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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欣很愛她男友浩榮。
浩榮三十歲，條件很優秀，高大，俊朗大方的儀表，是每一個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所以一年前浩榮拿著粉紅純美鑽戒向嘉欣求婚，嘉欣開心得一口便答應了。
嘉欣的單親媽媽卻說：“是我便不會嫁他。”
嘉欣瞪大眼，不敢相信媽的話：“浩榮有什麼不好！”
“沒有。”她媽說。
“哪妳有什麼理由叫我不嫁他？”
“你看見他的鬈髮嗎，是天然鬈的。”
“那又怎樣？”
“天然鬈髮，代表他腦裡很多心事跟祕密。”
“媽妳不要胡思亂想啦。我們下個月便結婚了。”嘉欣想她媽定是對婚姻失了信心，畢竟她前夫，嘉
欣的爸爸，真是一個壞男人。
“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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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欣信聖母差不多五年了。她每個星期六都會來教堂做義工。
  
 這個星期六，她，浩榮和碧恩一大清早便和其他義工在廚房做飯。今天是陳神父就職三十週年，中
午會有一個派對。浩榮一個人做了一大煲羅宋湯，又烤了羊架，做了大蝦沙拉。浩榮小時候家裡很窮
，幫母親多了，所以練成一身好廚藝。嘉欣見他滿頭大汗，拿手帕替他抹了抹額頭。
    碧恩在外面佈置好後，剛回來廚房，笑道：“羨慕死我啦，妳們那麼恩愛。”
  
 嘉欣拉著碧恩的手，假裝搔她癢，說：“不要笑我們啦。”出到大堂，她們一起擺刀叉，嘉欣感到
大堂的幾個十來歲的義工都向她們這邊望。嘉欣是一個美人兒，但她知道這些目光不是朝她而來。碧
恩雖然只隨便穿了一件T-shirt，牛仔褲，但渾身散發高貴的氣質。她玲瓏苗條的身材，有時候連女
生也會偷看多一眼。
    嘉欣打趣道：“妳羨慕我們，那妳也快點找個白馬王子嘛。”
    “唉，我最近跟男友又分手了。不知為何，我身邊的男生都不長情。不要說我了。”
  
 碧恩跟浩榮是補習社的舊同事，後來浩榮取得MBA學位，去了和皇當市場部經理，不久碧恩也進了
和皇。兩人很拼搏，短短八年升級了好幾次。現在浩榮還是碧恩的上司。
  
 講起來，嘉欣也很感激碧恩。嘉欣的媽媽管得很嚴，以前她沒跟男孩交往過，但心裡卻憧憬愛情。
有一晚，她唸玫瑰經祈求聖母給她一個男友：“聖母，我今年二十五歲了。如果妳覺的是時候的話，
請賜我一個愛我的男友好嗎？”
    第二天，她便在碧恩的聖誕Karaoke派對遇上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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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女生在半島中心買完時裝後，便在附近的咖啡屋談天。
今天聖誕後大減價，各人都大有收獲。
“晴晴，多謝妳帶我們來這裡，這裡的時裝真是好特別。”碧恩道。
“我做了時裝買手五年，還是剛發現這公司。他們從韓國進口，貨式在其它地方很少見。”晴晴道。
“對了，晴晴，妳不是說籌備開一間時裝店嗎，攪成怎樣？”做保險的詩慧說。
“我也在韓國找到供應，一找到鋪位便可以開張了。”
“好啊，那我們以後跟妳買！”詩慧道。
“晴晴，別只顧工作，也要找個白馬王子呢。”嘉欣道。
“我上班的工廠天天加班，哪有時間？生活圈子又沒有太多男生。碧恩又是，攪karaoke又不叫多些
男生來。妳不是把好的都收藏起來吧?”晴晴假裝抱怨， 笑道。
“對了，碧恩，前天去妳的聖誕派對，我還以為去了動物園呢！”詩慧道。
“嘩，妳那幾個男同事，胖的像河馬，瘦的，像電燈竿。”晴晴搭口道。
“還有妳兩個大學同學，兩副大眼鏡，不就是兩頭大蒼蠅嗎？”詩慧跟晴晴一唱一和。
“不是啊，那個叫浩榮的很穩重啊。”嘉欣道。
“嘩，有人心動呢，碧恩，妳做好姐妹要幫幫她了。”詩慧道。
“我們公司每星期五都會happy hour，下一次不如妳們也一起來。”碧恩道。
嘉欣一聽，心裡撲通的跳了一下，不知為何，這兩天就是很想再見到浩榮。
晴晴突然好奇道：“對了，聖誕派對怎麼不見妳的小男友呢？”
“我們分手了。”碧恩淡然道。
“為什麼呢？妳們不是很好嗎，以前還常常一起做MBA的功課。”
“唉，男生都只想那東西，我以為他比我小五年，會跟以前的男友不同，但原來都是一樣，常常要我
跟他們上床。我不答應，他們便發難。”
“碧恩，妳那麼多男友，難道竟沒有跟他們 make love！”詩慧驚奇道。
“我是那麼open的人嗎！我沒有啊。”碧恩好像給人誤解，有點不憤道。



