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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序章

「行咁快扑死你。」我笑著說。

「心急想食甜品啊！」那個女生在前面大喊。

…………………………

我叫死傻仔，玩下姐，我叫初天樂。

名字定義是由出生的第一天起便很快樂。

今年14歲，Form 2。

在F1升2暑假開始之後。

發生了突如其來嘅轉變。

成件事真係hihi……

但這可能成為我人生遇到最好嘅事……

主，謝謝你……

這是一般人沒有的機會……



Party Finished,Holidays start

Party Finished, Holidays Start

中一，好唔習慣，不過求求其，又過一年。

「後日暑假啦……！」我超開心地說「不過一放放一個半月，唔想宅咁耐」

「對我黎講，放暑假最正。」阿言說。

方正言，我嘅天才好兄弟，成日拿100分，但唔使溫書，我有啲妒忌，不過我又唔想咁天才，否則人
生沒意義……

「你唔好成日宅la...」我勸佢。

「好…………………………難啊！」佢勁寸咁講

沒錯，佢冇次聽我勸……

「咁宅都要宅得happy d wor」我苦笑道

「知la，你都係。」阿言hea着我……

於是呢兩日我地都係學校hea。

終於……Happy Summer Holidays ge前一日……

我地有個升班party

其中阿言係主角，全級第一

平時毒L款，其實醒到爆……

而我？全級第三十，唔差，唔差……

Party start

「衝啊！今次係中一最後ge食物爭霸戰！」成班一齊大叫。

一野就狗衝入戰場……

而我都有份，不過我搶咗一陣就收手。

始終食咁多零食唔好。

我搶ge野同阿正一人分左一半



點解幫佢？因為我倆一世好兄弟

正所謂「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Party Finished

返歸la！！！

終於，開心的暑假……

正式開始！



暑假，我來了

暑假，我來了

「屌！」我一起床就聽到從客廳傳來的聲音……

「阿媽，你又點啊……」我帶有睡意的說。

「我個poor guide老細要我去非洲出半年trip……仲有呢……」

「乜9呀？講你就講啦屌……」我好唔耐煩

「我有個 friend 個 女要黎我地屋企住，因為佢好忙，又要……」下删1000字

我心諗：收皮啦，雖然我地屋企大過3000呎，但係同男仔住，邊撚個會比個女同條仔一齊住……雖然
我睇落去好正直，靚仔……

「哦……是但啦...」

之後我繼續訓，訓多左兩粒鐘……

訓醒之後……

「阿媽，我出去啦。」我準備啟程搵阿正。

「小心d。」阿媽答。

出到門口，我見到應該同我同年齡嘅一個靚女。

我扮睇唔到，心諗：呢我屋企住嘅人佢係其中一個？不過睇黎又唔係喎。屌唔亂諗野啦，去搵兄弟好
過。

我屋企？在馬鞍山。阿正屋企？青衣囉屌。

所以我搭車都要一粒至粒半鐘。

去到之後，我禁門鐘。

佢阿媽開門「天樂？歡迎你。」

佢阿媽是一個有禮貌的老好人。

一入去……不出意料，PK仔阿言又打機la......

沒錯，《overwatch》



有好多人都話隻game好貴，但由於他和我老豆一樣，老豆嘅業績好到爆，所以好有米，買幾多都可
以。順帶一提我同佢嘅老豆也是在商業外內的知心好友。

「又宅咩……」我又想勸佢

「遊戲世界最好！」佢依然堅持宅落去。

「咁無計啦，唯有一齊宅。」我也打開了在他旁邊的電腦，一齊玩果隻《overwatch》

三粒鐘之後

「眼盲啦屌……」我隻眼好累……

「你咁廢㗎阿樂。」他繼續注視屏幕……

「唔得啦我……」

於是我買左m記外賣上去一齊食，食完後，由於眼部嚴重受損，唯有返屋企……

又用左粒半鐘，i hate taking that fucking bus.

現時六點半，我剛回到家，我開門嘅時候，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奇觀……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阿媽……我仲以為你坤下我啫，原來認真㗎……」

有個女仔坐左係客廳到，竟然係今朝果個女仔……
果個女仔長得亭亭玉立，五官精緻，身高一六幾，身材唔錯，唔錯……

果個女仔先出聲「你好。我叫白雪婷，可以叫我婷婷或者雪婷。」

我心諗：你靚過白雪公主n倍……

「我叫死傻仔。」

「真㗎?」佢笑着咁問。

「玩下姐，我叫初天樂，你點叫我都ok。」

「咁我叫你樂仔？」

「可以啊！」我面帶笑容地回答

「阿仔，咁好禮貌嘅?鍾意左人啊？」阿媽問。

「邊會啊！第一次見咋喎……」我覺得好尷尬…

「你對老母都沒咁好啦。」

「夠啦，不如諗下今晚食乜仲好...」完美地避開話題的我，果然太強

「阿仔，你同婷婷出去食啦，我唔出去啦，好累啊我……」老母笑著說。

「老母，唔係掛……」我雖這樣說，其實好興奮。

「樂仔，唔想同我出去啊……？」佢嘟著嘴，好sad 咁嘅語氣對著我講……

「唔係唔係……點會唔想，我驚你唔想姐……」

「點會呢？有靚仔陪我喎。」

我紅都面曬……

收捨，整理過後……

「Auntie，我地出去啦。」



「老母拜拜。」

多謝老母比機會我同女仔出街……

「婷婷，想食啲咩？」

「冇所謂。」

「食啲普通野啦，娜多好唔好？」

「好啊！我幾鍾意娜多。」

我地搭小巴去到海栢，入到去間野，我地坐左係最測邊ge二人枱。好似情侶咁……

「婷婷，想食咩就點咩啦。」

我點左個意大利天使意粉，佢點左個番茄焗豬排飯。

「點解你會黎我屋企住?」我問。

「我mammy同daddy賺夠錢就想環遊世界，舒服咁過下半世。工作左20年，佢地都賺左成千億，夠
洗啦。依家我阿哥接手左佢地個集團，沒人同我住，好寂寞，所以睇下阿媽有冇朋友可以比我寄宿，
遇到你真係好……」

「咁都好嘅搏命搏左廿年，抖下唔錯。」

「樂仔，你唔會覺得我麻煩你？我乜都唔識ga,除左識讀書同運動識……打掃，煮飯，執屋都唔識……
」

「冇所謂，有靚女陪喎。同埋呢d野我識啦,老母以前成日訓練我，地獄式個隻。」

「多謝你……你話我靚女？」

「你唔係咩？」

「口花到呢...」

咱倆笑起來了。

一粒鍾之後，我地食完野，返屋企嘅時候……

「咦，阿樂？」肥仔強說

肥仔強，全名叫如智強，超怪嘅名。肥仔一個，雖然可以叫佢弱（如）志強，但由於佢成績好，弱智
強呢個名唔多襯佢，所以就叫佢肥仔強。



佢係我嘅好兄弟，亦係成日爆人秘密最多果個。
我賴過野啦。依家肯定仲撲街，因為我同條女出街……

「屌，係肥仔強啊！婷婷，轉身走。」

「知道la樂仔！」

由於肥仔強跑步慢過隻龜，所以我地慢跑都得。
上左小巴之後……

「果個邊個呢㗎，點解要甩開佢？」婷婷問。

「我嘅好兄弟，不過如果比佢影低我同你出街，肯定gg。佢會爆料，到時候成校都知……」

「Ok……」

「係喎，你係唔係會轉去我間學校？」

「係啊！」

「聽聞你阿媽有份投資呢間學校。」

「係㗎,所以求求其就可以轉到入去。」

「你阿媽果然係勁人……」

「多謝喎」

返到歸，阿媽好似訓左啦，明天佢就要飛去非洲，所以早訓。

「你沖涼先la。」我對著婷婷講。

「唔準偷睇㗎！」

「我唔係變態㗎...」

佢用左二十五分鐘沖涼，而我？十五分鐘，果然女人啲頭髮麻煩啲……

「早抖啦樂仔。」

「嗯，早抖。」

我同阿言玩左一陣 LOL先訓，不過無論玩乜，同佢一隊都會贏，因為佢太屈基。

就咁樣，同居生活第一日。

完





Kelly Bak?

Kelly Bak?

