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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狂想曲

那天，我拿着傳單對着我的父親說：「阿爸，我要出街派呢張野。」
他稍為望了一眼，然後勃然大怒說：「邊諗過叫你派埋啲咁嘅嘢！唔准派！」
「係我自己決定派既，點解唔可以派！」
「你知唔知咁樣會俾人拉架！會毁咗你前途架！」
「咁又點啫！而家擺明係佢哋唔啱喎，點解我地要退縮！」
「依家咁安定繁榮唔好咩？有得食有得住就唔好怨咁多啦！」
「有得食有得住？莫講話住啦，你知唔知而家出街食飯閑閑地都要50、60蚊，港元貶值仲令到啲樓
價炒貴好多，根本香港啲樓都唔係香港人住！你連最Basic嘅都咁難得到，你覺得仲安定繁榮得去邊
！」我忍不住對他開火。
「大局為重啊細路，香港咁難得先至天下太平，點解你又要搞亂佢啊！係咪要等到香港無日安寧你先
至安樂啊！」
「你根本完全本末倒置曬成件事！搞到香港無日安寧嗰個唔係我哋，係負責管我哋嗰條友！知唔知點
解我地要咁做，就係因為咁嘅政權先至逼到我地要咁做！」
「你咁做又有用咩？你到最後咪又係自取滅亡！哎我唔理你啦，你想去死你自己去死啦！」
就在那天，我被離家出走。
那張傳單甚至不是呼籲人使用暴力，就連純粹要求遊行，也可以被告一堆罪行。
什麼非法集結、顛覆國家政權、遊蕩、蒙面、不誠實使用電腦等等，都可以是打壓的理由。
重現當年旺角的騷亂，或者只能存在於夢想中。

我是一個19歲的青年，生於2047年。
2047年，正是五十年不變的最後限期。
一開始而了解局勢的我，有小至大就接受教育的洗腦。
不只是普教中，簡體字那麼簡單；
現在就連中學，每月都要唱一次國歌。
小學每天都要帶着那醜樣的紅布上學，根本和國內沒有分別。
教的不只是所謂國民教育，還教我們要尊敬黨佩敬黨等等。
生於這樣的時勢，誰也被洗腦成那些黨來黨去的奴工。
無論你是香港人還是內地人。

上了中學，還是上那些扭曲事實的歷史與通識課。
一面倒地說着香港當時的光景，還扯說現時香港已經比當時「進化」許多；
聽到真的不知他真心還是諷刺。
說到治安那方面，卻自己說自己嘅的系統完善，還把葉繼歡那老掉牙的案件拿來說。
遊行這個之字只在那些什麼愛國愛港的賣港遊行中出現，對於那雨傘運動隻字不提。
你問我「根本沒有人教你什麼是雨傘運動，你點解會知道？」
幸好，香港還有互聯網。

即使使用翻牆軟件是違法的，我依然要冒險使用。
為的，就是和外界的交流。
不知從何時開始，香港上網每天都需要翻牆。
如果被人捉到你使用翻牆軟件，最重可以判監兩年。
罪名？ 不誠實使用電腦。
當中，我也是靠網上的蜘蛛馬跡找到50年前那些示威活動。
看着軒尼詩道滿街都是人，我嚇得目定口呆。



還看到當年旺角的事蹟，我簡直難以相信。
原來香港，曾經擁有自由。

說真的，當我知道真相後；
我甚至後悔自己出生得這麼遲。
就像我錯過了爭取自由的機會，現在唯有別無選擇地屈服。
我甚至對那些眼白白看著自由任意被壓榨的人產生疑問。
原來50年前，那些人被叫作「港豬」。
如果是這樣定義的話，那麼現在整個香港根本是個養豬場。

現在，如果想討論這些「敏感」議題；
就只能自行翻牆到其他討論區討論，不能夠直接公開討論。
於是，我認識了一群年青人。
一群希望重拾50年前那決心的人。
那些傳單，就是他們的製品。
希望重拾七一遊行的傳統，到現在那本末倒置的遊行中示威。
希望從一眾和理非非的聲音中突圍，希望得到改變。
卻沒想到，就在七一的前夕；
這群人就被連根拔起。
被消失。

從此，旺角那黑夜就只能存在於我們的狂想中。



學生的原罪

變態的政權，同時帶來扭曲的社會。
任何社會民生問題，自從表面着手。
政策根本治標不治本，卻將問題歸咎於民眾身上。
不斷互相推卸責任，從而達致問題惡化。
而最終受害的，又會是誰？

