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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可樂，一種有氣無益的飲品，但對我而言，它代表一段回憶，
一個屬於他和她的回憶。



一

  我叫劉子程，父親性劉，母親性程。
劉子程，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可惜我是男的....

  
當我還在讀中學時，我遇到了一個女孩，一個我一生都忘不了的女孩，她性何，叫樂，全名何樂。可
樂？最初我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我笑了出來，想不到還有人的名字比我更好笑,
不過她好像聽到我笑她的名字，怒瞪了我一眼，暗駡了一句：「死女人，個名都難聽過人。」，很不
幸地我剛剛聽到……
   自此我就開始跟這個何樂展開了一段微妙的敵對關係。



二

   想到這裏，我輕嘆了一聲，下禮拜清明，我腦海中又不禁浮起那個再也見不了的面孔。
何樂，頭髮不長，有人不愛打扮，相貌平平，有不少的男女朋友。
我和她基本上沒有交流過，直到一天……

那天雨很大，天文台宣佈停課，當時我還不知道這消息，我很早就回到了學校，卻見有人比我早，而
那人就是何樂。
課室就只有我們兩人我選了一個離她最遠的位子坐下。突然，一聲雷聲和尖叫聲幾乎同時響起。
「何樂？」    「收聲。」她冷冷地說
説罷又有一聲雷聲響起，然後課室一片寧靜，寧靜到我好像出現了幻聽。
「何樂你喊啊？」     「沒有，你幻聽。」我都覺得是……
過了不知多久，又有一聲極大的雷聲，這時她終於忍不住，落下眼淚。
「你好怕嗎？」她沒有回應，我原本打算取笑她膽小，但看著她全身發震的身體，我開始覺得眼前的
女孩不想表面的堅强，我開始想認識這個内裏的何樂。
我不自覺地走近她，握著她的手，心裏好像出現了一種特別的感覺，我開始覺得面前的少女很漂亮，
雷聲再度響起，這次何樂沒有反應，只是靜靜地望著我，這短短的對望就像永恒，在這一瞬間，我忘
記了呼吸，仿佛世界上一切都變得不重要了，此時此刻，我的世界就只有面前的少女，就只有何樂。
 



三

   
第二天，何樂在學校門口等我，「昨天多謝你。」一向不喜歡我的何樂跟我說多謝，可能是昨天燒壞
了個腦，不過雖然我這樣說，但不知爲何我有點開心。
上到班房，我就聽到一大班人大叫「子晴姐！」這句話真的深深傷了我的心，不過一看到何樂微微地
笑，我的傷口就痊愈了。

  
雖然我自認不是男神，個明又不是特別好聽，不過我都有幾個朋友，跟我交情最好的，叫啊威，我們
從小相識，所以感情很好。

「喂，子晴，聼講你昨天同何樂一齊wo，點啊，有沒有擦出D咩火花啊？」啊威好奇地問我，不知
道是誰告訴他這件事的，我知道一定殺了他。
「你去死啦，當然沒有啊，還有不要叫我子晴啊。」我好討厭人叫我子晴。
「你正廢柴，送到入口都不識吞。」換你是我，你試下吞左何樂呀。
「各位同學，請返回座位準備上堂。」班主任Miss Liu在我打算開打的時候進來，救了啊威一命。
 
 
第一堂是英文課，我不時偷望坐在我身後的何樂。有幾次，我們的眼光對上了，然後我一個微笑，她
一個點頭，大家繼續上課。
不知不覺，小息來臨我下樓散步，消除上課的疲倦。

 「喂，子晴。」有人叫我，聽聲應該是何樂。
 「咩事啊。」
=15.6px 」她問「你點解偷望我啊。
「你不望我點知我偷望你啊。」她的臉瞬間紅了起來，立刻掉頭離開。
「喂！」我叫停她
「有點呀？」她有點不耐煩地說。
「唔洗多謝。」  她聽到后頭也不回就走了，我看不到她的面容表情。
 不過，我肯定，她在笑。     



五

 
 從那天起，我幾乎每天都請何樂野飲，她也會分一半給我，間中會一起吃飯，放學後一起搭地鐵，
放假有時都會一起去街，有點戀人fell.
這段時間，我對她的認識又深了，亦發現我們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例如：我們都喜歡聼歌，特別是台
灣的五月天；喜歡閲讀和寧靜的環境，，但又害怕孤獨一人。

   我好像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每天都有何樂陪伴，感覺極度良好。

  
有一天。我發燒，不能上學，我躺在床上。原本我應該好好休息，但不知爲何，我還是想著何樂，想
她有沒有擔心我、現在沒有我陪著會不會感到孤獨等等。
想了很久，直到累到不能再想，就睡着了。

  
睡了不知多久，我醒來了。然後原本在家的媽媽不在了，反而多了一個熟悉的人，多了一個我發夢都
想夢見的人。
何樂在我的房間，好像睡着了，應該是我媽開門給她進來的。我感覺到頭上有一種冰涼的感覺，一條
濕毛巾，一定是何樂放在我頭上的，看著誰在椅子上的她，心裏充滿著甜蜜。
我站起來，靠近她的臉，握著她的雙手，有一種吻下去的衝動，不過我最終都沒這樣做。

