不到回覆，

原本帶著工作的疲累加上炎炎夏天已經令我暴跳如雷，現在更遺失了她媽的女兒，簡直是在挑戰我的
極限，但身體還是不斷在走動，手仍不忙看著電話收不收到回覆，

但還是應該冷靜一下，轉身去洗手間沖洗汗水再踏上尋找她媽的女兒的路上，



當我踏出洗手間外，就看到一個與周遭的人群的年齡不相符合的身影，應該是找到了吧，

慢慢地走到她的身後準備呼喚她時，女孩已經轉身向我，面上流露驚訝表情，我知道我終於找到曉桐
，

「HI，點解你會後面既？」

「嗄嗄...岩岩去左洗面嘛。」

「岩岩仲諗緊個個係咪你。」

「係咩，做咩唔應機？」

「咁我電話無電呀嘛。」

面上掛上一副相當委屈的樣子，

「咩呀，我都無話你，驚你有咩事姐。」

女性面部表情轉換速度可謂首屈一指，由委屈變成甜絲絲的不用一秒就可以完全轉變。

想不到的是真人和在網絡世界中還是一樣含羞答答，總是有一種鄰家女孩的感覺，

她說她不美，而我只說了一句話，

「相處的感覺比樣子重要，你不美，但我喜歡你的性格。」



chapter 9

我一直都是僅憑感覺去相處，至今只失敗過一次，沒想到我這個年紀還能夠再一次體會初戀時的心動
，

意想不到我沒有被當作怪叔叔所看待，但最要命是曉桐提及身高的問題，一直在說我比她高出一點，
然而事實是她比更高，在短暫而快速的路途上她一直都在低位處行走，詐看之下我會比她多一點點距
離，

