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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打擾  

  

1 

   

色彩繽紛的顏料塗在純白的畫紙上，瞬間幻化成不同的圖案，相互輝映。看着面前這幅充

滿藝術氣息的油畫，我的嘴角不自覺地向上揚，心裏不由得感歎自己果然生來就是畫家的料

子。我叫袁青，今年十九歲，家人知道我十分喜愛畫畫，便送我來這間寄宿的藝術學校就讀。

我很喜歡這裏，因為這裏的環境都是以白色為主，不論是牆壁、窗戶、地板還是床單、被鋪、

枕頭全都是我喜愛的白色，給人寧靜安逸的感覺。當然，這裏的老師都十分好，會關心學生的

狀況，每天逐一會見學生，以了解他們的情況。而最讓我喜歡這兒的一點就是其自由的作風。

學生除了要定時會見老師外，其餘時間都是自由分配，從不對作品設下遞交日期，完全符合藝

術家的性格——自由奔放，要知道創作講求靈感，沒有靈感是什麼都畫不出來的。  

 

2  突然，有人拍一拍我左側肩膀，我立刻回頭看，一個陌生臉孔出現在我眼前。我睜大雙眼

瞪着她，然後指着擺放在桌子前的牌子「請勿打擾」。只見她好像被我嚇倒，眼神流露出輕微

的恐懼。她清清喉嚨，小聲說：「不好意思……袁青，是時候……」但她還沒說完，小晴就擋

在她前面，面帶微笑的對我說：「她新來的，什麼都不懂，打擾你創作了。不過老師在等你，

快去吧。」我上下打量那個新來的，看她的職員服上掛着「秦達瑤」的名牌，便冷冷的說：「你

叫『請打擾』可以任人打擾你，但我桌上的牌子寫着『請‧勿‧打擾』」我特意在「勿」字上

加重語氣，「所以看到這牌子就不要跟我說話，以免妨礙我的創作靈感。」我站起來，頭微微

抬高的走向會客室。只聽到她們兩個在我背後竊竊私語，不過是什麼我卻不在乎。藝術家的脾

氣向來古怪，別人的目光我才不會在意。  

 

3  走到會客室前，我敲敲門，秀英就開門了。「進來吧。」她張開手歡迎我進來，然後把「請

勿打擾」的牌掛在門上才關門。我坐在辦公桌前，黃老師向我報以微笑。她很年輕，我想大概

是二十八、二十九歲左右，皮膚很白，每次笑的時候眼睛都會呈半月形，她的笑容有一種能溫

暖人心的力量。  

 

4  「袁青，今天畫畫的進度如何？」  

 

5  「就快完成了，不過這次我花的時間比較長，花了大概五天的時間才完成。」  

 

6  「那是因為你身體不舒服嗎？看你的臉色好像不太好。」  

 

7  「最近覺得精神有點不集中，記性都差了，可能是睡眠不足吧。」  

 

8  「那就多點休息吧，這才可以畫到好作品。今天就說到這兒吧，待你完成作品才拿給我看。」 

 

9  我走出會客室，走了幾步才想起我手上的畫筆遺留在裏面。我立刻走回頭，右手正想敲門

時，卻因為房內秀英跟黃老師的說話而靜止。  

 

10  「她的狀況好像嚴重了，她女兒什麼時候來？我要跟她聊一聊。」  

 

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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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她女兒每天下班後都會來，應該差不多到了。」  

 

12  聽着奇怪的對話，心中不禁冒起很多個問號。「她」是誰啊？誰已經有女兒了？不過很快

我就回過神來，我是來找畫筆的，別人的事還是不要管。我輕輕敲門，開門後便說明我的來意。

不知道是否眼花，看見她們臉上有一瞬間掛上愕然的表情，但僅維持了零點幾秒，臉上便回復

輕鬆的神情。「在這裏啊。」秀英拿起放在桌上的畫筆，遞給我，我趕快接過來，表達感謝後

便離去了。  

 

13  回到大廳時，只見一個熟悉的背影坐在我的位置上欣賞我的畫作，我快步走過去。「今天

怎應那麼早啊？」我彎下身來跟智恩說，可是我卻被眼前的情景嚇到：智恩的臉上滿布淚水，

雙眼紅絲交叉織成一個網。看着她的淚水，腦海中閃過似曾相識的畫面……第一次見智恩時，

她看到我的畫作後同樣淚流滿面。她說我的畫作會勾起她與母親的回憶，那是僅限她一人能回

味的記憶，因為她母親已經「不在」了。  

 

