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女≠伴侶》你留著我在身邊

作者: 異端毒男

Powered by 紙言

https://www.shikoto.com


第一節

《浪濤中互相依賴的兩個洩氣求生圈》

我放下了手中的咖啡杯，對上她那注視著我的雙眼，然後笑了。

 這是我們久別後第三次見面，但這種親切的感覺，卻是從來未有的。在這咖啡室之中，時間彷彿不
再重要……

「你呢？」我問道。

「我……沒好你多少。」這時，她又笑起上來。

 我直了身子，準備分擔她那沉重的包袱。不知道從何時開始，我們互相傾吐著心底裡最重要的事……

我單戀了，而她失戀了……情困的二人在這刻鐘靠著友誼尋得了最後的一絲快樂。

 下一秒，她的笑容變得彊硬，然後嘴角垂下，眼睛散發的神采忽然消失得無影無蹤……

她並沒有哭起上來，但我感覺到她那一觸即破的心靈正顫抖著。我很想抓著她的手，但我並沒有，因
為這種距離才能保障我們二人的安全。

 她開始將事情一一細說著，不時牽強地苦笑，我看了心痛，又想著自己剛才會否曾露出這樣的面容
。

 對於我們各自的心事，對方根本無力協助，我們深明這一點，但也深深感覺得到，眼前的人的人可
以令自己心懷安慰。

 「就是這樣了。」又擠出了一個苦笑。

 「聽起來，好像你那邊糟糕一點。」我也奉陪苦笑著。

 「會嗎？我覺得差不多，大家也是身不由己。」

 「你覺得我是身不由己？」

 「對啊。當然。」然後，兩人真正的笑了。

 我把看中的咖啡一飲而盡，望向遠處，呼了一口氣，又回頭看著她那仍看著我的雙眼。然後突然發
現眼前的她是多麼的迷人，我幻想著自己愛上的是她時，會否一樣變成單戀，又自個兒笑了。

 她不解：「怎麼了？」

 「要到處閒逛一下嗎？」我問道。

 「好。」



 我們彷似暫時拋棄了自己的身份，跟眼前的人愉快地前進著。若這句鐘不會完結，若果不用再當自
己的身份……

若果我們都能不愛不愛自己的人……

時光飛逝，一點不由人。我沒勇氣再看一次她別離的背影，道別後早早轉身離去。不捨徒添愁緒，況
且我們各自的愁已夠煩亂，不必再嘗。

 我們只能夠再次勇敢地踏出一步，面對逃避了幾句鐘的人生。
 我嘆了一口氣，提起了手機，發出了短訊：「感謝，今天很快樂。」

 她沒有回覆，看來我又做了多餘的事。



第二節

《用錯愛裝飾人偶成為愛人》

手機又震動了，我注視著她的短訊足足十秒之久，才決心放下手機不作回覆。 

然後隔了兩秒卻又撿起了它，打上：「我也是。」寄了出去。
然後又立即後悔了……

掛念沒錯，但對象錯了。我跟她只是朋友，我沒理由，也不應該以這稱方式去掛念她……也許是彼此
都太痛苦，才想在對方身上找到被愛著的感覺。不對，是錯覺……

哎，我們要理智點。」她又回覆了我。
我同意，卻不想同意。 

我們的心事已訴盡，淚也哭乾，回復平靜。卻又因對方而再起波瀾。曾經在彼此最痛苦的時刻出現的
我們，不希望再失去一個會對好自己的人。那種超越好友的感情令我們自危……

「對，說好了的。我們是朋友，一輩子的朋友。」我回覆。 

我們的確是寂寞怕了，不願再自己承受那夜裡的黑暗孤寂。只要這手機一天能替我們找到對方，我們
都不會放下。哪怕那堆文字可能言不由衷……

「我又掛念著他了……」她沉默了幾十分鐘，無故又說。 這話就像一根小魚刺一樣，刺痛了嘴，卻一
直挑不出來，又不願把魚肉吐出……

「怎麼了？」我沒辦法想出更好的回話，該說的一早說過了。
「沒什麼……就往事。」
「……」我注視著她的短訊足足十秒之久，決定不作回覆。
只好把小魚刺都一同吞掉。 我們不是情人，我也沒喜歡著她，也沒有呷醋的感覺。只是有一條刺，
一條刺……我呆著的看著電話，不知道到底有否期望它震動，只是一直地看著。 震蕩令我驚醒，是她
的短訊。
「我上班了。」
「啊，把我吵醒了。」我說。
「真的嗎？對不起，你睡吧。」
「不，我醒了。還很快樂。」
「嗯？快樂？」
「對啊，一起來就看見你的短訊。」
「……我也快樂。」

 我們總是難離難捨，又平淡如水。永遠，也放不下，卻一直沒扛上。



第三節

《警戒線前只是伸出手也是彌天大罪》

「親愛的，我康復了。」我的短訊寫道。
「怎麼了？康復？」她說。
「單戀不再。」我自信地答道。
「……你晚上再跟我說吧。」

看著她最後的一句話，我的自信頓時崩塌……她說得對，寂寞總是夜裡來襲，晚上再可以自信地說「
我康復了」，那才是真正的康復了。

本來以為她會立即替我高興，豈料她卻瞬間將我打敗。她了解我，太了解我。有時候我想裝作堅定點
，獨立點，也會被她瞬間看穿。

我需要陪伴，我知道。當我獨自閒著，便不能制止自己故思亂想……幻想得越美，到得知真相後永遠
受傷的都是自己。我討厭這樣。

當我明白自己的缺點後，我便學習著裝無情，裝洒脫，裝未曾動心。
然而，她卻又看穿了。

「閒著嗎？」她竟然先找我。
「對，放假。怎麼了？」
「等下可以來機場陪我吃飯嗎？」她的突如其來令我吃驚。
「可以啊。」但驚訝並沒改變我一貫的想法。

吞下了一口漢堡後，我問道：「你沒覺得我們太倚賴對方嗎？」
「對啊。但沒關系吧！我對你始終不會動心的，放心吧。」她笑說，但很認真。
錯愕令我沉默了半嚮，良久才能答道：「啊，你的話真傷人。」
「傷不了你的，對吧？」她笑得更燦爛了。

