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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黃百賜>

現在的世界，不論是你要做什麼事，想什麼東西，總是有一組組數
據跟隨著你，跟你說話，彷彿整個人也全是由數據組成的電腦般，
盲目地接收和發放數據。
 
對於數據，我可是恨極了，我是一個年級插班生，該怎麽說呢，因
為分數不夠，我被公開考試淘汰了出去。
 
好不容易捱過了一年，我重新考了一次，才能爬了上去，做那年大
學的年級插班生。
 
現在對著迫近而來的開學日，老實說，對著一堆年紀比我小兩歲的
大學羊羔群，我也不知用什麼態度去面對才好，所以，我決定把那
之前那踏足了社會，過了那殘酷一年忘了過去，重新做一個有如羊
羔般潔白的純情大學生。
 
啊!
 
該死的，最近老是頭痛，也忘了向你們介紹一下，本人的名字黃百
賜，若是給個臉面的話，就叫聲賜哥好了，若是不給臉的，也別取
笑我是個白痴。
 
噢，MY GOD!
 
我的話怎麼會變多了，一不察覺就把我自小的不幸說了出來了!
 
嗯……
 
各位，你們都是忘了剛才的話吧，就像我忘了過去一樣，大家就客
氣點，叫我做百賜就好了。



 
說實在的，因為那個外號，所以我也不是怎麼喜歡這個名字，啊!該
死的，我又提起了它。
 
算了，反正我不提他，我的朋友也會提起他，就說說我的過去吧。
 
這個外號在就我學會第一次流鼻涕的時候一直跟隨著我至今，更可
悲的是，這個外號是我父親改的，既可悲又可恨!
 
可憐人自有可恨之處，或者我的可恨之處，便是我的父親吧，不然
自己的父親怎會叫我做白痴，而且，一叫就把這個外號當名字般叫
了二十年!
 
我很記得在我開始懂事的時候，父親送了我上幼稚園，那一日，我
忘不了，真的忘不了，因為在幼稚園那裏，發生了太多我人生中的
第一次了。
 
那一日，第一次有超過80分的女孩子拖著我那玩得髒污污的小手，
那是一個美麗的幼稚園老師，不過，在我記憶中，除了那個超過80
分的和藹可親的笑容外，就什麼也記不得了，所以，人人都說，小
眼睛看到的世界都是美好的。
 
老師拉著我的其中一隻小手，而我的另一隻小手則緊緊地抓住我的
第一個玩具，不是鐵甲萬能俠，而是李小龍的膠製玩偶，那也是我
第一次學著李小龍在電視之中，用拇指抺掉鼻涕， “嗚嗚哗哗”地
叫個不停，也是第一次得到那麼多家長和小屁孩等粉絲團的圍觀。
 
不可否認，我還是十分享受這種被人用驚奇的眼光圍觀的，就算本
人流著鼻涕，只要學著李小龍那樣 “嗚哗”的叫了一聲，除了能抹
走了那鼻子上的鼻涕之外，世界的目光彷彿一下子就會聚集在我的
身上。



 
從他們驚艷的目光中，我知道，又一個童星誕生了。
 
嘿嘿，看來，龍哥的風光不減當年，而我，就如爺爺所說般，我也
是個龍的傳人。
 
噢，又扯遠了，還是說回我第一次等著父親來接我放學的情景吧，
父親授課完畢後，就從家傳的武道館出來接我回家去。
 
那時，一身唐裝的父親看到我那流了一把鼻涕的模樣，就大喝出聲
道: “白痴，你怎麼又流鼻涕了。”
 
就是這麼的一句話，就把這個外號第一次吼了出來，弄得街知巷聞
，也注定了白痴這個名字，如一個忠實的粉絲，跟隨我到現在，偶
尔踫著哪個朋友，也會客氣地叫我一聲: “白痴，現在生活還好吧…
…”
 
“唉!生活迫人來啊!作為一個白痴，生活能好嗎?”
 
這並不是最慘的情景，而是朋友的身旁還有朋友的時候，他們那種
看白痴的眼神，還有一句“白痴，你好”的招呼聲，都令人不得不
再嘆息一聲: “唉!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啊!”
 
那一刻，我第一次知道成為眾人的目光焦點，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
 
我的小手緊緊握住老師柔軟的手，第一次哭出聲來，我的鼻子一抽
又一抽地，弄得那鼻涕如兩條白色的小蟲般，用幼幼的乳白色蟲絲
支撐著，懸在空中，身子跳動不定，讓旁人看得驚心動魄，也不知
是怕我把鼻涕都哭斷了去，弄污了環境，還是怕那跳動的鼻涕會彈
飛了起來，飛濺到自己的身上，反正是那些肥師奶和小屁孩，一個



個都看得又驚又怕，離我遠遠的。
 
而我，隨著那兩條鼻涕蟲飛到老師的裙子上，我領略了第一次被美
麗的女孩甩脫和分手的滋味。
 
噢，我忘了，我那時也是個小屁孩來的!
 
離離合合也甚是平常，或許我還要學方丈大師說一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分手為了下一次的牽手，或是手不放開，那怎能再次
握著幸福呢。”
 
帶著兩條鼻涕蟲的小屁孩，即是我了，自小就明白了這個道理，所
以被女孩甩手了多少次，我也是心存感激。只是，隨著自己的長大
，這種感激便成了我心裏的失敗。
 
童真真好，長大，也許是另一種悲哀!
 