我還真的情願被當成怪叔叔。

還記得在那次分離之後，她跟我說過，我不像流言蜚語的三十歲，我比那還要年輕得多。而且還間接
提到我們年齡上的差距，是一段很好的距離，

「三年一個代溝，咁四年咪姐係無左個溝囉！」

我還裝蒜笑言，她的算術還真的很爛，一直不敢回應她的感覺，但那份天真又能令我思憶。

在那一次會面後，彼此之間談話更趨曖昧，我更承諾會再她考過試後跟她來一場籃球賽，而她更提議
當我們再一次相會時交換一份絕對不可以超越十元的禮物，

「下！咁咪姐係要手作？！」

「可以呀，唔想你洗得太多錢呀嘛。」

「咁我真係要諗諗啦...」

「你可以唔比嫁！反正你個份我已經準備左。」

「...」

一直思索著要如何製作首次的手作品，時間卻不會等人，而我這次還要在曉桐居住附近工作，真是給
我開了一個玩笑，而手上又是空空如也，

不知道是不是曉桐顧慮我，她一直都沒有再提到禮物的事，而我也不了了之。



那段時間我已經轉換用高登討論區爬文，我記得當時爬的是一位筆名—唉瘋人的文章，而他怪裡怪
氣的喜歡突擊出文，而我確實被感染了，

「喂，我今日向你附近做喎。吃個飯呀？」

「好呀，咁你幾時收工呀？」

「依家囉！」

「下下下！！！我岩岩先醒咋！等我一陣！」

哈哈，原來看著他人被突擊到是會有滿足感的，而曉桐被我突擊後更令我笑得誇張，

「笑乜尻呀你？唔撚想收工可以繼續做嫁！」

「走！哈哈哈，即走！」

原來我還身在工地，害我被師傅吐得一面白泡，下次還是不要。



chapter 10

一直等著，蚊子叮咬著，太陽又照耀著，

「好快，坐多陣！」

「慢慢唔急。」

又一直等著，蚊子又叮咬著，太陽又再照耀著，眼看有一個熟悉的身影奔馳過來，還以為是海市蜃樓
，直到可以清晰確定那身影是曉桐時，剎那間變得清醒過來，

「hihi，等左好耐呀？」

「唔係呀，幾個字姐。」

「...」

「行啦，吃飯吃飯，你帶路。」

原來一個土著人，也可以在自己家附近的路迷途，轉轉折折地找到目的地安坐時，我都已經累得半死
，

用過膳以後，曉桐一直興致勃勃地說想要去某個地方看看，然而這次用了不到十分鐘便看到目的地，
那裡是一個貨運碼頭，

我問，為什麼要來這裡？

她認真的跟我說，在這裡拍照可謂一絕。

是嗎？

對呀，我上網看過那些龍友拍的照片，很唯美呀。

哦哦。

雖然眼看環尚算清幽，時值仲夏還能感受到式微海風，還有數位老伯在這兒釣魚，但我還是不解風情
，算是我不懂欣賞吧？



「其實我想黎好耐嫁啦，但一直無人陪我黎...」

轉身望向曉桐，看她面上帶著幸福的容貌站在海邊觀看遠方，那一陣子我相信曉桐的話，風景如畫像
般襯托女孩的存在，由古至今一直都是江山用來配美人，而我只有看得出神的份，原來美的，並不如
曉桐所說的風景，反而是有女孩站立於風景之間。



chapter 11

「想再黎既，下次再搵我囉。」

只見嘴角微微上揚，然後突然變面了！

曉桐又變面了！

她又變成那個孩子戲的曉桐，一直拿著手機到處拍個不停，我還在含淚讚嘆女性變面的速度的同時，
她已走得老遠去...

那晚曉桐給我傳來兩張照片，一張是夕陽西下，我馬上用作桌佈，再傳給她看，

她問，嘩！你當真會用呀！那可以再多用一陣子嗎？

我答，當然啦，誰叫你這麼會拍。

然而，另一張則是在碼頭路上，偶爾拍到半邊我，而作為回禮，曉桐亦將「半邊我」的照片設成桌佈
，

她更笑說，大隻仔上鏡了。

只可惜，我以為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由於工作上過於忙碌，我已不能夠長時間接觸到電話，更
遑論再秒回，聯繫只在於斷續的問安，久而久之，我再沒有這樣的習慣，

而yanly更在這期間不斷找我，或者我是寂寞太耐，我竟然把過往的傷痛都給忘記，我們又走在一起
，關係當然大不如前，

我曾經對yanly分享曉桐的存在，換來的只有冷眼看待，說我經已變心，但她沒有想過，是誰摧殘當
年的信誓旦旦在先，而我也變得沈寂起來，已經放棄了爭吵的權利，一切隨遇而安便是好。