14  看着她難過的樣子，心裏不知為何湧上一陣酸酸的感覺，下一秒我就擁抱了她，想給她最

大的溫暖。「我真的……好痛苦……」不知過了多久，智恩以沙啞的聲音對我說。「我以前不

懂珍惜，到現在想補救，卻太遲了……」眼淚靜靜地從她眼中流出。「我媽一直都很疼我，什

麼都遷就我，但我卻嫌她煩，甚至為了不讓她打擾我，在房門外掛着『請勿打擾』的牌子。那

時我並不知道看到那牌子是什麼心情，直到現在，我終於知道了……那是刺穿心臟的痛……」

說到這，智恩難過得發不出聲音。我專心的聆聽，沒有插話，只等她慢慢地把心底的話說出。  

 

15  「我得到報應了。我媽在汶川大地震救出後，腦部受到嚴重重創，忘記了大部分的記憶，

只記得自己十九歲以前的事。她把我徹底忘了，卻仍記得『請勿打擾』四字。現在她只愛畫畫，

畫畫時掛上『請勿打擾』的牌子以防止別人打擾，真是諷刺啊……」說畢後，她看進我眼睛的

深處，流露出欲言又止。  

 

16  「人總是這樣，要失去才會珍惜。」她無奈地笑，「這句話真老套啊，」她的頭轉向窗外，

看着外面正在下的雪。「可是卻是如此正確。」她抹去臉上的淚水，站起來向我鞠躬。「謝謝

你聽完我的話，真的很感謝。」她抬起頭向我報以一個特大笑容。看着她的笑容，我的心如釋

重負，真擔心她會幹傻事。  

 

17  「智恩，老師想找你談一談。」小晴過來，說話的同時眼睛瞟了我一下。  

 

18  「好，我很快過去。」智恩應了小晴，抱了我一下。「把心底壓抑很久的話全說出來的感

覺真痛快。」她拉開身子，走到我背後。「再見了，媽。」她最後說的話聲線很小，但我卻隱

約聽見她說「媽」。我想可能是她跟心中的媽媽說再見吧。想到這，我伸一伸舌頭，看着我的

畫，那是一個媽媽跟女兒並肩走在夕陽下的背面，不過還差了一點才完成。我豎起桌上「請勿

打擾」的牌子，繼續畫我的創作。  

 

19  當晚我做了一個很甜的夢，夢中的場景彷彿似曾相識，我跟一個小女孩在玩耍，雖然看不

清她的樣子，但卻聽到我們此起彼落的笑聲。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文學科校本評核 2017/2018 年度文學創作評核分享會 - -小說  

 

3 
 

愛    

 

1 

   

又到了這一天，是舉行劉德華見面會的日子，把女兒送到天地會後，我隻身走到尖沙咀碼

頭，一個人走着走着，走了良久。  

 

2  秋風一吹，我把那件暗灰的風衣拉上拉鏈，風衣太薄了，容易破損，上面有許多大大小小

的洞，有的被勾破了，有的因年月太久磨破了，我穿着家中那雙僅有的破皮鞋走在碼頭上。  

 

3  走在碼頭，眼前是個長直髮的女人，大約三十歲，她和一群小子在喝酒，眼睛很圓很大，

眸光微閃，像天上的月亮；小小的嘴巴，笑起來特別可愛，是桃花般的粉紅，和我的女兒一樣，

也是三十歲，長直髮，眼睛大大的，是頭頂上皎潔的月，沒有一點瑕疵。女兒總是興奮的跟我

說：「爸！我夢到劉德華了！他溫柔地跟我說了許多話！真的太帥了！」每天她都跟我說着類似

的話，說這話時，她的眼神滿是光芒，如同明月般光亮，沒有半些雜質，她單純地笑着，她只

是一個孩子，簡單，純粹，今天她終於實現願望，和她最愛的劉德華說說話了，十多年來的追

隨，她的夢終可實現了。  

 

4  「鈴鈴鈴……」電話響了，我急忙從袋中掏出手機「爸……我……沒和劉大哥說話。他們

拉着我，三個穿着黑大衣的男人扯着我，他們力氣好大好大，硬把我拉到台下，沒了，沒了，

爸！我怎麼辦，我真的很想和劉大哥談心事，我只想和他說說話，我做錯了什麼，為什麼他們

好端端的就把我拉走？十三年了，我跟了他十三年了，為啥沒輪到我，為什麼不可以是我！」

女兒低聲哭泣着，我慌的不知如何安慰她，皎潔的月亮褪下迷人的光彩，收起光芒，不再照遍

大地。我只看到漆黑的海面，我的心就在女兒的哭泣聲中被推到了漆黑的海面，像無力的球，

在海面上虛弱地飄浮。我沒想到這次還是失敗了，我的雙腿突然乏力，跪倒在欄杆前，跪在漆

黑的一片海前。  

 