可能，或許長大不是一件好事，唯一可以稱作好事的，便是我從小
屁孩長成了小孩，鼻涕蟲也似梁祝那樣，雙雙化蠂飛走了，只是它
們的近鄰──鼻水，却成了我另一個頭號麻煩。
 
還有，唯一讓我抱撼的是白痴之名，仍是纏著我不放，一直到小學
，懂了些許世事的我，為了我名字的關係而跟父親吵架了一場。
 
只是，縱使我的偶像是李小龍，我也是龍的傳人，但是父親的鐵拳
，也不是那時的我可以承受得了的。所以，在我能打倒父親之前，
我都必需要認命。
 
在鐵拳教育制度下，我慢慢地成長，漸漸地痛恨起那些新興的法例:
 父母的體罰竟可以變成虐兒罪行!
 



上天啊!為何我總是生不逢時?
 
又扯遠了，直到上到初中，我第一次用酒灌醉了父親，從他口裏得
知，我這個名字，是我那仙去了的爺爺改的。因為我是他的第一百
個孫子，所以叫百賜了，也是因此，我對自己名字的怨恨也從父親
身上轉移到爺爺那老酒鬼身上。
 
只是到了高中，我才明白原來我沒有九十九個表親兄弟姊妹那麼多
，只有十一個而己。
 
一切，都是父親騙我的!
 
所以我對自己名字的怨恨也從爺爺那死老酒鬼身上重新回到父親那
新酒鬼身上。
 
至於我的名字的由來，曾聽我那喜歡旅行的大表姊說: “哦，你那
白痴的名字啊!我聽說是叔叔他在百家樂裏贏了一百塊，所以他那時
一高興，就把你的名字改為百賜了。”
 
“唉!有怎樣的父親，就有怎樣的我。” 
 
“白痴，為自己擁有一個不負責任的父親節哀吧!” 大表姊哈哈地
爽笑道，那幸災樂禍的本質表露無遺。
 
“唉!有怎樣的父親，就有怎樣的大表姊。” 
 
我為自己擁有一個幸災樂禍的大表姊節哀吧!
 
“啊門!”
 
至於我的母親，我只能在相片中懷念她……



 
算了吧，過去，已成過去，就讓往事隨風而逝，我們還是擁抱現在
和未來好了，大家，立正，抬頭，大學，就在眼前。
 
我們一起，向前看!
 
大學之後，我們一起，向錢看吧!
 
這是社會事實!算得上是生活的悲哀吧。
 
至於大學，就留給我少少希望吧!
 
那現在，大學，我來了……

 



<第二節——兩座高山>

<第二節——兩座高山>
 
「喂，白痴，你來了。」一個身高六尺，皮膚黝黑而結實，一頭長
髮披肩的，猶如一座黑實的大山般擋在我的身前。
 
那是我的第一個好朋友，胡志高，是在小學時就認識的死黨。
 
胡志高一身藍色運動裝束，左手抱著一個籃球，一臉淺笑，我知道
，他是一座成功的高山，擋了我上年的大學路。
 
說實在的，以胡志高那健碩的身型和帥氣的外表，吸引了不少女孩
子喜歡他，只是，他的那愛玩的性格，就如一座大山般，擋住了他
的感情路。
 
「我不會為一棵樹而放棄整個森林!」 
 
縱使我知道胡志高是個愛開玩笑的人，但是這句話，我知道，他說
的是真的!
 
「唉!為有這樣的好朋友，默哀吧!」
 
「啊門!」
 
大學的第一天，我便充滿了唉聲嘆氣，這與我想像中的陽光朝氣十
分不符，或許真的如世人所說的那樣: 「想像是美好的，現實是骨
感的。」
 
大學夢迎來當頭捧喝，碎了!
 



「怎樣，還在找你的一百分女朋友嗎?」 胡志高掃了掃肩上被風吹
亂了的長髮，淡淡地說了一聲: 「在大學裏，可是有著各種各樣的
女孩子，你總會找到那屬於你的一百分。」
 
確實，我的最大夢想就是找到一個一百分的女朋友，不過，胡志高
還有我另一個死黨──趙子楓，他們對於我的夢想有感而發: 「白癡
，不是我們看小你，你的夢想就如同一座高山，可望不可及啊。」
 
對於我而言，他們也是高山，而且是兩座，因為他們會把所有美女
的眼光吸引了過去，留下的會是 「豬扒」和 「暴龍」級別的美女
供我挑選，更可恨的是，這些 「豬扒」和 「暴龍」都被這兩隻香
噴噴的饅頭吸引得神魂顛倒，不說被這些怪獸級的美女無視，更可
能一不留神，就會被這些怪獸踩得一身腳印。
 
唉，夢想仍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我仍在奮鬥，可是趙子楓與胡志高兩人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一
天到晚都擺起一幅別人都欠了他們一個女兒的嘴臉，笑容滿面，不
知偷了多少少女的心，又愁煞了多少少女的淚。
 
而且，那兩個人的擇女要求都高得離譜，用他們的一句話來表達: 
「生得高時望得遠，白癡，你不在我們的高度，不會明白的!」
 
「阿彌陀佛。」 
 
佛曰: 「有理，有理。」
 
說實在的，我一聽到這句話，很懷疑是他們影射著我的另一缺點─
─身高，比起那兩個堂堂六尺男兒，我只是一個矮子，只有五尺八
寸高的男孩，說高不高，說矮也不矮了，只是差兩寸就可以擁有他
們的高度了。