「你先得個十令歲，有冇資格講呢啲嘢呀！」
有很多所謂長輩，一直拿自己的過去作比較。
「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依家啲細路真係好脆弱」；
在這幾年間，我都聽不少這類的話。
說我們自以為是，反訴我們抗逆能力低；
全部都是一直維護自己利益的人。
而我父母，就是這類人。

有小至大，我父母談論的都是利益和效率。
童年，就像孤兒對父母的概念一樣，根本不存在。
就像香港的郊野公園一樣，通通都拿來發展起樓。
我生於2052年，今年讀中三。
由於我對過去根本沒有概念，我根本不知道相對50年前；
我所讀的到底是哪個學歷。
我只知道，如果將來想在香港生存；
你就不能浪費時間休息。
為什麼？我根本沒有時間去想。

我父母和學校從小就督促我的學業，管理手法變態得沒有極限。
應該用我學到的名詞說——軍事式管制。
就像當兵一樣，不只有既定時間表；
還存在多種規定，例如限制你吃飯的時間。
不只你的日常生活受到規限，就連你的成績也會受到規管。
如果你成績是全班的後十名，你將要在星期六日上保底班。
如果你成績是全班的前十名，你結要在補課後再上精英班。
更不用說那些不合格的，你不被踢出校已經算幸運了。
所以無論你成績有多好，無論是不及你班的好；
還是全班第一，你最終還是需要接受補課的命運。
你認為補課對我們成績有多少功效？不多。
校方一定知道，但如果你跟他說道理，但是會用責任反駁你。
「讀書係做學生嘅責任，除非你唔想做學生！」
或許我不想，但我沒有權利選擇。
試問如果不做學生，將來還有機會生存嗎？

在我父母的嚴密監督下，我當然進了好幾間名校。
由幼稚園、小學、中學，他們都經過嚴密部署。
他們自己選擇了我的路向，還對我說有夢想的才是「廢青」。
「喺呢個社會靠夢想係冇可能生存，要生存就要貼近現實。」



這些話我聽過無數次，我也沒法有異議。
還說如果我當個「廢青」，就和犯罪沒有分別。
因為我們背負的，或許就是夢想這個原罪。

還記得中一的時候，我班上有40人。
現在到了中三末期，班上只剩29人。
有是因為成績太差，被學校踢出校。
有些認為學校太差，專到比這間學校跟有名的名校。
而剩餘一半的，大概都自殺去了。
我不確定，因為我根本不知道。
因為，校方只認為這些學生失蹤。
為的，也許是維護自己名校的聲譽。

不知從何時開始，自殺人口在報告中變得不可信。
聽說50年前經常可以看到有關自殺的新聞，但是現在就連自殺都隻字不提。
但在民眾的討論中依然聽到有關自殺的消息，每次談起都議論紛紛。
「聽講隔離間學校又有個學生跳樓自殺喎！」
「唉依家啲細路真係越嚟越唔捱得，想當年我不知幾辛苦啊！我依家咪又係好好地！」
「咪係囉！都唔明依家啲細路諗乜，自殺又解決到問題咩？做心理輔導唔夠咩？」
就連走過一間快餐店，都能聽到一群人冷嘲熱諷那些自殺死的學生。
說的內容不外如是，都拿什麼什麼來比較。
還說自殺解決不了問題，自己卻袖手旁觀。
說政府已經盡最大努力，錯的都是那群學生。
累得連負責心理輔導的社工，也自殺身亡。
這種極端的連鎖效應，也許就是高壓統治的結果。

但說到最尾，我們也沒法改變我們的原罪。
根本，錯的可能就是我們。
錯就錯在，我們生於這個悲慘的年代。
封建、衰退的年代。



港豬烏托邦

「總之唔好阻住我返工啦！」
這句說話雖然非常刺耳，但卻耳熟能詳。
貌似在哪裏聽過，又像在哪裏說過。
而且前面總夾雜着一堆事情，不論是好與壞。
說過，但卻總想不起說過什麼事。
就像是自己大無畏地上班，控訴着擋着自己謀生的事。
而這種精神，就被譽為「港豬精神」。
因為謀生，所以無論發生什麼，都是擋着自己上班。
因為生存，所以就對政治冷感，甚至時事冷感。
而產生的那種態度，就連一個人自殺；
也可以抱着涼薄的態度，冷漠地冷嘲熱諷一番。
因為他們的價值觀，並不存在人性這項目。

