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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起

七時十五分
 
 
 
顏梓藍走進車廂,人群魚貫而入,擠擁而不失秩序,芒然而不失堅定,勢要去到目的地,那怕早已成了一個
個麻木的遊魂。
 
無數黑絲飛過車窗,反射出自己的樣子。有時候,梓藍想,多少人的青春埋葬在車廂,多少志封在這裡。
 
自然也有她。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
這句話如常被忽略。梓藍抬頭一看,才發現,是子簫和雪琪。她打起精神：“很巧,你們都在,昨晚的“不
回家”女主去打排球,你們有沒有看？”
雪琪只說：“Martin 你SBA book 看完沒有？”
“看完了, E Lam 今天要我們做one minute response ”
梓藍 努力地問：“ SBA不是下星期才deadline嗎？”
“不過我們班早作準備罷了。”
此後,梓藍拉扯嘴角勾起一抹微笑,聽著再沒有她的對話
 
七時三十分
 
黑板上寫下要交的功課,梓藍抬頭一看嚇一跳,連忙去找奕翔，便見一堆人追著他“  快給我們你的奕翔
數學簿” “昨天已經知道要交,每次都是deadline fighter” 每一次要交功課之時,亦是 人緣最好奕翔
之時 即便如此,奕翔依舊故我,佢默默扭轉頭,丟給梓藍,只說:「快抄」 「果然大神最好,love U」
抄着抄着,梓藍發現了一些問題，數學簿竟然少了一頁,看來是被撕去。
“奇怪,誰撕去的？算了，先去抄了。”
 
八時十五分
 
烈日下一篇一篇宣傳，聽到梓藍腦袋都放空,耳邊的宣布自化成BGM
 
然後
 
猝然不防！

砰！
 
血。。。全都是血。。。它。。。就慢慢如一條條河流向我曼延
喉嚨中的空氣被握住,手被鎖住,我。。。我不知何時由站的變成坐的。。。我。。。我。。。啊。。
。啊啊啊啊啊
 



我連血都看不到了
“ Mr Chow 梓藍暈倒了!”
“你。。。你看。。。那血。。。是。。。 梓敏。。。。。。”



轉調

“警察叔叔,情況就是這樣”
我的心總算平靜下來，雖然閉上了眼睛，全都是血。那個畫面，怕是今晚不會退掉。
令我驚訝的是死的不是旁人，而是顏梓敏。
 
顏梓敏，我的堂妹，韶華中學的連接四年的學期成績都是第一，樂團主唱，風紀隊長，為人處事大方
得體。簡單來說，她就是完美學霸體，最標準的模範生，如果她也要死，那我不早就成了骨灰了嗎？
此時口袋震動，我知道，為了家族中最優秀的女兒之死，全家自然隆重其事地聚在一起。算了，今天
算我倒霉。
  
其實，她的死狀也太慘了。我轉身問警察：「那...她會如何處理？」他頭也不回，一邊記錄一邊說：
「按程序，我們會將資料呈上死因庭，由法庭判決，不過這樣明顯，自然是自殺 。」
 
這是自然。
 
一進了門，在窄小的空間，梓敏父母，我父母，梓綠，梓紫全圍在書桌前。大伯母雙眼紅腫，上氣不
接下氣，還哀鳴：「敏敏，我的敏敏，回來啊！」我媽和大伯一個拿著水杯一個拿出一包包紙巾，想
安慰她。大伯母抬眸一看到我，就彷佛看到了最後的希望。「阿藍，小敏，她，一定還在？」大伯母
一聽，以前所未有的瘋狂，握著我的膀子：「她不會死的。敏敏還要成為顏家第一個上大學的人，你
何以和她比？她是我的命！」爸媽臉色一僵，大伯也忍不住咳了一聲。
 
又是這番嘴臉。
 
我想起新年時梓敏廣為人知的成就，她的父母有意無意的自豪自傲，我父母的自卑。她是星，我是泥
。就算冷血，她死了，對我的一家都安好。
 
「不，她死了。」
 
我站着看到大伯娘暈倒，離開，關門，再倚門。
對，我就是比不上她，這誰都知道。
   
我怎樣努力，也比不上堂妹，倒不如不努力，盡歡才好，說著，我掏出手機要打排位，5A班grp傳來
一個訊息：「請所有5A班同學注意個人安全，學校關門後盡快回家」
我頓時黑人問號，何時老師開如愛上說廢話？下一個訊息便回答了我。
「是不是因為Clara,
Elsa和Brian見到黑影，嚇到撞傷頭呢？」「Vivian學校只是擔心同學的人身安全。」有古怪，不過
不關我事。我看到牆上海報，才想起，今日是利海哥哥的生日！！！都怪今天的事，不行，快開Pos
t祝賀哥哥生日。我一下扒在桌上「詩靈，今天可別拍醒我。」「唉一會是Chan
Chan堂，你還要睡？為了我家哥哥，我打機通關到三點，又做SBA做到六點，自然是要釣魚」「不
是VA
SBA有指示嗎？你不要告訴我你又無視指示嗎？」「哎你又不讀VA懂甚麼？！」我吐嘈。詩靈反白
眼：「任性，deadline fighter！」
對，我就是賴皮的deadline fighter。我笑笑，便沉醉於我和周公的約會



「怎樣呢？最近學校不太平，你好似好累，別再徹夜打機！」「切，你不是我家哥哥，那裡懂他魅力
！」說來這人十分古怪，他是我在Ａ斑的好友之一－－－周奕翔，之前剛認識高冷。現在比 還連美寶
要温柔，還是和詩靈日常最正常，互串互diss才是正確的好友打開方法。
 
「麻煩Ａ班班長出來」是Ｅ班班主任Mr
Chow一臉焦急揮手，與平日清然的樣子差天共地，詩靈連忙出去。臨走之前，MrChow更用略為抖
的腔調說：「還有，Mr Chan今天生病不會給你們上課，你們自修吧！」
 
佢一走，班房便化成街市，Mr
Chow奇怪的表現完全掩蓋不住突如期來不用上課的好淌息。只有奕翔憂心。我說：「不用上數學，
你還苦著臉。」「我偷偷hack了韶華教職員系統，Chan Chan不是病了，是死了，別聲張。」
如果不是沒事，我已開始被勒令一放學就和大妹回家，不得停留。
「哎梓藍如果見到阿蕭就拉埋佢一齊返屋企啦！反正大家順路。」
我一下子唔知點接話,其實我同子蕭已經好耐無一齊返放學,就算同路。「唔媽見到就會一齊返。」

我總說媽太緊張，可是隨著Clara還有兩位同學都見鬼。一時之間，SＨSecret充滿了八卦的帖文，人
人自危。 「沒事找事煩。」昔懷總算病好，可他一直精神不太好，就像現在，又要去睡覺，帶著重
重眼袋去找睡魔。難怪，平日他最不喜就是說八卦。 可我不一樣，我是花生友，我愛聽啊！「哎哎
哎詩靈，甚麼事？」 「你看，有些人在SH Secrets 能上，但名校Secrets
卻上不來。這些鬥鬼事件很多人也想趁 Mr Chan
自了殺再抄熱一下」這我知道，當天便上了頭條，家中半小時新聞一半都在報導韶華中學自殺事件老
師，校長，主任連學校傍的路人街坊都問。閒得慌。更令人討厭的是平日我看到的電視劇還被切成新
聞特輯！靠!
 爸爸啃著排骨吐骨空出口：「死了還要拿來作文章－－－無口德！阿哥阿嫂已經夠難受，天天電話
伺候！」「對啊做人留三分大家好受點，唉！」媽媽一邊挑排骨一邊給我加夾菜「家姐吃多點，有事
就打電話給你告訴媽媽，媽媽幫你處理好。」「我會的。」現在已經不怕了。 梓綠從我碗中夾出飯
菜：「媽放心她根本沒有如雪琪姐姐大方，怕是想要人採訪她也沒有！哈！亅媽馬上說：「別亂說！
她是你家姐！」我扭頭看爸，已見他有話要說，趕緊低頭，可是已經晚了。「你記得自己是家中長女
，麻煩你做好自己！看看阿敏看看你！你再沒半點出息，信不信我cut你WiFi！我就不信教不好你！
」「放心！你cut了我也懂得駁回去。」「你…」又是媽媽打圓場「好了好了飯菜都涼了快吃吧！」
小妹梓紫一如往常笑回「好的爸爸媽媽大家姐二家姐吃飯！」「吃飯！」

第二天我一回校，所有記者一湧衝過來「你是陳文賓的學生嗎？」「你認為他是不是厭力太大？」「
你想教師待遇是不是該改善一下？」WTF
我一個中五生能懂些甚麼教師待遇？！還有，人都死了，與其立刻上網上線，責令政府學校倒不如關
心下 Mr Chan 家人，看看他們需要甚麼協助，Mr
Chan好像有個讀小學的女兒。 有時候，怪不得學校如此隱瞞，一不小心讓人知道,
便要連人帶學校翻出來。教育界的壓力,
某程度上來自媒體。還好，學校請來臨時保安，我和大妹和其他同學才得以回校。 「你們還是別八
卦了！上次老師叫你們改IES題目改好沒有？」我和其他同學一聽，不禁暗駡掃興。「你們可好，我
快考試，我連我負責老師的人影見都沒見到，如何改啦？」「你說真的嗎？可是往後IES很煩！你如
何收集資料，你如何編寫，還得問負責老師。」詩靈也忍不住出聲：「你們還好，頂多找不到人。我
呢！可是一問三不知，問老師不如問自己！」「不是啊你不是做有關法援的題目？」詩靈答：「那你
怕甚麼，回去問你爸！」「無錯，呂文楓是你爸爸啊！」詩靈笑笑不說話。 一時間，同學七嘴八舌
的聲討起來，可一到要問責，忙着抄功課馬上低頭，打水的去打水，連詩靈也去拿回數學簿。也明白
的，IES還是要算進去DSE通識成績。隨着鐘聲響起，課堂更靜，如常的測驗卷派到各人手中，各自
作答。



 今天本來美寶要去樂團練習大提琴，我得去樂室替佢請假，一經過舞室見到中國舞班早已落堂，大
妹重係到練習。傍晚既餘輝透過窗户折射係大妹身上。佢靈動一轉，揮手一伸，白扇清脆打開，同歌
謠輕快節奏完美接上，呢一刻佢唔係大妹，係湖邊活潑明豔既江湖俠女。往常都無甘早開始練，莫非
係。。。

「爸、媽你地唔好淨係見住家姐，我已經係學校舞蹈隊長，上年比賽，有個評判重話，只要佢再見我
做到校隊隊長加獲得冠軍，重可以資助我入讀法國皇家舞蹈學院。。。」「但人地有無留低contact
？」「無啊」「甘人地就fake你啦唔好亂想啦食飯啦！」傻妹為佐甘既一句話就甘努力。不過對於夢
想，比起大妹，我真係自愧不如。

可現在Mr Chan「生病」了，要向代他工的Mrs Chan一如平常, 沒有悲傷也沒有痛苦, 可她是Mr
Chan的妻子。她停下筆, 看了看我,
意味深長的說「天已黑些回家吧」再嘀咕一句「不太平啊」 我內心被她這模樣嚇到，心中浮起梓敏
死的畫面，不至於撞鬼吧？老實說，梓敏死後撞鬼事故不斷，一個星期有一些人表現得古怪，但又於
我無關，自己都有的要煩，還要摻和這些破事嗎？ 十一月漸漸日短夜長，雖只是五點，天色已開始
暗談，最後一絲斜陽射在樓梯下，我的影子拉的長長，倒映在地上，四週一片死寂，連我自己喘氣聲
也聽得很清楚。 突然，一個排球從locker低滾出來，我心鬥斗的－－－多心了多心了~~~就是心理
上被撞鬼事故搞到. … 0.0 是。個。白。項。鏈 0.0 是。個。女。孩 0.0 
是。頭。髮。 0.0
 是。血。 0.0
 鬼 ！!!!



轉調（2）

「梓藍，你醒了！」詩靈神色焦急，手中竟拿符紙，還貼在我身上「梓藍，你跟你家說今天IES上課
晚了，我要跟你說些事。」我本想拒絶，但詩靈一臉繃緊，緊握我手，我只好答應 詩靈問我：「你
真的不用吃東西？」「不用，一看食物就想到今天的。。。」「啊…你還好吧？」「好，不過你何時
把符貼撕走？」「啊哈哈哈，都忘了，我拿走吧！」面對一桌子的菜，身為吃貨的詩靈，看來這次來
真了。 詩靈今天被喊去拿數學簿給Mr Chow ， 佢表示代為批改。
當詩靈經過教員室旁的男廁所－－－看到被繩子勒過的Mr Chan,
他膀子上掛著一條白項鏈。不過，當她跟著就救護員抬走Mr
Chan，白項鏈卻不見了。 我心中打問號，陳文賓可從不戴白項鏈的( ′
`)。詩靈再說：「我就說，這一系列事情也太詭異了。自從梓敏一死，一星期之內，包括你已有四人
撞鬼，更有老師死。Mr
Chan不像要尋死之人。」「可是這並不代表有不妥之處，還有，不關我們事。」 
詩靈見我們個個手機只能到SH Secret 發文, 卻去不了名校Secret,
就請奕翔Hack。結果發現學校竟block了全校人去上名校Secret。 「吓？！這如何做到？」 「我不
知道…等等…每年學校都會以保安為由收集同學手機資料,
以便給學校漏洞。」 詩靈認為學校由此有意封鎖消息加上靈異的白項鏈, 她已打算找機會問Clara,
Brian和Elsa,
看看他們撞鬼時會不會有甚麼共同特點。「可是你確定不是平常遇鬼吧！那鬼也不可能是同一個鬼？
」 「可是如果是普通遇鬼為何不是隨機？」詩靈笑問。「現在不就是隨便有人見鬼…等等！那三人…
」要不是詩靈說起, 我差點忘了, 那些陳年舊事。 當年, 我還是梓敏的師姐,
就知道中一新生中欺凌倒是平常事, 還開了不少吃瓜wts群專說壞話,
據說三人便是當初發起人。 「那是你還在中二級, 不曉得的事－－－Clara號令1A同學不跟她玩,
不讓她進班grp wts ；Brian則負責宣傳梓敏的「獨特」之處；而Elsa就耍她。」 「那,
詩靈你為何知如此多？」 「我也是1A斑的…就一小段時間做她鄰壁略知一二…哎不過這説明三人共
同得罪過同一人, 鬼魂不但可能同一人, 更可能, 是梓敏。自從梓敏出事才有如此多變故,
所以為了大家,
這事有必要查查」 我腦中想起一事：「詩靈可是我們已收到驗屍報告和死亡證。大伯娘已看到很多
次, 的確是自殺。換言之這不存在隱情！」詩靈眼珠一轉, 忽道：「hold
on！收到死亡證之前警方有没有無做些甚麼－－－如開研訊和剖屍？」「我聽我媽說要的不過驗屍
官一看顏梓敏頭上的傷便全憑經驗判她死於自殺。所以才没有後面的事。詩靈人俯前：「不，無可能
。我爸說過，根據香城法律，死於意外包括自殺至少開研訊。你們怎能不跟程序？」 我笑道；「程
序是死的可人是生的。我那大伯早怕丟人，只想趕快葬了堂妹。」「那你不如勸勸你大伯娘去問問。
」我笑意更濃：「平日大伯娘從不主動和我說話，我何必熱面貼冷屁股？」 詩靈人更激動:「不不不
這樣太離奇了,好像...趕着要葬她...」我答:「自然趕,都鬧得沸沸揚揚的。」「你好,兩杯草莓芝芝」「
謝謝。」我沉默地喝,