5  海浪席岸，像甩了我一巴，我回過神來，連忙安慰女兒說：「孩子，你甭哭，你哭得爸爸心

都碎了，我為你的堅持佩服，感動，你是最有毅力的孩子，十三年了，你都沒有放棄和劉德華

對話的機會，從蘭州，到北京，香港一直跑，爸爸欣賞你的堅持。這次沒能和劉德華說話，沒

關係，沒關係，我的好孩子，不是你的錯，不是你不對，我們還可以再來見面會，明年……明

年，再來找劉德華，傻小孩子，別哭啊。」  

 

6  女兒扯着啞掉的嗓子說着：「爸……我們是不是還有錢的，告訴我，是不是？爸爸……我不

甘心，我不明白為什麼不讓我多見劉大哥幾面……」  

 

7  「傻孩子，爸爸當然有錢，剛剛才在尖沙咀買了一雙新皮鞋，上次爸爸賣了左腎，又賣掉

了房子給你去買各地演唱會票看他，去見面會，去給影視的經緯同志送信，好讓媒體幫你能見

上劉德華。這一切爸爸都覺得值得，你開心，爸爸就開心，不用擔心錢的事，好孩子，爸爸多

挖幾天礦就是了！」我故作鎮定、柔聲安慰女兒。  

 

8  女兒聽了情緒平伏了不少，哽咽着說：「好……好……」我閉上眼睛，皺着眉，腦中有許多

念頭，跪着的水泥地傳來一陣刺骨的寒氣，一陣冰冷穿過單薄的褲子，進入了我的心。  

示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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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海浪被風吹得翻騰，天上的月亮不再像以前般無瑕，有一縷烏黑的雲把月亮遮蔽，月亮沒

有光，沒有了，什麼也沒有了，腎沒有了，房子沒有了，還是不能讓女兒和劉德華說話，我真

沒用，我是哪門子的父親。十三年了，為什麼你劉德華這麼不近人情，你是假面具，披人皮連

畜生都不如，你的影子幾乎出現在她每一個美夢，可是你給了她什麼，你使她留了多少淚，寫

了多少信，她只是當你是大哥，是親人，難道你不理解？你不懂她的付出嗎？是我笨，是我沒

能力給女兒最好的，她痛苦地活着，我活着又有何意義。再見了，我死了還是不會瞑目，我要

讓世人知道你的虛偽，我恨你劉德華，我花了最後的力氣跨過欄桿，把腳伸入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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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 薩法廣場  

 

1 

   

晨曦將至，薩法廣場的上空被染成了一片橘紅色。  

 

2  在伊斯蘭世界中，「薩法」是代表洗滌和潔白無比。在我們阿拉伯人的心目中，薩法是必要

的，而維持薩法的手段，就是尊敬可蘭經，並遵循它的規條，誅殺那些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受

盡千夫所指的罪人。而薩法廣場，它不僅是我們心目中的聖地，也是彰顯公義的地方。  

 

3  我是一名伊斯蘭法警，專門監察法規的執行，當然包括了死刑的執行。  

 

4  死刑是國家法律及可蘭經認可的殺人，是懲罰那些犯下嚴重罪行如謀殺、強暴、運毒等的犯

人。死刑的種類有很多種，石刑、絞刑、梟首等。特別的是，死刑犯的命運是由受害者家屬所支

配的，若受害者家屬要求犯人被處死，他們必須觀看過程，甚至是親自執行，這是可蘭經所規定

的。儘管如此，在我所見過的眾多受害者家屬中，沒有一個人拒絕執行死刑，他們在執刑前懷着

滿滿的怒火，他們永遠都再也看不見最親的親人，而殺父仇人、殺子仇人就跪在他們的面前，只

有將其正法，才能彰顯公義、報其殺親之仇。犯人在此時便會苦苦哀求受害者家屬寬恕他們，但

無論犯人如何求情，那些家屬的怒火仍然難以平息，他們堅信一命換一命，他們要報仇，他們甚

至要折磨殺死他們親人的兇手；執行絞刑的，會帶備小刀，在死刑執行後把環首的繩斬斷，讓受

刑人的屍體從高處墮下，死狀淒慘；執行槍決的，會故意射偏，以給犯人在死前承受極大的壓力，

此時我便會要求執行者站到更前的位置，直至槍口已經貼住犯人的頭顱；執行梟首的，在行刑後

會踹犯人的頭顱，鮮紅色的血頓時從兩端的傷口中噴出來。此時，在廣場旁觀的民眾便會歡呼，

為受害者家屬討回公道而在廣場舉辦派對，同時慶祝犯人伏法。  

 