第二天……

「十點都黎啦，起身啦，食早餐啦。」我打開門接著說「你係到唔好唔應人……啊……對唔住！」

「換緊衫啊咸濕佬，出去！！！」

我即出去，心諗：今次撲街了……如果沒事就當自己命硬，有事就自己抵死……

佢落左黎食早餐……

「婷婷，剛剛是我錯，原諒我……」

「好……難！」

「我可以點補償……？」

「請我食甜品。」

「咁就夠？午餐都出去食啦，我請。」

「好啊。」她微笑著，看來她已不記得剛才的事情，不過這樣我也可以輕鬆地逃過一劫……

「休息多陣，一點出去好唔好？」

「好！」

我一返到房，看到電話有一通未接電話……肥仔強……？問昨晚ge事……？算，打返比佢再坤9佢……

「喂，肥仔強？」

「喂，tmr兄弟聚會，去否？」

「應該ok。」

「老地方等。」

「Ok，沒野我cut 啦。」

「Bye。」

竟然沒問我婷婷的事，奇蹟！不過明天，肯定比人當犯咁審……



還有兩粒半鐘先出去，我決定同阿言玩PC
Game玩一粒鐘，不過在這之前，我要把家務完成，為時四十五分鐘，當我完成這兩件事後，還有半
小時才出去。

「玩陣電話先。」我小聲地說。

我開左ig，第一張係老母係非洲做工程嘅相，好似好辛苦……

之後一路6落去都係同學們嘅垃圾文，沒心機睇la……

我之後換左件T shirt 同一條短牛仔褲就落去廳到等婷婷。

「樂仔，咁早嘅？」

「呢句應該係我講……話說你鞋都著埋，好心急咩……？」

「好想快啲出去食野。」

「肥死你。」

「唔會ge！」

「希望係la……依家出去？」

「好！Go！！！」

我心諗：童真嗎……？

「你想食咩啊婷婷？」

「元氣？」

「Ok。」

去到馬鞍山，我地入左商場，由於今日不是公眾假期，所以沒人排隊，我們輕易地搵到位。

我們坐下，點了一大堆食物。

「婷婷，可唔可以比你ge ig and fb賬我，我想add你。」

「Ok。」

「Kelly...Bak?」

「沒錯，我英文名係Kelly。」

「Icic。follow左啦。」



「Accept 左啦，你同咁多女仔影相嘅……？」

「同學話要留念回憶……」

「Haha係咩？」

「係。」

呢個時候，壽司到。

「食啦！」婷婷好心急。

「好！」我微笑著。

她吃得比我多……

「飽曬……」

「你食咁多，唔飽都唔得……」

「去比錢啦，講咁多……」佢嬲啦，個樣好得意。

「遵命，婷婷大人！」

「多謝你四百四十二元。」一名侍應說。

「四百五十唔使找。」

「多謝呢位先生。」

「樂仔，去邊到食甜品？」

「Haagen Daz?」

「Good！」

去到那間店，婷婷點了比利時朱古力味雪糕，我點了皇室奶茶味。

「好唔好食啊婷婷？」

「正！多謝樂仔！」

一路食一路行返屋企？

好！



還記得那一天，在這熟悉的街道？

還記得那一天，在這熟悉的街道？

我們由商場一路走到近馬鞍山圖書館的一條街。

「樂仔。」婷婷停左係條街嘅中心…

「咩事？」我微笑著。

「其實我識左你好耐，六年前，大家都係小二學生，點解你會唔記得我……？」

「邊會啊，冇乜可能，我沒印象……」

「咁……」

「咁？」

「咁你記唔記得我地係呢條街嘅約定……？」

「約定……？」

「我地約過十年內要再見……」

「下，我印象中我第一次見你係你開始過來住，你認錯人……？」

「唔會！冇可能認錯！我記得你背後有條好深嘅傷疤！」

「點解你會知……」

「以前你比我睇過……」

「但係點解我記唔起……」

「我仲知你心臟果個位有開過刀嘅疤……」

「點解你咁清楚。」

「你話你細過ge時候個心臟有異常所以要開刀，醫生話再唔快啲搞掂手術會好麻煩。」

「我……開過刀……？」

「點會……你唔記得……？」

「我冇印象，我一直以為係傷疤……」



「樂仔，你究竟做咩……」

「點解我會唔知……」

「咁你記唔記得呢條街……」

「記得咩……？」

「我與你，第一次遇見……」

「第一次……？不是昨天嗎……？」

「樂仔，點解會咁……」

「真係冇印象……」

「算啦，我諗我記錯……」佢哭了。

「哦……希望你可以見返佢……」我安慰她。

突然有架P仔牌ge私家車衝左上黎……

「婷婷小心！」我推開她，自己來不及走，比車撞了。

「樂仔……！」婷婷大喊「你老母，唔識揸車就咪撚揸la！快啲call白車啦仲望？！」

「999，有人比車撞，地點……」一個路人在幫忙。

「婷婷……唔好講粗口，我唔……」沒氣講嘢了……

我暈低了，但感覺到痛楚……

「樂仔……你唔死得……當今次係第一次見，就算你再唔記得我係邊個，都唔可以死……」

白車到了，救護車把我車到威爾斯進行急救……



你是誰？我又是誰？

你是誰？我又是誰？

昏迷時，我發了一個夢……

死神問我，你衹有兩個選擇：
1 dead
2 list all your memory again

Again?我有失過憶……？

我選了一……

「少年，你突破了我給你的難關，如果你揀二你會死，依家放你一馬。」

「多謝死神。」

然而，我醒來了……

「樂仔？你醒啦……」

「邊個係樂仔，你又係邊個。」

「我係婷婷，你係樂仔啊……」

「我唔識你，你走開。」

「我係……」

「走開！」我推開佢。

「醫生！」

醫生黎到……

「醫生，我地去對面傾……」

她們坐到對面……

「醫生，點解佢會失憶……」

「我查下佢個file先……」他接著說「他的入院紀錄和病歷有好多：心臟因輸血管的位置偏差而開刀，
差啲因心血不足而死。有個路人甲比黑社會追然後見到阿樂就拿佢ge背脊黎擋左兩刀，差啲死亡。
比車撞失憶，今次係第二次……」



「第二次……？！幾時第一次？」

「佢小三嘅時候，有P仔牌撞到佢，佢冇左小二嘅記憶，而今次係……」

「係……？」

「全部記憶……」

「不是吧……」

「真的，除非你諗辨法令佢回憶……」

「知道了，我在兩天之後會搞掂。樂仔，等我……」

婷婷呢兩日都一直陪伴我，而我仍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第三天，我出院了……

「我屋企係邊……」

「我知，跟住我。」佢拖住我……

「哦……」

我跟住佢搭一架叫的士嘅物體……

「司機，二百唔使找……」

我們下車了，總覺得呢到好熟……

「樂仔，望實我……」

「Ok...」

婷婷心諗：一定要成功……

她擁抱了我……

這之後，我頭非常的痛……

究竟發生咩事……！



從前的回憶

從前的回憶

腦內閃過了一些片段：

轉校生？

「我叫雪婷，今年七歲。」

成班一齊拍手，然而我竟然也爲了她拍手……

一條街……

「樂仔！」果個雪婷衝過來……

「你係雪婷……？」

「識左一年都唔記得？」

「sorry……」

「唔緊要……」

「你搵我？」

「係，其實我要轉校……」

「咁突然……？」

「係，所以我來同你道別……」

「係咩……」

佢無啦啦攬住我……

「我地十年內再見……」

「哦……」

「拜拜……」佢哭了

究竟我同佢係咩關係……

又轉左一個畫面……



「小心啊……」有架P仔牌衝左上行人路，撞到我……

「你老味車都唔撚識揸就咪柒揸啦！」我老母？

「Sorry……999……」佢打電話……

「樂仔，撐住……！」

又轉……

「醫生，佢咩情況……」

「身體冇大礙，但失去了這一年的記憶……」

「死人P仔牌，我實告到你甩褲！」

再轉……

突然有架P仔牌嘅私家車衝左上黎……

「婷婷小心！」我推開她，自己來不及走，比車撞了。

婷婷？邊個……？

「樂仔……！」婷婷大喊「你老母，唔識揸車就咪撚揸la！快d call白車la仲望？！」

「999，有人比車撞，地點……」一個路人在幫忙。

「婷婷……唔好講粗口，我唔……」沒氣講嘢……

最後一次轉……

「醫生，我地去對面傾……」

她們坐到對面……

「醫生，點解佢會失憶……」

「我查下佢個file先……」他接著說「他的入院紀錄和病歷有好多：心臟因輸血管的位置偏差而開刀，
差啲因輸血不足而死。有個路人甲比黑社會追然後見到阿樂就拿佢ge背脊黎擋左兩刀，差啲死亡。
比車撞失憶，今次係第二次……」