我乾脆推說有事,拎起書包走人。其實昨天我做了件事,當我還在Moon
cafe時發了訊息給雪琪小藍藍:「IES part A 完全無方向
救我」雪琪:「不行今天要練雙簧管,改日。」我再抬頭看他倆,真是和諧的畫面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
 
「早安Becky！」
 
我一看就見是子蕭,
急得轉腦海又連一點渣找不出來當話題…氣死人了給你碰到他你卻連一句話都說不到,



顏梓藍你廢物！
 
感謝上帝他倒是說起話，「陸子笙今天又當講座嘉賓。」
車廂空氣秒降溫「不怕了, 大家不知道。」
「算啦，老師知架。」
唉，有時除了節哀順變都無野好講。陸子笙是子蕭的哥哥,
香城第一心胸肺科神醫。他是我們出眾校友，時常回來當講座嘉賓。
 
啊啊啊。。。空氣太冷了我努力扯出話來：「還記得四星琉瓶？」



番外1---昔唯求可知

倒不是我冷血漠然,我只想歲月靜好,過好日子。和哥哥們。别再留級。得過且過吧!就在我低頭喝時,我
瞅到,子蕭正用心指導雪琪功課,那用心的,頭並頭肩並肩,還喝同一款咖啡。可我甚麼也不說,倒想起秋
海棠的花語
唔知幾時由我同子蕭講嘢變成雪琪同子蕭講嘢
明明我係先到子蕭生命之中。
 
個一年陸子笙要考DSE,為免受重係小學既子蕭干擾,陸姨急忙想揾人寄養佢一陣。機緣巧合重遇中同
好友即係我媽。
於是佢就住咗我屋企,整整半年
 
一開始,我拒絕將所剩無甘既父母關愛分俾佢
之後,慢慢發佢眼睛好似有好多說話講,尤其面對佢哥哥
再之後,我臨危受命幫佢走樂器班堂打掩護,第一次見到自信既臉留下眼淚
然後,我開始同佢分享所有好既嘢,包括我d畫作,佢開始笑,係真既笑
再後來,四星琉瓶出現
勾手指
城堡
櫻花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勾手指
城堡
櫻花樹
 
人人話生活係城堡既人係唔需要長大。所以,一再被指責做唔到一個好女兒好家姐,我就躲入城堡。所
謂城堡,只係一個荒廢村屋。但呢個城堡就有個大窗框,遠眺就係垂掛係碧綠窗簾既清晰藍流蘇。山同
水只係山同水,而呢幅窗中畫永遠都佔有心中最純粹既位置。
當我如常躲藏係城堡,突然有人從狗屋潛入去,我下意識抄起掃把一打、先睇清係子蕭。一開口就見佢
上氣唔接下氣,原來已經係滿鼻鼻涕,一下子扎入我懷中。發育期比較高,我重高佢一個頭。我不知所措,
佢只係話:「點解個個都要我同哥哥一樣。」
我只係答:「你地唔一樣,所有兄弟姊妹都唔一樣」
佢再問:「你只係同子蕭玩,唔同係陸子笙既子蕭玩,好無？」
我再答:「好」

然後,小心翼翼,勾手指,打手印。
再後來初中時,我地再係天台櫻花樹珍重地勾手指,打手印。據說,韶華中學既櫻花樹專出情侶。

我瞪大眼睛，
又從夢裡醒來。

多少年，我想看不到，聽不到，可我做不到。我試著放手，但他的風采，他的優秀，我忘不到。可我
一個deadline fighter
留級生，算了吧！其實怪不得任何人。我不知道是之前落下進度太多，還是複習艱苦，我未能堅持下
去。
 



我是懦夫我知道，所以我只能裝不知道。
 
其實除了他，還有四星琉瓶。
 
「聽說威尼斯可以自己手工琉離好cool啊，有機會我也要去！」梓敏玩著玻璃瓶說。
「傻子那是玻璃不是琉璃。」雪琪和子蕭都笑了。
「我不管啊它就是琉璃。」
「你們別吵了，不如我們做紙星星放進瓶子裡，當成願望瓶子，將來，我們再拿出來看看。」「好啊
。」「就叫四星琉瓶。」「好啊！」
我清楚記得, 我寫；我們要一齊長大。後來我們都長大了，卻不算一齊長大。
  
 
 



暗路（1）

頂一出口就提了禁忌，別忘了他喜歡梓敏，戀人沒滿啊！但我小心看他，他沒有黑臉，把頭髮繞好：
「記得，還說要一起去威尼斯。」
「對啊我可沒忘啊！」
「我也沒。」
我想，我是笑了。我對上他的眼睛，他捽不防然說了一句：「她死前一晚，還說起那幅畫。」
「畫？」我心提起來。
「我只跟她說，我只想和真正作畫之人在一起。」這刻，又是甚麼意思？他…知道了？他卻補一句：
「可是為世不容，注定緣淺。啊對了你最近要小心。我信你的。」
啊哈哈哈多心了，自然是說梓敏了！嚇？！小心？不過。。。他至少當我是朋友…^.^我們還是朋友
，不論甚麼事。不容我多想，他說：「走吧要下車了Becky」「哎走吧！」
 
……………………………………………………………………………………………………………………………………
 
一進班房，我就知道不對勁。
四周眼睛瞄向我，然後四散，冷著臉思、竊竊斯語，我直接走進聚得最多人的角落，他們馬上散得如
看到炸彈，一下子整個Corner只剩我一人。我不笨，可看到一個個盯著手機，便掏出手機，一看便
明白。
 
SH Secret
出了一個新熱貼：「大家都知道，我們級中某些人自暴自棄，不思改進。天天只知埋怨，整個IG 
Snapchat
都是她的哥哥們，還以此自豪，不要臉說自己如何拉低平均分。。你以為留過級就不用留級？！有時
間不去改進還去罵敏敏女神，警方說不出她的死因但我們心內明鏡似的！link in bio
大家看看證據看看她的面具！臭不要臉！！！！！」
那是一段錄音：我最看不過總是Fanny考了60多分還哭，就是不過平均分,分我合格都偷笑。惺惺作
態！一個測驗要生要死，真的不合格,還不要死了？！
還有一個截圖：我當時表示不加她入班grp因為那是說secret不會讓擦鞋的加入。
 
後來我才知道她那次中文test,真的不合格。這豈不是坐實我的罪名？我拿著手機衝去找雪琪,她如此
聰明,定有法子。
 
我一看到雪琪便如見救生圈,「但你做這些,就不能否認啊！」我轉向子蕭---他說過信我。「那你呢？
」
 
他只説：「人心難測。」
「可至少...我是同你...一同長大...」
 
C班洋溢輕狂的歡笑。
我忽然梳理好前塵往事,原來由個時開始就為世不容,注定緣淺。有一日陸姨見我同佢一齊放學而唔見
雪琪,臉容再無當初求我媽幫忙照顧佢既和顔悅色
「藍藍,你...我以後都唔同你放學。」
「吓？點解呀？」
「因為我媽話你成績...」電話就傳來一陣盲音。其實我明,佢為我留面。我只係無同媽媽提出,呢個陸
姨就係佢好姐妹。



 
「好威風啊！一群C班人欺負一個人！」就在這一刻,我從未想過,信我之人是你，周奕翔。
 
「不怕他們不信你,我們都信你,奕翔,護好她！」詩靈將我推給奕翔,接著說出從未說過的狠活:「你們
平日中文考得如此好想必古文比我們還好,卻連四善端也做不到！惻隱之心啊！是非之心呢？都讀去
那呢？全都是高分低能！」C班人雖然甚麼都沒說，但有些已低頭刷手機，做功課。詩靈瞪向雪琪：
「還有你，從小她是甚麼人你不知道嗎？換作是我，你如此說法，我早扭頭不認人呢！你對得起梓藍
的信任嗎？」我也盯著雪琪，你快說點甚麼啊？
 
小時候，都是你護著我。
 
當年,我不太會說話，在公園，總是爭不到千秋玩。
 
有一次，明明說玩了兩次就給我，卻賴著不走「看看你啊，只會哭，快回去找媽媽啊！」旁邊的小孩
哈哈大笑，我正要哭時，她來了，澄澈淨明的眼睛，出埸背景自帶一陣閃光，自帶英雄的BGM，救
走公主的勇士。「男孩欺負女孩，不要臉嗎？你不走，我叫警察叔叔來捉我！」那些壞人被她嚇怕，
她伸出手拉著我說：「以後，你要的千秋我去爭，你受的欺負我去擋！」
然後了？現在同樣情景，你祛了，也乏了。也許，是我錯，多少次，你一步步往上爭，我不但沒進步
，還往後退，擋著擋著，就沒瞭然後。
是我錯得太多。
------------------------------------------------------------------------------------------------------
-----------
「如果你真覺得自己有錯,那就改啊！」lunchtime我們四人無言吃飯聽我吐苦水時奕翔終於忍不住了
。「定係你懶，唔肯改，唔通你切切底底做咗個廢人先開心咩？花時間係到廢吹,你倒不如返去温tmr
個 test好過。」我已經feel到自己塊面變咗死屍面。
 
「好啦」奕翔放下餐具說「作為你既真朋友,我必需指出一個事實---你的確太弱太依賴了！但係人總
有一日要自立,避都避唔到。避得到一時,都避唔到一世---睇清呢個世道啦。」奕翔接口說：「只有你
自身強大你先可以爭取自己理想。
在這世上,只有強大,才配得上擁有。」
「但係...」
「無但係啦！如果你要學業上協助我地三個都可以提供。」連美寶都強硬了。她捉住我的手:「我地
一齊陪你。」
我眼睛感受到一股暖流:「多謝。」
------------------------------------------------------------------------
其實明眼人都睇得出個帖文係衝着我而嚟,為咗自保強大,為咗大家,我終究要努力亦要查案
唉夜長長
詩靈已删去我手機上所有遊戲,可進度可難跟啊>-<每個中文字我懂,可拼在一起我就不懂；每板書字
不多,但就背不進去。要不放棄吧？
不我放棄呢怎對起他們？此時奕翔傳來訊息
 
奇人周生：tmr moon cafe study?
藍天一色清：ok 有其他人？
奇人周生：no only u and me
藍天一色清：...
奇人周生：下星期geog test 只有你我讀geog自然只有你我
藍天一色清：Errrr....



1.  
2.  
3.  
4.  

奇人周生：還有,我有要事說
藍天一色清：那...好吧

越想越不當,周奕翔他從來沒有單獨約過我,我地識還識,但一d都唔熟。以前我同佢搭話佢重冷漠似水,
依加就急轉畫風。怪！太怪了！想著要知他相處就太怪了！尷癌簡直到了晚期,不了,還是叫上詩靈陪
我。
我隨手一件萬年黑長袖,再加上牛仔褲和學校褸,詩靈就好很多,一件白絨毛上衣襯黑裙加對長boot.她
一見我就吐糟了:「好歹你去見個男仔,麻煩你打打扮下啦！」「算啦又唔係第一次見。」
「唉你又唔諗諗點解人地...算啦算啦唔講啦！」

再望到奕翔,佢係著咗校服長褲加件白襯衫。0.0
我忍不住恥笑他:「你甘打算去interview?」誰想到他竟老臉一紅,「我屋企...無其他衫！」「那你平日
有很多格仔衫,這才算真正的IT人。」他訕訕地笑,不過看到詩靈的存在臉逐漸陰沉。詩靈或是看出,便
說:「哎別企係到講嘢,我重未食早餐,不如我去買D咖啡小食,你地要咩？」
「Mocha」我和奕翔同時說,詩靈臉上出現了傳說的姨媽笑:「哎甘夾果然係...」「你唔好亂講！」我
制止了詩靈，我心中還都是有陸子蕭。我不想別人誤會。
 
詩靈也不多說，笑笑便走了。我一看奕翔他又神情失落。其實我也不太好，明明人家只約我，卻拉出
了詩靈，下次還是不要這樣。「John對不起我不是…」難道我要告訴他我怕跟他單獨相處嗎？「沒
關係，我明白。」我們對上了眼，他的眼睛還是盯著我，我找話題了：「Err…你說你有要事說，是
甚麼要事？」「啊詩靈不在這事好說。」我心中疑惑，但先讓他說：「我懷疑詩靈林雪琪同自殺事件
有關。」「咩話？！何以見得？！」
奕翔列出幾個疑點：

梓敏和詩靈wts對話只有一句，在8點10分由梓敏發出：「對不起。」
事發當天詩靈並不在早會
事發之後除了我, 最不想談及此事便是詩靈。
驗屍官安華是林雪琪姑姐。

「吓？我係唔知佢竟然有個驗屍官姑姐？！」「都係姓安hack入學生糸統就查到尤其詩靈同我講過
係驗屍官一錘定音梓敏係自殺，所以….
」「你覺得林雪琪可以被包庇？不過，你不能以第四點懷疑他，也許真的巧合，梓敏best
friend何以柔和詩靈都不在早會。至於第四點，昔懷本身早就討厭八卦，自然不想談。等等，你竟ha
ck了了昔懷手機，你不是要告訴我，昔懷殺了梓敏？！」正當我想追問，周奕翔突然站起來！椅子
都反倒了我還來不及反應，他竟拉住我跑！我結巴：「詩…詩靈…」「我回頭wts她！快點！再遲些
就來不及！」何來的來不及？但我清晰看出他眼眸從未出現過的驚惶，我忍住不問。
周奕翔喘氣踢開大門，我竟見到Mr
Chow快要從窗口墮下！我二話不說，和周奕翔衝去把他拉回！總算費九牛二虎將Mr
Chow拖回，他口中仍喃喃說着：「文賓…阿賓…別走…」我心中有不好的預感，該不會是陳文賓，M
r Chan？
 
其實陳文賓不是甚麼好人，他有妻女，但對學校班花校花特別熱情。該不會…和男的有關係吧….
 