不過並沒有將曉桐忘記，在我們剛相識時，亦是我還處於感情困境的同時，她為逗我一笑而開腔贈我
數首飲歌—耿耿於懷，



偶爾我也會將曲目播放，聽你那時開懷的聲調，可惜就像諷刺我倆的關係。

只是我僅僅在意的是一首英文老歌，

<That's why you go away>，

起初聽到曲目內容是認為曉桐還是忘不到她的初戀，原來一切都是她對我說出的真相，她早早便知道
我對yanly未能釋懷，只是她沒有將事實道破，一直默默支持陪伴，

我一直都在高登討論區浮沈，用文章來忘卻我在曉桐人生寫過的一個污點，在偶爾發現原來曉桐曾經
對我發送過私人訊息，

「突然間你消失了請問你是甚麼意思？明明說好了不會隨便掉下我不顧的。

看見你上線好幾遍，剔號卻還是灰的，

即使不想再談至少也應該說一聲吧，連結束抱歉甚麼的甚麼都不跟我講，

還感激你贈我最痛最痛日子。」

曉桐是我的良朋伴友，但原來我一直在她身上灑鹽，在你未遇上我時，你的世界定必多彩多姿，但即
使是我這樣的壞男孩，我仍不想跟你道別，

我們都知道這段愛情是一場錯覺，
但是只因我們都曾經體會到別離的痛心，所以不謀而合地對昔日的痛一笑置之，大家只專注於眼前，

本來我應該試著忘記，

但有些事在我腦海中縈繞不去，

當初是我帶給你這一種感覺，

現在又是我將它摧毀，

我一直都是個無膽匪類，當初信誓旦旦的保證過，即使遵守不到，就如曉桐所說一樣什麼也不說一聲
便蒸發掉。



chapter 12

「其實你點解唔block左我呢？」

「一直係咁見到你上線又落線，但無一次係回覆。」

我一直都有收看，只是我慣性關閉藍剔而已，回覆，是很想，但是現在我已經不再是單身，要做什麼
也得思前想後，盡管我倆只得空殼。

現在我只養成一個習慣，在忙裡仍偷閒看看你的近況，雖說很變態，但這個行為會令我想起你以往替
我打氣的說話，就算再怎樣嘗試往死裡忙碌，病得神智不清，也只會一味地想起她，就是想獲得一句
真摯的問候，只懷念當初深情厚意的對話，

「現在我的心早已迷失方向」

盡管你仍會偶爾給我一段文字，只可惜我已深深被你痛恨，我只可以默默等愛侶入睡後才偷偷地了解
你的近況，才將自己近況改為與你相應的文字，我終於明白念念不忘為何而念，為什麼而不忘，

盼望你仍有天會看到我的近況。

縱然我很想跟你說一聲抱歉，但每當重溫舊對話時，你叫我封鎖你的話語一直揮之不去，每當在對話
框編寫「對不起」時，思緒又給我當頭棒喝，欲言卻又止。

「現在你要我忘卻，你所說的一切」

這樣的時間維持半年，本應認為我們已經可以不了了之，卻又在命運安排之下，又被編排到曉桐的家
附近工作，而這次是真的在她家旁邊工作，

起初被同事問到曾在這邊工作與否，口裡否認，但腦海卻憶起那時曾一起走過的既熟悉又陌生的路，
看過的風景，相處的日子，

看著那熟悉的公園、碼頭被橙紅色的天空所覆蓋，不知道你會否剛好也在窺看那相隔很遠的這片天？

工作其間一直心不在焉，一直盤算應不應該再找曉桐，生怕被討厭得連訊息也不會回覆，可是基於禮
貌，我還是下了決定，



「你最近還好嗎？」

隔了半小時左右，才收到曉桐的回應，感覺似是很平淡，

我問，有空賞面出來嗎？

她說，可以呀，但我很快要走了。

我回答，沒有問題啦。

可是一直沒有想到碰面後應該說什麼，嘛，隨便就好，只要我能夠道歉就好。

一直緊張得精神緊繃，雖然知道與約定時間接近，但仍是不慌不忙地來來往往走到垃圾桶旁「打邊爐
」，確定自己可以平靜下來才回到那「蚊子」公園再次等待，

不久之後，既熟悉又懷念的那身影再次進入眼簾，看著曉桐仍像初相會時笑容依然，可是眼眸中卻流
露出傷感之情，

「Hello，又等左好耐呀？」

「唔係呀，一陣姐。」

「咁你吃左野未呀？」

「岩岩先起身，行啦。」

陪伴她到附近的食店買了一份早餐，早餐？應該是下午茶才符合黃昏的時段，我們並肩走到附近的位
置坐下來，

曉桐問我，你沒有想說的話嗎？

我回答，我一直都是個寡言少語的人。

快點道歉呀白痴！



她再問，那你叫我出來幹什麼？

我答，就只是想聊聊而已...

她說，哦。



chapter 13

看著曉桐由期待面孔變成冷眼看待，原來我是如此般懦弱，只會空口說白話。

她問，那你能告訴我，當時你為什麼要離去嗎？

我問，你真的想知道嗎？

她堅定地答，對。

我將一切和盤托出後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只是靜靜地坐著，待曉桐用過膳後，便雙雙起行送她到目的
地，