「第二次……？！幾時第一次？」

「佢小三ge時候，有P仔牌撞到佢，我冇左小二嘅記憶，而今次係……」

「係……？」



「全部記憶……」

「不是吧……」

「真的，除非你諗辨法令佢回憶……」

………………

我記起來了，所有野都記返起！



歡迎返黎，樂仔！

歡迎返黎，樂仔！

「婷婷，我記返起la，包括小二，係呢條街……」

「樂仔……我好擔心你唔記得曬所有野……沒左你我點算……」佢隻眼紅曬……

「唔使驚wor，我依家係到la。」

「唔好再dum低我……」

「知道。」

我發現，我條命都幾硬，有心臟問題，比人用刀插，撞車都冇事，特技演員都冇咁勁。

「你唔好哭啦……」我比左張紙巾佢，再摸下佢個頭「我真係唔會再dum低你。」

「嗯……」佢仲哭緊……

「返屋企la？」佢問。

「去察管先。」

「去做乜……？」

「睇下P仔牌哥哥，我知係邊個。」

「我跟你一齊去？」

「好啊。」

去到果邊……

「你老味啊，咁撞你都唔死？」P哥哥好大聲。

「我冇咁廢。」我笑著說「死傻仔，撞多我十次啊好沒？」

「今次應該判好耐。」

「鬼叫你上年賴野就今年撞我。」

「想溝女姐……」

「溝你老母啊？你想姦佢wor。佢係我同學，唔可以唔幫。點知你打架咁撚廢……算啦唔講la，曬氣
。」我接著說「婷婷，走la。」



「哦……」

我地出左去……

「你講果個女仔係邊個……？」

「上年女班長。」

「你咁勇敢ge……」

「呢個女班長對我好好，我唔想佢出事。」

「Ok……」

電話響……

「婷婷，我聽電話先。」「喂……？」

「撲你個街放我地飛機？」肥仔強……

「我比車撞左入廠wor……失憶tim……」

「好返未？」

「係廠訓左兩日，冇乜野，今日出院。」

「明天出來敍？」

「好。唔方便傾，bye。」

「Bye。」

我cut左。

「邊個……？」婷婷問。

「上次果個肥仔強叫我tmr陪佢食餐飯wor。」

「Oic…」

「婷婷，返屋企未……？」

「好。」

我地搭的士。



「一開門，見到婷婷即刻衝入去，拿左塊板出來……」

Welcome Home

「歡迎返黎，樂仔！」

「多謝……」



好兄弟

好兄弟

到左7月24日……早上十時……

「婷婷，十點la，仲訓？應我la。」

雅雀無聲……

我唯有開門……

「早d起身……阿……」我見到佢著左內衣。

「死咸濕佬換緊衫啊！」佢一野踢左我出房。

「屎忽同個肚都好痛啊屌……」

這一刻，我發現我扯左旗……是因為看到了她衹內衣的好身材……？

一分鐘後，婷婷出來了……

「對唔住！」我跪在地上

「哼，唔理你……」

「唔原諒我？」我靈機一動「沒早餐食。」

「樂仔你蝦我……」

我心頭裡正在暗笑。

「爲左早餐，原諒你一次，沒下次ga la……」

「多謝婷婷大人，小人立即爲你準備早餐。」

我九秒九咁衝落去廚房，即刻整左隻煙肉炒滑蛋加塊芝士牛油多士再加杯自家沖ge熱奶茶。

「大人！小人已經準備好了早餐！」

「今次……原諒你la，冇下次ga……」

「知道，你食la。」

佢食曬之後……



「好食過以前大廚整果d！」

我心諗:大廚？收皮la……

「多謝你咁睇得起我……」

現時十一點，差唔多要出門口……

「婷婷，我要出去同兄弟聚。」

「一路小心。」

下午一點……到達青衣

「屌你又青衣……」我心諗

「你老味，放飛機？」肥仔強好嬲……

「都話入左廠lor。」

「挑你溝女咋……？」阿夜問阿言挑我……

阿夜乜水？佢叫何日夜，成績中下，田徑隊，跑得飛過保特(我亂9
UP)，一百米十二秒。五官端正，十分我比八分佢，佢衹差成績。

「冇……」

「咪撚扮la你，我見你四日前拖女出街……」

「唔係我……」

我們一路傾一路食，差唔多走時……

「死肥閪個仔出黎，你老豆打傷我地兄弟，我要你還。」佢之後望到我地「唔衹死肥閪，搞到我地老
大坐監果條契弟都係到，初天樂！」

「喂大佬佢揸車撞撚到我入廠wor……」

佢聽完，我地即路佢即追。

我爲左爭取時間比肥仔強走，我踼左佢一腳，佢捉住我隻腳，我失平衡……

我心諗：撲街了……

佢拿左把刀出黎，前後共插左我七刀，果然我夠柒……

由於我病歷多，所以被佢插完我都未暈，然後我用最後ge力打佢，再跑出去，當我見到兄弟身後ge



救護車，我好慶幸有擔心我ge兄弟。

然後，我突然全身無力，好痛……痛到暈左。

「阿樂！」



生死時刻

生死時刻

仁濟醫院……

病人刀傷因嚴重，有生命危險！目前情況危殆……

心跳69,70,65,58,62,54,46,30

病人心跳嚴重暴跌，已止血但控制不到……

20,13,5,0……

Be………………

病人需要電擊心臟！

123！仍然沒任何反應……

＿＿＿＿＿＿＿＿＿＿＿＿＿＿＿＿＿＿＿＿＿

「死神，幾日前先見過，又見ge依家……」又見到英俊的死神……

「你自己成日過來見我，我諗你破左18歲前見得我最多ge世界紀錄……」

「有沒破紀錄唔緊要，最重要係朋友沒事。」

「算la，見你咁慘，放過你一次……」

「多謝死神！」死神也有善良的一面……

＿＿＿＿＿＿＿＿＿＿＿＿＿＿＿＿＿＿＿＿＿

現時三時十三分，病人宣告死亡……

病人心跳回復……

0,6,14,23,35,46,58,69

繼續爲病人治療！

………………

七點……



「嘩屌……頭好撚痛……仁濟呢間癈7醫院都救到我……？其實係死神救左我……」

「樂仔！！！」出面傳來一把熟悉的聲音，係婷婷……

「婷婷，你黎左ge……？」

「新聞見到你入左醫院即衝過來，你知唔知我好驚你出事……因為七刀……」

「依家冇事la……」

「阿樂！」肥仔強……

「肥仔強你做乜鳩阿，包住隻手。」笑到我pk……

「骨折，路最後個二十米我pk……話說你好驚險，你知唔知自己ge心跳變過去0...」

「係？」

「個醫生準備宣布你死亡ge時候你竟然回復到心跳……」

「我大心臟！」我拍下自己心口。

「喂樂仔唔好亂郁……」婷婷好擔心我……

「依呢個係你上次拖住果個炮友？」

「炮你老味啊！佢叫白雪婷……」下删約五百字。

「哦原來係咁……」三把聲？

「嘩屌，鬼啊……你兩條契弟行路冇聲ga……」

「我地好心買飯比你食仲咁唔滿意？」阿言同阿夜好似好撚嬲……

「Sorry……你地聽到曬？」

「係！」異口同聲……

「千奇唔好爆出去，尤其肥仔強，or dead！」

「遵命，初兵長！」

「你老味我幾撚時有做過兵……」我接著說「夜la你地返歸la……」

「我陪你，樂仔。」婷婷那溫柔的笑容，甜入心。

「咁我地走la，保重，bye。」



「Bye。」

他們走了……

「樂仔……」婷婷哭……？

「傻女做咩喊……」

「我剛才真係好驚……尤其你心跳變0果陣……」

「驚咩……我大心臟！」

「如果你真係死左，我會好孤獨，明明咁辛苦先見返。」

「傻女，我生勾勾咁坐左係到la。」

「以後以後要小心……」

「知道，我應你，唔好哭……」

「嗯！」又一個溫柔的笑容……

可能不是死神……

而是大家的關心救了我。

多謝大家！



久違的籃球

久違的籃球

過左五日，傷口痊癒，可以自由活動，包括運動。

「屌，邊個咁撚早叫我起身……婷婷？」

「樂仔！樂仔！醒la！訓到隻豬咁，係你叫我早起ga wor。」婷婷嘟起嘴，萌值爆表！

望下先，屌！十點半la，係醫院訓慣左tim……

「Sorry，我錯，遲左起身，你係唔係好肚餓？」

「係呀……」

「我即刻整，等一陣。」

我起張床到跳左超身，又以保特ge鳩衝模式直奔廚房，拿曬村料之後開始整。

早餐到。

番茄湯通粉
炒滑蛋
炸假餅

「Sorry啊……屋企冇乜料la，求其整左d。」睇黎過多日就要入貨。

「無乜所謂la，好好食！」

「多謝……」

佢好快就食完，因為太肚餓？

「樂仔，點解你唔食早餐ge？」

「習慣左。」

「對身體唔好，明天開始你都要食。如果唔係……」

「唔係……？」

「我寧願唔食都比你食。」

「點解你對我咁好？」



「其實我一直都好留意你，由識你第一日開始……尤其依家仲可以同你同居，但係我唔知點解……」

「係咩……我會食，唔使擔心我。」

「嗯！」佢好開心。

「我今日約左C grade 籃球隊員去打波，過唔過黎睇？」

「好啊，我睇。」

「咁出發la。」

我地約左12點係馬鞍山體育館等。

我地去到，睇黎我遲左一兩分鐘。

「隊長遲到！！！」阿言係少出席ge隊員，今日出左來？不可思議。

「Sorry lor……」

「你搞乜……春……」副隊長望住我，身後ge婷婷。

副隊長？佢叫陳子明，唔算勁，係精神領袖。

「Wa……好靚……」成班隊員大喊

「你地好，我叫白雪婷，係樂仔ge朋友。」

「你好……」

「望乜啊，去打波la……」我叫。

「係，隊長！」

「嘩，樂仔好勁！」

「麻麻la。」

我地入左場，我介紹今年ge中二C grade，中一未知。

我（隊長）打PG/SG 167cm
陳子明（副隊長）打C 身材高大 175 cm
方正言 打SG/SF 165 cm



何月夜 阿夜twins細佬 打SF/PF 168 cm
張振朗 打PF/C 173
何日夜（後備）169cm 打SF/PF
肥仔強（後備）167 打PF

「3 on 3?」

「好！」

我猜左同阿言，日夜一隊

對面係子明，月夜，振朗，肥仔強後備。

「開波！」

佢地開先，佢地一開始狂對傳，我最終發現月夜有破綻，steal左。

知唔知點解我做到隊長？因為除左技術超好之外，仲有一樣野，逆天彈跳！

「我屌……又黎……？框都爛la……」

罰球線起跳，slam dunk！

「玩下姐，好耐冇玩……」

最終我方21比8，勝利。

「樂仔，勁！」

「多謝！」

D人湧入黎，想抄婷婷牌……

「婷婷，走la。」

「好。」

他們的抄牌夢被我破壞了。

而暑假第一次練習也完了。



鍾意我？

鍾意我？

練完波，我同婷婷返左屋企。

電話響……

「出前一丁麻油麵，出前一丁麻油麵。」

係肥仔強，玩下先。

「喂呢到係出前一丁麻油麵廠房，係咪想買麵？」我忍著笑。

「屌你咪撚玩la，我係比班主任點黎通知你班撲街後日學校有嘉年華，你去唔去玩？」

「婷婷可以去？」

「可以。」

「Ok佢去我就去，冇野我cut la。」

「等陣先！其實……」

「其實？」

「我都未多謝你用自己條命去救我，之前唔敢講……」

「你老味男人老狗講d咁ge野，搞gay meh？We are brothers, forever。所以唔使多謝。」

「知，咁cut la bye。」

「Bye。」

嘟……

肥仔強成個麻甩佬咁……gay果隻……

我去左客廳搵睇緊來自星星的你ge婷婷。

「咦你睇冬菇頭都敏俊？」