應該是吧……我不知道。
「那不一定。」我說。
「小心點唄，我不想失去你這朋友。」
但若我動情了，就沒法子。是這樣對吧？

獨自回程，寂寞果然襲來……但糾結著的並不是我單戀著的女生，而是剛剛那傷人的話。
我的確是被傷害了，但原因卻不清不楚……

我沒愛上她，亦不願再愛人。那又為何為著那說話而哀愁？

此時，我又決定去裝，打上了：「親愛的，我康復了。」



第四節

《夢幻之旅關鍵在於不設實際》

幽暗的天空忽然在這天明朗起來，可惜我還是在上班的路途。最近都沒有好好的休息過，就算在假期
還是與內心爭鬥著。

明朗跟我的心相隔很遠。

好想去遠行，離開熟悉的地方……離開家，離開工作，逃避現實。

「好想去旅行啊！」我隔了一小時後，又發了短訊給她。
「我也是。一起去吧！去台灣。」她回覆得很快，看來正拿著電話在手上。
我不禁去想，她或許正跟藕斷絲連的他在聊。
「好啊。」我暗裡難過，敷衍地結束了對話。

「一起去旅行」這越軌兼不自量的想法，我已拋到九霄雲外。

今天和上次晚飯足足過了一個星期，是我們纏繞在一起後少有的分離。
她濃妝艷抹的出現在我面前，看見樸素的我，眼神似是帶點失望。

她今天好像一直待在家裡，這身裝扮是為我而穿上的嗎？
我心裡暗喜。

在等待餐送上的時間，她從手袋中取出了一本頗厚的書，封面上以碩大的字寫著「台北」。
這是一本旅遊書。

「看，我記下了想去的地方和頁數，你也看看有哪裡想去。」她遞過了書和她那精致且密密麻麻的記
事薄。

我呆了看著她，久久不能反應。而她，也注視著我的眼睛，沒說什麼。

「真用心。」我僵硬地說。
「當然了。」她說。

此時我才知道，自己是多麼地渴望和她一同出走。

這是真的嗎？這有可能成真嗎？我不停地問自己，而顯然，這不可能是真實的。

我們能做的並不可能是如夢幻般的旅行，但最反，我們可以編織一次夢幻，靠著想象力去完成。天馬
行空，相依的心一同飛往夢境，擺脫現實。

「這個好像很好吃！」我奮不顧身，一頭栽進夢幻。

她滿意地笑著，向我介紹她所設計的行程。



第五節

《乘著泡沫出海前請視死如歸》

電話響起，卻不是她平日的鈴聲。
「喂？」她似乎高興。「在吃飯啊。嘻，你猜猜。唔，不對啦……」

是他。果然。

夢幻最殘酷的地方，在於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把你轟出去，去面對現實。到時，你所面對的現實，比
起經歷夢幻之前更可怕，更令人沮喪，令人不沉不起。

嘈雜的環境令我再聽不到她的對話，只能看著她那甜蜜的笑臉。
看來，她真的沒有完全地分手，每天還保持聯絡，甚至在我面前也毫不忌諱。

不，她沒有需要忌諱。我可是她的朋友，她的知心。一個曾經勸過她復合，忘記對方的錯的好友。

我嘗試再集中在這旅遊書之中，但書裡的字彷彿變得不再熟悉，我連一句也沒看明白。我又想去聽她
的說話，又卻連一字也沒聽清楚。

我心急如焚，卻又不能有所行動，只是猛喝著面前的咖啡。

「那杯不是酒哦。」她終於在我不知不覺間結束了通話，看見了我的醜態。

我已沒法去面對她，沒法裝成若無其事，甚至沒法說話。
這個夢幻沒有開始就結束，看著一項項碎散的行程就如我碎裂的心，沒法編織，沒法修補。

我以為的救藥，只是令一種毒藥。

她沒有告訴我任何關於剛才的通話的事，只是繼續向我介紹她所設計的行程。

但此刻夢幻已成地獄。

「別說了，又不會成行。」我說。
她驚愕的看著我，然後彷似明白了的表情，收起了所有關於旅行的東西。

餘下的時間，世界像是變成了靜音，我們在靜得耳窩發痛的空間裡吃完晚餐，就告別了對方各自歸家
。

這是第一次，我們飯後沒有四處亂逛。
這是第一次，我沒有送她上車。
這是第一次，我令她的笑臉消失，變成了苦臉。就如她向我訴說失戀經過時的臉。



第六節

《將人偶當成活人是一種病態一種錯誤》

「對不起。」凌晨四點，在不知幾番輾轉反側之後，不知幾回閉上又張開眼睛之後，不知幾次重拾又
丟下多少次電話之後，我終於，終於發了個短訊給她。

「不是說好的嗎？」意外地，她回應得很快。
「嗯？」我不明白。
「我們說好了要當最好，最親密的朋友吧？為什麼你要這樣？你不會是喜歡我吧？」
「我不知道……對不起。」
「不要道歉！我不想失去你，你知道嗎？你千萬不要喜歡我。你絕對不可以喜歡我啊！你……不可以
這樣背叛我啊……」

未比賽先落敗，未愛上已失戀，是絕望的滋味。
然而我這個「犯錯」的人，卻不想令「無罪者」也要承擔這個惡果。
我只好強忍心情，去做她心中所謂最好的「朋友」。

我要是愛她的話，就應該放手。
我要是不愛她的話，也應該放手。
然而我這麼地渴望擁有她，會不會只是我的佔有欲作祟。
而我想佔有的，是她，還是一個女人，還是只是想佔有？

破曉，晨光嶄露，但我的心思並沒有隨天色變得明朗，陽光只令我頭暈目眩。

震動令在公司的我從瞌睡之中驚醒，傳來來的，是她眼睛的一張相片。
「哭腫了，你看你做了什麼好事。妝都上不了。」她若無其事的撒嬌道。
「是我錯啦。」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寬恕。
對我的愚昧，對我的不成熟，她決定去忘記，去原諒我。

「補償我，陪我去買化妝品。」
「平時也有陪你吧？這算什麼補償。」
「我是指去台灣的時候啦。」
「台灣？你是認真的嗎？」沒什麼能夠形容我內心的顫抖。

我一直以為，我只是活在自己所幻想的美好之中。
我以為，我們只是互相利用的關系，時候一到，只會毫不猶疑的拋棄大家。
但不是！這並不是假的，我和她的關系，我們的感情，並不全然虛構。