 
只是站在高山之巔的他們卻說: 「差一寸也是差，何況是差兩寸，
每一寸都代表一天地，代表一個境界，所以，朋友，你的境界不高
啊!」
 
「或者學一學日本人，短小而精悍!」 
 
兩人得意洋羊地你一言、我一語，明嘲暗諷。這兩人越說越是投機
，竟然惺惺相惜，互相擁護起來。
 
或許這就是高處不勝寒了吧，難得踫到同類，總難免說一些同類才
聽得懂的話。
 
而我只能作為陪襯，再嘆息一聲:「唉，日本AV文化塗圖了多少少
年人的夢!這害人不淺的東西，還是讓我來接受吧。」
 
佛曰: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 
 
說到外表，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男孩，嗯，長相普通，身高普通，
髮型普通。
 
髮型視乎季節而定，頭髮長短不一，一到夏天，我會把頭理成陸軍
頭，只剩髮根，離清光不遠了，為的是那一份乾爽。而到了秋冬之
季，我的頭髮也留得夠長，雖不披肩，但也不遠了，為自己擋擋那
愁煞世人的冷風冷意。
 
對於胡志高這個妖孽般的好朋友，只要看到他那爆炸出來胸肌和將
近披肩的長髮，我就無言了，只能心裏腹黑道: 「或許，他化點妝
，改行做人妖，以他那男女老少通殺的樣貌，或許會更有錢途呢!」
 
 



「走，去飯堂那邊，子楓跟絲絲在那等著你呢。」 胡志高並不知道
我在腹黑他，爽快地一手拉過我的手，領著我飛奔起來。
 
「過度活躍症!」
 
這是他的優點?還是他的缺點?我也分不清了，反正我只知道當我們
去到飯堂時，只有我一人氣不喘，臉不紅，心仍在正常地跳動，這
就是在父親鐵拳下長大的優良體質，而胡志高則上氣喘下氣地用種
看妖怪的眼神望我。
 
我無視了他那 「羨慕」的眼神，快速地在飯堂裏掃視了一眼，就找
到我身邊的另一座高山趙子楓。
 
果然是鶴立雞群!
 
難道他們真的未曾拜讀過陋室銘的那一句「山不在高，有仙則靈」
的名句嗎?
 
爺爺老是說: 「做人要厚道，做人要謙虛。」
 
可是，我總覺得我的朋友一點也不厚道，也不謙虛，難道世界變了
嗎?
 
還是我只是一個井底蛙，坐井觀天，不明世間變化?
 
趙子楓長年的是一個短頭髮，身高，嗯，你忘這個了吧，反正我不
提了，外表相當斯文，英俊不凡，鼻樑上托著一副鑲嵌金絲的眼鏡
。
 
在我們三個人之中，他才是真正集錢、才於一身的年輕人，有學識
，有才幹，有身份，有前途。



 
比起胡志高，更加多女孩喜趙子楓，打個比喻，得到胡志高，你得
到他的人，得到趙子楓，除了得到他的人，還得到他家裏的財，誰
叫趙子楓是某某集團董事長的獨子。
 
記得胡志高曾在大醉時說過，他在上年的校草選舉中，以十票之差
，落敗給趙子楓，讓趙子楓榮搶去了上年的校草榜第一的位置，一
直至今。
 
一個比胡志高這個妖孽還要妖孽的人，家境富裕不說，讀書更是全
校第一，為人正經，誠實，外表是一個典型好學生，實際上也是，
左看右看，無一是優點，對同學友善，對朋友仗義，我只能說一聲:
 「趙子楓，你這個妖孽!拿命來!」
 
嗯?
 
你問我為何說得如此咬牙切齒?
 
好吧，我承認，我真的眼紅了!
 
幸好，趙子楓並不是完美的人，在面對感情上的問題，他是一隻迷
途的綿羊，所以在我和胡志高的精心調教下，他墮落了，迷信了一
見鐘情那一套法則。
 
也因此，我和胡志高並不擔心他暫時擄走了眾少女的心。縱使他看
見漂亮的女孩，若是不讓他一眼心動的話，他就是一根木頭，對感
情完全絕緣!
 
所以，男同學們，為趙子楓成為木頭，我們歡呼吧!
 
女同學們，請你們默哀吧!



 
不過，當你們需要安慰時，可以考慮考慮我。
 
「白癡，我們又成為同學了。」 在我最高興的一刻，我聽到那個令
我斷腸的外號。
 
既生百賜，何要白癡!
 
周喻小白臉，我挺你!
 
父親，下次，我跟你拼了!
 
趙子楓，這次，我跟你拼了!
 
誰叫你喊出了我的名號!
 
「趙木頭，看招。」
 
有人就有江湖，江湖上最多的是一言不合，大打出手，何況，我現
在有殺人滅口的衝動!
 
只是怒氣攻心的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趙子高可是一個黑帶的柔
道高手，也是一個詠春高手，接過我一拳，雙手猛然一扣，而我就
華麗地撲倒在地上。
 
「子楓，白癡，停手吧。」
 
就在我要面臨趙木頭的一頓暴打，再次出醜之際，坐在一旁的張絲
絲杏口微開，阻止了這場兄弟相殘的局面。
 
相信我!