如果「港豬」遇上「烏托邦」，會變成怎樣？
而我，便是其中一隻。
生於1991，已退休近十年的我；
其實很討厭被人叫作「港豬」。
一方面這是一個貶義詞，用一隻畜生來形容人性。
而另一方面，是我直到現在才明白到；
為何我會被別人叫作「港豬」。
不是因為我像一隻豬一樣，而是因為我們坐視不理，視若無睹的態度。
那可怕程度，及得上那個政府。

那個時候，大眾的眼光，大概都只是為了錢。
那個時候，有錢就代表一切。
你有了錢，你就能上樓置業。
你有了錢，你每天下午吃下午茶都沒有人說你是「癈青」。
你有了錢，你追求夢想再不是不切實際。
總之當時，有錢就是萬能。
所以那時，無論是誰都想追求利益。
所以，就出現各種扭曲的情況。
為求的，都是瞬間的摧璨。

瞬間的摧璨，帶來無休止的摧殘。
殘的，不只是市民，還有香港。
自殺率上升，注重各種基建；
卻忽視各種民生問題，就連救自殺的人也跳樓。
欺凌沒改善，現實的社會帶來惡劣競爭；
這種風氣由社會傳染自學校，為下一代帶來更現實更扭曲的價值觀。
人口老化，本地人才流失嚴重；
口裏不斷說輸入外勞，其實根本無心挽救社會各種問題。
無止境的扭曲，無止境的染紅；
接着，就是衰退。



即使，各種不公義的事情不斷發生；
社會很多人都無動於衷，始終如一的接受。
即使口裏說什麼強烈譴責，實際上什麼都沒做。
但我們又能怎樣，難道我們得上街拋磚示威？
我不能夠。
但諷刺的是，我現在卻後悔。

那時，我抱着一種處事態度；
我認為不是社會不接受我，而是我未習慣社會。
一打開電視，少了一個台，多了一個來自內地的；
全部台都已經轉做普通話、簡體字，只是我一個未能接受。
即使政治有多黑暗，政府有多荒誕，社會有幾扭曲；
起碼整個package風光燦爛，沒深透一絲的黑暗。
那是覺得越見時事越覺煩，閉上了眼睛，寧被自己蒙蔽。
嘗試由好的方面出發，或者看着自己的稅金在維港上空閃爍；
能夠盲目自己的感官，放開對世事的感嘆。
因為，不是我不做什麼，是我不能做什麼。

如今，看見香港已經與「烏托邦」沒兩樣；
我只能夠愧疚，我只能夠默默地接受。
2066年，香港的本土文化已經蕩然無存；
就連「香港」這個名詞，亦都名存實亡。
不知道如果「港豬」遇上這個「烏托邦」，能否再說得出那句話。
或者，你連說句話的機會也沒有。

https://youtube.com/watch?v=HJ9b5oO30LE

https://youtube.com/watch?v=HJ9b5oO30LE


女俠退休後

曾經，街道上布滿了我們抗爭過的痕跡。
現在，就連我們自由過的痕跡也消失得無影無蹤。
陷入衰退的香港，就連中央亦開始唾棄。
所有有用的都已被完全蠶食，剩下的就只有軀殼。
東方之珠這個稱號，早已被取代。
就連全盛時期的「女俠」，也必須被退休。

我生於1997年，那所謂回歸的年份。
在社會還未衰退之時，我用盡一切辦法挽救。
參與六四、七一等遊行，出席各種示威集會等等。
每次我都有着手籌辦，計劃各種策略等等。
但是為什麼我會被稱呼做「女俠」，就要由一次騷亂講起。

在2016年，由於一次旺角騷亂，再有各種社會問題；
加上那年六四警方的無理執法，繼而引致七一那次的騷亂。
初時，由維園開始集合，台上那班人強調非暴力；
卻看見圍住維園的已經是一架又一架的警車，就像等待着罪案發生。
起步的時候，左右兩旁不時發生警民衝突；
途中怨氣不斷累積，亦看見部份示威者開始裝備起來。
龍頭到了金鐘道，龍尾仍然在維園中。
當我走到軒尼詩道，突然看到一旁的警察豎起黃旗；
明明就只有肢體碰撞，警察還不斷向人群推進。
雙方開始鼓譟起來，有一群示威者成功突圍；
然後一群人湧進菲林明道一帶，其後龍頭龍尾的人群開始四散。
警察當然料到有衝突發生，但由於示威人數眾多，未能逐一設防。