「嗯？當然。行程都設計好了。你以為我說笑嗎？」
「是啊。」
「你不想去？」
「不，我很想去！」

至少，我們可以去一次旅行。就讓這趟旅行化成最大最美的煙花。
我心裡清楚，我不可能擁有她，但至少，我們可以維持現狀……



做對最好的「朋友」。



第七節

《理性是人與人偶的最大分別》

她來了，少有地準時來到了。她恍恍惚惚地前進著，沒察覺已來到我的跟前。
我輕輕觸碰了她的肩，她像是被嚇了一大跳，發現面前的人是我後，又回復剛剛沒精打采的樣子。

「想吃什麼？」我裝成若無其事一樣。
她會告訴我的，自然就會告訴我，反之亦然。我們習慣了不必追問太多。
「隨便。」她這句話並沒有敷衍我的意思，反而真的是沒所謂，因為就算任何山珍海錯在她面前，她
也吃不出任何味道。

她的神采消失了，她全身似是變成了灰色，淹沒在人群之中。
是關於她的「前男朋友」吧？只有他能令她變成這個樣子。
看著行屍走肉的她，我心裡當然不是味兒。這個曾同病相憐的女子，如今為著令一個男人悲傷著，而
且在我面前亦毫不掩飾。

而最令我覺得心痛的，卻是我知道若我對她做了和他同樣的事時，並不可能會有這個結果。
她可能會哭，可能會崩潰，卻不會像這樣，缺少了靈魂。

就像是一個心愛的手袋丟失了，沒法令人肝腸寸斷。

我帶著她來到了戲院，自作主張地買了一套愛情悲劇的戲票。
這樣，反而引起她的注意。「不是吃飯嗎？」她的聲音很微弱，很哀傷。
「你看來不怎麼餓呢。」
「嗯……」

在等待放映的途中，我倆如同陌路，一直沉默，沒有一次對話。
電影開始了，她呆呆的看著銀幕，一動不動。每當劇情充滿悲傷的時候，她總是哭得很厲害，哭得比
主角還淒楚。
反而電影結束時，她卻一臉冷靜的看著我，像是終於清醒過來一樣。

她哭紅了的眼睛，和當日那張傳過來的照片一模一樣。

「你不打算抱抱我嗎？」當我站起來後，她還是坐在沙發椅上抬頭看著我說。
「對啊，沒打算。朋友之間抱什麼抱？又不是洋人。」我故意硬起心腸，也可能是我想理性一點，也
可能是我有點報復的心。
「你一定這麼理性嗎？」她竟然這樣問道。
「上次我不理性，結果很淒涼。」
「哼，罷了。」在她的眼神裡，我能夠找得到她的靈魂。
她那耀眼奪目，在人群中也能閃爍的靈魂。

然而，我還是拒絕去擁抱她，我知道這種親近並不可以持久。
儘管這是我所渴望的，所期盼的擁抱，但這也將會是短暫的，偷來的擁抱。

不是屬於我的擁抱。





第八節

《世上有一種愛情絕症叫自甘墮落》

看著她狼吞虎嚥的樣子，我不禁滿足地笑著。「慢慢吃吧。」我說。
「餓死了，我連中午飯都沒有好好地吃完。」
想也知道，她在看完電影前仍是行屍走肉的模樣，又怎會有好好吃飯。
為了不讓她尷尬，我決定將目光移往別處，卻不知不覺地，掉進了自己思考的漩渦中。

「喂！發什麼呆？」她的目光，就像是看著戀人時的目光。
我注視著她的雙眼好，她也沒有迴避我的目光。我倆四目交投，世界似是只剩我們。
「唔，神經病。」她嫣然一笑，終於別開了臉。而下一秒，她又一臉認真的再看著我。
「你沒有東西問我嗎？例如是『發什麼事了？』或是『你怎麼了？』之類的。」
「你要說自然會說。」

她低下了頭，看著自己指尖，像是在醞釀什麼，又像是在鼓起勇氣。
「我告訴了他，我會和你去台灣。他發了很大的脾氣，在我家樓下大吵大鬧，狂哭不止，最後還打了
我一巴。然後我跑回家裡，他就瘋狂打給我，也打我家裡電話，把我全家都吵醒了。」
她說話時並沒有看著我，也沒看著什麼，只是深深地回憶著。
「最後我把電話關掉，家裡電話線拔掉，拼命去睡，當然我睡不著。轉來轉去終於天亮，打開電話一
看，居然有五十多個短訊和十多個留言錄音。一開始就要我下去說清楚，又要生要死，要自殺，最後
就叫我以後別找他。」
停頓了一下，吸了一大口氣。

然後她又說：「今早有幾個我的同事，說收到了他的電話，說是婊子。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有他們的電
話號碼，總之就丟盡了臉。就是這樣。」

我居然是，輸給這麼一個爛男人。這種感覺纏繞著我。

「所以，你有後悔嗎？說了去台灣。還是後悔決定跟我去台灣？」我完全對那厭惡的男人沒興趣，我
關心的，只是我的下場。
「說什麼傻話？」她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居然是一臉生氣。「當然不會，你別這樣小看自己好嗎？
」

但是，我卻高興不起來。當過你男朋友是他，不是我。我到底可以怎樣看得起自己，我連牽你的手，
擁抱你也不敢。我連說愛你，說跟我一起也不敢。
我連失去一個這樣和我拖拖拉拉的你也承受不了。

我到底可以怎樣看得起自己？

「難道你聽完，覺得我是壞女人，不想和我旅行了？」
「不，我很想去！」

我連知錯改過，也做不到。我到底可以怎樣看得起自己？



第九節

《不需名份是最荒誕無稽的謊言》

「拿到了吧？你的護照。真不敢相信，你是第一次外遊呢！第一次就給了我，呵呵呵。」她笑得很高
興，但我分不清她為著什麼而笑。

大概是為可以和我去旅行而愉快著吧？我自己認定了這個答案。

一邊和她通電，一邊翻著我那全新的護照，感覺是多麼的不真實。
老實說直到這一刻這一秒，我還是不敢相信這是現實，我要和一個如此漂亮的女生去台灣旅行，單獨
共對將會持續四日三夜的時光。
這將會是如何發展，我們回來後會變成怎樣，我完全地無法想像。

「明天，我們就去訂機票吧！你儲夠了錢吧？」
「笑話！我的工資根本沒用過，比你更富有。」我的世界只剩下她，一星期可能見不到一面的她，根
本沒地方可以讓我花錢。
「知道啦，明天見吧！親愛的。」

明天？怎麼好像一件這麼遙遠的事。

「唔？你真的決定要去台灣嗎？」我甚至緊張得要向多年的老朋友傾訴。「她……不是太好吧？哥，
我不想你去。」
「嗯……我很想去啊。我們又不可能發展，就當是好朋友之間的旅行？以前和你也單獨去過效遊。」
「這不一樣啊！這是四日三夜的行程，可以發生很多事情的！」
「我不認為有什麼可以發生啊，妹子。」
「唉……其實你已經決定好了，又何必問我呢？」
「說的也是。」