「食屎啦又係陳文賓！」好我打臉了。Mr



Chow卻彈起嚎叫：「阿翔你別攔我！我和阿賓說過！一輩子兄弟！一起工作！但求同日死！別怪他
！他沒人陪我要陪他！」周奕翔：「快！白色櫃第三格有藥！」我訊速翻出給周奕翔，再仔細看是同
詩靈同款抑郁症藥…所以我認得出…
 
Mr
Chow靜躺床上，餘陽傾灑我們，拉出長長背影。「你一定有好多問題吧。」係啊唔知問邊個先。周
奕翔繼續看着餘陽：「我同你講一個叫＜兒童之家＞既故事。」
 
＜兒童之家＞
從前有個小男孩無父無母亦無家。事實係，阿爸係毒友，阿媽係雞。有一日小男孩發現佢阿媽同個客
兩條肉蟲死係床上，於是佢去佐兒童之家。
 
夜深長長，月影漫漫，小男孩怯怯下床，再也沒存四處可見既白粉，再沒有沖天血腥，亦無哀號。佢
好安全。突然，佢聴哀號，那把聲音…像極下鋪既懷仔。不會吧？吳姑娘說過，兒童之家係最安全既
地方。佢兄到畢生難忘的一幕。周阿姨正用力往馬桶按明仔既頭，按完再用雞毛掃抽打懷仔。明仔被
捂着嘴，眼角瞟見小男孩。小男孩連忙躲避，但小男孩不會再任由誰如佢曾經一樣無助。

第二日吳姑娘家訪。周阿姨一邊笑，一邊從後攬實明仔手肘。小男孩第一次見到，笑容也是一個面具
。明仔是佢初到第一個談天的人，佢不能坐視不理。于是，佢一拉明仔的手傷痕暴露無遺。小男孩不
記得當時實際情況，只吳姑娘憂心看着自己，還有「好啊！睇住啊細佬！」往後，明仔所受到全到小
男孩。「為什麼？為什麼如此多事？為什麼？去啊！去啊！周啊姨一邊打一邊說，而且她笑：「你以
為告訴吳姑娘就可以出去？我專收無人要的兒童！你以為你是只是個毒友的兒子？你可是你叔叔和你
姐姐亂倫出來的野種！」 那一刻，我明白了。小男孩從來都不安全。佢全部心機放在程式上。後來
在網上結交的一人知道了佢嘅故事：「佢廿心嗎？」  「不廿心。」 「小孩，在世上，只有強大，你
才配得上擁有。」  後來 「特別新聞報道。近期兒童之家出現虐兒個案，網上瘋傳兒童被虐待片段，
警方已在網上執到短片，並於今天三點正式拘捕周琴女士。」  只是佢意想不到，周啊姨兒子會接自
己回家，給他一個新名字：周奕翔。「回家吧。」「好。」
------------------------------------------------------------------------------------------------------
-----------

「我回來啦。」我一回來媽便從廚房探出頭：「今天去那呢？難得你出門。」「我去溫習geog test
」我媽放下廚具說：「你真係去溫書？」「係啊：）」她的臉柔和下來，輕輕摸我的頭：「乖了，多
讀書，將來來路還長。有甚麼雞精書要買的嗎？媽給你錢。」「啊…不用我暫時不用。」「那好吧，
先去溫一陣子，過會就有飯吃的了。」我看著母親的背影，眼有點熱。這並不是我第一次發奮，卻已
經是母親第N次露出期盼的眼神。
然後我聽到令我眼睛更熱的話。
「媽我回來了累死了何時能吃飯？」
「啊是阿綠，你剛練舞先去洗澡吧！」
梓綠不見我在客廳：「家姐去那了？」「你姐剛回來，去房裡溫書啊！」「OMG,這是她第幾次的三
分鐘熱度啊？算吧她還好好追她的星。」誰知媽媽聲音一沉：「阿綠！不許如此說你家姐，她努力了
，你們應該如她一般努力。阿綠你少跳些舞跳舞好不如讀書好。」梓綠果然不哼聲，每次如此說都能
順利閉她的嘴。不過，梓綠沒說錯，这次不能再讓母親失望了。為了白己為了朋友，我要努力。
 
奇人周生：你終於上線了！
我一打開就是好幾個來自奕翔的語音訊息，我一個個點開，也一個個給驚到了。
 
奇人周生：本來我尋思着要告訴詩靈可平日班内同學不少八封梓敏時她和昔懷默不作聲，你大可說他



們不愛八卦但世上真的有不想卦之人？還是他們想置身事外？

奇人周生：每一次不論說梓敏人品還是私事昔懷和詩靈都不插嘴，唯一一次詩靈忍不住出口就是說梓
敏是娘娘，昔懷也是唯一一次在八卦梓敏時黑了臉。本來我想自己閒來多心，可是在梓敏出事一個星
期前，我看到一些事情。
 
奇人周生：當時我心煩去了七樓天台花園走走，意外發現了一張紙，是從學校本子撕下來。我正想收
好那張紙，便見詩靈和梓敏走進花園。詩靈一蹲下就拿著紙向梓敏喊，我聽不清楚，卻見梓敏馬上把
紙搶回來。詩靈大喊：「你對得住自已咩？對得住梓藍同其他留級同學咩？你係甘，信唔信我告訴梓
藍！」
你可能不知道,我無意間在網上看到陳文賓和梓敏上床的片段。（我一聽到心都吓停,手機差D落地）
再講返當時,梓敏也生氣地呐喊：「你明明是最該懂我的人。」
「我是懂,但不想認同。」
「你看看,你再如何有愛你的爸媽和姐姐，那我呢？」我最後聽不清楚詩靈說甚麼,只瞄到梓敏離開，
詩靈就一個人坐在花草前。後來我看到第一堂上到一半詩靈才回來，說自己肚子痛上了廁所（這原來
如此那時我就奇怪詩靈臉色一點都不差）

我聽著聽著，想：當時對質好地地提起我同其他留級同學咩？好怪but那三人曾同班，詩靈也曾提及
是梓敏的鄰座，稍等，詩靈對此可說支支吾吾，莫不是...

藍天一色清：Ken,詩靈和梓敏，是不是百合？



暗路（2）

------------------------------------------------------------------------------------------------------
-----------「我回來啦。」我一回來媽便從廚房探出頭：「今天去那呢？難得你出門。」「我去溫習
geog test
」我媽放下廚具說：「你真係去溫書？」「係啊：）」她的臉柔和下來，輕輕摸我的頭：「乖了，多
讀書，將來來路還長。有甚麼雞精書要買的嗎？媽給你錢。」「啊…不用我暫時不用。」「那好吧，
先去溫一陣子，過會就有飯吃的了。」我看著母親的背影，眼有點熱。這並不是我第一次發奮，卻已
經是母親第N次露出期盼的眼神。
然後我聽到令我眼睛更熱的話。
「媽我回來了累死了何時能吃飯？」
「啊是阿綠，你剛練舞先去洗澡吧！」
梓綠不見我在客廳：「家姐去那了？」「你姐剛回來，去房裡溫書啊！」「OMG,這是她第幾次的三
分鐘熱度啊？算吧她還好好追她的星。」誰知媽媽聲音一沉：「阿綠！不許如此說你家姐，她努力了
，你們應該如她一般努力。阿綠你少跳些舞跳舞好不如讀書好。」梓綠果然不哼聲，每次如此說都能
順利閉她的嘴。不過，梓綠沒說錯，这次不能再讓母親失望了。為了白己為了朋友，我要努力。
 
奇人周生：你終於上線了！
我一打開就是好幾個來自奕翔的語音訊息，我一個個點開，也一個個給驚到了。
 
奇人周生：本來我尋思着詩靈可平日班内同學不少八封梓敏時她不作聲，你大可說他們不愛八卦但世
上真的有不想卦之人？還是他們想置身事外？

奇人周生：每一次不論說梓敏人品還是私事詩靈都不插嘴，唯一一次詩靈忍不住出口就是說梓敏是娘
娘，也是唯一一次在八卦梓敏時黑了臉。本來我想自己閒來多心，可是在梓敏出事一個星期前，我看
到一些事情。
 
奇人周生:
所以誰說你笨？一說就說到重點！要知道這二人初中認識，還有詩靈說過自己是獨生女，那來的姐姐
？

藍天一色清：所以你不想告訴詩靈，因為她有古怪？

奇人周生:
exactly！不過詩靈說對一件事，是不是自殺成疑，先把不在早會的人列為可疑人物,再一一排除。

藍天一色清：好現在有三人：何以柔,林雪琪，詩靈都和死者有關係,不過她和梓敏的好友雪琪和何以
柔不像會傷害她，倒是昔懷和梓敏有一腿，我想先查查昔懷。

奇人周生: 我hack過 的wts記錄，就只有一句對不起，怕是只有詩靈這突破口。詩靈

我心裡不太想套詩靈活，人家之前才為我出頭，可我寧可查她。我心底清楚我A班的朋友全不喜歡C
班的人。何以柔還好，雪琪就免了。如今輪到我守護她

小時候她本生在一個小康之家,後來她媽媽文阿姨生了她弟弟留輝，竟發現林叔叔和另一個女人生了
個兒子更和留輝同一日生日。不久林叔叔便拋棄了雪琪母子三人。這樣也算了,林叔叔更拿了房子借



錢,結果人財空空,雪琪自此家道中落,三餐不繼。

我明白，突如其來的家變和長期的窮困已使她不想多管閒事,我真的明白或許這是借口，但我不忍。
一-----------------------------------—
今天我終於第一次認真做卷,我對今次test可充滿信心！處理完緊張的test，是時候處理昔懷一事。不
過...
「七樓今天終於解封了！怎不見美寶？」詩靈拉著我問,哎奕翔早瞞我支開詩靈今日就只有我們二人
。+.+
我還是不知如何覆佢
還好奕翔及時出來：「今日 還趕工VA功課我們先去吃。」他又在我耳邊說：「我已搞好。」美寶
挑了間坐得舒適的餐廳,詩靈早已急不及待拿餐牌。我們二人毫無反應。詩靈才抬頭：「怎麼呢？」
Errr奕翔快說話！奕翔倒是默默地掏出手機。我一看便表示：好！你強！簡單粗暴！我想兜都兜不到
！
「那是甚麼？為何我和Caroline同框？是别人惡作劇吧？」詩靈臉不改色。「別裝了！吕詩靈！我把
這片上載到SH Secret看誰先中招。
詩靈把腿喬好向後靠說：「你多心了我身無屎怕甚麼？」「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姐姐呢？」
詩靈臉色隨即降温：「你想說甚麼？」整個餐廳的人都扭頭看我們。
「啊哈哈無事,詩靈你這是…」
「是提到痛腳啦！」現加就到奕翔好好靠後坐。詩靈吸了口氣,急速地說：「其實沒甚麼好說,我和Ca
roline初中時曾是朋友,別人不跟她說話我就多跟她説兩句,大家識於微時,看她敗落,唔忍心先出聲！」
「就係廿多？」
「我無嘢好講」
「好」奕翔笑意更濃：「那我就有話---那條拍下你和顏梓敏口角的片段,不是我拍的。網上找來的。
：）」
詩靈拿著杯的手頓時鬆開。我眼明手快接住,認真的看著她：「我們是想幫助你,現在擺明有人想搞你
。如果你講,我哋重幫到手;如果唔講,出事時就爱莫能助。」
奕翔說：「再話你之,條片連IP都查唔到。不過,佢同SH
Secret黑梓藍個post係同一格式。我無興趣搞你但梓藍係無辜。」
詩靈重重放下杯：「好!我講,但請你們保密。」
「好」
------------------------------------------------------------------------
我叫吕詩靈,我爸是香城王牌律師吕文楓,生母係程靈。不過這都只是表象。
我其實還有個姐姐,她叫雲仙靈。
程靈本是一個通靈師,伴著黑幫大佬雲紋遊走江湖,每次出事負責擦屁股。可是上山得多終遇虎,雲紋入
獄了。可憐他以為事情太大程靈收拾不了,事實上程靈可是故意為之！就趁着雲紋打官司,她啊就直接
跟辯護律師吕文楓勾搭上,所以很快就有了我。而雲紋自然就是「病死」在獄中。

我本來對此毫不知情，直到有天，我見到雲仙靈。那是我剛十歲，在私家車上看到只有十幾歲的她抱
一包東西，在小巷中奔走，身後有幾個壯漢神色兇惡追著她，更嚇人的是她的相貌儘是程靈的神韻。
我於是好奇， 偷偷將父親送我的袋子賣去，請個私家偵探去查。
 