(-29.5)

陳神父的三十週年派對後，嘉欣，碧恩，浩榮等義工又忙過不亦落乎。清理好場地後，已經下午三點
半。碧恩要趕功課，所以逕自會家。浩榮星期一至五都很晚下班，和嘉欣交往兩年，通常都是週末才
約會。為此嘉欣亦“投訴”了好幾次。今天難得偷得浮生，兩人便開車去龜貝灣。
沙灘很多人，但他們兩人手牽手在海邊漫步，彷彿墮進自己的小宇宙。
行到高處，浩榮指著遠處的洋房，道：“好正，這不就是人工作的原動力嗎！我們過幾年搬來這裡好
不好？”
嘉欣抱著浩榮的手臂，把頭靠在他肩上，笑道：“Promise! 我對你有信心。”
浩榮只想太陽不下山，那他可以陶醉在嘉欣長髮的微香中多一點，但快樂的時間總過得特別快。

車子駛到嘉欣西環的家時，已十一時多。浩榮望著嘉欣的明眸，長而濃密的睫毛真的好漂亮，心中不
捨，深深吻住她的雙唇。嘉欣閉上眼反吸吮浩榮口中男人的辛辣，全身輕漂漂的。浩榮的吻很溫柔，
好像在嘉欣的肌膚上愛撫般，令她全身的細胞都飛舞起來。“sweetie，上妳的家暍杯咖啡好不好。
”浩榮在她耳邊輕聲說。
嘉欣在浩榮淡淡的古龍水籠罩下，整個人快溶化了，但她真的很想把美好的時光留待新婚夜，於是趁
理智還未完全消失，道：“阿榮，我們還有一個月便結婚了。我們等多一會好嗎？”
“I love you,
sweetie。到那天我會給妳一個最美的一夜。”浩榮吻了嘉欣的手背一下，慢慢下車替她開門。
畢竟，男性的高傲不是電燈開關，浩榮微微拐步的送嘉欣到大廈門口。嘉欣輕摸浩榮的頭髮，道：“
I love you.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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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沒見浩榮了，男人都是工作狂嗎，工作比未婚妻更重要嗎？這些念頭在嘉欣腦海好像小麻鷹般盤
旋。
星期三早上，如常往小學教畫。一個坐在前排的小男孩突然大聲道：“Miss Leung,
妳變了石象嗎？”嘉欣一回神，原來自己拿著畫筆呆站在黑板前良久，面不禁漲紅。學生們都哈哈大
笑。
午飯時很掛念浩榮，打電話給他卻沒人接聽。
約了媽跟Uncle Harry暍下午茶。他們剛從上海到香港玩幾天。Uncle
Harry是媽的男友，二人都住在上海。
“阿女，妳面色麻麻，睡得不好嗎？還有一個月，想不通就不要嫁了。”嘉欣媽Grace說。
“媽！多謝關心，我們很好， 如期結婚。”
“對了，今天是Uncle Harry生日，不如妳叫浩榮出來一起吃法國菜好不好？”
“好主意， 很久沒見他了。我跟他很談得來。”Uncle Harry 說。
嘉欣笑道：“也好啊。”然後撥電話給浩榮。
”阿榮，我想你。”
“我也是！”
“對了，Uncle Harry生日，想請我們今晚吃法國菜。”
“哎喲，妳怎麼不早點講，今晚要跟李生開緊急會議，差不多十一點才下班。”
“早點開會行不行啊？”
“Sweetie, 對不起，時間不是我定啊。”
“好吧。”嘉欣失望道。
關上電話後，嘉欣見媽一言不發的起身去洗手間，好像不太高興。
Uncle Harry拍拍嘉欣的手，說：“沒問題，下次再約吧。男生都事業心強嘛。”
嘉欣心中不快，道：“媽好像不喜歡浩榮。”
“她是這樣的，定是說什麼鬈髮的人心中有祕密吧。我卻覺得浩榮是好男人。Uncle做了六十年人，
不會看錯啦，信我。”他又拍拍嘉欣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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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嘉欣心情很好，因為明天是星期五。