「人地咁靚仔唔好咁玩la……」

「係ge婷婷~我想問你肯唔肯陪我去學校ge嘉年華？」



「下……？」

「你唔想可以唔去，我唔逼你。」

「好啊，帶我去la！」

「咁明天我地約實ga la……」

「而家我出去補貨，今晚想食咩，我去街巿買。」

「可唔可以帶我去，我未去過街巿……」

「好，咁出去lor。」

「嗯！」佢好似d小學雞咁去旅行會超開心。

我地搭車到頌安街市。

我地買左d雞蛋，魚，西蘭花。

然後再去超市求其掃左二千鈫野。

「婷婷，你第一次黎街巿覺得點？」

「原來d人做野可以咁輕鬆……唔似我阿爸日忙夜忙……」

「都係ga。開唔開心？」

「下次再黎都要帶我黎！」

「好啊！咁返屋企la。」

「嗯！」

我地返屋企hea到六點，我開始煮晚餐。

今晚晚餐太豐富，我唔講有咩。

不過食到一半，我諗出事la……

我搞錯左支油同whisky……

「樂仔~」

「咩事？」

「好熱阿~」



「依家開左冷氣la……」

佢好似High high地……

「婷婷我帶你入房，你醉la……」

我抱左佢返入去，我都開始wing wing地……

「婷婷，早d訓la，早抖……」

「樂仔~」

「咩事啊？」我都係快d出去，我都醉左……

「唔好走~」

佢拉著我隻手，拉埋我落床……

「樂仔……你啊……做咩成日要我擔心你啊……」

「下……」

「其實，我一直都好鍾意你，六年la……」

佢嘴左落我到……

我受酒精影響，理性短路……

我本來想甩開佢但由於短路，雖然沒乜乜乜，但係我地錫住咁訓……

「點解……我個嘴好似掂到柔軟ge野，點解我揸住果樣野咁軟lum
lum……屌……！」我早起過婷婷……我嘴緊佢，發現佢衹著住內衣，我仲揸住佢

個胸……

然而，我記起尋晚ge事，我就用老母教ge極速洗碗法去洗尋晚未洗ge野，扮無事發生。

「呀！」

咩事……

我用鳩衝模式上左去搵婷婷……



「咩事啊……！」

「有白色液體，好核突……」

啊……撲街……原來係我夢遺d野呢ge。

「我幫你換。」

「好……阿！！！我未著衫啊，死出去啊！」我又比佢一野踢左出去……

「屌好痛……」然後我發現我支旗又升起左……

「得la……」婷婷開門

我極速換完床單，然後我順便沖涼同洗條夢遺褲……

「樂仔……尋晚……」婷婷同我食緊早餐……

死la……我開始怯……

「尋晚對唔住……我拉左你上我張床，仲錫你……」

「下……我講就真……將油同whisky調轉左……」

「仲有……我鍾意你唔係亂up,係真……」

WTF……！



ff

「樂仔，我真係鐘意左你好耐……」

我一言不發……

「樂仔！！！」

「係！！！」

「你個樣咁ge？你剛才幫我換床單都唔係咁ga……」

睇黎我太耐冇ff過，所以亂諗嘢……

「係wor你昨晚做咩係沙發訓？」我扮跴野。

「係……？唔該曬你搬我返房」

唔該我……？明明我錯……

「唔使唔該……」我好慚愧……

「係wor，我地幾點去嘉年華？」

「不如五點？九點先完。」

「好啊！」

睇黎係我單方面誤會+ff……

算啦唔撚題，可以柒少陣……



地鐵

地鐵

於是，我地係屋企鳩hea左四粒鐘……

兩點半。

「樂仔，不如我地出去食下tea？」

「好啊去邊？」我冇乜所謂ge。

「去大家樂就可以。」

「好。」有米ge小姐，竟然咁平民……？

「咁行la，我地坐地鐵去近住學校ge大家樂食？」我提議。

「地鐵？咩黎ga？」

「你衹係搭過小巴巴士的士？未搭過地鐵？」

「未！」大小姐真係……算……

「咁我依家帶你體驗下？」

「好啊！」又一副小學雞去旅行ge傻樣。

不過算la，佢開心我都唔想掃興。

「咁出發la？」我問。

「行得。」

首先我地搭小巴去馬鞍山站，一開始佢搭小巴冇乜事，不過地鐵就……

出事……

「樂仔我冇八達通得d錢咋……」

知唔知點解佢冇八達通同冇散紙但可以搭到車？

因為全部都係我比。

「婷婷，你去果邊部售票機睇下？」



「好！」

我地行到過去，我教佢點用，佢都識，不過入錢果刻，我呆撚左。

「樂仔，入唔到錢啊……」

「傻女你冇一百咩……？全部都五百一千紙……」

「冇wor……」

「我借住廿鈫比你la。」

「唔該樂仔！」

最終成功買到……

「好la，我地行la。」

佢跟足我指示，入到去。

而我？駛乜on99咁買飛，有八達通la。

「嘩……」我地上左車。

「好靚咩婷婷？」

「係阿……」

「我地以後都會搭呢d返放學。」

「好嘢！」十足十小學雞

我地搭左二十分鐘就到大圍。

我地學校係大圍，叫培僑書院，要上山……

我地係下面食左餐大家樂，佢好enjoy。

食完之後，我地準備上去學校。



嘉年華

嘉年華

「婷婷，我地行上去la好唔好？」我地坐係大家樂。

「好啊，我行得la。」

「咁出發la。」

我見仲未到四點，所以同佢決定行上去。

「樂仔，日日返學都要行啊……？好……好辛苦……」佢喘曬氣……

「今日帶你體驗姐，其實有車搭ga。」

「唔係掛，原來有車，做咩唔搭車？」

「體驗！前面就到啦，唔好冤la。」我笑著說。

「算……」

到站！！！

「咦阿樂？好耐冇見。」

「你好啊陳sir。」

陳sir，我地上年班主任，好人一個，但我唔明，明明佢已經身家過億都仲要做嘢，仲要係老師……

「咦呢位係白家小姐？」

「咦你又知ge？」

「我以前係商業界同白家合作過，所以認到。」
陳sir接著說「下次再傾la，你地入去玩la。」

「好，唔該。」

果然陳sir唔係普通人……

「婷婷，入去la。」

「嗯！」

我地行左入去，好多識我ge人都望住我同婷婷……



「樂仔你桃花？」

「樂老大有女？平時都唔溝ga。」

「阿樂拍拖la！！！」

喂大佬，好撚煩。

「大家，佢衹係我普通朋友，唔信咪問下籃球隊ge人lor。」我小聲地說「婷婷 sorry
啊我都唔想gum ga……」

「唔緊要！我地去玩la。」

「Let's go！」

我地首先去左買棉花糖同爆谷，呢d野唔少得la！

「婷婷你個嘴……哈哈！」佢成個嘴都有d棉花糖漬。

「衰人！比濕紙巾我啊！」好鬼萌

「係係。」我比左張佢，然後我繼續笑

「笑乜姐！依家乾淨la，行la！」死la，佢開始嬲tim……

「我唔笑la行la。」

「真係？」

「珍珠都冇咁真。」

「行la咁。」

雖然我話唔笑，但係我心入面一直暗笑，我其實仲影低左，用高超技術去偷拍，呢張一定係我ge珍
藏！

之後我地準備去攤位遊戲時，電話響……

「出前一丁麻油麵！出前一丁麻油麵！」

我都幾鍾意呢個bell。

「喂？」

「喂阿樂你真係去左？」係肥仔強。



「係啊。做咩？」

「你要小心d，好似有人會搞事，因為今日開放日，其他人都可以入來。」

「知道，bye。」

「Bye。」

嘟……

「樂仔咩事？」婷婷問。

「冇，肥仔強叫我小心d姐。」

屌，一講就到，前面有人係到吵……

「屌你老味冇人知死肥閪如智強係邊ge，再唔出來我就掃撚曬d檔！」

肥仔強ge仇家？

「邊個咁大膽黎掃場？」一把女聲？唔撚係掛……劍擊隊c grade女隊長……

佢叫李霆雪，同我同班，一個暴力又暴燥ge人，雖然好矮，但佢ge氣勢同進擊的巨人入面ge巨人有
得比，我見到都會退兩步。但另一方面又好細心，萬能女矮巨人……

「咦你咁矮都想挑我機，返歸la。」

今次撲街了，嬲嬲la……

佢一野拿起身後把竹刀（不是比賽用而是練習）就揮埋去，d人一開始唔驚，但當被竹刀打中就撲低
，仲嚇到走左……

「你……你地睇住黎！」

佢地dum低左呢句就走左，依家d黑道越來越小氣……唉……

「咦樂仔？好耐冇見wor……咦……？邊個黎ga？」佢望住婷婷，好似又嬲嬲地……

爲左避免造成人命傷亡……

「遠房親戚，係我表妹。」

我求其作左個大話，而婷婷好配合我。

點解阿雪會嬲？因爲佢同我表過白，我話未到時候，但佢沒放棄，所以嬲……

「哦……咁你地去玩la，我執下手尾。」佢好放心ge樣……



我做左個ok手勢就同婷婷去玩。

「點解要ak佢我地係親戚？」

「一d原因la。」

佢沒再講過嘢，直至…

「果個公仔好得意」傻鴨……

「想要？」

「係啊！」

「咦籃球wor，我試下la。」

我比左五十個工作人員，然後全中，可以拿一隻傻鴨同一隻Mario。

「Wa……好勁……！」旁觀者拍曬手……

「多謝你樂仔！」

「唔使la婷婷。」

我地之後玩左d其他game：
Gun Shooting 車厘龜
撈金魚 金魚公仔
丟硬幣 恐龍

好彩d野唔大，如果唔係抽死我……

「婷婷……九點la，返去……？」

「好！」

「同埋麻煩你今日煮公仔麵la，好累……」

「懶鬼！不過今日我真係好開心，就幫你la。」

「多謝大人……」

我地搭的的返屋企。

「我沖涼先，你煮定la。」

「Ok！」



15分鐘之後，沖完。

「食得？」

「Yes！」

我食完第一口……

「好食，多謝婷婷……」

「我多謝你就真，我好耐冇開心過la……」佢哭……？

「做咩哭啊婷婷……？我唔使你以身相許wor……」我幽默地說。

「我……我真係……好耐冇試過咁開心，多謝樂仔……！」

「唔使la，開心就好，下次再玩？」

「嗯」

佢行左去我隔離，嘴左我塊面一淡……今次唔係ff……

「當係獎勵你la，一次咋……」

「多謝……」我紅都面曬。

突然我諗到d野。

「不如我地下星期去ocean park？」我問



綁架

綁架

「好啊！好耐沒去啦。」婷婷說。

「咁我約定你ga la。」

「樂仔你真係好好，我求阿媽係冇錯ge」

「多謝你咁睇好我wor。」

「好la，我訓la，早抖樂仔」

「早抖。」

睇黎我要plan好d……

這一星期，我一直好平常，實質我努力咁諗點lum婷婷開心。

我plan好所有野，正在等那一天，點知……

「綁架！」比人爆門，屌，目標好似係婷婷。

「你就係初天樂？捉佢走。」一個綁匪。

「我比你捉。」爲婷婷的安全，比人綁架都可以。

他們看不見婷婷，衹捉我走了……

今次有排煩……



逃走

逃走

「哥仔們，去邊？」我好寸咁講

「關你撚事啊？」硬咽一拳。

「唔好太大力。」某人説。

之後我一直唱歌，途中比人打左幾下。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shit！」

「咪撚唱歌la，依家夏天，聖乜誔？」

「和你分開一百年，捱過今生才遇見……damn！」

「你失戀啊！？shut up！」又食多拳。

「Cause everytime we touch i feel the static and everytime we kiss i swear i could fly……」