  突然，她醒了過來，「哇！」她大叫
「我...我。」我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麽
「你...做過.....」看樣子她有點生氣，但聽聲音又好像有點生氣以外的情感
「我什麽都沒做過。」我急忙地說
「哦！」她好像有點失望
「今日多謝你，何樂。」
「不用客氣。」她嘴角微微上揚

 
 看到這個表情，心中的騷動已經停不住，我抓住她的手，拉向我的身體，把她緊緊抱住，然後吻向
她的臉龐。
她一開始驚叫了一聲，但後來沒有反抗，任由我吻了很久。

「你做咩wo，突然就....」她說，然後輕輕推開我
 我立刻退開，「Sorry啊，我....」

 
 她急步離開，臨走前對我說，「明天見。」不知道是不是因爲太陽的光照到她的面上，她的面好紅
，同時好漂亮。我都不知道這個平凡的女孩爲什麽會有這樣的魅力，會令我如此着迷，不過這都不重
要了，我只想跟你說一聲……我愛你。



四

 
 當天放學後，我第一時間回家，打算小睡一會，然後打LOL。不過我記得明天有quiz，所以變更計
劃，先溫書，然後再打LOL。
我拿起書本，努力集中。我發現我做不到，因爲每當我合上雙眼，就會不自然的想到她。我對著書本
超過一小時，我都沒法讀進一個字。
每次我叫自己不要想她，然後下一秒，她又出現在我的腦海。

  
第二天quiz，我坐在座位發呆，第一個原因是我昨天不能溫習，第二個原因是我還在想著何樂。我發
覺有一個人跟我一樣在發呆，這人就是何樂。
測驗完結，到了午飯時間，原本我想約人出去吃飯，不過沒什麽胃口，就留校吃麵包。
  「妖！你點呀？」啊威問我

  「又未死得住。」我隨便的答「係就最好啦。」……

   説罷，我去小食部買了個包。突然眼前出現了一熟悉的身影，一看到她，我的心就跳得很快。
細心一看她跟我在吃同一款包，不過她沒買飲品。心想：「她沒買飲品關我咩事？」下一秒我就走去
飲品機買了一罐可樂。

   她喜歡渴可樂嗎？我不知道，但名字取成這樣應該與可樂很有緣吧!
我走到她身旁，打算開口時，她看到了我，我們對望了很久。
  「h...hi」我有點尷尬地說
  「hello」她有點驚訝地回應
  「可樂.....請你飲。」我對她說。聲音小到幾乎我自己都聽不到。
  「多謝。」看來她肯收下
  
   她打開樽蓋，喝了一口，然後有點面紅的說：「一人一半？」
 「好呀。」我輕聲回答。我喝了一口，發現這罐可樂好像比一般的甜，好甜。
 「以後你都要請我飲呀。」她牽起我的手
 「沒問題，只要你想，我幾時都請你。」
 



六

 
 我覺得我愛上了何樂，而她亦對我有感覺，但每當我想更加拉近兩人的距離，她總是有意無意地避
開我，她是有什麽特別的理由嗎？
我不太好意思問她，同時有點擔心，基於種種原因，我決定跟蹤何樂
  
   跟蹤計劃實行了好幾天，但都沒有發現。直到一天……
那天，何樂在放學後馬上離校，我覺得有D可疑，就跟了上去。
她急忙地上了的士，我也叫停了後面的一架的士，跟著何樂。
的士走了很遠，走到我都不知道這裏是那裏，終於，何樂下了車，我也跟著下車，心想她來這些這麽
偏遠的地方做咩。

  
何樂叫住了一個男人，他跟我一樣都是學生，但年紀應該比我大幾年。一開始我以爲他是何樂的男朋
友，後來聽清楚何樂對他的稱呼，原來這位是何樂的哥哥，我鬆了一口氣。
我不確定繼續跟下去是不是一個好的選擇，不過我都是決定跟隨我的好奇心。

   替我留心他們的對話内容，「啊妹，你個病越來越嚴重，不如退學啦。」我好像聽到哥哥這樣說。
何樂有病？還嚴重到要退學。
「唔得！」何樂堅決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路
「點解啊，再這樣下去我怕你撐不住呀！」哥哥顯的很擔心
「因爲學校有一個我就算死都想跟他在一起的人。」她的表情比剛才跟堅決
「好啦好啦，你自己小心啦！」哥哥妥協地說

我聽到這裏，就沒再偷聽下去，因爲眼淚，已經停不住了。
 



七

 
 當我知道何樂的背景後，我一直都很擔心，因爲她的病好像有點嚴重，平時看她，真的完全看不出
她有問題，可能是她不想我們擔心所以才一直死撐。
回家後，我的腦海容納不到任何東西，我已經太累了，我無視掉我媽跟我的對話，直接回到房間，一
躺下床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們有體育堂，我一直都覺得我們的體育老師很好賺，一上來就給我們自由活動，自己就
坐在傍邊按電話，不過當然，這種行爲大受稱讚。
阿威，就是我那個最好的朋友很擅長打籃球，我就在足球方面發揮得比較好，何樂對足球都比較有興
趣。

  
今天的我有點失水準，我連續射失了幾球，反而何樂表現得不錯，在我想的同時何樂又扭過了一人，
爭取了一個射門的機會，可惜射不進。
何樂看起來有點失落，又是時候展示我的男子氣慨。