我只是想，有人會認同我這個決定，去填補我內心的不安和空虛感。我知道這個可能不是一個好決定
，但……我又有什麼可以輸？

我根本沒什麼可以輸。我根本沒有任何事可以損失。我這個沒被愛過的人，只是一直付出的人，難得
有機會可以去放縱，去收穫，又有何不可？

就算這只是一次平淡的旅行，走遍所有景點拍照，陪她到處去購物，然後當個苦力，這又有何不好？
這是屬於我們二人的回憶，這是只有我能擁有的回憶。

屬於我的東西。

「那麼，我就幫你登記了，請給我你們的証件。」
當我將証件交上的時候，身心都好像受到了一股衝擊，這種現實與夢幻接軌的感覺，實在沒法言喻。

「買了哦！這是現實了哦，你知道了嗎？」她總是這麼能了解我。
如果被一個完全明白我的人騙，我願意一輩子都不發現。
「是的，親愛的。」我突然後悔，為什麼我上次不緊抱她。那麼現在的我，就不必在強忍著動搖了。



「想抱我吧？不可以哦！你要保持理智。」她的笑臉，就如春風一樣，帶來溫暖和滋潤。

「不，我沒有。」再想一想，我還是比較討厭完全了解我的人。



第十節

《別用回憶蒙著雙眼後說天太黑》

踏出這一步，代表已經無法後悔。序幕已經揭開，飛機已在雲霧之間，而我倆亦已安坐在對方的旁邊
。
「緊張嗎？有不適嗎？」她對我首次乘坐飛機的事反應似乎有點過大了。
「沒事，只是有點睡眠不足。」清晨六點就到達了機場期待著的我，坐在此際已經翱翔於天的飛機之
上，安心絕對大於擔心，反而有點想睡了。

持續了差不多兩個月的等待終於完結，這夢的的確確成真了，接下來，就要努力編織好這個夢，別讓
它成了我一生中首個夢魘，在餘生也會為止而驚醒。
飛機比我所期望的更快到達了台北，我還沒來得及好好看清她難掩喜悅的表情，就得離開這完美得過
份的機艙。

拖著行李，在西門町隨意亂逛，最後跑進了一家拉麵中，享受了旅程中的第一個午餐。
不知道是否因為太過順利，加上我睡眠不足的情況下，我還是一直以為自己是在睡夢之中，直到……

「這個廁所和浴室的設計……會不會太開放了？全塊都是玻璃？只有中間的是磨砂？嘩，太尷尬了吧
？要怎樣洗澡？」我們不約而同地驚呼著。
 「還有這兩張床……靠得太近了吧？」反而，她對床鋪這一點沒什麼大反應，我心裡覺得奇怪。
 「算了吧，又沒法換酒店了，我相信你晚上不會爬過來夜襲我的。」她的笑容中彷彿藏了什麼，是
以前的回憶嗎？她說過她來過台灣好幾次，但卻沒有提起過跟誰來……

想著想著，忽然心裡一沉。「我想上個廁所，你可以到外面等一下嗎？」她說。 攜著不太開朗的心
情跑到了房間外，面對寂靜的酒店走廊，心情一沉不起。「可以囉！」她打開了房門。「怎麼了？」
在一瞬間就察覺我的異樣。
「好睏。」
「是嗎？這樣就不會睏了。」她跑過來，挽著我的手臂。「對吧？」
 的而且確，這個我們之間從未如此近密過的舉動令我大吃一驚。我的血液急速流動，心臟「碰碰」
的跳著，腎上線素急升，頓時精神百倍。
「唔，有點幫助。」我不禁笑逐顏開。
「出發囉！去地下街。」 她的手沒有放開，我的心情卻是放開了。誰沒有過去，誰沒有舊人？最重
要的，是身邊的這個女子，此刻挽著的是我的手臂。

 這裡沒有認識我們的人，沒有我們糾結的事。
 在這裡我們擁有的就是對方。



第十一節

《反覆嘗試一件事可能會有惡果》

「其實你，對我沒什麼興趣吧？」她站在扶手電梯上比我高的一級，微微低頭跟我說。
「唔？」我完全不明白這跳線的話題，因為前一秒我們還有討論那家大書店的藏書。
「你不會想牽我的手嗎？不會想抱著我嗎？我們都在台灣了，你還是跟在香港的你一樣。」
我沉默不語，她又繼續說：「連挽著你的手臂也是我主動提出的，我真的這麼沒魅力嗎？還是你還在
保持那該死的理性？」

我何嘗不想？我也是個男人，這點已經跟她說過很多次。然而，我不想我們的關系會有什麼改變，因
為深深明白，我們的關系已經去到最好的頂點。

如果有什麼改變的話，就只可以變差。

「唔？不說話嗎？在動搖了嗎？」她把臉湊得很近，很近。
我卻別開了臉：「別玩啦。」
她生氣著，直到電梯到達了二樓，我主動和她十指緊扣後，才又恢復平常的狀態。

此刻我心裡只剩下嘆息，就算我能在這幾天牽著她，回到香港卻只能打回原形。她那主動的態度令我
非常困惑，她不是說過別喜歡她的嗎？她不是答應了我們會做最好的朋友嗎？

現在我只感到進退失據。心裡的包袱，比背上的還要沉重。

「你怎麼都不買東西啊？」她拿著眼線筆對著我說：「今晚用這個畫給你看。」
對，我曾經說過，最喜歡她那畫成微彎向上的眼線，很「勾魂」的感覺。
「有了你我還需要什麼？」這是真心話，卻似是甜言蜜語。
「啊！你……」她那驚訝的表情，令我心裡暗喜。「口甜舌滑！」然後是嫣然一笑。

「不過我知道這是你的真心話。」她甩開我的手，自個兒跑開了。

月色矇矓，疲憊的我們入夜沒多久就回到了酒店休息，畢竟這是我們口中的「放鬆之旅」。
看著她將「戰利品」傾倒在床上時的歡顏，就算是什麼都沒買到的我也同樣感到歡欣。

「在這裡！你等一下！別偷看哦！」她拿著那剛買的眼線筆，跑到鏡子前。
坐在床上等待著的我，此刻感到這種窩心和滿足，就是幸福嗎？

突然，她將燈光調暗了，將眼線筆扔在她的床上，自己就慢慢走到我的身邊。
「好看嗎？我漂亮嗎？」雖然她就坐在我跟前，但燈光太過昏暗，我並沒能看清她的臉。
「漂亮……咳。」很久，已經太久了，沒有和女生這麼接近過。
「不，你沒有看清楚。看，看著我。」她又再把臉湊近我。
很近，很近……近得我能感受到她的呼吸。