「屌你老味吵夠未！？」再食……

不過佢入左我圈套。

「我地到，你睇住佢，我地入去睇睇。」

一個人睇我？史上最on9 ge selection 。

「穿越千年的傷痛，衹爲求一個結果。」

「屌好痛！」佢中計。

佢伸左隻手埋黎我捉住左佢，然後用我ge究極解繩去解自己比人綁個位，同時我綁返佢。

「喂，柒頭，打我啊？？？」我寸寸貢。

我dum低呢句走左。

「On9綁匪拜拜la。」

我發現呢到係西貢，所以搭的的。

「樂仔你去左邊？」



我冇理佢，然而我直接衝去婷婷身後ge果條友，我一野打柒佢，dum左佢出馬路。

「樂仔，多謝你……」

「唔使……」

「你剛才去邊？」

「同綁匪玩遊戲lor，比人打左幾下姐……」

我除左件衫比佢睇。

「樂仔你傷曬……你沖涼先，我幫你包紮……」

「好ge。」

我用左廿分鐘去沖凉。

「唔該你啊婷婷。」

「唔使……我多謝你就真。」

「哦……」

「樂仔……其實我剛才真係好擔心你……」佢哭了……「我好怕失去你……」

「我係到，唔使驚……」我攬住佢。

「以後小心d……」

「好ge。」



醫院

醫院

最近我覺得有d唔舒服，所以我入左廠check。

我並冇同婷婷講。

「初生，麻煩你訓低，我地幫你照下x ray。」

「麻煩你la醫生。」

我訓低左一陣。

「出來la。」醫生繼續「初生，你身體狀況好健康，呢個係好消息。但……」

「但？」

「你頭部有血塊……」

………………

「你講多次？」

「你頭部因受過比較強烈ge衝擊，所以出現血塊，應該係果次車禍引起……」

「咁……我係咪會死？」

「你出現血塊ge位絕對適合開刀，而開刀ge存活率衹有50%，風險爲高……」

「幾時開刀……？」

「下個星期一至日係開刀ge時機。」

「好，拜託你la。星期一開刀？」

「可以。」

今日係星期三，我ge生命可能會隨時消失。

呢幾日我會同婷婷玩癲佢，享受埋可能會消失的生命。

我開始哭……突然我諗到d野……

「喂，係唔係Dr.Fong？」我打左個長途電話去美國。



「係樂仔？有咩可以幫到你。」

「我想問去美國進行腦血塊手術ge存活率有幾多？」

「80%。如果想確保100%到可以，不過你會訓一兩個月，之後先醒，如果你下星期二黎到，我可以
幫你做。」

「好，我要100%果個。」

點解我會揀訓兩個月，因為我醒ge時候都衹係十月都未到，唔會miss學校ge課程，又可以確保唔死
。

由於我係醫院門口到打電話，係冇人知ge。

「樂仔……」有一個女仔叫我……「你講ge野我聽到曬……」

WTF，女班長……

女班長叫陳心愉，一個善良的女孩。

「我個friend咋，佢……」

「唔洗呃我！我由你檢查到依家都跟住你！」

「冇事，好小事咋，唔好爆我出去。」

「小事？你隨時會死ga！」

「我……」

「我依家同你阿媽講！」

「冇用，佢係非洲。」

「咁……」

「夠la。」我衝埋去攬住佢「冷靜！我唔會死，我一定可以冇事，信我！」

「好……但……」

「唔使但係la，幫我守住秘密，可以？」

「知道……」

「乖。」

之後我走左，我知佢一定爆，所以我改左今晚就搭飛機去美國紐約。



「婷婷！」我見到佢。

「咩事？」

「你沖左涼未？」

「未。」

「快d去沖。今日有特別事。」

我見佢入左廁所，我求其執左d行李就走左。

對唔住，婷婷……



失蹤 紐約

失蹤 紐約

我飛的去機場，帶左成千萬美金，以便不時之需。

＿＿＿＿＿＿＿＿＿＿＿＿＿＿＿＿＿＿＿＿＿＿＿＿＿

在家裏。

「樂仔！你去左邊……」

此時，婷婷見到一封信。

婷婷
我有d事飛左去另一個地方，多謝你，帶給我一些美好的回憶，照顧我……

有緣再會！

＿＿＿＿＿＿＿＿＿＿＿＿＿＿＿＿＿＿＿＿＿＿＿＿＿

CX759航班現已可以上機。

冇錯……

今個暑假真係柒唔夠……

比車撞，七刀，血塊……

唉……

我開whatsapp睇下，發現婷婷sd左五十幾條訊息黎……
「樂仔你去邊？」
「出左咩事……」
「答我！」

＿＿＿＿＿＿＿＿＿＿＿＿＿＿＿＿＿＿＿＿＿＿＿＿＿

……………………

「點解……點解唔覆我……」

樂仔……點解你要dum低我……

樂仔……



＿＿＿＿＿＿＿＿＿＿＿＿＿＿＿＿＿＿＿＿＿＿＿＿＿

我已經上左機，臨上機，我send左一條訊息比婷婷。

＿＿＿＿＿＿＿＿＿＿＿＿＿＿＿＿＿＿＿＿＿＿＿＿＿

「很快再見，等我。」

「你返黎啊，我唔等！我要見你！」

樂仔，返黎啊……

Send左上面果句，衹有一個灰

樂仔！！！

＿＿＿＿＿＿＿＿＿＿＿＿＿＿＿＿＿＿＿＿＿＿＿＿＿

我開左飛行模式，就上左機……

希望心愉唔會爆出去。

於是過左唔知幾多個鐘，到左紐約……

＿＿＿＿＿＿＿＿＿＿＿＿＿＿＿＿＿＿＿＿＿＿＿＿＿

7C group

……

心愉：「大家，樂仔有腦血塊，我搵唔到佢，大家幫手。」

阿言：「下……堅……？」

日夜：「唔好嚇我……」

月夜：「樂老大wor……」

肥仔強：「點解會……」

霆雪：「樂仔……」

心愉：「我知係因為我去醫院覆診ge時候見到佢，我偷聽曬佢ge身體狀況……」

阿言：「連你都搵唔到……點搵？」

肥仔強：「都話你on9架la，搵白雪婷就得la。」



心愉：「邊個黎？」

肥仔強：「佢親戚。」守秘密！！！

日夜乜都唔理，打左俾婷婷。

「喂？」

「有事快講我想靜下。」

「你知唔知阿樂佢出現腦血塊……」

「佢……」婷婷崩潰，哭了……「佢去左唔知邊……dum低我……」

「哦……」

婷婷cut左。

心愉：「佢去左美國唔知邊到。」

大家：「點搵啊頂……美國好大……」

唉……

＿＿＿＿＿＿＿＿＿＿＿＿＿＿＿＿＿＿＿＿＿＿＿＿＿

紐約，陌生的地方。

好靚……

有機會ge話，希望可以同婷婷一齊黎。



陰陽相隔

陰陽相隔

呢幾日，我去左好多地方參觀散心。

終於，星期一……

「Hi Dr. Fong 」

「好耐冇見la樂仔，最近點？」

「你知我咩事la。」

「係，麻煩你訓上去，我幫你照多次x光。」

「好。」

訓左一陣，終於完事。

「點啊醫生？」

「你自己睇下，你有兩個腦血塊，手術存活率爲20%，額外訓兩個月。」

「好，唔做都係死，做la。」

雖然表面睇，我好似唔怕死，但認真的，我都係有d驚……

不過學張家輝話

「做人唔好怯，怯你就輸成世」

所以，我決定乜都唔理。

Send條 message 比婷婷先。

「如果半年後我沒回來，你走吧，這證明我已死了，希望我可以活下來，不想陰陽相隔。」

「初天樂，準備做手術。」

「係。」

終於開始了，代表我人生的戰鬥……

八個鐘後…



夢中

「死神，乜又係你……」

「我衹係報你ge身體狀況，恭喜你，成功活下來，手術冇任何出錯。」

訓多兩個月，就冇事la……



回歸

回歸

兩個月後，9月30日……

「嘩早晨，咁快就兩個月la。」

「係啊。」Dr.Fong

「仲有d頭暈……」

「你太耐冇行過姐，明天你可以出院。」

「好。」

我onon99咁過埋呢日。

第二日，身在機場

撲你個街，得夜機……

算，照坐。

明早五點才到，要返學，但飛機上點訓……

算la，捱得就捱。

我買左飛，買左d手信。

CX487可以上機。

罵我死白痴？

算la，上機抖下。

唔知幾多個鐘後，終於落機la……

呢個timing，我發現我唔記得拿返部手機……係飛機到……

屌你好彩舊版姐……

我拖住個行李箱都阻唔到我化生保特，我以9秒9速度去上的士。



返到屋企六點半，呢個時候婷婷應該係房訓緊，等我叫佢la。

我開佢房門，佢真係訓緊……

「樂仔……你幾時返黎……」佢發夢？

夠鐘叫佢la。

「婷婷，婷婷，醒la，你訓到隻豬咁。」

「邊個啊，明明冇人係屋企，你入黎偷野……？」

「唔係啊，你打開眼睇清楚d。」

「樂……仔……？我發夢？」

「唔係。」

「樂仔！」佢攬住我……

「你終於返la……，我等左好耐，呢兩個月我都好唔開心。」

「今日我地一齊返學la。」

「好。」

我求其煮左d早餐