5  今天，我將要見證另一宗死刑執行。殺人，即使只是觀看一個人被殺，對其他人來說或許會

有點怪，但對我來說，卻只是例行公事罷了。我早已見過太多的死亡，而當中的每一個犯人，全

部都死不足惜，我是這樣想的，唉，可能只是讓我自己感到好過一點吧。  

 

6  每逢行刑之日，薩法廣場便會站滿了圍觀的民眾，回想起來，青少年時期的我也是其中的一

份子。當時我和朋友們比誰更有膽量，其中一個環節便是觀看死刑執行。一開始，我還會同情那

些受刑人，特別是看到他們慘烈的死相時，這個時候，我的腦海中便會有無數個問號，我問自己，

為什麼他在死之後還要被人踐踏？為什麼他不能受到寬恕呢？此時，旁邊的民眾卻在叫囂：「死

得好！」「人渣！」，身旁的朋友也跟着叫囂了起來：「對！他當然罪該致死！」這些感歎號提醒

着我，他是罪不容誅，死不足惜的！一命換一命，才能彰顯正義！於是在幾次之後，我也成為了

向受刑人叫囂的一份子。  

 

7  工作需要，現在的我當然不會再叫囂了。  

 

8  犯人被其他法警拖到刑場，這是一場絞刑，犯人會被拉到高台上站着，受盡圍觀民眾的唾罵。 

 

9  「人渣！」  

 

示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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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敗類！」此時，我便會陪同受害者家屬登上刑台。這次的受害人家屬是一對中年夫婦，然

而，對比起丈夫憤怒的樣子，妻子的臉上不見任何的怒意，僅帶有一絲絲的哀傷。我對妻子的神

情雖感詫異，卻不敢多問，帶領他們繼續登上高台。  

 

11  通往死亡的道路總顯得漫長，受刑人走這條樓梯總是會走得很慢；相反，受害者家屬卻會走

得飛快，更會催促我走快一點，這次的丈夫也不例外：「你能走快點嗎？」丈夫對我怒吼。我點

了點頭，便加快腳步，帶着他奔上刑台。  

 

12  受刑人是個廿歲的小伙子，驚恐的臉上還帶一點稚氣，完全難以相信他竟然殺了人。據說，

事源那名小伙子家貧，選擇鋌而走險到商店打劫，一名年輕的店員與之爭執，混亂中，小伙子錯

手殺了那名店員，因打劫及殺人被判死刑。  

 

13  現在的他面對台下民眾的指罵，臉色蒼白，儘管他嘗試用衣服抹去額頭上的冷汗，冷汗還是

不停地冒出來。他的四肢在抖顫，雙腿發軟得像快要掉下高台一樣，儘管身旁充斥着民眾的叫囂，

他急促的呼吸卻清晰可聞；受害者的父親滿臉通紅，緊握拳頭，怒視着那名小伙子，小伙子有幾

會兒望向他們那邊，卻被他的眼神嚇得馬上望向前方；唯獨只有他的妻子哀傷地低下頭，一語不

發，既不望向那名小伙子，也不望向她的丈夫。  

 

14  其他法警把麻繩套在犯人的脖子上，小伙子雖沒有反抗，身體卻僵直得已經死了一樣，他沒

有像以往的死刑犯一樣跪在地上向家屬道歉求請，他的嘴卻在喃喃自語，恐怕已被嚇得說不出話

來。時間一到，我拍了拍丈夫的肩，示意他可以開始行刑。  

 

15  他的妻子卻突然說：「讓我來吧。」遂走向小伙子身旁的拉桿，只要她拉動那個拉桿，小伙

子便會從三樓高的高度掉落，衝力會折斷他的脊椎，使他立即死亡。  

 

16  全場凝住呼吸，留意刑台上的一舉一動。唯有小伙子原先急促的呼吸，現在顯得更加急促。 

 

17  只見妻子走到小伙子的身後，拿出小刀，把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繩割斷，然後對小伙子說：「你

已經被寬恕了。」  

 