「何樂，不用灰心，你已經做的很好了。」我覺得我真的超MAN的
「唔……」看起來我的男子氣慨對何樂沒起到很大的作用
「你返去休息一下啦！」今天的太陽很猛，我有點擔心何樂的身體
「但是……」她有點不甘心地說
她鼓起面，十分可愛，我忍不住摸了一下，她立即彈開。
「你....你做咩啊！」
「我....我無心的，你你你你」我都不知道我想說什麽了
她的面變得很紅，然後乖乖地做到旁邊，我坐在她的身旁。我們靠得很近，我可以感覺到她的身體在
微微震動。
她瞪了我一眼，表面那一眼充滿著對我的不滿，但我感覺到裏面的情感，有開心、有不甘、有……愛
。
我被這個人深深地吸引著，我們的面越來越近，慢慢地閉上眼睛，我們的距離就只有1cm，突然阿
威殺進來
「喂你地兩個做咩啊！」阿威大叫，我怒啤住他
「sorry,唔左你」他尷尬地走開
我望著她，她也望著我，一天就這樣的完結。
此時他和她正在開展一段新的關係，一段危險而夢幻的關係，就這樣，這個童話般的故事，正式開始
。
 



八

 
 從那天起，我同何樂的關係，就變得更加親密，偶然的眼神接觸、幾句簡單的對話、一個會心的微
笑，都會令我感到十分溫暖，所謂愛情，應該就是這樣吧，簡單而純真，甜蜜而浪漫。

「何樂，一起去吃飯？」
「好呀！」
我如常約她去吃飯，她也如常弟答應。隨後，我們便去了最靚的茶餐廳，去那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
價錢低，我們這些窮L都可以負擔的起。第二是，這間餐廳很少人知道，客人不多，所以很適合二人
世界。
「喂！係唔係照常都係沙爹牛肉面啊？」這裏的老闆問我們
「係啊係啊，要快啊！」我答
「後生人不要gam心急啦！」
「吃屎啦你！」
這裏的老闆爲什麽跟我們這麽熟，當然是因爲我們是這裏的常客啦，我同何樂每個星期都會來幾次。
「哈哈，聼你跟老闆説話都幾好笑wo。」何樂充滿笑意地說
「當然啦，我去名幽默。」何樂笑得更大聲，看到她笑得gam開心，我心中都好暖
「喂喂喂！沙爹牛肉面到！」
老闆將牛肉麵放下，我同何樂不喜歡在吃飯是説話，所以我們都在享受一刻的寧靜，直到何樂打破沉
默 ……
「劉子晴！」
「點啊，何樂。」我不喜歡人叫我全名，不過既然是何樂，就算啦。
「我下個禮拜生日啊，你有咩表示啊？」
「哈，你想我點啊。」
「廢話！」其實禮物我一早準備好，只不過我不說，想比個驚喜喝樂姐
「禮物呀，禮物呀，禮物呀（重複了不知幾多次）」
「好啦好啦，呢度又兩張飛，原本我想同女朋友去，不過既然你生日，就送比你啦。」我拿出五月天
演唱會門票
不知到大家記不記得，五月天是我們最喜歡的歌手
「哈，你除了我以外仲有其他女朋友咩？」雖然她這樣說，不過她的眼神出賣了她，我看得出她很開
心
「你有知我沒有。」我不甘地說
「你試下有！」

對就算是這些無聊的話題我們都可以說整天。
就是這樣，吃飯的時間過去，一日完結，兩日完結，一星期過去……



九

   終于來到何樂的生日，亦來到五月天演唱會的那天。
在你那天，我不知道是跟何樂一起的關係。還是期待著演唱會的關係，時間過得特別快。午飯時，我
沒有跟何樂吃飯，因爲想起很久沒有跟阿威他們一起出去了，而何樂也表示想跟朋友用膳。
臨出去前何樂對我打了一個眼色，我也以笑容回報。
「好期待放學呀。」我隱約聽到她跟朋友說
「喂，劉子晴，行啦，M記就爆人啦。」阿威跟我說
「得啦得啦，依家行都不會太多人。」
「頂你啦……」
「大家gam話。」
「你放學有沒有時間，我介紹我女朋友比你。」阿威好像好想曬命gam說
「我，我放學都約了女朋友wo。」我都不會認輸的
「哈，你都有女朋友？」他點都不想放過我
「你有我唔又得？」

  轉眼便到達放學的時間，演唱會7:00開始，我和何樂放學先到茶餐廳吃下午茶，延後才去會場。
演唱會會場在尖沙咀，從學校過去大約要45分鐘。我們提早了十五分鐘來到會場，發現會場旁邊已
經充滿了人流。
終於演唱會開始，所有觀衆進入會場，座無虛席，可見五月天的人氣十分高。

   隨著時間，歌曲一首一首完結，觀衆的氣氛也越來越高漲，我和何樂的手，不知何時牽了起來。
到了最後一首歌，突然好想你。
突然好想你，你們有試過好想念一個人嗎。有試過閉起眼，還是不斷看到你想念的人，想到今天跟她
開心的回憶，記起她每一個笑容、跟你說過的每一句話，然後自己在房間傻傻地笑……
一個我面旁的吻把我拉回現實，「今日多謝你，我好開心！」
我呆呆地站住，完全不知道發射什麽事
「喂啊，你咩反應啊，人地……」她面紅地說，不過後面我完全聽不到
「我……我……我到好多謝你」
「你多謝我？」她有點疑惑地問
「我...多謝你陪我……同鍚我。」我吞吞吐吐地說
「死人變態！」她的臉變得更紅了，很可愛啊，不過，雖然看不到，我的臉也應該跟她差不多吧