「你就真的這麼理性嗎？」

我沒有回答，只是突然親到她的軟唇上……





第十二節

《衝破理性的過程可能快如閃電》

「嗄！」她掩著嘴巴驚呼，然後退後了兩步。
「怎麼了？」她的反應實在是我意料之外，我以為……我還以為她真的希望我親她。
「我沒想到你會這樣做！這……這可是你啊！你竟然會突然親吻我……我……」我明白她想表達什麼，
在她心目中我大概是一個克制的人吧……

「我說過，我也是一個男人。」
她知道的我，並不是完全的我。雖然她有時候會完全洞悉我的想法，但我的想法，和我的行動有著巨
大的分別

這樣的我，跟我的性格有莫大關系。從小開始，我就非常容易喜歡上別人，而且一但喜歡，就會看不
見別的缺點。而我亦曾經是多麼的天真，認為只要對一個人好，別人也一定會對你好。

經過數不清的告白，變成單變，變成暗戀，再到現在已經沒勇氣去喜歡人，抑壓自己的情感。但心底
那份熱情並沒有消減，縱使我可以用理智將熱情封鎖，築起高牆，但理智始終會被磨滅，高牆也會倒
下。

到時候所有被抑制的感情一同爆發，做出最瘋狂的事情。而我只是吻了她的嘴唇，為此我已經覺得自
己相當克己，此刻並沒有半點悔意。

反應覺得有點生氣。

親近我的人是你，磨滅我理性的人是你，你憑什麼可以驚訝？憑什麼可以退開？

「……」她站在原位沒再說話，而我就一直注視著她，觀察她任何的表情動作變化。

「生氣了嗎？」她突然嬌聲的說，她的反應又再是我意料之外。「生氣了嗎？唔？不要生氣。我知道
錯了，請原諒我。」

她一邊說著，一邊再次接近我。她的舉動令我不安，我完全不知道她到底要做什麼。

「請讓我賠罪……」她跳入我的懷中，在說完她的句子之前已經吻在我的唇上，以雙手擁抱著我。

我亦以最深情的方法回吻她，分享了一個最激烈的擁吻。

「開心嗎？」她問道。
「還可以啦。」我沒有誠實地回答心底的想法。

「貪心！」她又再次用力的親吻我，今次我並沒有坐著。

而是將她推倒在這張狹窄的單人床上，伸手去撫摸她。她沒有反抗，只是專注在我們的濕吻之上。她



的喘急的呼吸聲令我膽大了，開始伸手穿進她的衣衫之中，到一個從未接觸過的領域。

「不……不行。不行。」直到我將手移回自己身上，她說。



第十三節

《假面具也可以是裝兇作勢之用》

「我……先去洗澡了。」她沒整理好衣衫，只是趕快拿了毛巾跑進了浴室。

我到底做了什麼……我這樣完全是親手破壞了我們之間的關系……我一直以為自己有多清高，但到最
後最重要的關頭，我還是一樣，以下半身思想，被慾念控制。

大概被討厭了，絕對被討厭了……怎麼我會這樣愚笨……這才是旅行的第一天，接下來的日子要怎過
，我到底要怎樣面對她。

我是一個糟糕頂透的男人……不，我是禽獸。我以為我擁有的武器，我的優勢就是作為一個守禮且克
制的人。或許能以這樣站著不進攻的態度，等她厭煩了一切，回頭看見我仍在等待，會獲得她的芳心
，成為她的倚靠。

但不，我還是一樣。我覷覦她的身體，我渴望她的激情……我只會做出苟且之事。

乏力趟下的我，多麼希望剛才發生的事只是一場綺夢，明早張開雙眼，她仍睡在旁邊的床上，等待我
去喚醒她。

而我亦如此清楚，這是不可能的，我已犯下彌天大錯。

「唔，親愛的。」不知道什麼時候，她來到我的床邊，一臉認真的看著我。
「剛才，對不起。我知道我道……」她以她的手掩住了我的嘴巴，不讓我繼續說話。

「要道歉的是我，非常對不起。」在黑暗之中，我不見她是否在流淚，但我感到她的聲音是多麼的顫
抖。「是我自私，只顧自己，我辜負了你的愛。你一直如何對待我，我是明白的，也很高興。但我沒
有為你切想，我誘惑你，折磨你，不停徘徊在你的得失之間，令你瘋狂。錯的人是我，我感到非常的
內疚。」

「不……你沒有……」我想講開說話。
「不！你聽我說！」卻被她打斷了。

「我剛才洗澡的時候，發覺了我是多麼的可恥，多麼地像一個婊子。但我，我不是一個玩弄感情的人
，我是真你喜歡你才會和你一起來到台灣。我很高興在我出來的時候，你仍在這房間裡。對不起，你
可以原諒我吧？」

我沒有回答她，只是擁抱了她，一個比之前的溫暖百倍的擁抱。

「起來啦！喂！起來啦！」一張開雙眼，看著是她溫柔的臉。
陽光打進了室內，卻沒有刺眼的感覺，只是令一切都變得光明溫暖。
我伸手輕撫的她臉，她亦將手放在我的手上。
「起來啦！」然後用另一隻手用力打在我的胸膛上，露出可以溶化所有冰川的笑容。



第十四節

《藕斷絲連就是以為斷了結果還是連住》

「要喝什麼嗎？」下午，積雲漸厚，天色不再明媚。而我們就坐在放在戶外的桌椅組休息著，察覺天
色驟變的我總覺得會有不好的事會發生。

對自己這種極度敏感的個性，我已非常厭惡。因為我無法將自己的這種感覺抹去，總是保持著警戒心
，到最後無論自己的預感正確與否，我還是無法享受我警戒時度過的每一刻。

「綠茶吧！辛苦你了。」然而她的笑臉是唯一與今早沒有分別的。
但我依然無法釋懷。

拿著飲料回來後，發覺她正拿著手機按個不停，而且正露出甜蜜的笑臉。
我偷偷地放輕腳步，偷看她手機屏幕上顯示的，是否我一廂情願認為的「照片」。
但她所做出的，和我所認為所期待的，總是事與願違。她正發送短訊。

我的心彷似被用力握緊，我的直覺告訴我，這就是預感中不好的事。她跟我來划台灣後，就從來沒有
在我面前拿出過手機，一次也沒有。而竟然，在我離開的數分鐘之內，就跟不知誰人在發短訊。