 
那不是一面倒的戰爭，至少，打我的手，一定會痛，誰叫我的骨頭
長得硬，臉皮又長得厚，真是世上的一大奇葩。



<第三節——張絲絲>

<第三節——張絲絲>

話回正傳，給你們介紹一個美女，也是我的好朋友。

張絲絲，一個善良的女孩，也是至今我見過最漂亮的女孩，樣貌85
分以上，加上那傳統中國少女那種彬彬有禮、斯文害羞的小女子姿
態，這種氣質讓人眼前一亮，分數自要要提高幾分，成為我所見的
第一個突破九十分大關的美麗女孩。

若不是我想要找個一百分的女孩，張絲絲確是我的最好選擇，而現
在，我們只是好朋友，也只能是好朋友。

聽到張絲絲的微嗔，趙子楓和我不得不雙雙化拳為掌，由拳打腳踢
瞬間變成互相勾肩搭背，咧嘴而笑。

只是兩人的手都不安份地、狠狠地拍著彼此的背部，拍得
「砰砰」作響，就像是在打鼓一般。

友情，有時候就是這樣拍出來的!

半晌，趙楓先是受不了背部的赤痛，他忍著痛，身子猛地一縮，從
我魔手中掙脫開去，扭過頭，對著我咬牙切齒地說道:
「白癡，我們先吃飯吧。」

我自然是一幅旗開得勝的模樣，面上甚是得意，似是在說:「小樣的
，跟我拼皮粗肉厚，老子可是自小在父親在的鐵拳下練成的鋼骨鐵
皮，區區幾十下掌擊，老子受得起!」

不過，還真痛啊!



柔道高手的臂力果然不能看小!

即是是痛，我也要裝作若無其事般，誰讓我是勝利者，勝利者就要
有勝利者的風範!

我隨手拉過張絲絲身旁的座椅，在胡志高那殺人般的眼神注視下坐
了下去。

「小樣的，讓你叫我白癡吧!」

「讓你特意避開絲絲!」

「怎麼，現在就呷醋了吧?」

我眼神無比得意地一揚，嘿嘿地笑著，只是就在我最高興的時候，
張絲絲的一句話卻把我心中的快意打碎了。

「白癡，對大學的印象還好吧?」
張絲絲一見我坐下，便拉過我的手，貼心地問道。

看到張絲絲湊過來的臉蛋，能如此近距離觀賞這份中國的古典美，
我那散掉的快意又從新組合了起來，形成一種更大的滿足感。

這種難得可以提高我的虛榮心的機會，我自然是十分珍惜。

而且，能被一個美女這樣貼心地關懷，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尤其
是我看到胡志高那怒欲噴火的眼神時，我就更快樂了。

在我們四個人之中，我跟趙子楓都知道胡志高對張絲絲很有愛，而
且是超友誼的愛，只是張絲絲不知道而已。



而胡志高也沒有打算把他的愛意說出來，只不過他一旦看見張絲絲
與男孩有些
「不平常」的接觸時，胡志高就會忍不住對那人怒目而視。

剛好，現在我就是觸上了胡志高的黴頭。

對此，我並不在意，更有意地輕輕捏一捏張絲絲的小手，挑釁地看
了胡志高一眼，在後者眼裏的火就快爆發之際，我才不著痕跡地抽
回被張絲絲捉住的手，說道:
「還可以，只不過除了你，我還踫不到一個美女呢。」

胡志高看到我識趣地收回狼爪，只是冷哼了一聲，斬釘截鐵地諷刺
道:
「以白癡的樣貌和才幹，想找過一百分的女朋友，這絕不可能!你還
是死心吧，要不我介紹一個給你?」

「你?」

我狐疑地看了胡志一眼，嘲笑道:
「我看還是算了吧，我可不像你一樣，老是在森林裏的狩獵，一天
到晚不是被暴龍追逐，就是跟野豬糾纏不清，而那些野獸，怎及得
上絲絲那樣善解人意。」 

我不著痕跡地損了胡志高一句，又明贊了張絲絲一聲，弄得胡志高
反抗不得，只能乾瞪著眼，坐著生悶氣。

「呵呵，好了，別說了，人家也不是特別好，只是一般而已。」張
絲絲略顯羞澀地嬌笑了一聲，及後，適時地打斷了我與胡志高眼神
上的交鋒，問道:「白癡，等會就要上你的第一節課了，心情怎麼樣
?」



「很好，很強大!」

「若是能在課堂上碰到一個比你還要美的美女，那就更完美了。」
我一時口沒遮攔，說出了自己的心聲，惹來張絲絲一陣鄙視的目光
。

見此，我急忙地改變了口風，哈哈笑道:
「當然，還要心地善良，氣質萬千，身家過億!那就是完美中的完美
!」

我又一時把關不嚴，順口溜般把心聲說了出來。

這下，連身邊的兩座高山都不服我了。

胡志高首先發難，拍案而起，叫道:
「白癡，你是個什麼東西，若是真的有這麼好的女孩，她首先看上
的人該是我…噢，不是，應該是看上咱們的趙木頭，也不會看上你
的。」

趙子楓這個木頭這時候也十分認可地點了點頭，說道:
「這樣完美如仙女般的女孩，怎可能會看上你。」

「不過，白癡，有樣東西你說得很好，那樣完美的女孩才是吾輩追
求的對象!」趙子楓一臉正經地說道。

聞言，同台坐著的另外三人不禁一頭黑線，張絲絲忍不住低喃了一
聲: 「那樣百分百的女孩，大概真的只能在天上找去了。」

唉，有張絲絲這一定論，我忽然發現宇宙是這麼大，而我的世界卻
這麼小。



看來，我也只能學一學俗世的臭書生，把心中那份美好的願景投放
在字裏行間，而不是在人間中苦苦追求。

看來，吾輩所追求的幸福也只能往周公裏去預約了。

半晌，我和胡志高互望了一眼，齊齊嘆息一聲:
「仙女?吾輩眼光不及木頭也!」

滾滾長江東去水，古來多少紅顏能完美如斯?