18  小伙子一臉茫然，跪在地上痛哭。  

 

19  

  

我問自己，為什麼？為什麼她要這樣做？  

20  丈夫怒吼：「你在幹嘛！你忘了你說過要把他碎屍萬段的嗎？」  

 

21  為什麼？  

 

22  妻子向着小伙子說：「寬恕你，是我一生中最難的決定，也是我一生中最容易的決定。你殺

害了我的兒子，我和丈夫再也見不了他了，你叫我怎樣原諒你呢？但是我又想了想，我兒子死了，

已經令我們這對父母親傷心欲絕了，我們現在殺了你，只會令另一對父母傷心欲絕啊，我同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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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當然便會原諒你啊！」  

 

23  我頓時覺得恍如醍醐灌頂一般，對啊！同情心是人性！她能夠展露人性的光輝——同情和寬

恕，站在薩法廣場中，比起用鮮紅的鮮血以及無止境的仇恨帶來的正義，同情和寬恕，不更能照

耀我們本身潔白無比的人性嗎？這才是真正的薩法啊！  

 

24  我為這名母親的行為鼓掌，台下的民眾也和往時一樣歡呼了起來，不同的是，這次的歡呼聲

是獻給人性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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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師者  

 

1 

   

確確的高跟鞋在靜謐的走廊迴盪，確確聲快速輪換着，不留一絲寧靜的空間。我推開會議

室的門，看見一心和念慈早已來到，圍着橢圓的桌子坐好。「嘖，今天竟然做不了第一個到達

會議室的人，全都怪那個小孩！」我心裏暗忖着。會議室內有十多張的黑椅，只有一張與別不

同，上好的黑色真皮，厚實的椅背，透露着一種王者氣息，我快快繞過王椅，在旁邊的一張小

黑椅上坐了下來……我想，剛才那幾眼應該不會透露出我的意圖吧……  

 

2  一心坐在我身旁，卻笑口盈盈的還要扯大嗓子問：「哎呀，明明你平時是最早來到的，怎

麼這次就遲了呢？」高而尖的聲音在只有兩三人的偌大會議室留下餘音，刺得像銀針，快把我

耳膜刺破成一個個小孔。我說：「哎呀，就是呀。我本來還想着同學們上學那麼累，提早讓同

學收拾好書包，當放學鐘聲一響，他們就可以早點回家休息，我也可以準時開會呢！只是，我

班上的一個學生跑來找我。樣子慌張，好想像要哭似的。你知道的，身為老師，遇到學生有困

難，當然要幫忙。豈料，他卻說什麼同學戳他眼睛，又把鉛筆插進他的耳朵什麼什麼的，說得

好像真的，我怕有什麼事發生，便和他仔細詳談了一會。」我還能清楚記得，那個余……余……

學生結結巴巴的，說着那些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用了我將近七分鐘的時間！七分鐘啊！多了

七分鐘我便可以成為最早到達會議室的人了，就不用聽一心那些話中帶刺的話！想起她剛才那

個神氣款款的摸樣就生氣！  

 

3  一心嘴巴張大，訝異地道：「不會吧！你不是教小一嗎？」  

 

4  我緊接着說：「就是啊！我一開始也以為他在說謊，但是我看見他說話時，淚水在眼睛打

轉，我想這應該是真的吧！當然，我也不想這會真實發生在我們校園，我也希望是他說謊。但

是我選擇先相信他！」這樣幼稚的謊言才不會騙到我！那個小孩真是天真，果然只是小一程度

的謊話，一眼就能看破！心中想着，卻知道自己當然不會說出口，免得破壞我的形象！  

 

5  「哈哈哈哈……真是天真啊！陳老師，你太天真了！他只是在說謊，想吸引老師的注意而

已，以我教學多年的經驗，每年都有很多這樣的孩子說謊，小一生怎麼可能懂得這麼多陰辣陰

毒的招數，說謊不打草稿，就以為能騙老師，你千萬別這樣笨，輕易被他騙到啊！」一心說道。

她那高而尖的笑聲充斥着整個會議室，特別大聲，特別刺耳，特別討厭！「我當然知道他抱着

什麼心理去說謊，我也教學十多年，難道會不知道嗎？」我在心中不屑一笑，度忖着念慈老師

會不會發怒，這樣我便可以少了一個競爭對手了……  

 