   演唱會結束，時間也不早了，觀衆都各自歸家，除了我和何樂。我們去了尖沙咀海旁看夜景。
「樂，點解你會想看夜景？」
「唔……沒什麽特別的原因，不過你不覺得個景好靚咩？」
「係就係，不過來來去去都是這個景，你不覺有D悶？」我看著她說，夜風吹著她的頭髮，她將耳邊
的頭髮梳去後面，我吻了一吻她的頭髮，她看著我
「有D野，不需要日日轉變。」她有點感觸地說
「例如？」
「你」
我微微一笑
「為了你，我永遠都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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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會之後，我們各自回家，時間也很晚了，可是我怎麽也睡不着，想著何樂的一吻，還有那個約
定，不知她現在是不是跟我一樣，想著自己最喜歡的人呢？
下一天，我帶著一副疲累的身軀回到學校，而何樂也是擺著睡眠不足的樣子，我望著她，對她笑了一
笑，她也擠出一絲笑容，就這樣，我們對望了不知多久，直到老師叫我回到座位，
我才清醒過來。

   我睡到小息，正打算這樣睡到吃飯的時間，有人叫醒了我。
「喂，子晴，你點呀？琴晚睡得唔好啊？」她有點關心地問
「你都係啦，個樣好殘wo」我盡量令我的聲音聽起來精神一點
「好覺咩，我失眠啊！」
「我都係。」
「原因呢？」
「下？」
「你失眠的 原因呀，說呀」她的眼睛發著光
「因爲我挂住你」我口快說了出來
「你……你唔還亂講。」她面又變得好紅
「我講真的。」
「我唔信！」她看著我，眼神多了一份信任
我抓住她的手，她沒有反抗，反而把我的手抓得更緊
「我愛你。」這句話我沒有説出口，不過我相信她能夠感覺到我的心意。
而現在，我只想擁抱你。
 



十一

   王子遇上公主，王子親吻變成青蛙的公主，然後兩人在城堡裏幸福快樂地生活，
取材自一個童話故事。可惜這裏是現實世界，沒有公主沒有王子，也沒有夢幻的堡壘。然而，他和她
擁有一段美好的時光，但又是否能永遠持續下去呢？

 
 星期日，我同何樂的第一次正式約會，我們約在九龍灣德福廣場吃早餐，我提早十五分鐘到達，不
過何樂卻比我更早到
「哇，小姐你gam早呀，女人不是要遲到小小先算正常咩？」我開玩笑地說，作爲回應，白了我一
眼。
 「哼，你就遲。」她裝了一個生氣的表情，然後拉起我的手
「你做咩啊？」
「捉你去吃早餐啊，行快D啦。」她回頭對我笑了笑
然後就一起走入美心
「你想吃咩，我幫你買。」我超MEN地說
看她笑得這麽開心，心裏湧起一陣甜意
「哼，我要……黑松露炒蛋，你請wo。」她甜甜地笑著
我請，當然啦，58蚊的早餐對我來説完全沒問題，跟著我自己叫；額一個火腿通粉。

   而何樂，她一早坐在空位上，等我送餐。
「哪，見你gam慘，分D比你。」她把一塊炒蛋夾入我的通粉
「多謝。」
「傻啦，你請我，我請反你。」有好像是我給錢的
然後我們就默默地吃完早餐，不需要多餘的交流，只要她在我身邊，我就滿足了。

   吃完早餐，何樂神秘地從手袋裏面拿出一個盒子
「劉子晴，送比你。」她有點羞愧地跟我說
「送比我？咩來的。」我好奇地打開
是一條心形的頸鏈，手工精緻，不過好像比較適合女孩子帶
「我見你又成日請我吃飯，又帶我去演唱會，我……先自己做給你架，沒什麽特別的意思，不要……
誤會。」最後的字説的很細聲，我差點聼不到
「何樂。」
「係！」
「我想同你講……」
「講啦！」
「我愛你」

 



十二

「何樂，我愛你」她甜甜地笑
「我都愛你。」
 
 我們都沒有再出聲，因爲我們的嘴唇已經印在一起，那短短的一瞬間變成了永恒的感覺，我感受到
彼此急速的心跳、同化的呼吸。在那一刻，她成爲了我的世界。

我們如常的在街上走著，不知點解我們都不太搭得上話，我想打破這種尷尬的氣氛，但又唔知應該講
咩。
就這樣我們一直走、一直走，不知不覺來到了戲院門口，
「喂，不如去睇戯lo。」我們幾乎同時説去這句話
我望著她笑得很開心的面龐，雙手無意識地抓住她，把她拉入我的身旁，何樂輕輕叫了一聲，微微反
抗，不過見不成功就沒有嘗試。
「劉子晴你做咩呀？」何樂攤在我的身體上，我把他抱得更緊，廢事她跌親
「我想抱住你lo。」我在她耳旁柔聲地說，她驚叫一下
「喂呀，唔好在我耳邊……呀！」我又吹了一口氣
「死人劉子晴！睇戯，你請，快。」
「你就想，AA制。」
「吃屎啦你！」