「好懷念你煮ge野……」

「食多d la。」

食完，我地搭馬鐵返學，行上去學校，但係傾住計。

到學校，返到課室。

「白雪婷，你遲到wor。」疑似班主任ge人。

「對唔住……」

過多左十秒我先入去。

「好耐冇見la咁多位。」我笑哈哈地說。

「阿樂！！！」
「樂哥，你返黎la！」
「男神大人！！！」



「你去左邊，兩個月la……」

睇黎呢次失蹤，都影響到幾多人……

算la，返到黎算好彩+命硬la……



同學聚會

同學聚會

我返到去上第一堂冇認真，週圍傾計，老師捉唔到

終於傾到第一個小息，真係你老母la，校長黎搵我。

「校長，比十秒我。」睇佢ge樣想知我咩料唔返咁多日學，我比化驗報告佢就ok la。

校長室

「坐低先。」

「係ge校長。」

「我想知你冇返咁耐學ge原因。」

「腦血塊，兩個，唔信睇下份化驗報告……」

「原來，合理原因，冇事la，可以出去。」

「唔該校長。」

見完校長，總算鬆左口氣……

返上去小息la。

我一入去就聽到撲街肥仔強把聲……

「阿樂，你黎就啱la，今晚諗住搞8C班ge第一次同學聚會。」

「是但la，幾好，邊個係班會主席？」

「本身係你，你唔係到ge時候雪婷幫你頂左廿日。」

「我……？算la，總之唔該婷婷。」

「婷婷……叫到咁親密ge……」心愉出聲……

「我係佢親戚 a ma。」婷婷說。

對唔住，婷婷，要你陪我講大話……

「原來係咁……」



「講返今晚去邊先」肥仔強插嘴……

He save me from danger……

「咁……不如去我屋企？我屋企好多位，容納到30人，唔準上第二層，同埋肥仔強和阿言要幫我打掃
，好冇？」

「好！」全班除肥仔強和阿言。

「屌你……」佢兩條友好無奈。

「我會煮飯la，唔使買d咩黎。」

然後好on9咁上埋其餘ge堂，終於四點二！

「打鐘la，準備出發！」我大聲叫。

「Woooooooahhh。」全員大叫……

今日係星期五，唔使理幾點走la。

搭左四十分鐘車，到站！

「請大家除鞋放去果邊，然後可以入去ga la。」

「嘩……好大……」成班友感歎……

「你地慢慢玩下先，我去煮飯先。」

「男神仲識煮飯？！」一班女仔大叫。

「我煮得好過佢la。」肥仔強？

「收皮la你。」班女同日夜大叫。

全部人都笑佢。

「前菜，沙律。」我終於整好第一個野食。

「婷婷，幫手拿碟and餐具比佢地。」

「係！」cuteee！

「這……是何等的份量……」霆雪問。

「之後先痴線。」我回答。



之後出左d羊架，牛扒，意粉。

佢地食飽我都仲有存貨，屈基呢？

「好la，既然大家食飽，就玩下遊戲，邊個有好提議？」

「黎呢到呢到。」

「阿言同肥仔強？請講。」

「搵全班女仔猜，輸曬果個要錫阿樂個嘴，第二同第三個分別錫一邊面。」肥仔強講ge同時，阿言
奸笑了……報打掃ge仇？

「好野！！！」好你老母……

「唔好玩la……」

「你試下唔玩？我知你好多秘密。」

Mammy,help！

「得，對唔住大佬，我玩……」無奈……

佢地分左三組猜，輸出來決賽ge係婷婷，心愉，雪……

「嘩依家三位選手都叮噹碼頭，依家保住左錫ge權利，爲錫嘴而戰！」頂你肥仔強，今日微生物你
都要掃到，唔係唔放你走……

「結果出現la！第三名係李霆雪，第二名係林心愉，第一名係我地ge副主席白雪婷！請由第三名開
始先。」

「霆雪……其實你可以唔錫……」

「我唔會放棄。」

佢鍚左我塊面，有口水漬……

「有請第二名。」肥仔強，我唔殺你我唔姓初……

「心愉，唔使勉強自己wor。」

「上次你救我ge恩，依家有機會la。」

佢錫左另一邊面……

「第一名，白雪婷！」



「Woooooaaahh！！！！」成班撲街……

「第一名比較特別ge，就係要坐上樂仔大脾夾住佢，再用french kiss
la，30秒先可以放開or重新黎過。」肥仔強……

「阿言，完事後幫我拿把刀出來，thanks。」

佢比左個ok手勢我……

「婷婷，你可以唔錫。」

「上次我同你一齊係我間房訓已經比左初吻你la，我唔會怯！」

佢講完呢句，大家又係到wooaahh聲。

霆雪好嬲……

之後佢行過黎我到，坐着我，夾着我，就錫我……

「Wooooooaaaaaahhhhh！！！」大家紛紛拿手機影相錄影……

我地一直錫，佢條脷，我feel到曬，仲有唾液……

「30秒，完！」肥仔強，一分鐘都黎la……

霆雪隻眼on fire，心愉呆左……

我地 ge 口水絲仲留係嘴邊，婷婷起左身。

「Sorry ah婷婷要你咁。」

「唔使」

「大家，咁呢個遊戲就玩完la，不如我提議下一個遊戲。全班猜，輸左個五個每人打如智強一拳，好
唔好？」

「好！」

「阿樂，你咁殘忍……」

「U too。」我微笑。

最終，我，阿言，日夜，霆雪，心愉贏左。

「肥仔強，你死la，有日夜，霆雪」

「No fuck！」



搞我ge報應。

「大家，打la！」

「屌……頂你……好大力啊！！！」淫……阿唔係係慘叫。

「你玩我a la。」我好寸。

「樂大佬，以後唔敢……」佢㩒住自己比人打果個位。

大家之後吹左好耐水。

「大家，依家夜la，十點la，想走ge話可以走先。阿言，肥仔強，打掃！去左邊？」我問。

「佢地偷走左。」某位男同學。

撲街……

電話響……

「肥仔強死返黎。」

「拜拜毛毛。」

頂你個肺……

「不如我幫你？」日夜。

「日夜，好兄弟！」

之後陸陸續續都有人走，衹有我，婷婷，日夜同心愉係到。

「心愉，十一點咁夜你仲唔走ge？」

「我父母出左國，一星期後返，屋企冇人，唔記得帶鎖匙……」

「下……咁……」我應該點……？

「係我屋企住？」我問。



寄宿

寄宿

「係我屋企住？」我問。

「下……好似唔係咁好wor。」心愉怕羞？

「喂，心愉，好機會啊，你唔係鍾意阿樂咩？」日夜，咪亂講la……

「喂呀你做咩講出黎啊！」

真的？

「日夜鍾意邊個le?」

「對唔住心愉姐，唔好爆，我錯。」

「係先好ah 你。」

「請問剛才的說話內容是否屬實？」婷婷問。

「唔係。」心愉，做咩要呃佢……

「Ok我問下姐。」

「好la，你決定好未啊心愉。」

「係你屋企住一個星期la。」

「好啊。」

「我打掃完la，走先，唔阻你地3P la，拜拜。」日夜……

「屌你la日夜，返屋企食塵la！」

佢收拾好就保特鳩衝ge狀態走左……

「心愉，你去沖涼先la，冇衫問婷婷借la。」

不過以婷婷心地，未問已經拿定出來la。

我開始用老母教ge地獄外掛打掃程式去打掃執手尾，呢d小事用五分鐘夠曬la。

「咦你沖完涼la？」我問。



頭髮濕漉漉，一條短褲，加件短 ge 白色'Tshirt，完全透曬著係入面ge黑色內衣。

衹有一個字可形容此美景：索！

爲左唔比佢發現我gup佢，唯有轉移視線……

「係啊。」佢發現唔到，好彩姐。

「我帶你去客房la。」

「好啊。」

我好似個導遊咁，首先用五分鐘帶佢了解呢間屋，再帶佢入佢間房。

「唔該曬啊樂仔，冇你我要訓街la……」

「唔緊要……」我把口話就係咁話，但日夜傳左呢件事出去ge話，我會撲街……比人話我玩3P咁就唔
好la……

「如果冇咩ge我出去沖涼la，你自便la。」

「好。」

行去沖涼時，經過婷婷間房，順便問下佢明天做乜好。

「婷婷……」我打開佢房門……

「樂仔！我同你講過幾百億次，敲門！我換緊bra啊死出去！！！」

「屌！！！」

我比佢一野踢左我出門口，踢中我子孫根，痛

過左廿秒，婷婷開門。

「入黎la。」佢依然帶住憤怒同時害羞的感情……

「於是，你搵我咩事？」佢問。

「是咁的，我想問明天有冇想去ge地方，因為明天沒乜野做。」

佢諗左大概成分鐘，終於答我。

「你個衰人，上次明明應承過我去海洋公園，又唔同我去！今次一定要去！」佢講下講下哭埋出黎…
…

「做咩哭啊……」我應該比咩反應……



「上次你一聲唔出就走左……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我有幾擔心你啊……」佢哭到好似我就死咁……

