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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經不覺，本作品，已是我的第二本著作。

上一本《你卻是如此的難以忘記》，
今次，是另一系列的故事—《你為何總要我難
過》……

忘記，是困難的，一路走過，總有你的影子，
忘不掉、抹不去，時而清晰、時而讓人追憶……

但是，仍然能夠一起，是否又真的很快樂？
曾經的愛與關懷，總是短暫的、輕率的，令人無奈
的……

快樂、痛苦與眼淚，總會一起糾纏。

人際關係的締造，總來得不容易；
愛的建立，從來不易獲得。

確實，許多人將傷痕，埋藏得很好、很深，
不讓別人知道，更嘗試欺騙自己……

因為，害怕別人的眼光，害怕世俗的枷鎖；
然後，在情感世界中苦苦掙扎、墜落。

為何要這樣呢？為何不將情感道出呢？
起碼，你確實知道，我真的難過，
因為，我是如此的深愛你……

2018 春

從來沒有刻意收藏，只是沒有刻意顯露；
從來沒有假意快樂，只是實在心裡，確有一份空洞、
迷惘與埋藏……

夜裡，星夜與無星之夜，心中總有一種陣痛；
想起曾經的愛，曾經的夢，你曾經的好，你讓我曾
經的痛……
心裡的激動，總不可言喻；
滴滴的眼淚，總不能自已……

這總究是一份心靈的掙扎，
對我，真實無誤，屬於心靈中的秘密，屬於思緒的
無限追延……
有時，不能用言語述說清楚，
只能透過文字的絮絮表達，
讓你接觸，願你明白，
終究你會發現，我的故事，原來和你一樣……

2018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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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原來，我只愛自己……
24.	時間不會讓我對你淡忘，因為，我真的曾經如此深
愛你……

25.	我願意去愛你，或者，我真的希望，你也能愛我……
26.	祝你生日快樂
27.	原來我，沒有認真去愛你……
28.	從甚麼時候開始，你闖進了我的生命？
29.	相愛，緣於一瞬間
30.	你究竟是為了金錢？還是真的不再愛我？
31.	生活應是一種漸，激情，實在讓人太沉重……
32.	喜歡一個人，很容易；但要愛一個人，卻很難……
33.	他雖然知道我的一切，但是無論如何，也愛我
34.	為何你總沒有表白的勇氣，如果你愛我，請你不要
讓我再等待……

35.	為何，你不願相信我對你的愛……
36.	願我能，永遠愛著你……
37.	我的傷心是真的，我的快樂是假裝的……
38.	在茫茫人海中，我就是錯過了你……
39.	女人和男人的故事，從來就是互相推卸責任
40.	錯愛了的，四號人
41.	是我表白得太遲嗎？
42.	請不要因為新鮮感，而丟棄一直愛你的人……

後記

1.	 如果愛情需要計算……
2.	 變心的女人
3.	 喜歡的類型……
4.	 回憶很美……
5.	 誰說這人不可和那人一起？
6.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7.	 情感的禁區
8.	 我還活得很好……
9.	 人與人之間……
10.	情感的盲點
11.	為何，你總是用你喜歡的方式來愛我？
12.	遙遠距離中的迷惘
13.	不可能的愛，讓人掛念
14.	你心底裡，也很愛我
15.	喜歡的，要珍惜
16.	對不起，我真的傷害了你……
17.	就是因為愛的不確定，心中才充滿思念、期盼與
愛……

18.	日落，影子……
19.	一生的遺憾
20.	為何我的離開，你可以沒有丁點反應？
21.	我真的不想傷害你……
22.	不是我移情別戀，而是你沒有讓我，繼續愛你……

【
目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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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愛情需要計算，就不算愛情……

為何我心中只想著你，
因為，這不可以解釋，
亦無需解釋，不可自控，亦不需太過明白……

太多理智、太多計較、太多明白，就不是愛情……

愛，就是心中掛念著，你知道掛念的是誰……
掛念著，就是一份忐忑，又卻是一份喜悅……
不需計算，不需迴避，不需驚惶……

現在，不是用金錢去換取愛，而是真正動心的愛……

如
果
愛
情
需
要
計
算
…
…

女人要變心，變得比男人更快、更剛硬，
並沒有回轉的餘地……

從來生命中，我們都只是一份擦身而過的浪漫，
剛好與你在這空間中相遇，沒有錯過吧了……

很多時，如果只停留在一個所謂的緣分空間，
沒有彼此的更深努力和堅持，
甚麼相愛，都只是空談，
根本彼此，沒甚麼可以維繫……

這一年，我們都好好相處，
因為我們相信，緣分不單讓我們擦肩而過，
更讓我們彼此繼續凝望……

或者，我以為我在你生命中，是一份全部，
但原來，我們最終，只是一份錯配……

可能大家都在等待，
等待另一份更適合的緣分出現……
或許這不是自私，
或許這也不是謊言，
或許這只是一種無奈，
又或者，陣痛比永久的痛更好……

變
心
的
女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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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地過每一天，真是一種快樂和幸福嗎？