四大美人或許美到爆燈，可那是過去的事，跟現在沒半分關係!

難道要我們去穿越，或望穿秋水，等候天上的仙子下凡?

只是仙女下凡，不過是常人的一個笑話，就算是真的有，似我等的
庸人也沒有膽量對仙女展開追求吧?

仙凡有別啊!

我一時慨嘆不已，我只是一介凡夫俗子，高攀不起。

而趙子楓呢?一看就是木頭成了精!

境界不同了，心境也不同了，追求更是不同了。

古人誠不欺我啊!

「男人就是沒有一個好東西，三言兩語，又談起女人。」
張絲絲一臉無奈。



「不談起女人，難道要談起男人?」趙子楓理直氣壯地反駁了一聲
。

我和胡志高互望一眼，都暗自對著趙木頭竪起拇指，大贊一聲:
「高，實在是高，高人的面子之厚，實是我輩階模。」

張絲絲一聽，頓時呆了。

也是，這個世界只有兩種人，男人和女人，若是不談女人，那自然
談的都是男人了。

只不過，一想到三個大男人圍在一起談論起男人的情形，眾人都不
約而同地打了一個冷顫。

看來，大家還是覺得男人做色狼也好過做一個變態!

就連張絲絲也不得承認這個讓她感到悲哀的現實。

這也說來奇怪，以張絲絲的文靜的個性，居然能跟我們一人和兩個
妖孽打成一片，這實屬難得。

人自然是我，至於兩個妖孽，哼哼，我只能拔劍指天，說一句:
「此等妖孽，人人得以誅之!」

我們慢慢聊著聊著，直至九時十五分時，我們四人分散，各自上課
去了。

我來到社會學院的院樓，看了身前的六層高的建築一眼，心中充滿
激動和憧憬，就在我想踏出我大學的第一步時，一把沙啞的聲音在
我身後傳來。



「白癡，別擋道!」

我眉頭一皺，還真想不起在這時代大學中，除了我三個好友外，還
有人可以叫出我的名號來。

「喂，白癡，你聾了!」

那沙啞的聲音十分不痛快地用手推了推我的肩膀，想把我推開，可
是以我這般非人的體質，哪會這般容易被他推開。

「朋友，等等，讓我猜猜?」
我向後舉起一隻手指，腦海不斷地思忖著各種可能出現在這裏的朋
友。

不過，如果能預知未來的話，我寧願被他推開了去。即使他推不開
我，我也會自己走開，因為就在我全神貫注在思考著還有誰知道我
的名號時，一記撩陰腿從我的跨下狠狠地踢了上來。

即使以我非人的體質，也沒有可能把功夫練到那個命門上，結果，
我慘叫了一聲，痛苦地倒了下去。

「這大學還真多白癡!」

在我倒下的瞬間，我聽到讓我欲哭無淚的一句話，然後看著一個腳
踢木履的小腿跨過我的身軀， 「嗒嗒」的向前走去。

他沒有回頭，顯然那傢夥連一絲憐憫之心也沒有。

我強自抬頭，想看看踢傷我要害的兇手的樣子。

那是一個身穿牛仔服飾的背影，有著一頭讓我痛恨得咬牙切齒的藍



色短髮。

「藍髮小子!我會回來的，到時……」

我就如電影裏的壞蛋，留下一個讓人難以言明的話，就華麗地昏迷
了過去。

大學的第一天，我不是去課室上堂，而是到了學校的醫療室，痛苦
地躺了一天，更痛苦的是我還要飽受那個老獸醫那種詭異的眼色。

我躺在病床上，對著白色而光亮的天花板，只能無聲地唱出心中的
悲痛: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想要飛卻怎樣也飛不高……」

現在，我真的有些擔心，我的
「小鳥」從此不能變成「憤怒鳥」了。



<第四節——白衣天使>

<第四節——白衣天使>

我大學的第一天，充滿了意外!

雖有驚，亦有喜!

如同上天拿走你的一樣東西，定會給你另一樣東西作補償。

就在我無聲痛哭，低聲唱吟之時，一個美麗的白衣天使拿著一個長方形的托盤，走了進來。

清純的容貌、潔白的肌膚，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眉毛、高高的鼻子、淡淡的妝容、一個櫻桃小嘴、一
頭披肩及腰的黑色直長髮，無不讓我眼前一亮，一下子，我就如色狼見到肥美的羔羊般，口水直流。

「咦!」

白衣天使驚訝地叫了一聲，那甜美的聲音讓我一聽難忘，讓我當場給出了我人生中第一個最高的分數
，98分，就連張絲絲也要望其項背!