6  「啪！」突如其來的巨響打斷了我們的談話，順着聲源看去，「兇手」竟是念慈老師。她

站起了身子，手按桌面，身子微微前俯，兩眼直盯着一心，眼睛快要噴出火來似的。「夠了！

你還是老師嗎？或許那小一生真的被人欺淩，而你卻只當是笑話，你……」念慈聲音越說越大，

越大越尖，像個瘋犬般，失去理智，對這一心狂吠。我心中為着念慈的行為拍手狂呼，一心真

是活該呀！還好她說話直白，容易惹怒同事，所以在學校工作三十多年還只是一個小小的主任。

念慈真是容易控制，正中我下懷！  

 

7  一心的模樣也真是有趣！先是驚呆，後來意識到後，被念慈的一番話惹火，樣子變得猙獰，

示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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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手抱胸，大聲呼喝，硬生生把念慈長長串串的控訴砍斷，直盯念慈道：「喂喂喂，念慈老師，

我們只是老師，不是警察，即使那小一生被欺凌，又怎樣，我們可以把欺凌他的人扣上手銬嗎？

不能！你別這樣天真了！何況，假若校長知道此事，必然對我們留下壞印象，到時會影響升職！

你才新入職兩個多月而已，別不懂裝懂！」尖酸惡毒的話令念慈的怒氣到達極點，她放在桌面

上的手漸漸握成拳頭，臉紅得像關二哥，嘴巴緊抿成一條線。念慈依舊緊盯着一心不放，眼中

的氣燄燒得更旺，兩行透白的眼淚無聲地流了下來，削去了她大半的氣勢。她那哽咽又故作大

聲的聲音喊道：「你……」我走到念慈身邊，輕柔拍拍她的背，柔聲說道：「好啦，不要再吵

了，校長快來了，我陪妳到洗手間整理妝容吧。」  

 

8  走出會議室門後，我安慰着念慈，說道：「她就是這樣，以為自己經驗老到，常常倚老賣

老，又會向校長打小報告，所有同事都不喜歡她。你才剛入職，所以才不知道同事對她的評價。

下次不要再跟她吵架了，不然真不知道她會不會向校長說你壞話！」念慈抹乾眼淚後，開始冷

靜下來，說道：「我知道了，謝謝你，你這麼關心學生，對同事也好，希望校長能早日讓妳升

職，讓那個一心要看你臉色做事！」我微笑着說：「當然不是，你也很好啊！」「這當然！多

虧一心，我又多了一個支持者，看來升職有望了！」我心中沾沾自喜着，數算着下年晉升副校

長的競爭對手還餘下那幾個……  

 

9  才剛回到會議室，校長和其他老師便來了。看着校長光禿的腦袋只餘下數根白髮，年時已

高，離退休不遠。心中幻想着：不知我在晉升副校長後，還要多少年才能成為校長呢……我想

應該五年之內吧！  

 

10  窗外的天色已變黑，會議終於完了。老師們一個一個走了，目光呆滯，如夢遊般魂不附體。

我慢慢打開電腦，趁着校長未走前，裝勤奮。終於，連校長也走了，我站起來，慢慢走向與眾

不同的黑椅，是柔軟的皮椅，是王者的座椅，是校長的位子，這裏有一天會是我坐的！  

 

11  我不禁想到了，那一天，我靠在黑皮椅上，微笑着聽手下副校長，各科主任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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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 不走尋常路  

 

1  

  

攝影機的紅燈亮起，四周是一片靜謐，鏡頭是空洞的眼睛，直勾勾地探視着我的靈魂。我深

呼吸，開始感覺到自己的臉因為緊張而變得緋紅，手心也開始冒出密密麻麻的汗珠。  

 

2  我住在一個小鎮，那麼小的小鎮，大概用放大鏡在地圖上找也找不着。我有一個平凡的家庭，

爸爸媽媽和我，他們愛我疼我，一切聽起來真平凡，真溫馨，真美好。  

 

3  但從小到大，我就覺得自己跟別人有那麼一點的不一樣，可又無法準確地表達那是種怎樣的

不一樣。  

 

4  例如是，明明是個男孩，但每次上廁所的時候如果看見廁所裏還有別的男生的話，我會覺得

很尷尬，很害羞。  

 

5  「誒，你這是在臉紅什麼？又不是女孩子。」男同學用狐疑的眼神看着我。我眼神閃避，不

知道該如何反應，只得垂下頭。  

 

6  「神經病。」他甩了甩手就闊步離開，而我則低頭仔細擦拭洗手後留下的水珠。  

 

7  例如是，那時候，明明男孩都跟男孩一起玩，但我就喜歡跟女孩們一起，因為我覺得她們比

較懂我。  

 