男生的愛，總是拖拖拉拉的，
因為他們覺得，
可以今天愛這個，
明天愛那個，
後天可以愛另一個，
都沒有對不起任何一位女性……
他們的愛心，的確是很大的……

但女生，今天愛著的是你；
明天心裡想念著的，也是你；
後天心裡記掛著的，更是同一個你……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放棄了你，
請你不要難過，
因為，女生要放棄一個人，
是一種清楚不過的選擇，
更是一種最痛苦，但也是最堅強的選擇……

女生的愛，是一種死心塌地的愛；
男生的愛，轉念就已經忘記了……

請不要讓我繼續難過，
縱使我淚流滿面，
請讓我在這一刻，用我最大的堅強，
去好好把你捨棄……

喜歡的是一類型，一起生活的，
可以又是另一類型……

要知道，你總是一個愛玩樂，做事總是三心兩意，
但卻又靈活多變、聰明的人……
而我，卻是內斂的、深沉的、不能表達自我的……

我們一起，難道是一種，互為欠缺的吸引？

從來性格相似，才更讓彼此停留對望，
心中有更大的觸動；
性格南轅北轍，當然也有獨到的吸引處，
但相處下，總有欠缺與失落……

今天，你總有你的需求，我卻總有我的感受；
生命中盛載的，對你來說，是喜樂；
在我來說，卻是憂愁……

你總不明白我心底裡的渴求，
不同性格，就衍生不同的訴求……
最初，我被你滿臉的笑容吸引，
因為，喜樂對我來說，是一份心底裡，最深的渴求。
喜樂與笑容，於我，是很困難的……

喜
歡
的
類
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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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你卻可以，從容不迫地笑，自在的談天說地，
這都是我所羨慕的……

然而，相反的性格，只讓雙方關係，越走越遠……
生命中的無知，卻只能加深，雙方的難過……

後來我發覺，你笑的時候，總帶著輕浮，
對憂傷的我，更沒有一點察覺；
你只在享受你的生活，卻不能明白，
在生命的暗角，還有我的存在……

請你放手，讓我去吧！
因為生命中的最重，就是一份彼此的不能明白，
又或者，是一份假裝的明白……

我知道，我不能祈求彼此的改變，
但只能渴望，彼此的接納，和一絲絲的諒解……

我心底的渴求，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
也不是長時間的相處，就可以建立……
原來，雙方的默契，不只是一種彼此的明白和憧憬，
而是需要現實的付出，先天的基礎，和後天深深的努
力……

你的笑容，總帶著陽光；
然而我的淺笑，總帶著愁緒；

彼此的人生世道，本不相同。
為何，要讓一個不能明白我的人，走進我的生命？
為何，你也要讓一個不能知曉你的人，羈絆你的快樂？

人捉著的，總不願意放手，
當中包含著，最錯綜複雜的愛……
或者，你就是愛我的淡淡哀愁，以及我常常暗下的眼
淚……
而我，就是愛你最真摯的笑容……
如此，回望，彼此擁抱的時刻，雖有著種種衝突，
但彼此心底裡，總有一份默默的堅持、暖暖的愛……

又或是這份難捨的愛，讓我覺得，更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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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很美，因為已成過去，
一切都不需刻意記起……

回憶很美，因為只有甜蜜的時刻，
沒有腐朽後的傷痛……

回憶很美，因為疼痛已過，
再沒有世俗的纏繞，更沒有難耐的牽掛與思念……

回憶很美，因為偶然想起，
你總是特別的好，更是特別的美……

回
憶
很
美
…
…

誰說這人不可和那人一起？只要，將他的缺點，都看成
優點……

你試過吃點心嗎？
有無發現，雖然全部都愛，
但總有一種，你特別愛吃。

今天我喜歡山竹牛肉和蝦餃，
鳳爪和叉燒包，就差了一點，
最不堪的，要算是榴蓮酥了。

和一個人相處，難道你會覺得，
他所有都是優點？
就算他人性中全都是優點，
但有些時候，總有看不順眼的地方吧！

有時他對你很溫柔，對你很了解，
你像在吃著蝦餃和山竹牛肉；
但有時候，他只顧自己的事，
總對你漠不關心，你只吃著叉燒包和鳳爪……

又有些時候，他穿著與你毫不相襯的衣服，
和你外出，你沒有一句話可以說。

誰
說
這
人
不
可
和
那
人
一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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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些時候，他告訴你，他今晚沒有空，
還有，不要管他去了哪裡，
因他愛自由，亦愛一個人，做自己愛做的事……