後來，我便知道，她不但是我同母異父的姐姐，其實還是我胞姐。
 
那一天起，我的底氣便沒有了。我再不能直視程靈。為甚麼同一個父母生，她逃不過混社會的命運；
我就可以手握入上流社會的券。甚麼人人平等，還是跨不過這階層的洪溝。可我可以恨程靈，恨不了
呂文楓。沒有他，我也只是個小太妹，可能連讀大專也沾不到邊。有了他做我父親，我再成績平平，
依然可以在big



four混份工作，甚至只要我考到律師牌，我不費吹牛之力便擁有整個呂氏律師樓！別人費盡一生精力
未必得到，我天生就得到。要我放棄，誰都不甘心吧？
 
程靈是賤人，人都死了，連他的精子都不放過。可是姐姐是無辜的。往後我得知她想讀個自資課程，
但因為沒錢要放棄。我告訴了程靈，她一言不發，找人給了姐姐四十萬。
 
姐姐最後成功擺脫了命運。她有本事,考入香格里拉酒店當大堂經理。我不用人感謝,因為這是我該做
的。但我實在不能讓別人知道我姐姐的存在。要是有心之徒看看姐姐的容貌,查一查,當年的事便一目
瞭然。我自然失去繼承人的資格。沒有我，呂家還有很多分支對律師行虎視。
 
所以我說，我是呂文楓的獨生女呂詩靈。
 
可是幼時
我剛知道的時候，我實在撐不住，我便告訴我的鄰座顏梓敏，才發現，我們都是頂著父母的期盼而生
。雖說呂文楓對我成績並沒很多要求，但程靈從小想我讀理科，考入香大,成為一名醫生。可是違她
所願，我成了文科生，還在稍遜一層的文科班---A班。不同於我，梓敏抵不過家裡壓力，拼盡全力進
了韶華，進了理科班，這早就注定同道殊途。
 
後來上了韶華，她給人欺負，看著她一心一意為迎合父母讀書，覺得她笨。她不喜追星，別人便當她
異類。她不過想要大家認同，從一開始便是如此。
 
對她而言，數目字還是無解，還是拖了她後腿，她努力改變，貼上各式各樣面具，披上五彩繽紛的糖
衣。我曾瞧見她在廁所嚎哭。她不懂啊，她不知道。世上只有會哭的孩子有糖吃，默默努力的只有被
利用的分上。
 
其實，我後來更做了一件令她寒心的事。
 
那是一個夕陽下的樓梯，她眼睛閃礫，說出她的抱負，或許是她掘強不屈，或徉是她如沐春風的笑容
；或許就是她本人。我忍不住，捧着她的臉，親了她。她瞼一下紅了，但我想不到，她反手把我推倒
，親往我的唇，我倆心跳得很快，心跳聲也很大。斜陽射在兩個貼在一齊的身影，那是我們才是中二
生。。
 
那天我回家洗澡，摸了摸我的嘴，才驚覺自已做了甚麼---我和她親吻了…別人要是知道堂堂呂大律
師的女兒是彎的，我這個掉色女兒, 還能生私呂詩靈這個位子嗎？
梓敏私訊我。
 
梓敏：「今天的事…」
呂詩靈：「不好意思, 請你富甚麼一沒發生, 只是賀爾蒙失調。」
 
第二天，她以我從未見過的眼神看着我---一個失了光采的眼神。她當眾要求和我調位。別人罵她不
知好歹, 有人對她好還如此作為, 只有我知道, 活該如此。自此, 她再未跟我說話。

直到我找到那張紙，我忿然，不顧所有，約她上了七樓天台花園。
 
你為甚麼如此？你成為了你最不齒的人！
她說：【不是你害的嗎？】
她再說：【是你先放棄我嗎？】



她最後走了。
 
過了很多年，我找過不少的男朋友，卻再也找不到那雙閃礫的眼睛，那個如沐春風的笑容。(某程度
上,我懂。)
 
「這就是我和她的故事。」詩靈終於停下，喝了口熱檸水。靠我都是被你騙，原來呂詩靈。。。算了
說到愛得勇敢，我那有臉説人。
 
我隨即問：「那你說，梓敏喜不喜歡子蕭？」
 
「啊，你確定這是重點嗎？你們的事我知道，我只想告訴你，喜歡子蕭的人從來不是梓敏，那是其他
人。」「那是誰？」我追問。
「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配不上你。」我還想追問詩靈時，奕翔便插話：「別避開重點，那張紙
是甚麼？」
「果然是周奕翔，只問重點。那是一張陳文賓和梓敏有一腿的證明？！」
「甚麼？！」

 



暗路（3）

「那一張紙記錄著陳文賓和梓敏的字跡，內容曖昧，我私下拍了來，等等，照片不見了？！」
我和奕翔一驚，奕翔馬上點開其他社交平台：「你是被hack了，難不成那人要找的就是那張照片？
！我想這人應是和SH Secret
帖文和拍了這條片的同一人，她就算不是兇手，怕是和自殺事件脫不了關係。不如，詩靈你先把手機
給我，我幫你找回照片，同時加強網絡保安。我們呢，可是一條船的人。」
「好吧。」詩靈拿出手機，她再說：「之前問了遇鬼三人，他們看到鬼的動作不一，但同樣有白項鏈
。」我接著說：「那麼，陳文賓死時有白項鏈，三人遇鬼同樣有白項鏈，難道陳文賓和那鬼有關？」
 
「我知道你不想渉身其中，但要是有人可以請來陳文賓和梓敏，不就一清二楚？」奕翔拍著詩靈肩膀
說。「你不要套我話，你早就猜到我姐姐的事，怕了呢，我去招魂得了？」「不要這樣說，都是一條
船的人。」奕翔笑說。怎麼他倆的對話怪怪的？算啦，不管啦，lunchtime完還是先上課去。
 
糟糕了，今天又是講藝術史的一天，作為一個VA同學，最可怕不是密密麻麻的SBA，也不是長的要
命的考試時間，是藝術史啊！每個風格每個時間每個代表，全都要背。了VA和geog
果然是個自殺組合，一個馬不停蹄地SBA還要背一堆不知幾萬個世紀的東西，另一個單是core
module 就有7個外加神級Map reading
和FBQ，讀完都沒了半條人命，還好我drop了economic否則又要死記又要理解，我這薯仔腦袋還夠
用嗎？在壹堆所謂的藝術理論吹過我的耳朵，差點成了壹首交響催眠曲我叮壹聲想起壹些東西。壹直
以來就覺得奕翔深不可測----壹開始就不愛搭理旁人，高傲冷漠這也不算甚麼，他現在可是在套朋友
的話。這是他對朋友該有的態度嗎？我想想還是不要遵此他的意思，或許他能查到案，卻傷害了我們
的朋友。不過我又不是黑客，防不了他黑人，我想我是要做些事。我不知詩靈的秘密，但看她難堪的
樣子，我突然感受到自己殘忍，至我以前如何針對梓敏。原來，事情從不是如我所看。那麼，我在多
少次不清不楚下，傷過多少人？其實不論梓敏是自殺還是他殺，我們或多或少都是兇手。

 
一放學，我便拉著雪琪回家。我不知如何告訴奕翔，也不知如何面對。興許我們很久沒聊天，我再說
起VA的磨人，她說起bio的擔憂，班級還是分不開我們。我們永遠是好姐妹。
 
「哎最近你們班還好嗎？」突然她低下頭問我，我不敢大聲：「還好，不過我們想這事有古怪。」
 
雪琪馬上緊張：「古怪？！怎麼古怪？啊我就是擔心你，不關你事就別去理！」「也不是。。。」「
你跟她關係不好！」「但。。。她的死。。。好像。。。不。。。她其實不像自殺! 」「what?
」「哎哎哎！我們還不確定。。。就想著招魂問清楚，但。。。有古怪。。。」「原來如此，但之前
那個post已經將矛頭指向你，如果你再查，怕對你不利啊！有時候，事實並不是你願見的。」
 
有時候，事實並不是你願見的。
 
對啊，詩靈的黑暗面已經讓我有些受不來，再查下去，或許我會破壞了，一些僅存的東西，比如四星
琉璃。
 
「雪琪,有人懷疑我們。是我想變強,我想守護四星琉瓶,過去是你們護着我,現在就到我護著你們！」
雪琪呆住了,看著我,眼裏出現開心的神態,跟我說:「梓藍你長大了。我之前。。心裏還怕你會因帖文一
啊是我沒有幫你一事生氣。想不到你已想通。你要努力查清,然後我們一齊用功讀書！」她很久沒握



住我的手了。
「好,btw今天moon cafe新出了芒芒芝心,要嘗嗎？」
「要。」我們就手撓手走出車廂
吃完芒芒芝心,我還不想走,很久已經沒有和雪琪好好喝個下午茶。這裡價廉物美,令人舒服。我倆正在
刷電話,雪琪忽然說:「這事與我無關,別煩我！」我說:「別生氣了雪琪。」抬頭才發現她在發語音啊！
Errr...這下尷尬了...
還好,門鈴一響,我和雪琪看到有人進來,係大妹「雪琪姐姐幫我點杯芝莓趣趣啊我剛練
好舞好累啊！！！」雪琪笑說:「梓綠你傻啦現在可以網上點餐啦！你手機有無有Alice
Pay啊我先幫你點你休息吧！」
「謝謝雪琪姐姐。」
我看着汗流浹背的大妹，想起一些事:「哎你平時早上常去練舞,星期一那天,就是梓敏出事那天,你去練
舞嗎？」
「對啊我不像你,終日宅在家中懶散！」呢個梓綠！啊！算！問嘢要緊「那天大約8點時我在舞室練舞
聽到有爭吵聲,我一好奇走出去瞄,我見到安昔懷同堂姐！昔懷重...用力推開堂姐...」

不對啊！這一下子就能解釋到...奕翔沒錯「大妹時間不早了雪琪我們先走了」得趕緊告訴奕翔和詩靈
。雪琪看出我有急事,也不攔:「明天見！」
大妹跟着跟著忽然停下「喂姐,我多了個交友App」
「那又如何啦了？」
「那可是雪琪姐姐幫我下載,她之前聽到我缺舞友,便剛wts我,這個App有很多和我志同道合的舞者。
」
我會心一笑:「她從來是如此貼心。」



疑幻

坐下來，似笑非笑：「人證是顏梓綠嗎？」我開始急了，怎麼還不招？詩靈
 
「因為你入局了。」此時，奕翔進來，二人同聲？！
 
奕翔拿出USB和手機：「你先看這個！」
我一點開，人都迷糊，怎麼一回事？
 
這是一條閉路電視片段，片中顯示，七點四十五分，何以柔上來見梓敏；七點五十分，顏梓綠練完舞
離開舞室；八點的確有人上來，可不是詩靈，是何以柔。梓敏的確曾與人争吵，卻不是 ，是何以詩靈
柔！
 
「這。。。怎麼可能。。。明明大妹告訴我，當天八點她看到梓敏和詩靈争吵。。。」
 
詩靈：「那證明你被騙了。」手機上的圖竟是大妹和雪琪的對話。
 
雪琪：告訴你姐，十一月八日早上八點，你看到梓敏和詩靈争吵。」
梓綠：好的，可是為甚麼？
雪琪：我不想她受傷
 
事實竞是如此，難怪雪琪勸我不要再查，涉水太深了。她在保護我！我得打淌他們的疑惑：「我知道
，她早勸過我，這樣說是在保護我！我不怪她們！」
奕翔嘆氣：「終有一天，你會自己打臉。」
What？！
詩靈：「可如何說，林雪琪陷害了詩靈，如果梓藍衝動，告訴了老師，我就。。。」
「我無所謂，就是她和陳文賓和詩靈都有一腿，誰來解釋一下？」
。。。
「夠了！」我高聲說：「我為之前的迫問道歉，但我不打算查下去了。」
「我不想見到一些我接受不來的結果，也不想破壞眼前的美好！就此別過！」
說完頭也不回離開了VA
room，耳後還有詩靈的叫喊聲。我一轉角，便見到雪琪從樓梯下來：「咦你還無吃飯。」
「對啊！上課遲了下課啊！」
「不過C班不是早已放飯？算啦我剛趕完VA project一齊食啦。」
「啊上次推介梓綠既APP好唔好用啊？」
點解佢會忽然問起？「好用啊！」
「我想話，呢個APP有不同群體，重苒瑞海哥哥同人製作社既官方社區！」
「真係？個APP叫咩？」
「佢叫---救日黎明。」
-----------------------------------------------------------------------
放學時我和連美寶肩並肩地走着,的確我一截到顔梓綠的對話內容,就開始和詩靈布局,意想不到,梓藍還
是相信那個林雪琪。

「之前你還hack到顔梓綠手機,現在不行了。」「是啊因為那個App截停了我的入侵,不過別怕,他們能
防,我也能防,你們趕緊下載那個App」



連美寶停下來:「可是這不在給他們機會了？！」
「不會,這組織也有我的人。」
「那麼,那個App叫...」
「救日黎明。」
------------------------------------------------------------------------
「甚麼？！姐你先別生氣SH
secret又出了新帖文…裏面竟說...陳文賓和梓敏的仔細片段…算啦你自己看梓敏竟然如此不堪！」
我接過一看我dllm wtf是甚麼東西？三觀都見鬼了！！！
Xx is my bf: no no no i can't accept this披住學霸皮既臭雞？！
Lawbae: 睇唔出顔梓敏原來係金玉其外
SelinaKK:敗絮其中
沐總我老公:係扑嘢都算實體證據都有！
雲彩追月:花生花生！
七是我本性:求後續啊樓主！
眾人皆9我獨醒:頂上
沐總我老公: 其實就算...陳文賓真係養小三！！！
Abcd才是癲:啊啊啊啊
雲彩追月:我奉上我既膝蓋
七是我本性:筆給你 @沐總我老公
沐總我老公：精彩師生戀jpg
小賓賓:陳文賓廿charm廿nice。。。原來佢會搞學生！
SelinaKK:真想不到敏敏甘慘平時扮咩清高啊根本就係偉大男人
眾人皆9我獨醒:根本連自己條女係邊個張床張開大腿都管唔到
理性至上:你地唔好再笑啦！陳文賓先係受害人
#聲討顔梓敏#
哈我今次笑都笑唔出 我敢肯定發呢次帖文同上次衝住我個條片係同一人所為