「以後以後唔會la，好唔好？」

「你係先好講，反口ge話我唔會原諒你！」

「係ge公主！」我以一個扮騎士ge語氣去應承佢，令佢更加信我。

「咁你明天唔好唔起身。」我奸笑「如果唔係……嗯……冇早餐食！」

「係ge，爲左早餐，我一定會起身！」佢真係好純好得意……

之後我都要問下心愉意見，確保明天ge行程。

今次我好撚醒目，終於識敲門，成就感超高！

「入黎la。」

我打開房門，見佢拿住本小簿。

「依你忙緊？」我問。

「唔係，睇下班上面今日有冇人違規姐，搵我有咩事？」

「冇野，想問下你明天想唔想去海洋公園，因為放假冇乜野做。」

「好啊，求之不得！好耐冇去la。」佢好開心咁wor……

「咁明天九點半起身，比我爆你門就唔係咁好la係咪？」

「哦……」

說罷，我沖完凉刷完牙吹完頭就去左訓，好撚累……

希望今次冇意外會發生……



Ocean Park

Ocean Park

「Hey Good morning ！」我爆婷婷門後大叫。

「訓多陣la……」婷婷仍然唔肯起身……

「哦，咁冇得食早餐。」

「對唔住，我起！」

說罷，佢衝左去廁所

之後我再爆心愉間房。

「喂，早晨！」我大叫。

「早晨……」佢睇落啱啱醒……

「整理好就落黎la。」

「Ok」

我係客廳煮完早餐，佢地就啱啱落到黎。

「時間啱啱好，大家坐低la，今日爲兩位而設ge早餐係蕃茄湯通心粉配火腿奄列，慢用！」

「樂仔，咁你食乜啊？」心愉問。

「我不嬲唔食早餐……」

死la，好似唔記得左d野tim……

「樂仔，你應承過我d咩？」婷婷，唔好發火……

「以後要食早餐……」我好似被馴服ge小童咁……

「咁點解唔食？」

「我唔記得左，算la，一日姐……」

「唔得！你食我果個la，我未食過。」

我發現坐在另一邊ge心愉傻眼了……



「我食一半la，同你一半ok?」

「哦……好la，咁先乖a ma。」

我拿左個細碗，拿左婷婷份早餐ge五份之二。

心愉好似覺得我地放閃……

但其實我唔鍾意婷婷，我衹當佢係我妹妹……

我都好撚耐冇食過早餐la，發現自己ge手勢都ok……話曬都訓左兩個月……

我好快食完，我等佢地食完先洗碗。

十五分鐘後。

「兩位小姐，行得未？」

「行得la！」

我地搭巴士去金鐘轉車去 Ocean Park 。

我強調多一次：

I hate taking all fucking bus that's slow！

又係粒幾鐘……

十一點半，到站。

我地排左五分鐘隊，就買到飛，星期六始終好過日。

個售票員好似睇我唔順眼，見我好似冇乜錢就想叫我快d走，所以我用一個比較寸ge方法，我打開我
銀包，入面有兩萬，佢睇到O嘴，我走左都發覺唔到。柒到呢

「售票員個樣做乜……」心愉問。

「唔知le。」我心裏暗爽。

我帶兩萬，但其實我唔會曬錢，今日最多用千五。我唔係敗家仔。

「入去未？」

「入la！」兩位小姐很興奮。

入到去，佢地兩個都好high咁。



「我地坐欖車去對面先？」我問。

「Ok！」

今日無人阻住，彷彿地球轉快左。

排左唔夠十分鐘就上到車。

風和日麗的天氣……很清爽……

「嘩……風景好靚ah！」婷婷感嘆……

「懷念……」心愉睇落好似好耐冇黎過。

而我？六月比班損友拖左黎OP，話要challenge我，點知玩翻天覆地ge時候……

肥仔強驚到甩蹗。

阿言驚到甩褲。

日夜嘔……

我就仲嘆過食tea。

從此以後，佢地唔敢challenge 我，成班87

呢段回憶，永遠係中一最好笑ge！

「我地不如討論下玩咩？」我提出。

「我地唔知wor……」佢地ge回答就係咁。

「我知la，跳 樓 機」

「哦，好la……」

我地去到另一邊就出發去跳樓機。

「咦，你地驚驚啊？」我挑釁。

「梗……梗係唔驚la……」心愉，是一個不誠實的小孩，今次中計la。

「婷婷le?」我繼續問。

「我……我點會驚wor！」

再一個中計。



其實你地係怯ge，想呃我？

你地害怕ge眼神已經出賣左自己la。

「入去lu！」

「哦。」佢地無奈地步入她們的地獄。

已經到左冇得返轉頭ge地步，衹可繼續向前。

佢地一步，一步咁接近跳樓機，個樣就好似被處死準備行刑咁，見到都心痛……

不過我一定要幫不誠實ge孩子們好好咁上一堂！

對唔住la……

話咁快，已經戰戰兢兢咁坐左上去。

部機慢慢升上去，到最高點ge時候，我偷窺佢地，佢地手震腳震……

「啊！！！！！」尖叫聲令我好辛苦……

而我仍然處於 tea mode

佢地由落去果下開始叫，直至完ge時候。

「好好玩ga姐。」我忍著笑。

「係啊……」

表情再次出賣了自己，我其實唔想ga，不過你地keep住講大話，唯有繼續上堂，辛苦曬！

正所謂先苦後甜，梗係虐待下佢地先la。

等我順敍講之後玩乜。

翻天覆地（佢地嚇到甩底褲）
瘋狂過山車（撞到個頭痛痛地）
小醜（金翅撲街鳥，佢地）
M記食野
熱帶雨林（濕曬）
雷霆節拍（暈）
攤位遊戲（幾隻公仔）

時間，真係過得好快，不知不覺已經五點半……



「今日開唔開心？係咪好刺激呢？」

「係……」此時此刻，佢兩個到極限……

我玩得太盡tim……Sorry ah……

「下次再黎過好冇？」

「好！」

「無謂講咁多，去食野先，你地想食乜？」

「不如去出羽櫻？」心愉提議。

「好。」睇落婷婷都好耐冇食鐵板燒。

於是，我地搭住架撲街巴士返金鐘，再轉MTR去紅磡。

途中，發生左d好好笑ge野……

「嘩……部電視個公仔，咁好笑ge，哈哈……」婷婷大叫……

「你第一次搭呢d車……？」

「我衹搭過馬鐵，同你一齊果次……」

心愉無言……

不過，上車後先好笑……

「嘩……上面d站識發光ge……」婷婷……你幾歲……

心愉又再次無言而對……

「婷婷……除左馬鐵同東鐵……其他基本上都有呢個發光ge野……」

「哦……」

最後……終於到目的地出羽櫻……

「老板你好，唔該三位！」我叫。

「係，呢邊請。」仁慈ge中年男就係呢到ge老板。

我地坐低左，見到餐牌有好多野食，於是求其叫左d。

三文魚，北寄貝，鮑魚，牛扒，帶子，面豉湯，沙律等。



食左大概一個鍾後，真係好飽……

埋單都唔貴……大概1000。

「返屋企la?」我問。

「好！」

我唔撚想坐巴士，所以坐的士。

半個鐘後終於返到去。

婷婷去左沖涼，然後……

「樂仔……」

「咩事啊心愉？」

「我鍾意你……」

「下……」

「如果要你揀，揀我定佢？」

突發性進展！？



決擇

決擇

「揀我定佢？」

心愉，你玩9我咩……

就算愛因斯坦上我身都係答唔到ge世紀難題，竟然就係呢四隻字……

「揀我定佢？」
「揀我定佢？」
「揀我定佢？」

呢四隻字，點解會令我咁煩惱……？

因爲其實我當婷婷係妹妹，當心愉係好朋友。

而我，從來沒鍾意過佢地……

經過我深思熟慮之後，我揀左個安全少少ge方法。

「揀唔到……」

「揀唔到就當你揀佢！」

金翅撲街鳥…

「答我！」

咁大聲……

點做好？有冇人救我？

「男仔要令女仔收聲ge方法如下:自拍，話佢儀容有問題，錫佢一啖。」

「呢d係我玩RPG攻略遊戲得出來ge結論。」

我諗起阿言呢條毐L講ge野……

大家，請注意，係RPG唔係真人攻略。

不過……已經冇辦法la，就信阿言ge RPG結論la……

首先由低做起。



「其實……」

「肯答la？」

「不如自拍一張la。」

「你答左我再影。」

Attempt 1

Failed

「咦，你嘴唇隔離有d野wor，頭髮都好亂wor。」

「我自己會整，你答左我先la。」

Attempt 2

Failed

……………………

唔通，要解放大忌……

我唔想咁做……

但係為左保到條命，衹可以搏la！

我錫左佢額頭一淡，佢即刻靜左。

「你……你做咩姐你，我玩下咋wor你咁認……認真……」

「你早講，我腦力比你耗盡……」

「今次就算la，冇下次。」

「自作自受la你。」我笑佢。

睇黎今次ge擔心係虛驚一場，不過……

「樂仔做咩kiss阿愉……」婷婷，你幾時係到……

「拿，件事呢」解釋下刪四百字。

「哦，咁即係你抽水la？」

「No！」



屌，比人誤會……



溜冰場

溜冰場

被屈抽水ge事我用左好耐ge時間，終於令佢相信，謝天謝地……

「兩位ojou sama(大小姐)，明天係星期日wor，你地想去邊ah？」