於是，有位警察在「臨危不亂」的情況下，向人群「無意間」掃射了幾枚子彈。
聽到槍聲後，我突然發覺我的腿突然劇痛。
然後整地到是血，連我也嚇著。
我沒有暈倒，但我整個人就扒在馬路上，慢慢地爬動。
不斷有人對我拍照，亦有好心人幫我扶住。
到了路邊的一旁石膊坐，卻看到警察逐漸推近。
還不斷發了瘋一般向群眾叼催淚彈，還不停地大聲喝罵。
部份沒有裝備的民眾到後面躲避，而前面的就只有叼磚頭還擊。
但人數不多，警察還是一步一步地推進入來。
而且，警察亦叼磚頭還擊，令場面更加混亂。
而我則坐在一旁的石壆，雖則危險，但我無能為力，亦無法走動。
期間，還聽到警察說了句話：「今日唔叼死個女仔唔好收工！」

示威者的防線始終無法守住，警察的推進速度加快；
並推進到我的位置，但你猜到他們做些什麼嗎？
不是幫我急救，而是粗暴地將我拘捕。
被拘捕的一瞬間，我被撞到失去意識。
無從得知拘捕後發生了什麼，醒來已經去到醫院；



還強行要我背負幾條罪名，明明我做的就只有遊行。
「非法集結」、「遊蕩」、「不誠實使用電腦」等等都被他一一扯上。

事後，傳媒大事報道有關我的新聞。
並且在網上廣傳，開始有人稱呼我作「神奇女俠」；
諷刺警方無理取鬧，由一個普通人升等做女俠。
但是，我左邊的那條腿已經半殘廢。
要靠高昂的藥費進行物理治療，我當然難以負擔。
但網絡上，居然有人幫我籌款捐助我康復。

但好景不常，23條立法、跨境執法等法律一一通過；
民間又開始發起各種遊行集會，差不多次次也引起騷亂。
水炮車、在橡膠子彈等逐一上場，令示威者無計可施；
使用更多自製武器如汽油彈反抗，但依然次次失敗收場。
即使我仍然未完全康復，但會次有遊行；
我都會坐在輪椅上場，不論辛苦與否。
為什麼我這麼堅持？因為我不想成為沉默的一群。

每次抗爭失敗，不是因為沒有策略、不夠武力。
失敗的原因，是在於人數。
隨着多次抗爭帶來的拘捕行動，人數已經銳減。
再加上大部份人口裏說支持，卻永遠坐在屏幕面前吃花生。
永遠靠那一小撮人來完成你口裏的革命，自己卻動也不動。
這樣的革命，永遠不可能成功。

於是，隨着一個又一個的十年過去；
原本年輕的，都慢慢老去。
原本熱血沸騰的，慢慢變得心灰意冷。
荒謬的事情逐一發生，卻無人津問。
現在年輕的，個個都被培育得豬一樣的心態。
即使偶爾有幾個醒覺，馬上就被人捉走調查。
香港已變得和大陸沒分別，可以說已經統一。
我們老去的一羣，已經不能夠在做什麼。
只能夠無能地觀望時代，一一天變醜。

如今，我有了自己家庭；
就快供完自己的樓，每天過着沒有自由的生活。
活在就連在網上說錯句話也會被消失的年代，我都只能坐在一旁。
看着馬路那淡紅色的痕跡，每天被一輛輛汽車輾過；
就如看着香港一樣，等待被完全刷走的一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bwqQ-zYj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bwqQ-zYj4


十二月二十

寫作，也許是我們最後發聲的渠道；
不單只要令政權知道，還期望叫醒更加多裝睡的人。
利用我們僅餘的自由，作最大的反抗。
這些文學，卻被外人視為茶毒港人的毒品。
甚至連喻意隱晦、黑色笑話的文學作品，都被理解成鼓吹港獨，反政府的毒藥。
就像文革時期，那些不斷批鬥知識分子的人一樣。
香港，正在經歷那個時期。
不，還比那時期更嚴重。