「張醫生，這個人是怎麼回事，是涎水失調嗎?怎麼流出了一大灘口水。」白衣天使放下托盤，大聲
地向醫務室叫道。

老獸醫從房內探出頭來，看了我一眼，又順著我的眼光看了白衣天使一眼，若有所思地說道:「怪不
得第一天就傷了那個地方，原來真的是一頭小色狼!」

白衣天使聞言，張了張口，半天也說不出話來，倒是想到什麼似的﹐臉色緋紅了一片。

我從枱頭抽出幾張紙巾，隨手抹掉嘴角的垂涎，一本正經地說道:「美麗的白衣天使，世界因你而出
色，世界也因你而失色，能告訴我你的名字嗎?」

說著，我向前伸手，學著法國的某某貴族，邀了一個吻手禮，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個吻手禮。

「趙叮嚀。」白衣天使有些畏縮，有點怯懦地把手慢慢地往我的掌心遞去。

手很軟，也很滑，那觸感讓我當即神色一悅，就要以惡狼撲食般吻下去的時候，門外傳來叮鈴的一聲
。

聽到聲響，白衣天使頓時把手一縮，似是鬆了口氣般，身形悠悠地飄走，小跑著開門去了。

這樣的變故讓我呆呆地定在原地，直至我看到來人時，心中頓時大恕。

胡志高一個閃身，從門沿裏溜了進來，抬頭向著我打了一聲招呼:「白癡，還好吧?」

胡志高的話雖是跟我說的，但是眼光卻一直停在白衣天使身上。



「該死的野馬!」

我心中暗罵了一聲，從床上爬了起來，一個閃身，擋在白衣天使的身前，如一頭惡狼守護自己的戰利
品般，狠狠地瞪著胡志高，喉頭發出一種無聲的嘶叫聲，以此宣示主權。

胡志高眼眉一挑，大手把我一拉，往一旁的角落處拉去，臨走時，還斜著眼，向趙叮嚀拋了一個媚眼
。

我借著背影的掩飾，一手揪住胡志高的胸襟，罵道:「該死的野馬!這可不是童話世界，可不會發生野
獸與美女的故事!」

胡志高輕蔑的掃了我一眼，問道:「怎麼，白癡，你不會看上了我們時代大學的鎮校之花趙叮嚀吧?」

我沉思了一下，點了點頭，白衣天使也許是我一生中所見過最美麗的女人，雖然還未到一百分，但是
相差也不遠了。

而且，我獨自在人生旅途上走了二十個年頭，也是時候找個人來陪陪了。

胡志高見此，撥開我的手，回敬了我一句:「白癡，你說得對，這裏不是童話世界!」

「不過，你還認不清事實的真相，在美女的面前，我從來都不是野獸，而你卻一直是小矮人，在這裏
也絕對不會發生小矮人與白雪公主有染的故事，你還是死心吧。」

胡志高的話毫不留情，眼神幽綠地盯著我。

我知道，那是一種獵人盯上獵物時所表現出來的神色。

「不過，若沒有你這個小矮人，怎能襯托出我這個玉樹臨風、英俊瀟灑的皇子來。」胡志高輕蔑地一
笑，轉身而去。

我聞言一呆，回頭時，我卻發現胡志高與白衣天使已在一旁有說有笑了，神態親暱，若是就此下去，
很可能兩人真的會打得火熱。

火，我眼中冒燃愛火轉瞬之間化成了滔天的怒火。

可是憤怒沒讓我失去理智，怎麼說，我也是一個文明人，而且就算動手也不能在白衣天使面前。

只見我眼瞳一轉，就計上心頭，拿起手機，撥了一個電話，片刻後，我狡詐地笑著放下電話，暗道:
「我治不了野馬，可是不代表這個世界沒有馴馬師。」

不一會兒，醫療室門外的掛鈴再次叮鈴作響，從外面走進了兩人，正是張絲絲和趙子楓。

胡志高一見張絲絲出現，當即從一頭野馬進化成披著人皮的紳士，一本正經地向白衣天使告罪了一聲
，猶遇蛇蠍般退避三舍，神色變得不冷不熱。

看胡志高的一臉正色，似小廝般隨在張絲絲的左右，不時說一些貼心的話，我不禁暗罵一句:「道貌
岸然的偽君子，吾輩鄙視之!」



不過，能將胡志高這頭野性難馴的色狼從白衣天使身邊調走，我還是十分滿意的。

張絲絲不愧是我的好朋友，一進門就開始關心我了。

「白癡，你怎麼跑來醫院了?」

雖則張絲絲滿心好意，只是她說出的稱謂，我可不敢苟同，尤其是白衣天使還在身邊的時候。

我連忙打起眼色，張絲絲初時一愕，待順著我的眼光望向趙叮嚀時，才略有所思地稱呼我那久違了的
大名。

「百賜，你怎麼受傷了?」

多好的朋友啊!多好的女孩啊!

可惜我撫平了張絲絲，卻忘了這此間還有一個木頭精，只見他托了托鼻樑上的金絲眼鐘，瞥了我跨下
一眼，毫無顧忌地把我的痛處說了出來。

「白癡，才開學第一天，怎麼就傷了下面的小雞雞了?」

痛處被人點破，我又羞又怒，生氣異常，更生氣地是這死木頭居然不全兄弟之義，一連捅破了我兩個
痛處!

這木頭精，著實該死!