  
就這樣，我們進了戲院，不過我地對動作片沒太大興趣，反而一部愛情動畫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問過
何樂的意見，她見沒其他選擇就同意了。
我買了兩張票喝一杯大可樂金了二號院，裏面播的是一套日本動漫，名字好像叫「從很久以前就喜歡
你了」，
故事講述一個害羞的女孩向一個沒自信的男孩表明心意，最後得到了幸福；一齣很經典的愛情劇。
對，雖然很經典、很平凡，但同時亦很好看。
好看的不是故事的情節，不是因爲畫風，是因爲它勾起了我們的一段記憶，令我們回到了青春，回想
到初戀，回憶到那一個她。

  
現實中。男主角和女主角或許不能想動漫一樣走到白頭，或許他們注定要分隔兩地，但至少努力過、
愛過、擁有過一段美好的時光，就無悔了。
 



十三

 
 一百零五分的電影完結，我們走出戲院，回歸現實，我看見何樂的眼旁有一絲淚光和一點紅腫，大
概是剛才喊過，而且喊的好厲害，
不過我的情況也不好得好多。
我笑了一笑，:「喂，你喊完未啊，你D眼淚仲流緊wo。」
「癡線！你就喊，照下鏡啦，你隻眼紅到gam。」
她對著我甜甜一笑，我又覺得眼前的這個女孩好靚，原本分開的雙手，又再次重叠在一起。
   
  
之後，我們去了德福商場，那裏很大，可以給我們隨意參觀，而因爲我們都不常來到這裏，所以都十
分珍惜這段時間。我們經過衣物店、電器部，沒有置頂的目的地，只是漫無目的地走。
不知過了多久，這個大商場已經被我們走過無數次，不過即使走過這麽多次，每走一次都有新的發現
，跌了雪糕球的妹妹、亂跑的小狗、年老的老婆婆，這一點一滴都被我細心地觀察，
而我最留意的，是何樂的笑容，她像小孩一樣，亂跑亂叫，拉著我的手去不同的店鋪，看著她的背影
，甜蜜的感覺就不斷涌上，我笑了，人生的一次笑得gam開心。
「劉子晴我地去吃飯啦……咦，你笑咩啊？」何樂跑過來抓住我隻手
「我笑你呀，傻妹!」我笑著說
「笑我咩……算啦，食飯！」她鼓起面，然後一拳打落我心口
我叫了一聲，不過其實沒那麽痛
何樂看起來有點悔意，：「點啊你，好痛咩？……對唔住呀。」
「係好痛啊，所以我要罰你...被我打反！」我追住何樂作勢要打她
「喂呀，唔好再追啦，停啊！」
我停了
何樂有點驚訝地望著我，：「哈，你做咩gam聽話啊？」
「係架啦，我係你男朋友，以後都聼曬你話。」
「呵呵，gam我……要你大聲講我愛你。」
我吸了一口氣：「何樂，我愛你。」
這句我說得幾大聲，所以又很多人望住我們，不過我不是很介意，相反何樂，她的面變得非常紅。
「你做咩真係講啊，我……我唔係認真架，你...你」
「就算你係唔係認真都好，我都想跟你說，我愛你。」我說的很認真，不過何樂都是笑了出來
「傻瓜！」
我沒有讓她在説話，捧著她的臉，把頭靠近她，雙手撫摸著她的背，兩個嘴唇貼近，然後緊緊地印在
一起，我享受著軟軟的質感、甜甜的味道。
「呢個係我初吻，要好好珍惜呀」何樂面紅地說
「我都係！」
我們相互微笑，享受這這段只屬於我們的時間。
何樂靜靜地留下了眼淚，我幫她擦掉
「傻妹，你做咩喊呀？」
她搖搖頭，：「我想聼你講多次……」
「我愛你。」兩個嘴唇又印在一起



十四

   男孩愛上了女孩，女孩亦愛上了男孩，當一對戀人即將誕生的時候，不幸降臨了。
第二天，我以爲所有事物都會如常，一如既往的幸福又會再降臨在我的身邊，結果，何樂當天沒有上
學，我有些不好的預感，有點焦急、有點挂念、同時亦帶點擔心。
阿威看到這樣的我，察覺到事情有點唔對路，：「劉子晴你點啊，你個樣好似有點唔妥。」
「我，我點會有事啊，你錯覺呱。」
「但每次我叫你全名你都會……真係ok？」
「真係沒問題啊，唔洗擔心我wo！」我盡量琳我的聲音聽起來又信心一點
「好啦。你有咩記住出聲呀。」阿威充滿擔憂地對我說
「唔……」我隨便答應
之後的幾天何樂都無故缺席，我心裏越來越不安，我突然想起之前聽過何樂有一些很嚴重的病，但係
我同何樂相處gam多日都察覺不到有異樣，我越想越奇怪，越想越擔心，最後我決定打電話比何樂
。