生於2049年，生活在這封建的年代；
恍似看見100年前，文革時期的中國。
年輕的全部都被洗腦，全部都接受了共產黨那美好的故事。
那些失去了批判思考的人，走上了百年前批鬥之路。
無論你是行為上，還是言論上，甚至思想上不滿政府或中央；
你都會被視作「不正常人」，又或者批鬥你。
總之，一律有異見的人都會被視作異類，並對他們作出批鬥。
當然，我便是異類的一份子。

十七歲， 50年能做到些什麼？
遊行、示威、佔領、上街表達意見等等，還有能上那些還未被高牆封鎖的網站表達意見，還能暢所欲
言。
那麼現在，你還能做些什麼？
示威遊行？只怕你還未上到街就已經被捕。
打算上網表達己見？只怕你會無故被消失。
打算和別人談廣東話？那要小心被人告密。
我知道我不能做些事情能夠改變大局，亦不能驚醒那些被洗腦的人。
那麼到底，我做了些什麼？

一天凌晨，當我翻牆尋找那些失落的廣東歌時；
我聽到了那首歌，讓我突然有靈感作一個故事。
如果我不能硬碰硬的寫出社會的荒謬，那麼我就用那個故事來隱約的諷刺時弊。
在這荒誕的社會，就連文筆一般的人；
都能源源不絕，寫出一章又一章的千字文。
透過那首歌的故事，發洩我對社會、對政府的不滿。

於是，我將那一連串的故事放上去那地下論壇。
所謂的地下論壇，只不過是在牆外建立一個「異見」討論區。
當中大部份都是年過60的同路中人，只有少許是年輕人。
大部份教科書沒教的知識，都是來自這個地下論壇。
幸好有了它，我才不會成為洗腦兵團的一份子。
放了上去半周，就已經有過萬人看過；
即使文筆不算好，卻有很多人叫我繼續連載。
甚至越鬧越大，事情開始浮上水面；
就是這部份，我便開始出事。



因為有了一群觀眾要求連載，再加上政府的密集式轟炸下；
我把這個故事不斷作下去，越作越多，越作越受歡迎。
最後故事終於由地下傳到社會，由社會傳到政權耳邊。
期間我都保持低調，只在地下論壇裏分享故事。
然後有一天，他們終於找上門。

一天我還在寫作，突然聽見門外有敲擊的聲音。
我在門洞裏看了一看，發現門外有兩三個穿制服的背着門；
就像我被跟蹤監視一般，還看着他們不知在討論什麼。
我把頭伸回屋內，打算裝作不在家。
卻突然聽見門鈴響了，還用普通話問有沒有人在家。
不一會兒，他們便踢門入屋，二話不說便拘捕了我。
就像當作我是家裏藏毒的癮君子，頭戴黑布押上警車。

上到法庭，在這自稱有言論自由的地方；
把我冠上了「顛覆國家」、「不誠實使用電腦」等罪名。
還要把我送往「男童院」，刑期五年。
幸好，我仍然有上訴的能力；
即使勝算不高，但我有足夠時間完成這篇自述。
來公開給過去的人，給他們一個覺悟。
要讓他們知道，未來、不只十年。
五十年後，覺醒已經為時已晚。
不要讓政治完全蠶食了你的生活，才由裝睡中驚醒。

http://youtu.be/94rnnTI_Lkk



集體自殺案

「昨晚約九時，警方在灣仔一家住宅上發現十五名年約十七至六十歲的屍體；
懷疑和近年的集體自殺案有關，目前警方將案件列作謀殺案處理；
並由重案組接手調查，不排除與港獨勢力有關。」
還是打算繼續畫手機的我，被地鐵那電視新聞的報導打斷。
雖然主持所說的是普通話，但普通話已經隨處不在；
即是我不想懂，但已經變了人人也應該有的技能。
雖然那些普通話很礙耳，但難阻了解當中的報道。
引起我注意的，是那所謂「集體自殺案」。

自殺一詞，說的話也只是一堆被隱藏的數字；
用起來很有力，做起來毫無為力。
有力的，就是利用那些數字建立仇恨。
無力的，就是如何控制那些數字。
每次發生事件的單位，不是空置住宅就是廢棄工廈。
每次說有閉路電視錄到，但卻因為保安問題不公開。
而且死的方法全部一樣，都是焗死的。
當中混了多少真死被死的，無人會知。
無論裏面當中有多少人，總會說到有一兩個是港獨分子。
就算它死了，也要替它日以繼夜的鞭屍。
那是，「刷無赦」嘛。