8  「你不開心啦？其實剛才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們說話就這麼不經大腦，不用想太多的，不過

我明白你不開心的原因的。」梳着馬尾的女孩子眼神澄亮地看着我，語氣中滿是安慰和理解。  

 

9  「謝謝你。」我小聲地說。  

 

10  

  

女孩笑靨如花，「走，我們逛街去，換季了得買些新衣服裝扮裝扮。」  

 

11  我轉了轉眼珠，笑着說，「好，我也想買衣服了。」  

 

12  那時候我想，大抵只是因為我比較敏感內感、容易害羞吧？  

 

13  大概十二歲的時候，我上初中。身邊的朋友有時候會討論女孩的事。  

 

14  「你們有沒有覺得，鄰班那個女班長，長得好可愛？」  

 

15  「才不是！運動會上拿跳高冠軍的才是女神！」  

 

16  「難道就只有我覺得朗誦比賽那個季軍很漂亮嗎？」  

 

示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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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一團廢紙扔到我的腦袋上，「你怎麼想啊？」  

 

18  我猛然回過神，眼線由課室外籃球場上的籃球隊隊長轉回眼前的男生上。「抱歉，我沒有興

趣。」  

 

19  然後身邊的女孩們都開始跟男生交往，談戀愛。那時候我還不太知道什麼是戀愛。她們說，

戀愛的浪漫的，戀愛是甜蜜的，單單跟男孩牽個手，也足夠讓她們心動一整天。  

 

20  所以我開始想像，跟男孩子牽手是什麼感覺的，跟男生擁抱會有什麼滋味。我覺得疑惑透了，

為什麼我會這樣想，為什麼我不是想像自己跟一個女孩子擁吻。  

 

21  直到大概十四歲的時候，那時候身邊的同學朋友都用一種怪異的眼光看我。我不明白，我做

錯什麼了嗎？  

 

22  「你說他，好像對女孩子都沒什麼興趣的樣子，真奇怪。」那男孩低聲說，低得讓我聽得見。 

 

23  旁邊的男生訕笑，眼中盡是不屑。「整天跟女孩子混在一起，就一娘娘腔。」  

 

24  「你看他看我們的眼神，沒準就是個同性戀。」我渾身一顫，不敢相信他說的話。  

 

25  「哇，同性戀要盯上你了，小心點，哈哈！」  

 

26  他們打鬧，歡笑，而我，開始了無盡的自我質疑與煎熬。  

 

27  我嚇壞了，全身上下每個細胞都好像在叫囂着，腦袋似乎有盞紅燈亮起，刺眼而張狂。  

 

28  我是同性戀嗎？  

 

29  每天我也在想着這個問題，每天我也試着逃避這個問題，每天我也重新被這問題拉回來，每

天我也在逃避和思考中掙扎。上課的時候，我會盯着某個男孩子的後腦，我會想，我為什麼要盯

着他？為什麼？因為我是同性戀嗎？大晚上的，爸爸媽媽都關燈睡覺了，屋子都靜了。安靜是很

可怕的，因為什麼外來的刺激都沒有，你便會開始想些有的沒的，想些奇怪的事。我睜着充滿血

絲的眼睛，盯着天花板，想着自己是不是同性戀。  

 

30  其實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如果我是同性戀，那我那些被視作奇怪的行為便會有個完美的解

釋，而別人從此會覺得我是個有缺陷的男孩。  

 

31  想到這裏，我幾乎冷汗直冒，眼眶盈滿淚水。我告訴自己，我不是同性戀，我不能是同性戀，

我不想成為奇怪的人，我只是跟大家一樣，尋常不過的人，將來也要走尋常的路，我害怕別人用

不尋常的目光看我，我害怕，我什麼都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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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所以我嘗試告訴自己，我只是一個平常不過的人。我喜歡女孩子，我是他們口中的正常人，

我不是，絕對不是同性戀。那種感覺差透了，逃避的感覺，就像要承認一件你不願意承認的事。

但那時候的我，寧可要這些煎熬，也不願承認我自己的不平凡。  

 

33  我想嘗試過過他們口中的正常生活。我開始跟女孩子交往，談戀愛。而我的朋友告訴我那些

奇妙的、甜蜜的感覺並無如期出現。當跟她在一起的時候，我可以跟她相處得很輕鬆，就像朋友

一樣。我試過牽她的手，但不會有任何甜蜜的、浪漫的感覺。我強迫自己，我跟自己說，跟女孩

子在一起是甜蜜的，正常的男生都是這樣說的。  

 