愛一個人，就要包容他所有的優點和缺點，
還要覺得，他所有的缺點，都是優點……
否則，大家很難相處下去……

相愛就是一種極複雜的行為，
許多人以為，相愛只是一種感覺，
但其實，愛是一種高度犧牲、高度傷痛的生活……

或者天天都要吃不喜歡的榴蓮酥，但那又如何？
麻醉自己吧！榴蓮酥，是越吃越好吃的！
否則，就不要再吃中式點心，改吃西餐去吧！

當大家分開，有時，可能會是一種解脫和享受！
不過分開後，要記著，
生命中，其實彼此曾經也有美麗的、值得惦念的日子。

雖然這份美好，只佔彼此回憶的五分一，但也值得回
味，
因為，有些人的記憶，全是苦澀，
回想起來，連十分一的快樂，也想不起來……
反而痛苦的回憶，比沒有糖的咖啡，更苦……

雨後，沒有彩虹，只有灰濛濛的天；
雨後，不是洗滌過的清新，而是充滿陰冷的深寒；
雨後，不見陽光，而是更寂寞的夜……

你說，你的人生需要新鮮感，
你說，和我一起這麼多年，有種落寞，有種了無生
氣……

我望著彼此杯中咖啡的輕煙，突然見到，一個毫不熟悉
的你……

或者你曾經說過，我是你生命中的全部；
或者你曾經說過，在你記憶中，只在意我的快樂與難過；
或者你曾經說過，在你生命中的整體，不能沒有我……

你
怎
麼
捨
得
我
難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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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一直都知道，這些都是浮誇的話，
我曾將你的說話打折……
但今天，你這坦白而狠狠的話，卻令我相信，
面前熟悉的你，是何等的陌生……

你說，可否讓你認識一下其他女孩子，好讓你生命，多
一點火花？
你說，你不是移情別戀，我仍是你生命中的唯一，
只是單愛一人，有點單調；
你說，你沒有騙我，因為你用最真誠的說話，告訴我，
你心裡的想法……

我想，人與人之間，是否應該保持一點距離？
人與人之間，是否應多保留一點私隱，避免人與人之間
的種種衝突？
我想，人與人之間，是否不應如此赤露敞開，
這樣，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和關係，會否開懷一點？
感受，會良好一點？

你是真的在坦誠與我分享你的想法？
還是，你真的以為我會答應你的無理要求？
又或是，你想直接逼我答應你的所謂心底渴求？

我的眼淚沒有在臉上流，卻在心底裡緩緩流下，
再流下……

你知道，我最容易難過……
你知道，我最容易受傷害……
但你卻用如此狠狠的說話，去深深刺傷了我……
這世上，我相信，在真正彼此相愛的人心中，
都不能再容另一人，
除非，大家根本沒有愛過，或是，已再沒有愛……

如果我答應你，這不是一種交換，
這只是一種情感的欺騙……

為何你容許大家生命中，有這種傷痕出現？
為何在我們相處相愛這麼多年後，你總如此說，要讓我
難過？

你的話，我會記著，
或許有一天，我會全部歸還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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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叫聰明和智慧，又叫逃避，其實，是一種情感的禁
區……

守著吧！不要再逾越多一步！
讓情感藏在心中吧！或者，感覺依然美麗；
讓眼淚在無人的空間流下吧！或者，這更彌足珍貴；
讓要說的話，留在心底吧！或者，愛在心中的感動，更
多更多……

是的，超越情感的禁區，是一種冒險，也是一種勇敢的
嘗試，
或者，會帶來驚喜；
但是，也可以跌得粉身碎骨，變得一無所有……

我想，我應守著這個秘密，守著這個情感的禁區，
遙遙的看著你，或者，我就可以永遠在心中，含淚地擁
抱著你……

情感的禁區，就是，有很多要說的話，都不能和你說……

不是所有想說的話，都可以說出口；
不是所有要表達的感情，都可以表達出來；
不是所有的眼淚，都可以讓你看見……

禁區，這就是情感的禁區……

不應說的話，說了出來，連原本僅有的關係，都沒有了；
不應表達的情感，表達出來，連再說的機會，都消失了；
不應在你面前掉的眼淚，讓你看見，以後，連見面的機
會都失卻了……

情
感
的
禁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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