不過出咗呢個新post我咪可以洗清嫌疑？而當人人都係到認定梓敏係淫婆,就好少人會理佢自殺定他
殺

分散注意力 呢招絕啦！



瞬間

第二日我踏着輕快細碎的步伐回學校,一坐返位奕翔就走來:「梓敏,別放棄查案。」我緩緩抬起頭:「當
你已經有不錯既條件你會放棄眼前一切嗎？」

自從我第一次仿效名畫風格instead of
自創之後,成績飛躍式進步。放棄原則,事情就慢慢轉好。我不能再虛耗光陰,不要再管了。
奕翔蹲下來,看着我說:「我知道。其實你不想查也可以,只是之前詩靈拍了那張撕下來的紙的照片已經
收復好,你先拿出你的數學簿來。」

我從抽桶抄出數學簿,奕翔接過翻出被撕走一張的一板。我初時並不理解他的行為,可是對一下卻發現,
撕痕竟和照片上的那張紙吻合。

「昨天我send了照片給你,可你已經收不到,大概給攔截了。不過不要緊
這張紙除了顔梓敏和陳文賓的有味對話,右下角還畫了地key,我已配好,你拿去吧！」他放下走後,再回
頭:「畫在你本子,可能她本來有意讓你找些東西。」
「那你知…」
「唔知,但是梓敏有意給你,我自然給你。還有在這世上,至少我永遠不騙你。」

我想叫住佢但他好快行走咗

難得我今日無測驗無功課唔打機都要睇下哥哥們！！！彈幕才是永遠的觀看重點。
「哥哥好好J」
「原地結婚！！！」
「J家Q家都是我家！」
「自古紅藍出CP紫黃永遠去搞基！」
「瑞海紫！井上黃！」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彷彿聽到全場少女既尖叫,我亦如是---邊努力揮動手機邊無聲吶喊啊啊啊啊老夫的少女心！！！上
帝啊請讓我人生停係呢一秒！
然而我就樂極生悲。我揮舞得太興奮,結果一唔小心打破咗四星琉瓶
Shit...
咦點解會收起咗張紙,我仔細一睇
「但願一生有人相伴,風雨同行」？那是梓敏的字跡。那是她的紙星星。但下一秒差d以為自己眼殘
原句竟然慢慢黯淡如點了水的墨汁化開,再融成一體,漸變清晰。不會吧？我再擦擦眼睛看看,沒看錯啊
！
這一切溶成一句:樹大招風,根廣藏本 WTF？講咩啊！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是詩靈的來電:「喂我剛傳一條短片,但又被攔截了,只能打電話給你。你先刪掉那個叫救日黎
明的apps」
「我不會刪,是雪琪叫我down我找到不少本來要付費看的綜藝全是瑞海哥哥。而且---我入了群,今個
周末約出去寫生。」
「哎哎哎！算了明天...算了我實話實說,梓敏不是自殺,是他殺！」「甚麼？！」「這事不好說,明天回
來說。」
然後我回校便收到兩大驚天消息



1.梓敏被人從後打傷頭部再推下樓以造成自殺假象
2.救日黎明表面上是個交友Apps,實際卻是情報收集apps
「不可能！你不要告訴我發不出的死亡證明是因為如斯事實？！還有！救日黎明是雪琪推介給我的！
」詩靈說:「我明白所有人中你不想質疑的是林雪琪,可事實放在眼前！」
「那她如此行為又有甚麼好處她和梓敏可是好友！」聽到此,她們幾人都靜了。我竟看到他們都用無
奈憤恨的眼神看著我。此刻我才明白,雪琪在他們心中是甚麼樣的存在,原來矛盾早已如此深。

我腦海重載了一些片段

「說實話這個初中風紀代表我志在必得」
「今次全港青年杯代表一定要係我！」
「呢次風紀隊長重唔係我？」
「數學聯賽保送名額我嚟啦！」

「梓敏佢將會代表初中既風紀,直接對隊長負責。」
「恭賀顔梓敏同學榮獲第五十二屆全港青年杯最佳歌手兼最佳領導獎。」
「恭喜顔同學 佢係校史上第一位中四時便成為風紀隊長既人」
「恭喜顔梓敏同學榮獲數學聯賽競賽名額,以爭取清安大學及北楠大學保送名額。」

我全身温度瞬間下降至零度。

「不不不！不要查啦！我不想知道！我甚麼,都不想知道！」
奕翔竟抓住我的手:「你有裝傻病嗎？天倒了你重要扮無事！你騙了自己一時,騙不了一世。你要無知
。
可是無知不是保護你的盾,只是傷害你的矛！」
那如果,我寧可活在美好幻想之中,而非殘酷的現實,那無知不就是保護我的盾嗎？我吸了口氣,望向三對
懇切眼神:「作為朋友,我不防你們查,可我,真的不想查了。」奕翔聽了,緊握我的手:「好啊！甚麼都要
避！查案是！感情也是！你以為陸子蕭安甚麼好心？『可惜為世不容,無法長久』What the fuck is
that?」
本來吵鬧的課室馬上靜音了,我好像失去語言組織能力:「你...你說甚麼....我聽不懂。」「聽甚麼不懂,
個日個死渣男同你講既嘢我全部都知！我係到加！明明有人對你用心,你就只係笑俾渣男睇。陸子蕭
就值得你鍾意？」班上再次恢復音響,我像被脱光衣服的小孩,受到四周的嘲笑不屑「不我沒有,放手,你
放手！放手！」我用力甩開奕翔但完生甩不開:「今日就算撕破面我都要講,我喜歡你！」
「我不想學呂詩靈,我亦不想你看不到我的心思。我只想說,從你畫下我的樣子時我就喜歡上你」全個
A班很配合安靜咗,記憶回到上年。
那年我剛和奕翔成了鄰座,彼時既我對畫畫重有住初心同熱情。見到他可愛的睡顏,忍不住畫了個卡通
版的他。他醒了,我塞到他手裏:「送你的！」他甚麼都沒說,只拿出file小心翼翼翼放入去。
想不到他就此淪陷。
為甚麼？要說出大家既心思。你唔講我唔講,不就無事了嗎？
我哭了,第一次,在他面前:「周奕翔,我恨你！」這課室不能留,我要走,我要走！我跑,我跑,卻一腳踏空,
我看到我從五級樓梯跌下去。
「啪！」頭好暈但身體一點都不痛,是甚麼軟軟不那不就是周奕翔？
「周奕翔！」



我一睜開眼,見到父母和梓紫焦急守候。一想到臨暈前看到的,我立即問:「奕翔呢？」
「你重關心個死仔？！他好好,重未死,你阿爸重未跟條死仔算帳！」爸爸紅著臉:「為何我的女兒們都
如此倒楣！」
「等等,女兒們？」
「唉今日放學,阿綠便如你一腳踏空。她不幸無人護著,撞傷了腿,進了醫院。好似唔可以再跳舞。。。
。」
 



似真(1)

我一睜開眼,見到父母和梓紫焦急守候。一想到臨暈前看到的,我立即問:「奕翔呢？」
「你重關心個死仔？！他好好,重未死,你阿爸重未跟條死仔算帳！」爸爸紅著臉:「為何我的女兒們都
如此倒楣！」
「等等,女兒們？」
「唉今日放學,阿綠便如你一腳踏空。她不幸無人護著,撞傷了腿,進了醫院。」醫院的膳食雖不如傳說
中如此難以入口,可是的確索而無味。心裏越發思念家中飯菜父母待我不薄,至少他們在我出事他們馬
上趕到,守在我床邊。即使我不再是獨生女,父母心中還是有我,倒是顔梓綠…… 撞鬼,說誰誰就來了。想
必父母叫她來看看我。難為她了,跛了腳還要撐著杖來看望我。我扭頭便盯着鹽水瓶,避開她的眼神接
觸。她倒沒有說話,只係拉出椅子,在離我床還有一個身位的距離默默坐下。 一滴一滴再慢慢順看著進
入我的身體,微微動一動手便拉扯到管子,痛死我了。可我無事可做。終於顔梓綠站起來,說了一些我從
未想過她會講的話 「顔梓藍我就是看不過你這個樣子。你就是儒弱的廢物,配不上子蕭哥哥的喜歡！
」 我從來知道我不是一個合格的家姐,卻不知，你是如此的，妹妹。我倒沒說過我喜歡陸子蕭，wait

「顏梓綠，子蕭哥哥的喜歡？我一下子爬起來，拼命抓著她：「你說甚麼？！」「沒甚麼好說？！」
，你給我說清楚！」我扯下插管，掙扎下床一不小心，就跌在地上。我連她的褲腳都不放過：「說清
楚！顏梓綠！你別再騙我！」
 
 
一個個一塊塊的，零散卻美好的回憶，通通浮現在我眼前。我倆說過，夏天一起游泳；春天一起踏青
；秋天一起數落葉；冬天一起係城堡期待香港下雪。
勾手指
城堡
櫻花樹
就算只是朋友，我們一同過了救不盡的春秋。可這些畫面再化成灰，你由一個有笑有淚血肉人,變成
一個公式化標準學生。
 
原來只是我一廂情願
 
我緩緩站起：「顏梓綠，你不說背後真兇，我就將你做的好事，全告訴爸媽。」
「你敢？！」
「有甚麼不敢，你都敢陷親姐於不義。」
「哼，算你強，
是何以柔。」

 
「何以柔？不就是上次說奧數競賽顏梓敏唯一對手？」詩靈喝了口珍珠奶茶問。「所以上次我辯說詩
靈不是唯一嫌疑人。她没有不在場證據，又是競争對手。。。」「這連殺人動機也有了。」昔懷說。
規在人真的不能貌相，男女如是，唉那如何叫何以柔認了？不如叫奕翔幫忙－－－哎我瘋了？！現在
我連看着他都做不到。啊啊啊！煩死了！
 
詩靈美寶不再說過不停，反而盯着我，笑容竟逐漸扭曲：「嘩梓藍成了梓紅了！」「臉都紅了！」他
們七嘴八舌笑我，哎哎哎推說我對奕翔有意思「有時間在這裡和我廢話，倒不如去問問何以柔！」「
行行行不拿你打趣，不過啦以我渣女本質告訴你你，周奕翔對你是真心的。」說完就留下我一人。
 
唉！亂七八糟的東西，全他媽推在一起！我咋知道！明明努力置身事外，卻早就身陷於。。。我沒有



想過我會走到今日田地，早知我只管兩耳不聞窗外事。不待見誰，也不心向誰。倦了，真的倦了。
 
我拔了插管，走出醫院，深秋的風越發寒冷，樹上殘葉早已吹空了樹枝。人並不多，只有幾個人影漫
漫而行，我則斯斯而行。天空灰藍沉暗，我不理自己打了多少抖，只呆呆看着那堆枯葉。有一個小女
孩「啦」一聲從葉堆蹦出來，「嘩！鬼枱了！」旁邊剛經過這些葉堆的小男孩倒是驚到後退幾步，兩
個小女孩提着一個大大的紙盒說：「陸子蕭生日快樂！」葉堆中小女孩說：「你說過你想學人地外國
甘，在枯葉過生日。」三個女孩就七手八腳將男孩塞進樹堆，址着一個路人，拍下了「秋葉下的四星
琉瓶」眼前殘葉早已不復昔日，被寒風吹散。
 
現實的嵾照，造就了記憶的美好。
 
很多時侯，我發現，那個殘葉中的女孩，不知不覺，早已失去光芒。
 
「不知道，但是梓敏有意給你。。。」
「樹大招風，根廣藏本。」
我想，我知道她想做甚麼－－－我奔回病房，拿着八達通衝出病房。我乘車到了那棵大榕樹，的確是
「樹大招風」。如果説藏了東西在根部，還好我帶了掘土工具。我知道，梓敏有東西想給我。果然她
没藏太深，一掘便出來－－－是個月記本。
 
樹大招風，根廣藏本

 



心聲（1）

二零一五年十月八日   星期五   陰
 
今天爸媽帶我去看Freeze女主角Emily真像我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e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如果Emily有的是魔法令佢成為怪胎，我就係讀書。「書蟲！」「死讀書！」我真的不是如此，
我就係不跟你們一樣，有錯嗎？有人話獨特係上天既禮物，甘你一定唔係獨特既人
 
因為真正獨特之人，從來都唔想與別不同。
 
今天又係令人煩心分組。geog要做分組project－－－明明可以一個人做的project，為毛又要拉一
群人啊？看著此起彼落拉群組grp，我靜靜被迫置身事外。我努力戴上微笑面具，避開老師關懷既眼
神。忽然我被一隻手拉走，佢話「我地一組啦。」全班投來合種各樣目光，她們把我拉來，卻又不動
聲色拉開椅子。我就知道，你們口中說好，心裹都只係為成績打算。睇黎這個grp project最後還是
solo project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晴
 
本來今天又是如常上學天，可我在看書時，竟聽到他們說起：「看看那片中書呆子多傻！」我一瞄才
發現他們私白開了個wts
grp。書呆子，傻，不就是我？我扭頭問：「你們說我？」可我一出口就後悔了－－－「看你？！有
病！誰說你啊！」我追問：「甘你講邊個呀？」「醜人多作態，講Ｇ姐啊！不過你和她可是一對啊！
」「對啊天長地久。」我就知道，上次如此有幸祁她分在一組，還要有「九」的音改個「天長地久」
組名，又成了新的笑話。她們更問：「詩靈你說，那傻子昨天更拉着陸子蕭硬要一齊去吃飯，可噁心
了。」
 
我速速離開，連呼吸都變得困難。呂仙靈可是大律師呂文楓的女兒，自然不與我有所交集。我知道我
快流淚，趕緊衝入廁格，沒事沒事，會過去的，都會過去的。可是，世界就是偏偏不放過我。
 
我轉身回來就發現我的書不甩了。我翻了書包又翻了locker我都找不到！我知道！我就知道！你們沒
安好心！我扒下，彎腰，終在locker底摸到，背後是一片笑聲，隱約感到有手機鏡頭。不哭不哭，上
次Ｇ姐一哭，笑聲更大。
I know I left a life behind but I’m relieve to grieve.
Let it go, the cold never bothered me anyway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日  
 
不經不覺，韶華中學天台的雞蛋花樹要開花，如白玉金簪的花瓣落在我頭上，明朗的時光。可是我的
心並不如此滿懷希望。我好像變了。不知何時，我的確和同學關係有好轉，和子蕭雪琪吃飯不用如此
難堪，可從前我致力於反擊他人，如今卻默默承受。
 