34  只是每一天，我都覺得心力交瘁，強迫自己去享受一件自己不喜歡的事，去逃避令自己害怕

的事。我覺得我不是我，我不再是我自己，我變成了另一個人，是人家口中說的正常人，但我覺

得很痛苦，很累，我不知道我的心臟是為了什麼而跳動了。  

 

35  我開始想，這樣真的是對的嗎？是不是，只要成為他們說正常人，我就會過得幸福？是不是，

我繼續自欺欺人，便不會令愛我的人對我失望？  

  

36  直到有一天，我真的累透了。不是體力上的疲累，是我的心無法再往一個錯誤的方向竭力地

奔跑了。騙人很辛苦，圓謊很辛苦，騙自己，最痛苦。明明知道答案，卻要在選擇題試卷上填另

一個明知道是錯的答案。  

 

37  在我再也無法奔跑的那天，我停了下來。  

 

38  我垂眸，終究是牽不下去了。  

 

39  「對不起，我們……可能不適合在一起。」我有點懊悔，但又覺得解脫。  

 

40  那天，我坐了在鏡子前。天知道我掙扎了多久，天知道我為了這破事兒哭了多少遍。  

 

41  我看着對倒的我的臉孔，伸手摩挲了臉頰。為什麼這張看了這麼多年的臉，這麼陌生。為什

麼，我覺得我不是我。  

 

42  我用盡了所有的力量和勇氣，向鏡子大喊了一聲，我是同性戀，喜歡男生又怎麼樣！  

 

43  那刻的我，是百感交集的。我的恐懼不斷提醒我這事情可以造成的影響，我的家人、我的朋

友可能會從此覺得我是個奇怪的人，他們會歧視我。他們會接受這個真正的我嗎？他們會不會離

我而去？但同時，我又覺得好幸福。縱然跟別人不太一樣，但我至少，終於可以做自己了。因為

能夠做自己而感到幸福，到底是件值得高興，還是可悲的事？  

 

44  那天我抱着自己哭了一整天，飯也沒有吃。我對自己說，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不要因為

跟別人不同而覺得羞疚，不走那條尋常的路，也可以好好的。謝謝你，能這麼勇敢。謝謝你，能

做回自己，沒有比這更勇敢的事了。對不起，讓你受委屈了。對不起，浪費了好多個夜晚來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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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你說謊。對不起，你不應該受掙扎之苦。對不起，不應該因為一件你沒有做錯的事，而讓

你痛苦了整整十八年。對不起，沒有早點讓你做回你自己。對不起，強迫你走了一條不適合你的

尋常路。  

 

45  後來，我跟爸爸媽媽坦白了。出乎我的意料，他們沒有打我，沒有罵我，沒有流露任何失望

的神情。他們只是緊緊地擁着我，「你做得很好，你要做回自己，也請珍惜獨一無二的自己，爸

爸媽媽為你感到驕傲。」  

 

46  並沒有因為我是同性戀而嫌棄我，反之是讓我好好珍惜這條跟別人不一樣的道路。他們說，

這條路可能會有很多困難障礙，但這些都是人生的禮物，是其他人沒有的。只要走過這些荊斬，

後頭會是比任何路都要明亮的康莊大道。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  

 

47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也會接受這個真正的我。曾經跟一個朋友說過自己是同性戀的事，他的

臉色頓時就不好了。自從那次之後，他再沒有找過我。  

 

48  社會上太多恐同的人了。他們會辱罵我的性取向，他們會用奇怪的目光看我，他們會用尖酸

刻薄的言語攻擊我。但我不在乎了，我在乎的是自己能不能做自己。更何況，他們罵我，我又不

會流血不會受傷。  

 

49  我也知道，我並不是社會上面唯一的特別的人兒。只是很多人都不說出來，終日在惶恐和不

安中掙扎，這種現象太尋常了。我無法想像再掙扎多幾年的自己會成什麼鬼樣子，光是想像就已

經很痛苦。我不希望再有人因為做回最真實的自己而感到痛苦、罪惡了，做自己並不是什麼值得

羞恥的事，反之應該因為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個體而感到驕傲。  

 

50  所以，我決定成為不尋常裏的不尋常。  

 

51  所以，我坐了在攝影機前。  

 

52  所以，我要把這一切，堂而皇之地說出來。  

 

53  我希望每個人都會走最特別，專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的路。  

 

54  「大家好，我要跟大家說說，我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