在車廂中，她問我有沒有聽麥浚龍和謝安琪合唱的羅生門，

我答有，

而她續說，認為那男孩很悲慘，被喜歡了六百週的女孩所矯正十年的感情，感覺真的不好受。

我只是沈默代替回答，因為我亦不知到該如何答覆才好。

在漫漫車途上，好不容易找到位置可以坐下來，這次亦是我們第一次如此近距離並肩而坐，

嗅到那清幽的髮香，手臂有意無意相碰，正當我不知所措得強裝鎮定時，

她問我，其實可不可以看一下你太太是什麼樣子嗎？

我說，可以呀，不過等等。

又在那基本上沒有什麼合照的相薄中找尋yanly的照片，

「你睇下呢張囉。」

「有無一張無咁chock嫁？」



「呀...等多陣。」

「咁呢張呢？」

「哦...都ok呀。」

然後我們又再一同沈默下來，差不多到該下車的站頭時，曉桐再一次問我有沒有想要說的話，我依舊
答沒有，

我知道這次應該是我最後的一次機會，可惜我仍然不懂得珍惜。

在這次分離以後時間又過了一段距離，我們仍會斷斷續續地互傳訊息，但曉桐已經沒有當初的耐性，
我是理解，但我所做的行為就像遇溺的人一樣，拼命捉緊手上的救命稻草，害怕失去。

還記得大概八月尾聲時，我跟公司申請了數天大假，跟一眾友人到郊外散心，我記得當時的聯繫似有
還無，但仍然會向曉桐聲明，

還記得那三日兩夜的旅行中，我倆似是尋回當初的感覺，每天都聊得忘掉睡眠時間，

而你仍會為我的身體著想，叮囑我少喝一點酒，抽少一口香煙，可是不知道何謂健康的我當然繼續放
縱，

亦可能因吸收過多的酒精的關係，讓我說出很多情話，道出很多想念，令到你問我一句刻骨銘心的問
題，

「你已經知道那邊是最好了嗎？」

我沒有多餘的想法便答，你。

雖然這樣說會對不起與我同床共枕多年的yanly，但我已經不清楚我與yanly的關係，好比一對同居的
陌生人一樣，

平日只有一句「我返黎啦」之外，根本已經無法再溝通，安睡後亦只是各自懷有各自的異夢。



然而曉桐在我樂與悲時浮現於我的腦海，得不到雖苦，但思念更苦，每每忍不住衝口而出的感覺，又
會想到身邊的那個，心裏卻對兩個女孩的內疚感日益增長，

熟悉我的友人經常有意無意地對我唱出「閉起雙眼你最掛念誰，眼睛張開身邊竟是誰」，我不得不佩
服作詞人的本領，能夠將心情以歌的方式呈現給歌手唱出，

「我忘不了你的吻，這深摯的情感，將綿綿不絕。」

當初的我有曾想過將我們那短暫的故事用歌詞的方式寫作，但奈何，以我的才智兼音樂細胞並不允許
，所以只好將這個想法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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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旅行過後，一直被這想法所困擾，我會想到我這樣的死纏爛打會不會給曉桐帶來煩惱，她剛踏足
社會，應該會有很多不愉快，理應不該為女孩增添煩惱，