其實不是不會說，是不想說。



 
今天我堆到Elsa她們聽着她們聊天，她們說了不少八卦。儘管我知道自已不喜歡八卦，也不是特別重
要。但我真的，不要像以前，我要有更高的社經地位。我不是人人可欺的。我聽到她們聊起名牌，其
實我平日一件T-shirt穿一週也就二十多塊錢。不知如何插嘴，就問：「你們說的是甚麼名牌？」「
吓你連LD都不知道，你係史前生物啊？！」她們笑中眼晴帶幾分不屑。「你們不知道我是穿越之前
那個甚麼blue也不知！」「哈你有病嗎？正常人都知道啦。」「我就係與別不同。」「妖」哈哈我
成功地話題扯到我身上，「那你們教教我」我乾脆死拉下臉面「靠誰又要教你！你如此聰明如何教得
了你，哈哈哈哈。。。」她們一扭頭，就把我好不容易扭轉過來的話題，轉回我插不了嘴的話題。我
繼續笑著，至少還存讀書。
Be a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Conceal ,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其實我有想過，人家寫日記日日寫，我卻寫成了週記甚至年記。林語堂說過人不能由此麻木可我越發
不想回想不想再講。今天是選科的大日子Mr
Chan發下選科表。他眼神怪怪的，給我表時還捉着我的手。可是他是老師，他不可能有些甚麼想法
。我亦由此試試問他意思，他就一個官腔地說：「你選你喜歡就好。」廢話，如喜歡的科根本為世不
容，你難道真的叫我去讀中史嗎？「你可是顏家的希望，史科甚麼不就等着長大吃屎？！」我低着頭
，搓着手，我知道父母没說錯---除了商科，所有文科生收入都佔了榜上最後幾名。我校以整體成績
來分科，身為頭二十名，想去C班，絕無難度。但我怕我失手。我心中是明鏡似的---黑馬在韶華多的
是，洪流下不進則退。每一次公布測驗結果，我芳不是頭三名，四周眼光就變了味似的。更甚是雪琪
子蕭都是學霸，學霸其實只會和相似的人親切。顏梓藍便是一個反面教材。

(我氣得弄下梓敏的日記，內心吐嘈；「幹就知道你要說我。」算啦一開始打算會就知道會看到不想
看的事情。其實她現在不錯，後來為何。。我意想不到她會往下提及這段)

今天我們還說着選科和明星，我拿出了Superstar說，結果並没有如預想中製造出我可以參與的話題
－－－「那你說得出Ｓ家各位哥哥的名字？」「啊啊我還未開始認他們，只聽他們的歌。。。」「喂
你這樣算那門子喜歡？連樣都認不到！」堂姐梓藍抽出一張海報笑說：「來來來我們夾好送你這個－
－－生日快樂啊！趕快弝好Ｓ家哥哥們啦！我想不到我竟會從同學手中收到禮物，看來我得快點記好
。我想，我是喜歡Superstar的，只不過看着看着綜藝，還是去看書吧。
 
接着他們就扯到選科之上，本來我是可以插嘴的。可是上次的對話早已令我有些怕。我上次提及我的
煩惱－－－該選文還是選理。老實說旁人不懂這系統還真不明白我的煩惱。理科生總是佔了優－－－
很多本身讀理上了大學都去了社會科學院和文學院。有選擇權就已經有高人一等的起點。文科生在上
大學可没有這種選擇權。
 
「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都是政府正在積極推動其發展，本校歷年杰獲得不少科創的獎項。。。
」基本上多去大學info
day都甚少聽到校長們隆重其事介紹文科相關的奬項。現今香城大多高人工如會計、金融分析師都和
數理有關。「哎你煩甚麼你成績如此好！」「對對對每次都是［哎我今次無top3］你看我們都是在
合格線掙扎，你還想如何？」梓藍時常吐嘈我的高要求－－－阿姐我又唔係你。你試吓VA考試不及
格，你就信唔信你也哭成我的樣子！「哎喲呢句有聲啊梓藍」我試着爭辯：「可。。。可是你看最有
前程的都是工科、商科。。。」「那你去讀理啊！」「可。。。可我不太喜歡。」他們便面露不耐煩
「那就別煩，選自己喜歡。」
但我害怕冒險－－－個人和前程就真的不能兼備。我想想還是跟子蕭和雪琪説。可最近雪琪總避着我



？又轉了補習班不和我一齊補習。過去無所不談，現在氣氛越來越。。。怪，有時候雪琪的眼晴全程
盯着手機，我迫着拿出手機，顯示我也有要事做，建寂靜的氣氛一下子有了合理解釋（啊，原來這畫
面不只在我和雪琪身上發生。縱使我不想承認，有些事情，終究變了。不知何時，我再見不到雪琪和
梓敏並肩而行。我也知道梓敏和我在中三分科之後越走越遠，早就有跡可尋。我真的討厭梓敏？其實
也不是，倒是說不清。）本來以為子蕭還會好一點說些甚麼，我想不到的是：「人該順勢而行，我要
是你，自然會選對自己好。」「是如此啊。」我心中總有些物品碎了。

(咪甘啦從那句「為世不容」我對陸子蕭，也是無話可說。)

 算啦咪怨啦。我有父母，他有哥哥，誰知佢哥哥係香城天才名醫陸子笙。每次家長日他哥一來他連
平曰的笑容都掛不住。
 算了吧，就讓我默默承受。

 



心聲（2）

二零一七年四月八日
 
為甚麼？為甚麼要如此！難道我的默默承受遇不夠？！
今天我如常碰到雪琪和梓藍拉著他們說話時,我瞄到何以柔的眼神有些奇怪。心裡還是一下,有種不祥
預感。

果然她說了我最怕的事實

何以柔神秘兮兮在小息時拉著我出走。她還四處探人,才拉著我壓低聲音:「昨天放學一干人要留下來
完成作文,顔梓藍說起你...」她抬頭看我,我也不想再避了,吐出二字:「說吧。」

她努力吸氣:「好那我一口氣說了她說你假惺惺扮慘扮學渣,好bitch,次次明明無嘢。林雪琪和應:『咪
就係好噁心』
我沉聲追問:「當時班房裏還有誰。」
「顔梓藍、陸子蕭、林雪琪還有呂詩靈和安昔懷。笑聲都充滿著整個課室。」我心中動過數千百種念
頭。最後我只是扭頭,丟下一句謝謝。

世界在真相來臨之時便粉碎成一片山崩地裂,把我吞進去。

學業,沒了。
友誼,沒了。
愛情,沒了。
甚麼都沒有了。

既然世界殘酷,我何德何能還要保持微笑？！
The past is in the Past
LET IT GO LET IT GO
放學時我碰到陳文賓,他無視Mr
Chow專注既眼神,以中年大叔特有的眼神直直的看着我。我不再避開,而拿出最動人的笑容:「Mr
Chan之前你想我去你家補習。今天數學課我多有不懂,擇日不如撞日吧！」「好啊！」他倒笑得很嚇
人。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日
呂詩靈,我上咗床,同陳文賓,就為咗下次math test
....
我沒嘢,咪只係洗咗三次澡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日
今天我拿了數學聯賽代表名額這幾次數學及物理測驗成績,還有呈上教育局計分評核,全都有陳文賓的
手筆。
有他,我總算坐穩C班學霸之位。連Mr Chow對我也多了關照。
呂詩靈,當他在我身上泄瀉快入閘時,「帶套！」他果斷無視,我倒笑笑,以為我沒下招？我扭著身子軟軟
扒在他的大肚腩:「可是...奴家數學不好,陳老爺要如何啊？」他照不理我,按着我,往上一沖就入閘。他
拉動著我,握著我的手握到發紅。身上也多了幾處紅痕,他終於完事了。



我忍住吐的衝動,側着呻吟,拋着媚眼。他卻伸手抓著我的頭皮,把他的凶器塞進我的嘴巴,然後直接將我
撞向床頭。我感覺頭很痛啊不我呼吸不到！我越掙扎他越用力。最後那些濁液被扣入我的喉嚨,他終
於放手,看著我瞪得圓圓的眼睛,「放心評審是爺的朋友,一定打點好。」好彩你重識講,如果唔係我唔排
除反口咬走你條仆街JJ

然後我先知我做咗件好過份既事

以柔很早就回來班房臉色卻非常差,身上都圍着一種風雨欲來的感覺。她坐下悄悄說:「我剛剛去了教
員室想了解一下那個高中數學競賽。可是我偷聽到學校名額已滿---可是今天才開始報名,怎會就馬上
滿了？」
我努力自然地說:「在那兒可以報名？」「就在學校網頁不過去年學校還特地貼在告示板宣傳,今年竟
如此低調…很難說沒黑幕…」自然有黑幕。我繼續平著聲線問:「可是你真的很想參加那個時候競賽？
」以柔毫不含糊:「當然梓敏你知道嗎？高中數學競賽中獲得一等獎的人不但可以保送清安大學或北
楠大學,更可以有助學金以免了上去讀書的生活費！」(我總算明白你們為何為了這獎就你死我活！哈)

以柔自然需要這些。每天午餐不能花多過$25,校服永遠只有一套,鞋子破了硬要補3次先去。每次交流
團只能眼看手勿動。別人看她風光無限,只有我知道窮真的限制她的想像。

可我...真的...放不了手。(怪不得你和呂詩靈明明可以放手,偏偏畫地為牢,算了我是過來人懂那種痛苦)
我驚訝自己一瞬間想讓陳文賓把名額給她？！不過我記得自己的困境

對不起何以柔。我自知理虧但我一無所有只剩下學業(NO you have us
別迫自己我看著,眼淚都上湧,你放手才可以幸福但我又記起我們都是傷害了你的人) I have to do this
to protect myself

日記到此結束。如果以前看我一定罵人,現在我連說話的面子都無。是事實並不如我所見,也不是非黑
即白。更意想不到一句玩笑,可以成了把利刀。人心其實很脆弱。她不是自殺但伯仲因我而死。這是
推不掉的責任。所以我想

我想查下去。



似真（2）

我想起最近大伯大伯母要起訴陳文賓強奸,有時候我真的替梓敏,到了今天,她父母都未曾了解她。
所以我托媽把日記交給大伯娘,我想這亦是梓敏的意願:「媽我收拾堂妹locker找到她的日記,麻煩你給
她？我...不太知如何開口因為我不想交給警方」媽倒是呆了但在我再盯囑下點頭:「好！」

我知道世上惡人總需受罰,不必為他洗白。不過大伯母未能走過,一直消沉,讓她知道梓敏真面目是殘忍,
可只有真相,才能讓人真正釋懷。

正如陸子蕭一樣。

『為世不容,不能長久』我算是看清你的面目,這麼多年,我所思所想,都是笑話。

痛自然會痛,可困頓我心田多年的鐵鏈,也因真相的到來被擊碎。心中再不會有東面壓着,反而倍感輕鬆
。

不過還是美中不足,周奕翔我該如何面對啊？這家伙？！難道就想我們以後連朋友都做不到？！OMG
FML說誰就出現！迎面而來就是笑得像賊一般的奕翔,不過我竟沒有別過,還揮手招他來。
唔我自然有正經事要問:「周奕翔,我找到梓敏的日記本,她提及何以柔。你說中了,何以柔和顔梓敏有過
節。」「好,但你有沒有相關證據。」「有,和你猜一樣,梓敏是以不正當打敗何以柔。」「色誘陳文賓
？」我差,這家伙又猜中「甘你之前又叫我查？！」
「甘俾你都唔會甘武斷」
好你強
「放心我地重有招逼佢認。」
「好似上次甘唔話我知？」
「今次唔會,藍藍。」我當堂成個跌落地,落荒而逃,
「藍藍！」
「收聲啊！」

一直以來我地一致認為頻做小動作就係兇手,所以,今次係佢何以柔。

但何以柔點殺梓敏？
「可惜cctv我動用我係救日黎明既人脈先發現條片係俾上頭封死,佢地話係有勢力」
昔懷吐嘈:「甘你覺得何以柔一個窮L有勢力？」
奕翔唔客氣:「自然唔係」
我忍唔住插口:「好啦我地自然唔知倒不如捉住何以柔問清楚,就算只得佢講,甘至少係查到真相路上近
一步。」奕翔扭頭問:「係窩本日記本？」「我給了大伯和大伯娘。」他們三人異口同聲:「甚麼?!」
我諗,到最後,大伯大伯娘此終唔明唯一既女兒。我倒鼓起勇氣,尋晚同父母一齊見大伯大伯娘。
伯娘手好似裝咗摩打,唔理鋒利紙邊,無情瘋狂掃:「唔可能,敏敏唔係甘。」
「伯娘係有人證」
「咩啊！顔梓藍你一個細佬唔好亂講嘢！」大伯出言喊止。我接住講:「你問周sir啦」
大伯娘小心翼翼放低本日記:「你無非都係想抵毀敏敏再如何敏敏至少成績優異！你睇吓自己先啦！
留班生！」今次我再唔衝入房,撥開父母阻止既手勢:「大伯娘究竟你女兒閃亮既成績定係你女兒本身
先係你親生女？」
「痴線！自然係敏敏…」
「甘就得啦！但係佢死咗甘耐,你嘴中最多就係佢成就,如果佢成績甘好,點解佢要去死？」



「咪就話佢唔生性,唔知我地幾辛苦…」
「你係咪想講幾辛苦先養大佢,甘難道佢就無痛苦？」
大伯插口:「甘點同啊佢至係細佬。」
我眉頭終於放鬆:「所以你哋到今日,都唔可以百分之一百確定佢點死！」我將日本塞入大伯娘手:「我
真係唔相信你完全唔想知,」
「重有要比至少我有一樣贏咗---我父母永遠都會係我最需要時出現。」

梓敏,你在天之靈安息吧！往後我唔會再退

「我好想講之所以我願意再次查案係因為發現心中有疚---我地每個人可能不知不覺已經踏過梓敏走,
我哋地都係兇手。」
大家都終於靜咗。

放學之後我坐係天台櫻花樹,心中迷惘。真的,第一次該如何面對學校既事,亦唔想面對心中答案。
雪琪既爸爸並非一走了之,佢後來回來
佢有一日係校門阻止雪琪走,雪琪只係用最璀璨笑容:「你唔走我就報警啊唔記得咗添你已經係唔唔唔
！」雪琪爸急忙捂住雪琪既嘴,cap帽壓得更低,然後放雪琪:「嘩好有本事謝警長連嘢都唔肯俾人講。
」我恍然大悟,原來眼前就係新任警處長謝輝甘你們既然係父女,又唔同姓...好彩我唔口多靜靜睇佢地
係呢一刻我先發現雪琪既爸爸一走,帶走唔係家產,而係林雪琪