吃過晚飯後，她傳了短訊給浩榮：“明晚七點，老地方見。”
不久浩榮短訊回來：“印度的project出了問題，明早要同幾個同事飛Bangalore，下星期五回來。
”
“下星期五要拍婚紗照！”
“請改期，又開會了, sorry。”
"記住帶暈浪藥上機。”
等了半小時，沒有回覆。
她打電話去公司，也沒有人接聽，看看手錶，已八時多，可能浩榮已回家。
浩榮乘飛機很容易暈浪，嘉欣連忙去藥房買了他常用的那個牌子，坐出租車到他家。大廈的管理員認
得嘉欣，開大門給她。
嘉欣按浩榮單位的門鈴，開門的是一個穿黑色套裝的女生。碧恩！
嘉欣心裡突了一突，碧恩卻說：“妳來了，是Marcus(浩榮的洋名）叫妳來幫我嗎？我差不多攪定了
。”
進了門，見飯廳放了兩件打開的行李。碧恩跪在地上整理行李中的西褲和領帶，又把一盒暈浪藥放入
手提行李中。
嘉欣雖和碧恩是二十多年的好友，但心中不是味兒，道：“阿恩，很晚了，這些東西讓我做好了。”
“浩榮還在公司趕新的合約，我答應幫他整理行李，差不多攪定啦。李生很拼搏，我想Marcus沒十
二點回不了來呢。明早我們一組人還要早機。”碧恩抬頭道，然後又把拖鞋包好。
“我說我會幫阿榮嘛！妳女孩子怎麼可以隨便上男生家呀。”嘉欣急得差不多跳起來。
碧恩愣了一愣， 道：“我是好心幫Marcus，妳們是我的best friends，他又是我的Boss。”
“不要妳幫，妳可以走了。”
碧恩心中不快，覺得嘉欣定是公主病發作，拿回自己金黃色得手袋，一個箭步行出門口，頭也不回道
：“不可理喻。”
門關了之後，嘉欣心很亂，她怎會這樣對自己的童年好友呢。碧恩跟浩榮是好朋友，她又不是不知道
。浩榮也有對嘉欣交待了他和碧恩大學時代曾交往過的事，但只是一年多的puppy
love。妳是在發陳年舊事的醋意嗎，嘉欣阿嘉欣？
想著想著，慢慢步進浩榮的房間。她開了燈，坐在床上。浩榮很喜歡拍照，牆上掛了很多她們的合照
。床上放了一個白色大海豚公仔，是她去年送他的生日禮物。她抱著公仔，想著想著，不知不覺進入
了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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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準時早上九點鐘從香港國際機場起飛。
浩榮昨晚下班已經午夜，只睡了四小時，但一坐進商務客位，叫了三杯黑咖啡，便又和碧恩和Zach
講解昨天跟CEO開會的決定。公司很著重這個計劃，不容有失。
Zach二十七歲，是公司行政人員的新星，是美國的土生“香蕉仔”，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他一頭
短髮，皮膚白晢，身材高大，和浩榮站在一起，好像兩名足球健將。
Zach很健談，浩榮小睡只兩小時的光景，他已拿了三位空姐的電話。她們還答應陪他去看泰姬陵。
下機已是印度的深夜。他們第二天才去開會。
三人穿筆挺的套裝行進CEO的辦工室。CEO是一個老外，五十多歲，一頭金髮，有點像電影的羅拔
列褔。
CEO跟浩榮和Zach握手後，拿起碧恩的手，彎身吻了手背一下， 笑道：“Are you an angel?"
碧恩微笑道：“Glad to meet you, CEO."
"Call me Vic, honey."
浩榮打趣道：“It must be Karma, Vic. I believe her nickname among her girl friends is in fact,
Little Fairy （小仙子）."
"I know!" CEO張開手又道：“You Hong Kong people must be working in paradise then, with
such a pretty."