我臉容抽搐了一下，手掌看似輕輕搭在趙子楓的肩膀上，實則用上了十成功力，重重地壓了下去。

那千斤墜的功力可不一般，這不，趙子楓肩頭一吃痛，馬上痛呼了出來。

「白癡，你作啥?」

一個連怎樣得罪人也不知道的趙子楓，諸君認為，此等呆子，怎能算得上是一時俊傑。

我不是笨木頭，我懂得什麼叫作進退有據，也懂得什麼叫作兄弟之義，當即鬆開手。

短短數秒間，我給趙子楓留下了些許臉色，又留下了半分面子。

朋友如斯，可以稱道否?

「每逢初一、十五，手中的力氣總是不聽使。」我輕輕地拍了拍趙子楓的肩頭。

「白癡，你有病，就要看醫生，要不，我給你介紹一個也成，順便讓他幫你檢查一下小雞雞，免得日
後長不大。」

有道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此木頭精屢次犯我禁忌，讓我眉毛倒竪，有種殺之而後快的衝動，這不，我一抬腳，就要把那這個月
的十五提前做了!

就在電光石火之間，一聲呼喚從白衣天使口中道出，讓我猛然抬起的腳，霎時間停駐了，然後，不著
痕跡地輕輕放下。

「表弟，你怎麼來了?」趙叮嚀滿臉笑意地往趙木頭走去。

我眉毛一跳，頓時犯難了，目光不時地看了看趙子楓，又看了看趙叮嚀，待兩人親熱地談在一塊時，
我才恍然大悟，心中暗道:「傻木頭竟是白衣天使的表弟?」

這一刻，我心中所想的不是報復，而是想著怎樣來個曲線救國!

有道是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

如果那木頭精肯助我一臂之力，相信我的春天也該不遠了。



05 玩音樂的狼

05 玩音樂的狼

我第一時間把趙子楓從我腦海中的敵對排行榜的第二位調回到友好榜的第二位。

至於兩榜的第一位?

好榜的第一位當然是人比花驕的白衣天使，敵對排行榜，則是那個讓我痛恨得咬牙切齒的藍髮小子!

俗話說，心動不如口動，口動不如行動，要攻陷白衣天使的芳心，當然要雷厲風行!

一念及此，我當即行動了起來，只見我一閃身，就把身子擠在白衣天使與木頭之間，友好地插上話題
，將兩人的注意力引開。

雖然木頭可能、也許會成為我未來的小舅子，但是看著自己心目中的白衣天使與別的男子卿卿我我，
我心中就有一團莫名的妒火在熊熊地燃燒!

為了避免誤傷，我只好將兩人分開一下。

「木頭，你可瞞得我久矣!」

我若有所指地說道，哪知道這木頭真是缺了一條筋，直言道:
「我就知道把你和胡志高介紹給表姐，定是引狼入室，自找麻煩。」

「……」



我無言了。

「……」

胡志高也是。

這句話讓我想起胡志高無言之餘，也想起了齊秦的首本名曲。

「我是一匹來自北方的狼，走在無垠的曠野中，淒厲的北風吹過，漫漫的黃沙掠過，我只有咬著冷冷
的牙，報以兩聲長嘯，不為別的，只為那傳說中美麗的草原。」

也許，每一個男孩都會為了心中那片美麗的草原變成一頭狼!

不過，此時此刻，我卻絕不能承認，更理直氣壯地反駁之餘，話裏當然少不了把胡志高這頭四處獵艷
的禽獸賣了。

「木頭安能知我底細?倒是此話道出了某人的真面目。」

胡志高聞言，怒火沖天，眼瞳內迸發出各種寒芒。

若是眼光能殺人的話，我相信此刻的我早已化成了灰燼。

幸好，我沒有指名道姓，倒是給胡志高存了幾分面子，要不然，即使張絲絲當面，也難以壓制此子的
狼子野心。



就在我為自己的言論頗能把握尺度而沾沾自喜之際，一句稱謂把我從天堂直接打落十八層地獄，蓋因
說話之人，乃是白衣天使。

「你就是楓兒常常提起的那個白癡兒?」趙叮嚀呡著嘴唇，想笑又不敢笑。

白癡兒?!

嗟呼!

誰能明白此刻我心中的苦!

想不到趙木頭一早就在白衣天使耳邊潑了我一身污水!

先入為主!

這絕對是先入為主，這該死的先入為主!

我的美好初印象又碎了。

趙叮嚀現在的神態，所說的話，無不表示我這個白癡之名早己深入其芳心。

我狠狠地瞪了趙木頭一眼，後者如若未聞，大概對他而言，事實勝於雄辯。



可憐的我，卻連自辯的機會也沒有，就背上這莫須有的罪名。

岳飛，我開始懂你那一腔熱血是如何冷下來的。

面對趙木頭如此光明正大的眼神，我敗退了，更是失落了，就像某某足球明星在幾經辛苦，終於單刀
繞過門將，卻敗在臨門一腳，那球竟然越楣高出!

對此，我只能仰天恕罵，又忽想起曹阿瞞的驚世名言: 「寧我負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負我。」

我本應效法曹操兄，卻不料淪為了岳飛兄。

我恨那莫須有，此乃非戰之罪，實乃小人搬弄是非所致!

眼見美麗的草原離我而去，我就如一匹孤狼，在夕陽之下，慢慢被黑夜所吞噬……

就在我不知如何回應時，張絲絲為我帶來了久違的光明。

「百賜是個好人，為人認真，對朋友仗義，愛護老幼，熱心公益。」

那是多好的朋友啊!多麼好的女孩啊!