唉

最後我決定約林雪琪出來

好好傾吓



死結

林雪琪今日格外熱情,從今次考試到佢養既狗狗---原來她已經養狗養咗半年我都未知,再看她換咗新背
包我亦唔知,算係咩由細玩到大？我不停灌黑咖啡,滲透我心。林雪琪終於發現:「梓藍你唔舒服？」我
笑,忍住想喊衝動:「係啊！不如我哋到家附近公園散散步,消消食,順手還能吸d新鮮空氣」
「好」
我已經好久沒來公園,搖搖板,滑梯甚至秋千無變,於是我坐下:「幫我推吧！好似以前甘。」
力度無變
高度無變
風迎面而撫既感覺無變
陽光依舊無變
只係有d嘢 眼白白睇住佢脱離軌道
「對不起！」林雪琪停下動作,走過來對我講「你係何意啊？我地都無發生既咩」
「唔好扮啦！我都扮唔到」我大腦當即停電,始料不及。不過你語調,好似,怪我
怪我,哼
我站立,容唔下佢下一句怪責:「係啊我任性幼稚,唔夠成熟,係真的。我為此道歉。不過,我都係今日先
明白,我地除咗一句【算啦】都真係無話可說。」

我明白心痛並非巨痛,而係灰飛煙滅,不留痕跡。其實我作為你發小,何以唔知你既心思野心,但我從來都
相信,你唔會,一定唔會將呢d嘢用係我同四星琉瓶身上。更糟糕,我依加連嬲你既立場同資格都無。

我地每一個,都係其中一步既行兇者。

我既心翻滾,實在唔願事情有更不堪既結果。偏偏你呢一刻先唔扮,重拉住我話:「梓藍唔好再甘白痴好
無？凡事有因必有果,你可唔可以明白我？」我咆哮:「但無人叫你踏住你地報復,錯既係你爸,唔係呢個
世界！」

「唔係呢個世界咩？啊我開門見山你顔梓藍就係一個仆街,傻白甜重要世界陪你簡單,你無L痛啊？！呢
個世界,本來只有你死頂,佢幾大力掌你嘴,你只有幾大力去插呢個世界,唔係你只有被打死。你死係你廢
,你睇,顔梓敏被父母迫死,呂詩靈被執念迫死,陸子蕭被佢阿哥迫死,顔梓綠被命運迫死,何以柔被現實迫
死，而你！就被天真迫死！」

「我有絕對既覺悟,所以先可以有今日」
我從容掏出四星琉瓶,往下一放,頓時碎屍萬段。佢一下子呆咗,就到我講:「但你唔發現,你都失去咗。
」
「怕咩啊？呢d就係成長既代價。」
我頭都不回:「如果你真係唔在意,你今日就唔會出來。」

奇人周生:「你終於肯面對,亦面對到。林雪琪係有佢阿爸,cctv同驗屍報告先可以造假」

終於到星期一,係約何以柔出來對質日子
最後同林雪琪站係對立面,但我只係證明,呢個世界待你如狗,唔代表你可以成為惡狗。世上少一條狗,就
少一個比迫死既人。



峰迴（1)

我握住抱枕四圍踱步,時而放下抱枕,時而又隨手握翻,最後乾脆踢開施鞋,伏係床上。望出窗外,窗外山
丘綿綿,幽沉的夜空,心中重量加重幾分。我心中吸口氣,走回書桌。
的確林雪琪係我好友
亦的確佢好明顯...係兇手
但我我如果要參與聽日計劃,我係親手送佢入女童院
親手毀咗佢
佢做錯但要為咗伸張所謂公義而舉報佢
咁又公平？窗外黑夜似乎帶唔到任何提示我盯着天花板花紋
事實上無我佢同何以柔聽日都係出事
黑暗暗中出現一點光 但願呢一切可以係聽日終結 可以有最完滿既結局

可能因為近期事故頻生,學校決定提早放聖誕假,還是保留了聯誼會,讓同學狂歡一天。

也好,先拋下這些煩惱,好好打卡開心,然後處理好一切,潛心苦讀。我要考出史上最好的成績。對我們來
說,多了假期就是我們救命草,想著連月的不安憂愁都散了。

這次聖誕聯誼會是難得機會,我得好好打扮,當然不是打扮給誰看。經過我一輪悉心打扮我找來了一件
雪白絨毛衛衣,終於穿上從前死都不肯穿的半筒灰裙,襯上一對筒子。我看著鏡子,都覺得自己青春逼人
。他看了也會另眼相看。我踏着碎步,一進去班房,單說頭髮,不少人早處理過--梨花頭、大波浪、卷毛
。不少人連妝都化了。看著我自己自以為是打扮過了,可是一看別人,就是小巫見大巫了。我的心情一
下子跌到谷底,悄悄坐到詩靈旁,她倒是差點掉了眼珠:「你撞鬼！」我撞上詩靈的肩膀:「你才撞鬼了我
係心情好隨便打扮下。「啊…唔自然係甘。」我看着詩靈的笑容越發奇怪,正打算叫美寶評評理,她竟
若有所思看著我說:「今天我總算懂了女為悅己者容」「你...連美寶怎可一起取笑我？！」我氣得嘴都
鼓起,他兩人還在笑:「我知我知,你還打算說,悅的是自己不是他人的意。」我瞄瞄身邊的同學,自從上
次令人臉紅的告白,全班看我的眼神越發...令人起雞皮,他們果然都掩着嘴笑「你們...我今天就是穿得稍
微不同一些,比起大家,我還不算甚麼！」「的確不算甚麼,但在我眼裏就是與眾不同。」真撞鬼了,現在
想起誰誰就出現了。說時遲那時快,阿翔大步搖搖進來,背後就是一束束耀眼陽光,彷彿還自帶bgm。他
今天看上去不同了---頭髮定型,眼鏡脱下了,近看下去,也是一個眉清目秀高挑少年,骨節分明,肩膀又不
少寬闊。我從來不知道,阿翔也如此好看。

不過看來其他女同學也意想不到吧。她們都瞪著阿翔,瞪得目瞪口呆,喂喂喂,
Vivian你口水都快流出來了！你醜不醜啊！還看著他,是想讓他看盡你醜態？我才不讓你佔盡便宜,一
下便站起來:「周奕翔,想不到你脱了眼睛再不是個宅男
look啦！」「梓藍我也想不到你穿好衣服就變得如此漂亮。」說罷輕撫我的頭,我昨臉很熱了,喂喂喂
你們不要圍着我倆起哄了啊啊啊！
「你睇睇佢地感情真好！」
「他們何時在一起？」
喂！
「他們不是已經在一起嗎？」
Hey!!!!!
阿翔一下拉著我坐下「你們不要這樣,會嚇着藍藍的。」同學！你這樣不是更叫人誤會。果然騷動不
但沒有被平息,還更加厲害:「嘩嘩嘩叫得如此親熱啊」「他們就是在一起！」我只好把阿翔拉到課室
外:「周奕翔好端端如此叫我何意啊？」
「親呢的人才如此叫對方。」



「那我也知道但也不要去掉我的姓啊！」他猝不及防把頭探到我耳邊:「難道…你想我叫你藍藍？」
我「啪啦」一聲往後退了一大步:「啊啊啊叫梓藍,你叫梓藍就好了！」他笑了,如太陽似的,拍了拍我的
頭:「好啦！梓藍快進去吧！」他的手很温暖。彷彿遇上再煩心的事,他手心的温度都能融化問題。那
個擁抱...也很暖心...呸呸呸我在想甚麼？我用力打臉,進去課室時課室早已回復平靜。眼見又是每年一
度的祝福禮環節,見到課室透映着如唸經的禱文,顯然易見,大家的頭早已低低垂下,要不早已四周交談,
玩手機。但我們四人反其道而行,盯住熒幕,周奕翔做回正經事:「安昔懷,白項鏈你載好了嗎？」「呂詩
靈,符貼佈陣準備好了嗎

彷彿一切只係等待我地準備好,螢幕切換咗一個閉路電視片段

片中顯示當日係

顔梓敏正站係鏡頭對下靠角落,背面已係牆邊,只見呂詩靈狠狠將一張紙丟到地上憤然離開天台,只留顔
梓敏低垂下頭。佢緩慢正打算拾起張紙

一個鐵水樽就丟到佢後腦,佢隨之倒地。
所有人瞬間閉息,片間先有疑問:「what?！顔梓敏暈咗？無理由突然有個水樽飛出來！」
議論聲四起
「我印象中顔梓敏死亡報告寫佢死於自殺時後腦撞擊地面。」
「你又知？」
「本身自然唔知但SH Secret尋晚爆咗份報告...」
「算啦佢d甘既人咪又係自殺！」
「自作自受！」
「無理由窩片裏面佢後腦係著地前已被擊中,未必...」
「重要暈咗點跳樓啊！」
「咪幫佢講說話啦！同老師又同詩靈搞過自己怕係畏罪自殺。」我都側目:「甘就重到佢要去死？」
同學頓時充滿嘲諷:「重咩？想幫個炮友講好話啊？！」我:「事情未清我地唔好亂講上次重話我害死
顔梓敏！」終究都係要班長呂詩靈自己出聲:「其實你地有冇想過 如此錯漏百出
呢份死因報告係咪真？」螢幕切黑,廣播亦出:「由於技術故障,班房內同學將暫時無法觀看祝福禮」
奕翔電話一閃:「你地,係時候上去。我守係到。」電話中救日黎明App顯示位置,何以柔同林雪琪出現
係天台。

林雪琪剛上到天台就被恭候多時既何以柔用力一推:「你係故意啊！依加就想住別乾淨自己？！」
林雪琪立即反彈:「你亂講咩？啊唔係以柔啊我哋係一條船上既人,我點會賣你啊？」「甘你同我講,今
朝條片如何出現？點解就只有我一個？」咪因為你無一個做官既阿爸,我今次沉默同詩靈美寶靜觀其
變。

「好你依加賴數？我同你講,你信唔信我話曬俾陸子蕭聽！」
「放心
事不關己己不理佢唔會理你。只要唔係佢就得。」林雪琪攤出手,一副無關既樣子。何以柔唔甘心再
追問:「甘你啊媽？顔梓藍？總會怕吧？」林雪琪倒係靜咗,然後一步步仔細走著竟然走到儲水缸前Shi
t佢要做咩,我個心瞬間停止跳動,望望詩靈但見詩靈面有難色,電話隨即跳出一段訊息:「唔知點解我fee
l到有通靈師。」光線被擋,抬頭一看係一個人影:「何以柔我自然唔怕阿媽唔會信,至於梓藍,佢唔係一
早明白曬咩？」



今日出門真係唔應該唔睇日曆



番外2 唯一一個明白人

唔,大家好,我係顔梓敏。我有一個光鮮亮麗既外表。風紀隊長 合唱團主唱 年級前十
完全就係一個完美人生

係啊 真係好完美 成長成為一個優秀既人就係被描述到好美妙 令人嚮往 但當中既曲曲折折
又有幾多人明白 雖然我已經唔會甘低b吐露住自己心底話,但我絕對睇得出
林雪琪同陸子蕭致力將好多唔講得既嘢 用過既手段 收到心最深處。

可惜有時候有d嘢,唔講好d但如果唔係無機會,何解唔出手？呢個世界唔握好機會就無下次,呢個世界一
d都唔friendly

講緊你啊顔梓藍我既大堂姐 你係咪盲啊 陸子蕭眼中個中隱含但刺熱目光 我都就俾佢射盲
好心收收 當照顧一下我呢個永遠單身狗

話說今日顔梓藍又約我地四星琉瓶去畫展。畫展係梵高作品專集。首先,我地個wts
group除咗顔梓藍已經無人開口講嘢,只要細心d就發現回覆都只係假裝既熱情。第二,我哋全體人除咗
佢無人鍾意睇畫但大家一俾佢叫依然會出來

「哎雪琪子蕭堂妹！又係我包尾！」剛剛冷到發紫六目呆視既畫面馬上被林雪琪如沐春風笑話打破:
「梓藍你又遲加！唔知上次邊個話遲到要請飲嘢」
「各位手下留情！小人已經用咗係點數卡之上,入下個月,入下個月呀！」一陣笑聲響起,又有邊個會真
係同顔梓藍計呢個數,無必要甘較真。跟住顔梓藍就一箭咀拉住林雪琪向前行,我局住同陸子蕭一齊行,
然後我完全估唔到佢突然吐一句
「我今日會同藍藍表白」

忽然講d咁deep既嘢,思及之前以柔講既說話,心中總覺突兀。真心無興趣再傾d
deep嘢,講吓廢話咪算:「咪玩啦！今日唔算愚人節。陣間Mr Chan同Mr
Chow諗住嚟個聯合補課幫我地,可以叫多d人,你去唔去？」比起人地發現我同陳文賓
我重唔想單獨面對Mr Chow佢望住陳文賓既眼神
就好似陸子蕭望顔梓藍。點知佢重死扣係表白一事:「我已經同林雪琪講好,陣間佢就會拉你走開。麻
煩你」咪住先,你今日真係要整場大龍鳳？！「你確定？」佢就唔肯正面回答:「我發現有人鍾意佢」
啊唔掛之得:「甘你開心就好 」

於是現加我一個人就係呆行而林雪琪自然唔會行開,甚至連science
project都放係桌,係畫展傾呢d就為咗拖住一個如此男生 唉

佢連呂詩靈都比不上 佢斷得乾淨 又唔借上位
你有家庭追唔上既神話佢都有啦佢阿爸你有知佢好似你拖住人

不過我係無資格講 因為我罪加一等,破壞人地家庭
所以我已經無興趣睇住佢地既糾纏,正當準備離開時就聽到顔梓藍厲聲一句:「雪琪你即係覺得只要生
存,就可以拋棄自己價值信念。只要有結果手段就可以忽視。」