他們一直說要找到主謀，要找到茶毒香港人的罪犯。
說的人自己也不清楚在說什麼，也不怪得一直找不到。
大概查到真相的，也是成為數字的一份子吧。
知道真話的心知肚明，大家也想保住性命；
不想成為數字之餘，也不想成為他們所說的罪犯。
至於一概無知的，繼續助長那群罪犯。
每日用住仇恨的眼光，去看每個人。
腦內不想政府有沒有做錯，因為政府永遠是對的。
政府說他討厭誰，就是誰的錯。
討厭的人說他死也所謂，反正他早晚也會成為數字。

那麼，如果我說我討厭香港所有人；
會不會出現1200萬的數字？

在這網絡封鎖的時代，要翻牆找資料好不容易。
即使是犯法，但還是比每日看沒營養的資訊好。
對我來說，破解也是一種樂趣。
要是能破的話，就能找到另一邊的寶藏。
看看它怎樣構成，是怎樣結構；
或者有沒有漏洞，總有地方可以有機可乘。
越是封鎖的，越是有興趣。

既然我有能力知道機密，為什麼不對公眾說？



公眾呢，從來只是被愚弄的一群。
原本真相是白的，只要傳媒政府或者某一個人說他是黑；
所謂公眾就會相信是黑的，無人可辯論。
即使他們相信是白色，你又覺得他們會做些什麼？
上街集會嗎？打算推翻政府嗎？
現在他們連說一句廣東話也不敢，你還幻想他們會拋磚？
說真的，要是他們本性不是這樣；
現在，就不會有這樣的2067。

過去那幾個月，我查看了那些所謂保安的；
嘗試了實戰一回，也大概知道了當中的結構。
始終對他們來說，那是無比重要的東西；
保安也是一樣的嚴密，很容易就被發現。
不過即使被發現，也是恐怕已來不及。

一直早午晚也在說集體自殺案，但其實香港人已一早自殺。
沒有人會因為自己是香港人是中國人，真正為自己驕傲過。
大家都覺得慚愧，每人都為自己是香港人而覺得羞恥。
那些自己說自己很驕傲的，都只是活在謊話中；
又或是自我陶醉，連自己也欺騙。
難道大家都是被虐狂，不想移民嗎？
想，但現在連搬到另一區也沒錢，難道我們很想住進貨櫃嗎？

其實，集體自殺早已發生。
內心已死，每人每日也行屍走肉。
即使自私，但我要把集體自殺案真真正正的帶到大家面前。
不是被利用的數字，也不是茶毒香港人的罪犯。
我知道這樣做很不該，但為什麼還要為一個已死的病人；
因為對它仍然有留戀，而遲遲不為它「掹喉」？

我的食指仍然停留在Enter鍵的上空，遲遲不按下去。
是我還未看夠了嗎？還是我還不想死？
唉，反正生於香港，就代表我注定要被集體自殺。
我深深嘆了口氣，然後沈着氣的變成數字。
「啪。」