會議完後，已是下午四點。CEO和幾名印度經理邀請三人共進傳統印度晚餐。
晚飯時各人說得很投契，暍了很多印度啤酒。
飯後印度經理們想送三人回飯店，但其實飯店就在附近，於是三人決定步行回去，吸吸空氣。
印度真的很繁榮，Bangalore市的摩天大樓真的不輸我們的上海。
大馬路車來車往，到處都是舊式的摩托車風馳電掣，車頭燈好像一顆顆星星。車見行人過馬路也不會
停。這個比上海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碧恩這晚穿了寬身的暗花娃娃裝，配上銀色的短裙，黑色的高跟鞋，走在Zach和浩榮的前面。她可
能是暍了點酒，心情很愉快般。
突然路邊一輛摩托車高速擦到她的大手袋，碧恩哎喲一聲，跌在地上。摩托車轉眼不見了。
Zach衝前扶起碧恩，大罵道：“狗養的司機！”。浩榮跪下來檢查她的傷，見兩個膝蓋都擦破了。
浩榮把手帕撕成兩半，說：“這個有點痛。”然後用手帕按著碧恩兩個傷口再加點壓力，直到止血。
“回飯店消毒傷口後，你們九點半到我的房間預備明天的會議。”浩榮對碧恩和Zach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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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恩換了黃色運動裝後，早了十分鐘去浩榮的房間。浩榮一邊講電話，一邊開門給她。他把手指豎在
嘴邊，打了一個眼色，然後對電話筒說：“明天也是這個時候打給妳。”
“Project很順利，感激妳為我向聖母祈禱呢。”
“我推了星期四的行程，早一天回來跟妳影相。”
“我也很想妳。”
掛線後，浩榮呼了一口氣，
道：“幸好嘉欣聽不到妳進來。以前我也不知道她那麼容易打翻醋醰呢。”
“她真是緊張你。”碧恩道。
“對了，我今天見到這個，想起明天是妳生日，便買下來。妳看喜不喜歡？”浩榮遞了一個木盒給碧
恩。
碧恩打開盒子，內裡是一個很精緻的水晶象神， 道：“好漂亮，謝謝你。”
“印度人說會帶來好運呢。”
“你也信這個？你不是改投天主嗎？”
“宗教這東西，我都是一知半解。不過是想嘉欣開心，讓她可以在教堂行禮吧。”浩榮續道：“妳都
知我做人的宗旨啦。”
“人定勝天。”碧恩道，腦海泛過浩榮多年前跟她講這翻話時的樣子。她續幽幽道：“時間真快，明
天便三十歲了。”
“但妳身邊的小男生都以為妳剛畢業呢。”浩榮幽她一默。
“上星期我碰到Ivan，他蒼老了很多，在一間茶餐廳上班。”
“想不到當年公司的大紅人，現在會這樣。”
“聽說他離婚了，當年如果沒有跟他分手，今天不知會怎樣？”
“他不配妳，妳跟他分手沒錯！”
“我還很想他。”碧恩突然流下淚來， 道。
“妳今天暍多了酒，睡醒便沒事了。”浩榮輕拍碧恩的背脊。
這時Zach剛到，浩榮說：“碧恩，妳早點回房睡吧，我和Zach明天吃早餐時會給妳一個update。”
"Zach, it's Yin's birthday tomorrow.  What do you say we exempt her from the meeting for one
night?"
"Sure, Boss.  Happy birthday, Yin."



(T-零點五）

婚禮日的大清早。
嘉欣穿著白色的蕾絲內衣，坐在化妝鏡面前。嘉欣媽Grace站在她身後替她梳頭。鏡裡兩人的面很貼
，面型輪廓都很像。
“阿女，妳有沒有發覺這兩年浩榮的頭髮愈來愈鬈呢？”
“嗯。很好看啊”
“我知妳不喜歡我的話，但我的心總是不踏實。”
“媽，不是所有男人都是壞人。”
“總之，媽和Uncle Harry永遠支持妳。妳隨時可以來上海找我們。”
嘉欣望著媽鏡裡的反映，默言不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