「唔係…只係只有活係體制之中,先可以得到自己想要…」
「啊好好好活係體制好但你睇人就會變成一個麻木木偶。梵高就係因為佢獨有畫風先可以係藝術史佔



一席。」
「但正正因為佢唔肯跟從傳統既手法,所以明明有實力都入唔到主流名校,一生連食飯都要借弟弟錯」
「甘又如何佢依然流名千古,早已證明咗佢既實力。」
「甘睇落你咪又睇結果？但呢d所謂名垂千萬古又有何用？！馬克斯如是？李白如是？站係道德高地
自我感覺良好
但最係換來咩？佢地連保護自己子女都做唔到！倒不如要實際,至少我有足夠能力護好想守護之人。
」
「庸俗！無夢既無靈魂！何以有生存意義？！」林雪琪只係吐出一句:「甘你做好為夢想犧牲既覺悟
未？
你可以因為夢想 失去一切。」
「當然可以。」唔知我有冇機會見到你打臉既一天？頓時林雪琪掛唔住佢既面具:「你可唔可以唔甘
傻呀？你知唔知尋日陳文賓話...」我一下子眼珠直瞪出來,下意識蓋住佢口:「雪琪你唔好亂講嘢！」
佢掙扎扯開我既手:「咩亂講嘢？」你瘋咗呀林雪琪,成個場既人已經眼甘甘望住我地,喂你重咩舉起手
機？！大姐你地要吵就唔好係到 陣間上咗apply
daily就shit啦！我一邊捉住林雪琪一邊話:「子蕭你帶梓藍出去先。」陸子蕭竟然係呢個緊要關頭先
呆企,我唯有空出一隻手拉住顔梓藍,點知佢重呆企,同子蕭異口同聲問:「你講清楚！咩亂講嘢！」死啦
要我講...我忍唔住怒睥林雪琪,如果唔係你,依加場面就唔會甘難以收拾。
林雪琪拉起顔梓藍既手:「我地出去講清楚。」

總知今日甘多嘢要爆,我就直接去陳文賓屋企,便宜條仆街算,或姐揾安昔懷,有個免費玩伴。明明講好唔
爆出去。

上星期四我如常拎數學功課俾陳文賓,點知半路遇到呂詩靈,佢已經休完學回來。我機智扭頭,局住拉著
撞到既林雪琪衝去教員室。so
embarrassing我快步走入教員室一下子就俾林雪琪拖住你做咩呀！林雪琪打眼色我先發現陳文賓同
Mr Chow係到講悄悄話:「阿浩我想話條數搞唔掂.. .」
「因為顔梓敏？」我心一抖唔敢睇林雪琪「亂講 當然唔係」好彩Mr
Chow無追問我個心都定d:「甘你依加點收科總唔可以俾全部人升班？」「自然唔會！我醒啊！見到
有個人兩科唔合格...」「但學校規定中三學生至少fail三科先可以留班」我隱約知道我又做咗件錯事
「規則死加何況佢重係有一科擦邊合格。」「所以你打算人手調整...」教員室一片寂靜我估到係邊個
但...「幫我處理一下顔梓藍既英文成績」果然係佢
我話:「先唔好話俾堂姐聽。」我無睇林雪琪既眼睛:「自然。」

我地本來打算等下星期由班主任講俾顔梓藍聽,結果就要我地講。林雪琪倒係講嘢算數:「其實...姐係...
係啊！你留班！」顔梓藍一下子成個人跌落地,連手中珍珠奶茶差d倒瀉,好彩陸子蕭眼明手快。林雪
琪馬上俯下,捉住顔梓藍既手:「唔好怕 你只要唔好今次甘寫d出奇嘢跟住model
answer格式寫你英文成績一定了得你以後一定無問題...」但佢唔敢再講

因為
顔梓藍眼珠沒了聚焦

佢默默企起身,再默默放低錢,再默默行出去。

你真係可以因為夢想 失去一切。最後無人提起畫展 亦無人提及當日係moon cafe既事
更加無人再提起告白一事

「所以咩都無發生過？」



「佢同顔姨姨一樣,太傻啦！不為五斗米折腰 你都要先有五斗米。」
啱啊
「我找唔到理由令我阿媽接受佢,原來佢從未長大。」你依加先睇得出,但係如果因為佢未能長成你想
要的樣子你就離佢而去

係那門子的喜歡？

我借故下車,回頭就見林雪琪「偶遇」他,明明住係綠色線,偏偏就出現係藍色線。其實呢d甘靠譜既人
值得你兩個甘在意？

有時候真係討厭自己既眼睛,不論對人定自己
唔係唔報,只係時間未到。



峰迴（2)

詩靈暗中從後背抖出一個符貼:「你講咩啊林雪琪我地路過姐」路過？！邊個會係儲水缸路過？所以
我索性起身:「你都知..
唔唔唔。」詩靈竟然捂住我既嘴:「真係加你都知祝福致詞無聊到嘔,我係到要拉住昔懷同梓藍上嚟。
你地落番去先！」我一時反應唔到:「但係...」「但係咩啊？快d去陣間奕翔要同你哋去掛祝福卡去學
校棵聖誕樹！唔走趕唔切！」我越發覺得唔對路:「甘你唔駛掛咩？」詩靈抓緊我既手臂作勢摧我:「
梓藍我真係想同林雪琪何以柔行行,你地走啦你俾個白項鏈我。」我尚未回答美寶卻伸手係我裙袋掏
出,我伸手想拿回,佢重拉住我:「呂詩靈叫我哋走！」然後佢用盡全力拉住我,我被拖拉回頭見呂詩靈微
笑,口型說着無事。

機械式被拉行過一級級樓梯我右眼眼皮係甘跳,明明頭先咩都無發生但我就好淆底,心慌慌心慌林雪琪
佢竟然知...
佢竟然知？！
仆街！！！
一聯想今日呢一切我只知,呂詩靈有危險！
我反身差d跌倒,亦推開美寶向回跑:「你痴線跑番去做咩？」「幫手！」「你幫得咩啊？你打得過通
靈師？」我難以置信停下腳步平淡問:「你只係普通人你係唔會感到通靈師存在...除非」
除非你一開始清楚
我轉過無數鏡頭,再串連當中一切...Shit!詩靈你唔好出事,只聽從天台傳來「拍」既巨響,我拔足狂奔,撞
開大門,見到呢世都未必見到既嘢

一團如龍捲風既黑霧翻騰一切物品,吞進黑霧中心。林雪琪何以柔重有一個年青女子早已倒地,我更隱
約見到梓敏身影,佢早已發狂。昔懷不禁話:「敏敏冷靜！」我馬上衝入黑霧,果然見詩靈早已起咗法陣,
拿住白項鏈努力驅趕。「得嗎？你ok嗎？」「唔ok」只見法陣逐漸退色,越來越多黑霧衝向詩靈,佢差
d企唔穩。我困難跨步:「詩靈唔對路啊！36計走為上將！」但我講完再踏唔到步,先見身上早已貼上
符貼:「呂詩靈你！」「梓藍,今次真係收拾唔到。」「你亂講,美寶你快d入嚟！」

美寶竟然無動於衷：「你終於明白點解會扯出個條片！」
詩靈呆滯，好快笑笑，舉起白項鏈:「以吾之體,合兩之靈,永結為侶,生世不分。」

黑霧頓時停止,只聽到梓敏既聲音:「好」
後來,周奕翔終於上咗嚟,佢好似唔知如何行路,眼神透着恐懼同擔憂。我忍唔住笑,準確話,係喊住笑,我
真心感覺唔到你既恐懼。「藍藍！你聽我講...」「唔駛再解釋啦！我明加。」我不穩站起:「周奕翔你
知唔知你死係邊？」
「藍藍我...」
「唔好叫我藍藍」
「邊到？」你同美寶一齊做局俾詩靈,你都唔話俾我聽！你驚我白蓮花阻你？」我眼見佢目瞪口呆心
中更一沉:「係,以前為咗friend我咩都可以,但現加我連應該信邊個都唔知,我可以幫邊個？！」
我推開毫無反應既佢
兒童之家既故事
歌唱比賽既不對盤
原來就係真相
只係我從來未願意睇
如今呢層糖衣紙
終究都被剝走。





原點（1）

(作者有話：計嚟呢章過多兩章,就到大結局。作為第一個作品佢有好多不足之處所以完咗之後我會重
新修文。將加入新情節同支線,有時間再寫番外)

「麻煩5A班既顔梓藍到校長室」我完全想唔到校長手中拿住既係我既期中考試畫作,題目係五個爬山
的少年

正常人理應畫普通行山交遊,偏偏個時我想起半年來剝下既糖衣紙,我竟然無再跟規則,將沉重學業化為
書海,叫佢哋爬呢個書山但最後沉沒其中,喻意當今學生學習情況。

本知道今次不但唔駛肖想有三甲,點知
「老師好欣賞你作品」
「所以交咗上去參賽」
「結果你得咗！係甲等！」
「恭喜你啊顔同學！你真係為校爭光」
校長一句句讚美我應該開心但我完全心中空空仿彿講既只係一件尋常事,與我無該。
「點解會甘？都得到我應該開心
都申訴到我應該滿意
但...詩靈...」
佢依然無反應,如死物般躺在病床。

我嬲我恨 你哋都無動於衷
點解知道所有真相
你哋重可以係個木頭
我終於全部知道曬 包括我留班真相
係林雪琪講:「你有冇攪錯！留顔梓敏係到係害你重害人！你重幫佢？」
周奕翔:「當初安昔懷係兒童之家點做二五仔,你知加！」
陸子蕭:「為世不容。」
何以柔:「既然世界對我不仁,我亦對世界不義！,
呂詩靈:「我真係放棄唔到呂家！」

孰
是
孰
非
誰
可
斷
清
？
！
我看住呂詩靈既棕色眼睛突然回想當初係天台既景況

當初呂詩靈已經昏倒,我早已報警,呢個時候竟然有個人起身,佢擁有住另一對如呂詩靈既棕色眼睛,身拿



各種符咒,莫非係...
「你唔會係呂詩靈姐姐,雲仙靈？！」
佢拍拍衣袖:「係啊。」
「甘你...你點解幫林雪琪？重有...呂詩靈係你妹妹！」
「咩我妹妹？！佢唔係！」
「唔係？甘邊個係你困頓個時出手幫你？無佢,你重係一個小太妹！」
「好啊！甘邊個可以話我知,憑咩同一個賤人生,一個係大狀個女,一個就係混街？！重係親。姐。妹」
「咩話？」我不禁後退
「係啊親姐妹
我地本來都係姓雲。」

係呢一刻我突然唔嬲,因為係呢個世界本來不仁
甘你地無做錯啊何需善良,只係我眉頭並無因此放鬆

一陣腳步聲傳來我一抬頭,意想不到既人嚟咗
係呂律師同呂太。

呂太太走到呂詩靈床前,掏出手巾為佢抹臉和手腳,一邊抹一邊話:「我會幫詩靈改番姓,然後帶佢搬家。
」呂大狀欲言又止最後話:「阿靈呢到係我小小心意...」「唔需要呂先生我只係想去翻揾仙靈」呂大狀
最後無伸手:「好甘份離婚協議書聽日就會寄到你屋企。」呂太太阿唔係程小姐就行出房,我地目送住
佢終於走出漫長既走廊。

佢哋臉上沒有悲傷,反而似放下心頭大石。詩靈,其實你全部都知,對嗎？我第一次明白,你點解要結靈。

呂大狀無聲吐出一句:「對唔住」

外面忽然橫風橫雨,我不顧一切奔跑,跑過公園,跑過「城堡」,終於跑上天台。

一切既原點。



原點（2）

學校天台 就係呢個故事既原點。

我企起個欄杆,輕輕抬手要觸及更多之時,「家姐,你冷靜d！唔好亂嚟！」

家姐？我扭頭一看到,見到竟係氣喘喘既顔梓綠。

「你點解無啦啦上嚟？唔係揾我吧？」我向後靠顔梓綠又話:「你唔好理,你又點呀？」或者心中實在
混頓,我慢慢靠後:「我見識到呢一切...」四星琉瓶、「城堡」、千秋、畫、A班人無一樣係真「原來呢
個世界係甘樣,但...但我亦做唔成佢地甘樣」周奕翔既計算,呂詩靈既粉飾太平甚至林雪琪既謀害「我
唔知點。」我靠近欄杆,最後蹲坐在一個角落。

「甘你就想放棄？」顔梓綠跟住我蹲下「之前我咪因為腿傷不能再跳舞...」「我係對世界唔係自己」
佢捉緊我既手:「唔係！你係對自己迷失！」

「我個時完全覺得呢個世界無曬！唔可以跳舞就唔係顔梓綠！
但係
對呢個世界最好既報復
就係活出自我」佢抽出一張海報:「你勝咗全港比賽可以代表香港出戰國際畫家大賽。」顔梓綠轉身
走,仍留下一句:「至於之前既事,家姐,對唔住。」我地依然係親姐妹。

我接過海報,我明白了。

對呢個世界最好既報復 就係活出自我

後來林雪琪何以柔真係被拘留,不過多得林雪琪有個好爸爸,最後入獄係佢爸爸。至於何以柔,最近聽講
佢做咗名模重做咗香城名豪既情人,當眾係宴會俾正室打。名豪自然忍唔住要離婚,只不過會唔會娶身
懷六甲已產一女既何以柔。
連美寶佢呢？佢上咗大陸做安老服務,竟然做成一個集團。尋日佢先send電子優惠券俾我同陸子蕭叫
我地上去參觀,重話到時退休可以俾個八折我地,我自然接受。
陸子蕭考DSE失利去咗讀「太空總署」(HKU
SPACE)後來明明考到3.8gpa偏去讀體育,依加帶緊港隊。我記得好耐以前,陸子蕭本來想考入體藝。
陸子蕭有時會問:「你有冇揾返周奕翔？」
我反問:「甘你有冇揾返林雪琪？」大家明曬。
而呂詩靈,就永遠停留係天台結靈一刻。

喂！我今日又嚟睇你,最近就要出本新繪本，編者係林雪琪,你快d起身睇啦！
我哋都等緊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