但隨即又想，或者我消失於她的生命裏，又有誰能替代我好好支持鼓勵這小女孩，

但我又真的能夠勝任這位置嗎...？

再看看你的近況，你與某男孩合照的頭像，你對我的態度，雖然是我的活該，但心臟的跳動會令我感
受得到窒息，

「但我卻不是你心中想念的男人，原來那就是你想要離去的原因。」

其實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會有呷醋的感覺，哈哈，

原來眼看自己心儀的女孩跟別的男孩合照，感覺真的不好受，

有時候，偶爾會心想假若那個男孩是自己的話，你說這該多好呢。

另一邊箱又心甘情願地為這幅合照而給曉桐送上真摯的祝福，雖然痛，但至少女孩仍然可以放下這段
不成材的關係，重新上路，即使再不好受，但這應該是值得高興的事...吧。

記起當初承諾即使再如何辛苦，亦不會跟你這位「朋友」道別，記得當時你滿懷信心地相信；

記住你為我工作的辛勞而憂心的樣子；

記得你不厭其煩為我的壞習慣作出勸喻。

重重難關都是你陪伴我經歷，我敢斷言你有足夠了解我，然而我對你，只有努力想起你的碎片，只可
惜我的記憶力差得令人髮指，

即使再努力想捉緊碎片，亦敵不過時間的沖洗。



「獨自一人坐在這裡，不知道身在何方，亦不清楚何去何從。」

縱然你沒有想到結局如此，但始終你我都懷著各自的故事，然而我只是比你踏得更前而已，我有我必
須負的責任，

壞孩子的角色就讓我來扮演，畢竟我本身都已經壞得淋漓盡致，就只差一個壞男人的「名份」，現在
或者是將任務完成的時候了，哈哈。

斷斷續續的聯絡變得更可有可無，偶爾失了蹤影，偶爾來個已讀不回，原來令人討厭的事情我亦很清
楚嘛，

只見曉桐對我的態度已然變得不耐煩，

「其實你，想點？」

「無呀，只係黑到痺姐。」

我在做這個決定之前，亦即是曉桐仍舊開朗的那時，我笑言會將我們的感情用故事形式來送給她，然
而曉桐不知道我以後的打算，埋葬關係。

「嘩，竟然有人寫故比我！（面紅）」

「請比感想（哭笑）。」

… … … …

「不過你都唔會寫得好多啦。」

「總會寫得出既。」

我將草稿發送給她看看，又感嘆地說，

「我會完成左個故，比你睇埋先再出。」

「邊有人咁嫁，梗係邊出邊打啦。」

「咁你知我時間不嬲都唔夠用。」



然而她認為我沒有時間就不應再寫作，假如堅持，便應當努力完成，

我說，我會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

然後，就是現在，

「同你傾計好攰，又唔知你睇左未又唔知你覆唔覆，成日傾一排又消失一陣，其實我都唔係你邊個，
但咁樣我都okay攰，睇緊都係冇覆到，以後都唔傾都okay架。

次次第一句就問，你最近還好嗎？

如果係咁斷斷續續可以唔再傾架，或者係我態度太差，但一個我ok緊張嘅人成日消失，

唔通仲要我笑笑口？我真係做唔到...完。」

「其實，都已經唔緊要啦。因為呢次係最後既一兩次對話，最後一次就係我完故之時。

對唔住。」

她任性的問我，不如不要出故，那麼...就不會有最後一次...對嗎？

我能感受到曉桐的無奈與不捨，奈何能做到的事情並不多，又何必浪費她的光陰，

我冷冷地對她說，要來的，始終會來。

她續問，那麼不要出故，不要再有下一次，不要再繼續，可以嗎？

可惜我依然堅持立場，她想要的解釋，我回答，她的種種任性要求，仍無改我的堅決。



chapter 15（完結）

本應如釋重負，可惜沒有，反而倍增心痛。不過這樣就好，我已經成功令你厭惡，其他都變得不再重
要，時間久了，我就不再是你心中惦記著的男孩，

即使被他人當作我將責任推卸給你，我仍然會笑說不介意。

「That's why you go away I know.」

「謝謝你陪我過了最難過的時間，
謝謝你陪我去了我想去的地方；
謝謝你一直給了我這麼多回憶，
謝謝你知己，不要用禍水了。」

這是在我臨近出文的前夕，收到曉桐傳給我的話語，

這些話應該是由我說出口，現在由你來對我說，這是有多麼諷刺的事情，

但還是感激曾經有你陪伴的日子，但願你能夠放開從前，好好重新上路。

曉桐，對不起。

《全文完》



後話

雖然稱不上聯繫，但你仍然有時會找我，談論到那些兩小無猜的第一次，

你說，我記得當時你是第一位知道的，然而這次亦不會例外。

縱然得不到我的回覆，但還是覺得你已然變得成熟，不再是那懵懂的小女孩。

還有，感謝你前陣子為我的學業而打氣。

這真的是最後一次，還望在某天的相遇，我們仍然可以笑談過去，暢論現在，知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