我心中微喜，還是張絲絲待我至好!

聽，這不就幫俺說盡好話嗎?



我斜眼看了白衣天使一眼，只見趙叮嚀如如小雞啄米不住地點頭，大有贊許之色，更讓我那失去的信
心慢慢地重新凝聚了起來。

說了一輪好話，或許張絲絲是忘了說這些話的目的，又或是張絲絲心直口快，把一些不該說的，也全
說了出來。

「百賜德行兼備，只是為人笨了一點，讀書不認真，英語更是爛得一塌糊塗，要不是有子楓幫他惡補
了三個月，這一次，他也未必能考上時代大學的。」

美夢總是不長，我的心再次碎裂了，就像影視作品中，唐伯虎最後關頭點不到秋香一樣，那般的痛苦
，那般的絕望!

都怪孩提不用功，老大一場空!

以為仗著小聰明，能橫行考場而無往不利，怎知真被大表姐一言中的:「小時了了，大未必佳!」

「這個世上，還真難以找到一個才德兼備的謙謙君子!」
張絲絲借我之事，直抒其胸臆，卻沒有留意到胡志高眼中閃過一絲掙紮之色。

我不知自己是怎樣放學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樣回家的。即使父親煮了一桌佳餚，但是一想起趙叮嚀
看向我而流露出對待白癡才有的憐憫表情時，這一頓晚飯，我就吃得不甚滋味。

「白癡，怎麼不吃飯了?」父親關切地問。

「我不是白癡!」



我瞪了父親一眼，又重申道: 「我不是白癡!」

我不是白癡!可是這話有誰會信?

就連在飯桌上，自家的老父也十分認同般點了點頭:
「我知道你不是白癡，是白癡的，怎麼會考上大學呢?」

「好了白癡，快點吃飯，等會還要你幫我打掃屋子呢!」

說著，父親扒了扒飯，至於他的口誤，那是口誤來的嗎?

可恨的名字，可恨的父親!

那天晚上，我沒精打彩地做著家務，夜裏，我頭一次為一個女子失眠了……

翌日!

我帶著兩個黑眼圈，疲憊地踏上上學的征途，一路上，背包雖然只放了一個空水樽，可是我總覺得這
段路走得十分沉甸。

在學校，我與趙子楓碰了碰頭，一同到學校的飯廳吃早餐。

至於張絲絲與胡志高，則要到下午時，才會有課，到時才會看到他們倆。



事實上，胡志高是根據張絲絲的上課時間而選修科的。

為何?

都是為了兩人多一點見面的時間而已，真可說是用心良苦啊。

張絲絲是修美術的，胡志高是修體育的，至於趙子楓，則是一個大忙人，除了應他父親要求，修習商
科，以便將來接管家業之外，更副修了音樂，培養自身的藝術氣質。

商人怎樣可以洗去滿身的銅臭?最簡單的方法讓自己掛上一個藝術家的頭銜。

趙木頭雖然對情感呆板，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在貴族式的教育下，確是彈得一手好琴。

不過，趙木頭並沒有多少演出機會，因為我和胡志高總是盡力壓著他，不讓趙木頭在外人面前秀這一
手!

尤其是在美女面前!

可惜，有麝自然香，哪須迎風揚!

是金子總能發光，要掩其光芒，只能比他更亮，更光!

無可奈何之下，我與胡志高只能急起直追，也學起音樂來，做起附庸風雅之輩。



胡志高一共學了兩門音樂，一是學低音貝斯，為了裝酷，一是學鼓，為了扮型。

而我，自知學海無涯，加之財與才有涯之故，只能拿著一本鄉村結他的自學書，一邊在網上看些視頻
，一邊撥弄起結他來。

那段辛勤的日子，那源自指尖的酸楚，不足以外人道……

不過，辛勤總會有回報的，至少，我看著五音譜時，也能彈出一手好結他，至於胡志高，嘿嘿，諸君
，請與我一同挺胸抬頭，斜斜地用四十五度眼角，一同鄙視他吧!

那傢夥學來學去，倒成了程咬金，只會秀那三道板斧，彈了幾年貝斯，都是在彈那幾首首本名歌。

不過，諸君也切莫看小胡志高這幾手板斧，只要他碰到某個獵物，手中正好有貝斯之時，他都能把那
幾手板斧順手粘來，耍出花樣。

不論是順著彈、倒著彈，還是弄出別樣的花招，胡志高都能秀出個彩虹，不知其深淺者，真會一下就
著迷了，真可謂是「溝女」不償命啊!

有一天，我問起他這事，胡志高一臉得色地望著我，說道:「我們為啥學音樂的?不是為了秀給美女看
嗎?秀一首也是秀，秀百首還是秀，而且，美女也沒有時間看你秀百首歌，有時間不如多點培養下感
情，要知道春宵夜短啊!」

「所以精研幾首歌，討個敲門磚，再另尋樂趣，這才是追女的王道啊!」

胡志高狡黠地一笑，悄然地道:
「況且，只要動點腦袋，一首歌也能有百種彈法，一個人彈是秀才華，兩個人彈是秀恩愛。」



聽了胡志高的一番高見，我忽然大徹大悟，更深以為然。所以，除了我常彈的歌外能彈出各種花樣之
外，其餘的歌我定要看著音譜來彈，否則就如盲人摸象，彈不出任何東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