  
何樂一向不鍾意用電子器材，亦到不喜歡其他人打電話給她，原因我不太清楚，不過用爲我太擔心她
，唯有破一次例。
我拿出我的手機，輸入她的電話號碼，按下撥出鍵，電話照常地響著，我卻出奇的緊張。
電話接通了，不過接電話的不是何樂，而是一位男性聼電話。
「喂，請問……」我以爲我打錯電話，不過都是問下先算
「你係？」對方好像有點驚訝有人打電話比何樂
「唔該，我係何樂的朋友，可唔可以叫她聼電話?」我很有禮貌地問
「呢層就有D難，不過居然又人打比何樂，你應該就是她經常提起的人吧！」
「何樂有提起我？」這次輪到我有點驚訝
「係呀，個傻妹成日向我提起你，話你點點點好。」
「你係？」
「我係何樂哥哥，我叫何嘉明。」原來是哥哥大人，gam我要有禮貌D啦
「你好，我叫劉子晴。」
「請問何樂在嗎？我想同何樂說話。」我單刀直入地問
對方沒有回應，我心裏的不安越來越重，過了許久，嘉明才説，：「阿沒，何樂人左醫院。」



十五

 
 我聽到這個消息，不太意外，我早就古到，不過就是非常的擔心，：「何樂，發生咩事。」我不知
道我的聲音發生什麽事，是一把我未聽過的聲音，鎮定，同時亦充滿悲哀
「阿妹，何樂心臟有事，而且很嚴重」
「何樂，依家係邊，我想見她。」

 
 嘉明將何樂的地址告訴我，然後我立即趕過去，何樂躺在病床上，我輕輕叫了你一聲，她沒有回應
，應該是睡着了，我不忍心吵醒她，我走過去她的身旁坐下，
她雖然沒以前gam有活力，但她依然是我最愛的何樂。我撫摸她的頭髮，依然是這樣的柔順，她在
我的眼中還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她的黑眼圈好重，大概是有一段時間都睡不着，
我心裏有一種説不出的感覺，好像有一千種情感在我的心裏，但最後那一千種情感都融合成，我對她
的愛。
我抓住她的手，很冷，我想用我的體溫來幫她保暖，所以把手握得更緊，何樂緩緩地張開眼，看到我
在，有點驚訝地叫了一聲
「何樂，對唔住。」
「唔緊要，我自己醒，不關你事。」她伸手摸摸我的頭，我伏在她的身上，希望可以傳遞我的溫暖給
她
「我唔係指吵醒你，係指gam遲先來探你。」
「傻瓜！」她笑了一笑，但我知道這不是她想表達的情感
「樂，既然你有病，點解仲要陪我？」
「子晴，你知嗎，當你在我身邊的時候，我什麽都不怕。就只是怕以後都見不到你。」我忍者眼淚，
我跟我自己說，不可以在她面前喊，然後露出笑容
「樂，你好傻呀」她跟著我笑了一笑
「我以後每日都會過來探你，你一定會好反。」
「好，沒問題，爲了你，我咩都會做。」
「gam爲了你，我會加油。」
最後，我的眼淚還是掉下來了
   
  
第二天放學，我立刻趕去醫院，想快D見到何樂。而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我都重複著這些行爲
，然後來到了第六天……
我看到何樂睡在病床上，已經睡着了，而嘉明坐在床邊，不過又眼淚從他的眼裏落下
「你好。」
「唔!」他沒精神地答
「何樂，點啊？」我開始有點擔心
「醫生話，阿沒得反四十八個鍾。」
聽到這句話，我終于忍不住，衝出了醫院，釋放一下被壓抑的情緒，我面上雖唔眼淚，但心裏卻哭了
出來。
   
  
其實我一早就知道這件事會發生，不過我一直安慰這自己，奇跡會發生的，我一直這樣的期待著，卻
不知道，我們能夠相遇，已經是一個奇跡。



十六

 
 四十八小時，話多唔多，話小唔小，唔能夠做好多事，但要製做一個美好的回憶，四十八小時就足
夠了。
何樂的雙脚已經不能行走，我唯有人借一張輪椅推她。第一日，我帶她去看花，她笑的很開心，不過
笑容下的沉重，好像只有我發現到。
我把手放在她的膀頭，：「樂，你怕嗎？」
她想了一想，：「不怕，因爲我有你陪。」
但我卻很怕失去你，我點一點頭，望住她的面孔
「我怕我會忘記你。」
她笑了一笑，我看的出這是擠出來的笑容。：「放心啦，你不會忘記我，我亦都不會離開你，就算我
同唔到你一起，我的心，都會同你聯係在一起。」
我吻了她，她嘴唇的觸感還是跟以前的一樣，我感到十分慚愧，明明她即將要離開這個世界，她還是
這麽堅强，而我卻是這麽的無能，連讓她安心都做不到，反而要她安慰我，我現在能夠做到的事，就
是…
「」
…跟你說最後一聲我愛你