日後談——星火燎原

一聲令下，無數的火箭如像開煙花般升空。
看到的人不知所措，準備遭殃的人一無所知。
這一切恍似是軍事演習，一個個鏡頭裏都像是資料片段。
但這不是，這不是演習、這不是資料片。
在那時候，在各大小螢光幕出現的，是直播片段。是真真正正的炸彈頭，發到天上。
由發射地點到這裏，只需要半小時。
起初就只有零星的突發報道，還當作是惡作劇處理。
然後當知道大禍臨頭的時候，就各自四散。
有些人剛好躲了進來，有些不幸的只能眼白白送命。
在最後的數十分鐘，街道上靜得恐怖。
不是沒有人，而是沒人敢再說一句話。
因為保持沉默的，已經知道在說什麼也沒有用。
安安靜靜的等待爆發的瞬間，一下子的被掩蓋。不留下任何證據的，不再有翻身之地的消失。說上來
。
到了最後，那個命不久已的政府仍然在賣笑。
說什麼譴責恐怖分子，嚴厲懲處一切危害繁榮穩定的什麼什麼。
說真的，既然總部也快要化成灰燼了，你還在說什麼恐怖分子？
你不是應該叫市民好好躲藏的嗎？不是應該保障市民的安全嗎？
你這樣說，實在死也要面子。不過也是的，不到瀕死也不知道對方的為人。
至少，我也能稱讚他始終如一吧。而且，我是認識那位所謂「恐怖分子」。
那位是我的朋友，是一位熱血、固執的朋友。
即使他發言不多，我們交情也不算太深；
但是他是我認識裏，對過去香港的歷史最感興趣的年輕人。
他漸漸學會廣東話，漸漸懂得什麼才叫獨立思考。
漸漸才懂得什麼叫香港。別人說這些是查毒，這些是洗腦。
但我也管不了這麼多，反正事實擺在眼前。
既然對方明知道自己在說謊，也跟你辯駁下去；
就代表他心裏也不相信自己說的話。對不起，好像變得有點玄了。
其實在他幹這件事之前，有問過我們一些意見。
當然，我們都是一致反對的。沒有人希望自己從小到大住的地方化成灰燼，更不希望自己身邊的人和
物不在復存。
即使香港名存實亡，亦不需要玉石俱焚。
更不需要拿那數百萬條人命風光大葬。但是我們阻止不了。
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夠說服他，也沒有一個人敢報警求助。
跟他說這樣做也無補於事，換來的是他反過來說我們：「這樣的等死也是無補於事」。
要是我們有人報警，無論是被告還是原告，都沒有好下場。
甚至我們有提出過，直接拿炸彈跟政府談判。
但即使不說出來，也知道是不可能的。因為政府用不着去理你，就馬上把你帶到勞改中心。經過一輪
寂靜，他就在紀念日那天下手。
「『50年不變』過去了，甚至由1997到現在已經過了70年。
到現在，香港已經徹徹底底的死去。
不但成為了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城鎮，更是變成了一個失去歷史的城市。
我看不見過去，也看不到將來。
一個已經被拋棄的城市，一個已經沒人會在意的地方，即使毁滅掉也不會心痛。



因為它早已經在50年前毁掉。
我所做的，只不過將『毁滅』兩字從意義上，帶到實質上罷了。」他臨終前是這樣說的。
後來有人說，他是個千古罪人。
說要是他冷靜一點思考，要是他還有腦袋的話，就不會做出這樣的事。
甚至有人說，他是外國派來的間諜，或者是收了錢的內鬼。
「別被他那麼年輕的外表騙到，他肯定是一個反社會人格的恐怖分子！」
甚至有人說他還沒死，躲在某處偷窺偷笑。
實在人不可貌相——說的不是我那位朋友，而是胡亂責罵他的人。
要是冷靜一點思考，要是還有腦袋的話，就不會說出這樣的話吧？試問有誰會這麼有空，想把數十枚
氫彈在自己頭上數十公里處引爆？
難道他不怕死嗎？難道他沒想過後果嗎？我其實不介意別人說他是罪人——要是說得有理的話。
因為是非不是黑白的，並沒有絕對的對錯。
你可以說他做得好，也可以說他做得錯；
但絕不能侮辱我——甚至他本人的腦袋。
在一面倒說別人沒腦的時候，麻煩也冷靜反思一下自己說的話有沒有腦。沒錯，他是要自殺。
而且要全香港人陪他一起陪葬。
這一點沒法爭拗。
但在罵他殺人犯之前，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他會淪落到這樣子？
有沒有想過他為什麼要全香港人一起與他陪葬？
不是什麼煽動洗腦，不是什麼外國荼毒；要是這麼簡單的話，他早就被送到勞改中心。
為什麼他要冒着這麼大的風險，也要這樣的自殺？是因為他覺得絕望，是因為他覺得已經沒救了。
不單是他本人覺得自己這樣，而是他覺得整個香港都是這樣。
他覺得香港已經「失去過去」，「沒有將來」。
他覺得與其長痛不如短痛，與其拖拖拉拉倒不如直接安樂死。那時候我們反對他，不是因為他的立場
，而是因為他的做法。
不是因為太激進，而是因為這樣做沒有見地。
這樣做，就跟自殺式炸彈襲擊沒分別。
其實大家也是站在同一個立場，認同同一個價值。
只不過有人走偏了，沒人來得及扶持，就馬上的「攬炒」。
本來這樣會引來分化，但是分化的人也死得七七八八，怎樣分下去已經不再重要。但這樣的ending
，在遊戲裏大概是bad end吧。
但是已經沒法restart了。
不知道你還有沒有機會restart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