「我回來啦！」我裝著沒看見，卻在她看不見的背後，用力觀察她的反應。
她的身體稍微顫動了，手亦握緊了電話，持續了一秒，又放鬆了。

「呼，幸好到達時人不算太多，卻有很多人隨後排隊呢！咦？你在台灣也有訊號嗎？」
「呃……對啊。」她的苦笑臉，我看過了太多次。
「來！你的綠茶！那麼是打給家人嗎？」
「不……只是在跟媽媽發短訊。」

如果對方是媽媽，根本不會露出這樣的表情，我情不自禁地輕嘆了一下。
「呃，還有他也找過我。不過我沒有回覆他！我只是看見了後心情有點不快。」她還是選擇了說謊。
在這一刻我才深深的體會到，在我面前的她並不是一個好對象，就如我上一次單戀的她一樣。

我真的是，多麼的愚笨。

「是嗎？他為什麼找你了？」我將我的不快用另外一種不快來掩飾著。
「他說他想跟我復合，但我沒打算理會他。」我沒法分辨句子前半段的真偽。「我已經有你了。」

她將手放到我的手背上。她那已被嚇得冰冷的手。

回程的路上，我倆都非常沉默，雖然是十指緊扣，卻是貌合神離。
我們都害怕說話，怕破壞了殘餘的夢幻，無法接受現實。

此時，我決定實行，並告訴她我的一個計劃：「對了，我打算明天一個人走到九份那邊去拍照。晚上
才回來跟你吃飯。」
「什麼？」她的驚訝，是唯一我可以確定的表情。



第十五節

《蛋只有外殼堅強內裡一塌糊塗》

經過幾番商量，我還是沒有更改我的計劃，儘管她懇求的眼神多麼可憐……我本來就不是為了得到她
像懇求再決定去九份的。

更遑論爭取主導什麼的，去她施壓什麼的，我丁點兒也沒想過。只是我認為，大家相處到這個階段，
很需要一些獨處的時間去清醒那昏熱的頭腦。

到底，我們是什麼關系？這麼一個簡單問題，我沒法答出。

「這是我的台灣號碼……你……你如果有想起我的話就打給我吧。」她出奇地哀傷著，我還以為她是
會生氣，是會發怒，但卻沒有。她，只是安靜地坐在床上，翻著但沒有看著她那本來興致勃勃地買回
來的新書。

而她的手機亦被丟得遠遠的，沒有再碰過。

「你要洗澡了嗎？」我問道，她搖頭。

或許我真的過份了？這本來就是屬於我們的旅行，丟下她真的不太好吧？但……她也沒有說過要跟我
一起去……九份那地方，是有著什麼特別的回憶嗎？

或許我也太自私了？但我覺得這是一件對我們都有利的事……如果我們關系能長久的話，又何必在意
這朝朝暮暮？

「我洗好了。」她看見了我，就突然拿起被子掩著臉兒。
「嗯。」她只以鼻哼聲回答。

「怎麼了？親愛的？」我實在被她這種反應嚇著，她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掩飾過悲傷，她總是會哭泣著
來等候我的慰問。但今次卻是一反常態……

慌亂的我馬上跑到她的面前，蹲在床前去察看她的情況。

「我不想你去！我不想你去！」她抱著我，大哭起來。我不明白，為什麼她對我要去九份半天為什麼
有如此大的反應。
「為什麼你要丟低我？你不可以丟低我！你說過的！你答應過的！」
「我……我不是要丟低你啊……」
「你又想在九份丟低我……嗚……」

……

她真的來過台灣……她是跟男人來過台灣……而且，她還被那男人丟下在九份……
如此晴天霹靂的噩耗，隱藏在她心底的惡夢，我居然無視她的感受，硬要它翻起來。

「呃……」我是羞愧得無地自容，我是害怕得驚惶失惜。「我不去了，不去了！半步也不會離開你身



邊！」
「真的嗎？請不要騙我，我不想再嘗到，起來後身邊的人無影無蹤的感受。」
「是真的。半步也不會離開。」我溫柔地說，用力地抱緊了她，不讓我們之間還有一絲空氣。

她以好幾分鐘止才住了哭泣，破涕為笑。「好了，好了。我不能呼吸了。咳，呼。唉，多麼的難看，
你看，我滿臉都是黑色的吧？」
我笑著點頭，她卻推開了我，站了起來。
「你要去哪？」

「洗澡啊！你連洗澡也要半步也不離開嗎？」



第十六節

《錯愛沼澤中越是掙紮越是下沉》

「原來發生過這樣的事啊……我還這樣去折磨你……」我們並肩的坐在床上，吃著下午買來的蛋形布
丁甜品。
「不是你的錯，你根本不知情。而且，九份的確很值得去的。」她好像很苦惱的樣子，欲言又止，最
後還是說了：「你去吧。我會在這裡等你回來的，我會再去買化妝品，你在我身邊會礙事。」

我沉默地望向了她，無言以對。她正為我們這段感情付出，縱使此刻被多麼可怕的陰影籠罩著，她還
是鼓起最大的勇氣，去說出剛剛這番話。

她那深鎖的眉頭之內，藏著多麼複雜的感情，我完全無法想象。我此刻能夠做的，就只是擁抱她，親
吻她，去回報她的愛意。

今天的她似乎很疲倦，但仍然以她最激情的一面回應我。她以乏力的手去圈住我的後頸，把我拉倒在
床上，整個身體壓住了她，感受著她柔軟的身軀。

然後她又用她雙手，去試圖脫去我的上衣。我驚訝地停住了親吻，立直了身子，準備開口說話，她卻
坐了起來，一言不發，繼續去做她未完成的事。

我將這當作允許的訊號，對她做了同樣的事。我們赤裸共對，終於完成結合。

「看來那些片子真的有教學用途啊……你第一次就……」我用手掩住她的口，不許她說出那些奇怪的
感想，而她卻輕輕地咬著我的手指……

「終於做了哦，有什麼感想嗎？怕會有寶寶嗎？居然沒用那個就做了。」伏在我的胸膛上說，又用手
指在我的胸上畫圈。

「怕。很怕。怕是兒子。」我抓住她這令我痕癢難當的手。
「要我給你生個小蘿莉嗎？你這個壞人，一點也不理性啊。」她裝著生氣。
「誰告訴過你我是理性的？」
「好像沒有……」