 
 第二天，亦是最後的一天，原本打算陪何樂完美地度過這一天，點知她已經病得太嚴重，不能下床
了。
「子晴，對唔住阿……最後一日，我都陪唔到你。」何樂眼濕濕地說
我搖搖頭，看著她睡在床上，連起身走路都做不到，我又哭了出來。
她勉力舉起手，輕輕地撫摸我的頭，：「子晴，我不會有事的，笑下啦！」她盡力露出一絲笑容
「樂，我做不到，對唔住呀！」
「子晴，我想在最後，可以見到你笑個個樣，有人跟你說過嗎？你在笑的時候，非常非常型仔，所以
，為左我，可以笑一下嗎？」
我笑了，雖然眼淚停不住，還是硬生生地笑了出來，：「樂，不要離開我，好嗎？」
「如果可以的話，我會永遠留在你身邊，可惜我做不到。」
「我好怕，我不知道沒有你的日子要點過。」
「沒問題，如果是你的話，沒了我，依然能夠活的好好。」
「我唔得啊，我要你啊，無左你我點算啊。」我的眼淚掉到她的面上
「子晴……」
「點解你仲可以gam冷靜，現在你應該喊呀，我想聼你講啊，好大聲講一次，我唔想死啊！」
這時，何樂的眼淚終於掉下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哭，也是最後一次。
「我唔想死啊！我唔想死啊……但我講出來又可以點呀，根本咩都改變不到，無意義架！」何樂用盡
全力說
「就算咩都改變不到，無意義到好，我到不想你再帶住呢個充滿笑容的面具，我想你知道，在我身旁
，你可以做反你自己，我想你在人生的最後，真心gam喊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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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只剩下一個小時，我已經不知道有什麽事可以為她做，我只希望我默默的陪伴能夠爲她減輕一
些痛苦
「樂，你仲有咩願望，我會盡力幫你實現。」
她想了一會，然後回答說：「我想你在以後的日子，好好的活下去。」
「我不知我可唔可以做到，但我應承你，我會盡量試下。」
「我唔係要你試下呀，，我要你一定做到。」何樂痛苦地說
「唔好逼我啦。」我流著淚說
「我求下你。」
我微微點頭，窗外下著雨，窗内也是
「子晴，對唔住，我愛你。」她用盡力氣說完最後一句話
「我都愛你。」不過，她已經聽不到了
房間只剩下我一個人，獨自在哭泣，我摸著她逐漸冷卻的身體，曾經的太陽，現在已經墮落了，世界
，只剩下空虛與寂寞。沒有了太陽，月亮再也不能發光，沒有了她，他的世界只剩下黑白。

   女孩已經不在，而男孩卻接受不到這個事實，他一直等，一直等，等待這女孩的回歸。
我試過忘記她，因爲這樣才能避免痛苦，不過我不能，我的世界充滿了她的存在，餐廳、學校‘甚至
在家裏也能看到她的身影，但每次我感覺到她的時候，我望一下周圍，地上只剩下自己的影子。
她離開後，我第一次感到孤獨，爲什麽呢？明明我身邊又那麽多的人陪伴，我還是感到十分空虛。你
以爲自己一個人才叫孤獨，當有一大班人在你身邊，你還感覺你是自己一人，這才叫孤獨。
我沒有哭過，我以爲是我長大了，其實只是我忘記了怎樣去哭。
我笑多了，笑得比以前多，但我並不快樂。
我願意付出所有，去換取她的性命，，我付出了所有，但也只能在夢中相見，一張開眼，發現身邊有
很多人，但都比不上她。

樂，我好挂住你……



十八

 
 直到今時今日，距離那段時光已經有十年，不過我對她的約定仲未兌現到，我周不時都會看到她，
一閉起眼，，她的身影又浮現在我的腦海，我不能放下她，雖然我長大了，但感覺上我還是永遠被困
在那段時光，
一直都不能前進，只能看著其他人慢慢離我而去，直到身邊一個人都沒有。

  
清明了，每年的清明我都會去探望她，今年都唔例外，沒有什麽特別的原因，只是因爲我想見一見她
，我想放下她，但又不想忘記她，很矛盾吧，我都知，不過可能這才是愛情吧！
「hi,好久不見。」一把陌生的聲音跟我說
係阿威，我跟她在這些年來還有聯絡，不過關係已經沒以前那麽親密
「hello,好久不見。」我微笑地說，從對話當中我已經感受不到以前的友誼
「係呢，你近牌過的點呀？」
「我係寫字樓反工，都勉强生活到。」
「女朋友呢？」
「沒有。」
「十年來一個都沒有。」阿威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
「你呢？」
他拿出手機，然後給了一張他和他女朋友的相，：「我女朋友。叫Angela。」
相中的她很有女人味，面尖尖，一雙大眼睛，算有D女神fell。
「得閑約出來食飯，我介紹D女比你。」阿威雙眼回復了當年的色彩
我笑了，好耐沒有真心gam笑過，：「食飯就沒問題，女就唔洗啦。」
他從我身邊走過，臨走前我聽到他的笑聲。他也改變了很多，從以前的小男孩，變成了成熟的男人。
「只有我一個停在原地……」我自言自語

   我來到何樂的墓前，她相片中的她還是沒有變過，依然是充滿魅力，跟我記憶中的一模一樣。
「樂，我來探你啦。」沒人回應
「十年了，我還是放不下你。」
要講的都講完了，，應該係時候放下吧。我每年都跟自己這樣說，每年都做不到，究竟我要等幾耐，
先可以繼續前進?



十九

 
 這一天，有點特別，因爲阿威約了我食飯，我十年來都未被人約過，所以今次未免有小小緊張，我
很想著上我的西裝戰衣，不過我地唔係去高級餐廳，所以著西裝又好似有D seven，
我選擇了很久，都係著反平時的T-shirt加運動褲，我照一照鏡，都係gam樣比較適合我。

  
我看一看時間，距離食飯仲有兩個鐘，唯有做D野，消磨一下時間，我決定去旺角行下。當我走出火
車站，我看到各色各樣的店鋪，仲有好多好多人，見到有唔少人手牽着手，
令我有點懷念我和……停！我在心裏面說，不可以再想了，我一定要儘快放下這件事。
行下行下，有D口渴，去前面間便利店買野飲，我打開雪櫃門，隨手拿起一罐物體，是可樂，我的腦
海又浮現一個身影，我好像見到她的樣子，聽到她的聲音，
神奇地，她的樣子、聲音我都記得一清二楚，明明過了那麽多年，我對她的印象還想是昨天一樣，我
忘不掉她面上的一條輪廓，也忘不掉她聲音的旋律，感覺上她就在我前面，但一伸手，才發覺我們的
距離又多遠。

  
我走了不知多久，然後才發現約好的時間差不多到了，我趕去一間隱蔽的餐廳，看到阿威，他向我揮
揮手，我也舉手打個招呼，不過動作沒他那麽大。
入到裏面，我才發覺原來這裏的氣氛都不錯，有精美的裝修、暗暗的燈光，
最適合一對戀人二人世界，不過我們三人進去，我覺得有D尷尬。
「阿晴，介紹你識，呢個我女朋友，Angela。」他帶著自豪的語氣跟我說，Angela，她有長長的頭
髮，穿著紅色的連身裙，沒有化妝，不過都已經夠靚了。
「gam我呢，你唔打算介紹你個好朋友比我架？」Angela用一把甜蜜的聲音對阿威說
「係係，老婆大人，同你介紹，呢個叫劉子晴，我中學的好朋友。」
「哼，鬼做你老婆。」雖然嘴上這樣說，還是掩蓋不住她甜蜜的笑容
「等等先，你話咩話，你叫劉咩話？」
「劉子晴！」阿威代我答，然後他們相相笑了出來
Angela我唔怪，第一次聽到我個名，我老闆都想笑，不過阿威就有D問題
「喂呀，阿威，你笑左十幾年啦，仲笑！」
「沒辦法啦，見到她笑，我都唔知點解，自己都會跟著她笑。」聽到這句我有點感觸，阿威都似乎察
覺到
「子晴，我地望下有咩食啦。」他一定是不想我再記起那件事才這樣說
我叫了一碟西冷牛排，阿威同Angela就叫了肉醬意粉和一碟沙律兩人share。

   在食飯的中途，Angela問了我一個問題，：「我聼阿威講你十年來都未識過女朋友，係真架？」
我瞪了阿威一眼，他給了我一個無奈的眼神：「err……都算係啦。」
「gam你洗唔洗我介紹我D朋友比你呀，我班friend都好不錯，包你鍾意呀！」
「唔洗啦，多謝。」
她隔了很久，才問我第二個問題
「其實你係唔係發生過D事，令到你唔夠膽再去愛？」
這個問題我不懂答
「講比我聼，你發生過咩事。」
我唔想講，不過唔講，就咩都改變唔到。我簡略地從頭講到尾，她聽過後眼睛都有點淚光。
「原來係gam，不過，你依家仲放唔底呢段感情？」



我點了點頭
「如果係gam，你問下你自己，你過的幸福嗎？你過的幸福是她最後的願望，你不要想的太複雜，
其實放下，可以很簡單。」
「點簡單法？」我問
「只要你想到你們的回憶時，你還可以微笑，這就證明你真的放下了。」她笑著跟我說，我終於明白
阿威點解會愛上她
我帶著沉重的心情離開餐廳，
「樂，對唔住，我連你最後的約定都兌現不到。」
不過最少，由今日開始，我會笑。



後記

 
 我叫劉子晴，我的特點應該是我的笑容，大家都話我笑的好真，可能是被某個人感染了，我最愛的
人到現在都是同一人，她的名字是何樂，呵呵，個名都幾搞笑，不過就係要gam樣先可以襯反我，
雖然她已經不在我的身邊，但係依然沒有人可以取代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直到某一天……
 
  
我剛剛從M記出來，心情非常好。唔係D咩特別的原因，今日是我生日，我今晚約左阿威同我班同事
食飯，所以有點興奮。嘻嘻，唔知道他們會送咩禮物比我呢？好期待啊！
不過呢，都係要等到今晚先知，gam我耐心D等啦，反正我依家好熱，不如在去M記食杯雪糕，順便
涼下冷氣。正當我打算回頭時，我撞到一舊很硬的物體，是一部結他，
，那著結他的少女忍住笑意，好明顯地裝出一個抱歉的表情，：=13px「sorry啊，我……哈，咳咳，
我唔知你反轉頭，你沒事嗎？在各種方面。」她是在暗示我有病嗎？
「ok的，我只是被你個樣嚇親，依家有D思覺失調。」我心裏暗笑
=13px「係咩，gam我塊面可能裝左塊鏡，不好意思，搞到你傻左。」
「你……」
「呵呵，後會有期啊，都係唔好，廢事又搞到你思覺失調，哈哈。」

    命運的巨輪又再轉動，一個新的物語，即將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