我被她爬起來的動作弄醒，看著她赤裸的後背，和用被子圍住的下半身，赫然發現如夢幻般的美夢，
其實是真實的。

她看著窗子，微光打在她的臉上，好像露出一絲笑意。

「啊，幾點了。應該還早吧？要準備要出發了……」我找到了我的褲子，在被窩裡穿好才站起來走向
窗邊。

滂沱大雨。



「你還是別去。」她親了我的臉頰，走向了浴室。

 



第十七節

《暴風雨之中避雨窩也是險地》

雨點帶領我走進思索之中，呆站在窗前，我的心情也變成如天空般灰暗。
一直想靠著小別而男考下一步的我，居然會被天氣所阻礙，就算連半天的空間也沒有給我。
我要一直看著我不捨的東西，去決定是否捨棄……我可沒信心在她面前我可以考慮得多徹底。

「那麼……今天我們去哪？」她的笑意令我覺得她有點幸災樂禍的感覺。
「啊……我不知道。」在這刻，我真的迷惘了。
「陪我去買衣服唄！住得這麼近西門町也沒有好好逛過！今天這麼大雨，人一定很少，正好購物。」
她在我面前一邊化妝一邊說。
「好吧，反正我的計劃都泡湯了。」我無奈的轉頭，再次看著雨點。

真是一場不及時的雨。

「別這樣啦。反正我也不想你去，真是一場及時雨呢。」她以剛塗上唇彩的嘴唇親吻了我。「糟糕，
我忘了你還沒有刷牙。」

臨時買了拖鞋的我們在雨中漫步著，擠在同一把傘之下的我們，反而比昨天疏離了點。每當我一看到
她的笑臉，就感覺到自己的不幸。

「喂。我有問題想問你……」
她的笑臉一下崩落，好像之前所有的笑意都是假裝的。
「唔？」其實她一直知道我的想法吧？對……我們的心曾經是多麼的接近。

雨勢似乎沒有減弱的意思，在這空蕩的西門町街頭中，我看著她別開了頭的側面，心裡糾結。我到底
想問什麼？我又想要一個怎樣的答案？又會得到怎樣的結果？

時間似是停頓了，正等待我的一句問題。在此之後，命運將會分道揚鑣，不再相逢。
水花濺到我的臉上，代替我已乾涸淚腺，天正為著我而哭泣，去替欲哭無淚的我添愁哀。

我的心靈，我的意志也在激烈的抖動，我的呼吸變得急促，我的身體也在顫動……
最後我止住了呼吸，握緊了拳頭，閉上雙眼。

「你餓了嗎？」我失敗了。
「沒有。」她那在崩潰邊沿的聲音，代替了她不讓我看見的臉來告訴我，她知道我的真正問題。

我們站在雨中，讓停止的時間再度流逝，而且一直等待彼此再準備好，回歸到夢幻途上。

「咳。男人都喜歡女人穿什麼的？」她是腳步較快的一位，在我們的路上，她總是領跑的一個。
「因人而異吧？」而作為被帶領的，也務必立刻跟上。

「我來買些你喜歡的，再穿給你看。」
我們的時間已剩下不多，沒有空檔讓我們可以奢侈地思考太多。
我們只可以任性，儘管明知後悔是最有可能的結局。



「呼。可以將開眼睛了。」她穿著剛買的新衣爬到我面前。「好看嗎？還是這樣比較好看？」
她解開了胸前的鈕扣，讓我看見她的肌膚。
「都好看……」我用力的親吻了她，替她完成沒有完成的事。

狂風暴雨，日光沒法照亮大地，也沒法明亮我們的心。
旅行的第三天下午，我們只在酒店房間裡渡過。



第十八節

《煙花燒盡前的一剎最燦爛的一瞬》

雨停了，日落了。地上的積水反射了昏黃的燈光而變得刺眼。就像這美輪美奐的台灣街景一樣刺眼。
「來吧，我們要好好珍惜這最後一個晚上。」她一副已將一切都拋諸腦後的表情，令我非常羨慕。我
總是將煩事都掛在心頭之上，放不下，忘不掉。

今夜過後就是歸期，今晚之後就是分離。一切將會打回原形，就如所有事情都沒有發生過……我不想
這樣，我討厭這樣。

難道眼見所有都是風花雪月？難道我不就得擁有一些東西？

「你還沒有給自己買過東西呢！今晚就讓我做你的導遊吧，你想看什麼，買什麼，即管說出來！」她
跑到我的面前，直視著我的雙眼，就像看穿了我一樣。

「去第一天去過的書店吧！」那是一切開始的地方，是我們關系變得越來越複雜的地方。
「好唄！立即出發！」她拉住我的手，邁步向前。

她是如此的千變萬化，她是如此的無法捉摸。
此刻的她就像代替了天上紅日，照亮了大地，溫暖了我的心靈。
她又如春風般輕送，為我帶來了生氣，令我忘鬱。

隨著風的腳步，我走遍了這書店，仍然不感疲倦，我買了如山般的書本，仍然覺得還是太輕。
這是才是我真正期待的旅程，這才是我真正喜歡的她。為何要到了完結之時，我才可以看見這光芒，
為何這是如此地短暫。

我不想完結，不想打回原形。我要捉緊這一切，儘管這是可能是捕風捉影。

「喂？發什麼呆？」她在扶手電梯上擁緊了我。「再發呆就會天亮了喔。」
我們就似灰姑娘般爭分奪秒，在那零時的鐘聲響起前盡情起舞。

「喂，團友。滿足了嗎？我很累了！我要去吃甜品補充力量。」
「都夜深了，還補充什麼力量？」
「我要吃馬卡龍，跟我來！」我看，她根本仍是精力充沛。

「你不吃嗎？你也要補充能量喔。」她笑得很滿足，眼睛都瞇成一線。
「不了，你吃吧。」看著她的臉，什麼也足夠，什麼也變得不再需要。

在這濕漉的長椅上，我們只以膠袋作墊，並肩而坐。眼前的燈火充當月亮星宿，來為我們的最後一晚
增加氣氛。

「真不想回去，是吧？」她首次靠著我的肩上說話。
「當然了。」
「我在想象我們一同住在這裡的生活。」
「是怎樣的？」



「當然是美滿幸福的，我們將會有一個女兒，叫曉麗。她很溫柔，不像我般固執，很理智，不像我般
任性。總之就像你一樣。」
「我愛你，親愛的。」

「我愛你，老公。」



第十九節

《以愛火將最後一支煙火棒點燃吧》

連綿細雨，是天空對我們的不捨依依。
我從鏡中注視著她的動作，她的純熟的一筆一掃，我再也沒機會看到。
沒待她完成妝容，我已忍不住從她後面擁住了她的腰，將下巴放到她的肩上。

她再一次將手放到我的臉上，默不作聲，只讓珍貴的時間在寂靜之中溜走。

我沒有眼泛淚光，此刻我的心非常堅定，我已決定不難過，我已決定要伸出雙手去捉緊她。

「收拾好了麼？我們是時間退房了喔。」她也沒有表露出任何的情感，只是將注意力放在我們需要完
成的事上。
「是的，走吧。」

距離登機的時間尚算充裕，將行李記放在酒店大堂之後，我們撐著雨傘，在西門町逛了最後一圈，也
順道吃了我們最後的午餐。

「好吃嗎？這個可是很有名氣的！」我們都清楚守則，沒將埋藏的句子說出，只是笑著，笑著地哀悼
。
哀悼已逝去的夢幻時光。

離別在即，我們卻是隻字不提，只是不斷去做些事情，想去填補心中的空洞。
當然，這是徒勞無功的。

計程車已在路上，將我們的留戀和回憶通通載走。
在車上我們沒有對話，本來牢牢牽著的手已經分開，也沒再跟滔滔不絕的絕的司機聊天。
雨越下越大，似是止不住的嚎哭。
我們沉默地聽著雨點擊打車窗的聲音，等著車子最後一次停下，將我們擱在機場的門前。

到時候，我們將要再次開口。
到時候，我們將要將次張開幾眼。

「謝謝你。」她告別司機的笑容很勉強，很生硬，無論是誰看見都會於心不忍。
但卻任誰都知道這是愛莫能助。再長篇的小說總要完結，再長的夢也要醒來。

下午四時正，我們來到了機場，飛機將會起飛，帶著我們回歸現實。
但我不害怕，我想渴望的不再是如何美好的夢，我要的是美夢成真。

「雨這麼大，不知道會不會延遲呢……」坐在空蕩機場的一角，任何事都沒法填補她的寂寞感。「真
不想這麼快就回去。儘管是一小時，半小時，或是幾分鐘。」
「別傻了。」我摸了她的頭。

我期待的並不是這幾分鐘的溫馨，只是在最後一剎，她給我的一個答案。
我現在恨不得立即上機，立即回到香港。



立即去問那最後一個答題。

「啊！」突然她拿起了手機，然後就遞到我的面前。
「這……這不是真的吧？」就如連劇般一樣，在最後的一刻，主角總會心想事成。
然而心想事成的……會不會只有她？

吃完航空補償的一頓晚飯後，這上天賜予的一小時，就如不存在般瞬間即逝。
雨停了，時間到了……飛機已在空中，一切也無法回頭。



《最終回》

《別了‧朋友》

我從輸送帶上替她取下最後一件行李，同時，也就是道別之時。
我倆相扶相依的故事，已經來到了三岔口。台灣之旅就如一波洪流，逼使我們前進。

「唔……唉……嘿。嗯。再見了。」她將千言萬語，都藏在再見了之內。
沒待我的回覆，她就轉身離去。

「等一下。」她沒有即時回頭，而是呼了一口氣，才慢慢的轉過來。

此刻，她的電話響起，她並沒有接聽，也沒有掛斷，只由它不斷響鬧著。

「我們會在一起嗎？」

在機場的門口，我們都背著自己離開的路，面對面。
川流不息的人，嘈雜的談話聲，電話的鈴聲，也沒法掩蓋我們之間的寂靜。

「不。不會的。」她終於回避了我的目光。
「為什麼？」
「我們是朋友吧？」
「朋友？結果到最後，你還是當我是朋友？我們之間都發生過那些事了，你還可以當我是朋友？難道
你當你這一切都是意外嗎？」我不能接受，這個不知所謂的藉口。

她的電話鈴聲停止，我的心跳也像是停止了。

「不，不是的。我是真的喜歡你才會跟你做那些事的。我也沒當過那是意外，也不是糊塗，也不是錯
失……但，那是回憶。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她的電話再度響起……

「我要走了。」她接聽了電話：「喂。對呀，我現在過來。」
只而口形和手勢跟我道別，頭也不回，一直走往計程車站。

剩下我一個人站在原地，呆望著她的背影。直到她的背影消失，我還是一動不動。
「多謝你，給了我最愉快最美好的回憶。」不知時間過了多久，我收到了她的短訊。

在巴士上，台灣旅行的片段就如走馬燈般在我腦海不斷浮現，她冰冷的手仿佛還在我掌心，她溫暖的
身體像是還在我的懷抱中，她嘴唇的觸感似是仍在我臉上。

但這一切一切，已經不會再有，永遠不會再出現。我好想大哭一場，但任我怎樣逼迫自己，仍是擠不
出一滴眼淚。連天上的密雲，也不為我洒雨。

我的心似被掏空，我的靈魂也被抽走……



「台灣好玩吧？」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回到了這熟悉的空間之中，旁邊的女同事正跟我說話。

果然，這一切一切，從來都只是夢幻泡影。
終於，我要從這個漫長的夢醒來，看來如此甜蜜的夢，到頭來只是一場惡夢。

「上班了吧？我今天穿了在台灣買的新衣服哦！」她傳來了一張照片，然而我並沒有開起來看。
「怎麼你還是這樣……」
「嗯？」
「你不是說不跟我一起嗎？」
「對呀。但是，我們是好朋友吧？」

「不……我不能接受。」
「你打算拋棄我嗎？」
「我需要點時間……我搞清楚我們之間的關系。」
「……我明白了。請你快點回來，你知道我是多麼的需要你。」她說。
「一個月。請給我一個月，到時我會給你明確的答案。」

然後我再沒有找過她。

直到今天，一個月的約定屆滿，我和她約好了在今天見面。
一個月來，我強逼自己不去找她，不去想她。到頭只發現，我是多麼的記掛她，喜歡她。

這一天，我希望我們都可當作沒有到過台灣，一切回到那旅行之前。
我倆相依的心重新靠在一起，直到天荒地老，我們仍是一對最好的朋友。

在前一夜，我們還聊了一整晚的電話。她的聲線是如此的熟悉而陌生。
她的笑聲是如溫柔而有生氣。

她告訴了我，我的想念不是單向，她告訴了我，她正等待著我。

「你到了附近了麼？」她興奮的說。
「對啊，還有一兩分鐘左右。」我在電話中也難掩笑意。
「你先逛一逛吧，他還未走。我已在趕他離開了。」
「他？」
「對，剛剛他幫……」

我掛斷了電話，呆在原地一秒，然後頭也不回，揚長而去。

然後我再沒有找過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