「下，好難諗wor，我唔係成日行街架wor……」心愉，乖女孩！同學校d人，嬴曬！

「咁婷婷le？」

「下，我唔知wor……」

大佬正常女仔應該好鍾意行街ga wor……

不過，我睇得出，佢地係唔正常ge女仔

「咁……我決定la，mega box好唔好？」

「好，我未去過。」婷婷，你真係咁大小姐咩……

「咁心愉le？」

「無乜所謂，跟樂仔la。」

「Ok，十點起身，唔起冇得食早餐，就咁la，散會。」屌我當左呢個係班會tim……

說罷，都成十點la，梗係入房打下機la。

玩PS4 NBA 2k17 my career 。

我入左 Philadelphia Sixers，雖然今季有大帝 Joel Embiid
爆發，但係唔可以唔話佢依然係一隊平凡ge隊伍。（純粹個人意見，希望七六人球迷別生氣）

我今年係第十四順位被選中，由我帶領ge球隊暫時打左四十場，以二十八勝十二負排東區第三，戰
績算ok。

玩左唔知幾多場，大概十二點就收手，然後開電腦同阿言玩 Overwatch，不過唔係同佢一隊。

通常我地分開ge結果，唔係平手就係我隊team輸，不過輸慣就算，至少努力玩過……

玩到兩點機都未off就掛撚左係張床到。

我爲左訓得舒服先夜d訓，因為明天要帶住兩位ojou行街，一定消耗好多體力……



「起身la契弟！」九點ge時候，鬧鐘響起。

「起la起la……」唔知點解我會應佢，我咁樣好似個on9仔咁……

我即刻去刷牙洗面然後再換衫，之後仲要煮早餐比兩位懶訓豬食。

九點五十五分

我煮好早餐，最後ge使命就係吵醒佢地。

平時我習慣叫婷婷先ge，不過今次去心愉個邊先la。

「十點la，麻煩起身……」我又闖禍了……

「死出去！！！」

佢換緊衫，我見到佢著咩色……

子孫根被踢，受到極嚴重傷害……

「咁似……Draymond……Green ge……」

Draymond Green，NBA 勇士隊23號球員，絕招係踢春袋，而心愉啱啱ge踢法同佢一樣……

我痛到起唔到身，佢出黎ge時候我都未起到……

「喂……你冇事a ma……」佢好慚愧ge樣……

「你覺得le……」我依然㩒住子孫根。

「對唔住……」

「Ok……」

「我今日著咩色？」

「白色………………shit……」一時口快講左tim，咁佢咪會知道我睇到……

「死人頭，你真係睇到ge！唔理你啊。」

子孫根再受重創，佢ge腳法其實可以入足球隊……

「啊！！！！！！」我痛到大叫。

過多兩分鐘，終於好好多，然後再去叫婷婷。

「婷婷，起身la……」



「我講過幾多次……敲門！」

子孫根又受到傷害，今日第三次被踢……

我心諗：連你都係……足球隊……

佢出黎ge時候，我依然㩒住子孫根。

「樂仔冇事a ma？Sorry ah 我大力左少少。」

呢d叫少少？

「冇……事……」

「伸隻手出黎la，我扶你起身。」

婷婷，你竟然衹係踢一下……多謝你……

「唔該。」

之後我帶住傷痛堅強咁行左落去……

我明白左一個道理……

男人的痛，除左冇錢冇女，就係子孫根受傷……

成程早餐，心愉每次望住我ge眼神，都好似當我仇人咁……

食完呢餐，佢ge態度開始轉回，睇黎唔使驚la……

「兩位，出發未？」

「行得la。」

冇錯又要坐MTR la，我爲左方便，所以已經幫婷婷整左張八達通。

今日終於可以以極速入閘，感動！

我地轉左兩次車，歷時四十五分鐘，我鍾意MTR咪就係因為快過 fucking bus lor。

「終於到la。」時間太漫長，四十五分鐘就似過左半日……

我地行左入去mega box，真係好大……大過我屋企（雖然係人都知）

「大小姐們，我地去邊好？」



「週圍行下先？」心愉提議。

大家點頭話好。

我地行昀成個商場，大家都有自己ge心水。

我買左部Note7(explosive)，玩下姐，係Note5，原因係之前果部iphone唔記得攞落機，呢幾日我
都係用返部舊機……

心愉買左個新袋，佢話好想要個新靚袋，雖然夠錢，但係唔捨得，所以我送左個比佢。

婷婷買左個公仔，話冇野攬住訓唔著wor……

之後都冇乜野做。

「你地仲有冇野想做？」我問。

「溜冰。」這句出自婷婷口中。

「好！」心愉……

死la，我未溜過wor，我肯定會撲街……

不過如果我而家say no，佢地會唔開心……

得，照上！

「好，行la。」

去到之後，我乜都冇諗。

衹係諗緊點撲先會冇咁柒……

當我著好鞋，起身，開始感到恐懼……

「做咩啊樂仔，你唔開心？」婷婷，多謝關心……

「冇野，驚跌親姐。」我強顏歡笑……

「你咁勁，冇事ge，你第一次溜？」心愉，唔好咁睇好我……

「哈哈我收硬皮la今次。」

「唔準爆粗！」唔記得心愉係prefect tim……

我慢慢，慢慢咁一步一步咁行去溜冰場……



佢兩條友究竟係純粹靠害定想報Ocean Park ge仇……

早知係咁我就唔玩咁大la……

而家自食其果……

我去到入口，停左一陣，突然……

「Let's go！」婷婷一野推左我出去……

我好細聲咁爆左叫shit，之後就好型(柒)咁撲左落d冰到，仲要著短衫褲，痛死……

「乜你咁癈ga……」佢地擺明寸我。

「Sorry lor 令你地咁失望。」

「我地扶你la。」

佢地伸手拉左我上黎，然後教我點平衡，點溜。

沿途佢地一人一邊拖住我。

「D重點記曬未？」婷婷問。

「唔係好記……」

我未講完佢地就鬆手，擺明陰我……

我即刻照佢意思做，真係得左……

「我地一早知你掂la。」

佢地一講我又撲低……

經過一粒鐘ge努力，我得左la。

「勁wor樂仔，咁快掂。」

「多謝。」

我ankle broken，真係好累……

換完鞋之後終於可以返歸……

「今晚我煮飯，想食咩？」心愉主動提出。

「呢d係我負責ga。」我唔係好想辛苦佢。



「沒理由白食白住ge，一日la！」

「咁我要公仔麵la。」我驚佢爆左我廚房，所以麵就算。

「Me too 。」婷婷答。

之後我地又搭四十五分鐘MTR返去



回家

回家

「好耐冇食過公仔麵，雖然耐人尋味，不過麻油始終唔夠黑麻油正。」我感嘆……

婷婷沒出聲，可能因為太正，佢食左兩包……

「肥豬。」我挑釁佢。

「咩wor，唔肥就得la！」的確，佢身材好係事實……

「唔怪得之你成日受傷入院la，成日惹事，自己拿黎衰……」

其實我幾時有惹過事，從病歷例明受傷ge原因可以証明我冇惹事，我係無辜ga……

不過算la，我黑仔本身就係命運，入廠係正常……

「Be my bad boy be my man be my weekend lover but don't be my friend 」

Cascada ge Bad boy？

「邊個電話響？」我問。

「我，唔該樂仔。」心愉揀歌都幾有taste。

「喂媽咪？」

「阿愉，我地出trip意外地順利，而家返到屋企la，你係邊啊……」

「我係同學屋企訓左幾晚，冇帶鎖匙……」

「邊個咁好收留你？」

「初……天樂……」

「果個靚仔？你溝到佢咩？」

「咪玩la，我地係朋友黎ga，更何況佢屋企有另一個女仔同佢住。」

我見佢好緊張所以行左埋去偷聽，佢發覺唔到。

「咁真係可惜la，比人搶左你男神，你點算ah？」

「唔知ah……啊！！」



「咩事啊阿愉」

「死la，樂仔偷聽曬la……」

「我聽唔到。」我真心！

「叫佢聽，我想同佢傾。」

「得我開speaker。」佢好緊張……

「你好啊阿樂，我係阿愉媽咪啊。」

「你好伯母，唔知搵我有咩事？」

「多謝你幫手照顧我個女。」

「唔使客氣，我唔放心一個女仔係街上流浪。」

「你真係好人，下次一齊飲下茶？」

「邊好意思要伯母破費啊。」

「唔緊要。」

「咁下次la。」

「阿愉，我幫左你ga la，加油！」

Cut左……

「加咩油？」

「Utitydii…………冇野，我返屋企la。」

「而家成九點lor，訓多晚la，夜la。」

「好……」

唔知係咪呢兩日太累，我九點半就訓左……

「起身la柒頭！」鬧鐘……

「我明明係沙發訓，點解會係間房……？」

我張書枱有紙條……

內容如下:



我地兩個好辛苦咁搬你入來，係有代價ge，望下個時間。

七點五十分……

撲街改我鬧鐘響ge時間，死la遲到la……

我趕頭趕命飛的，都遲左十分鐘……

「唉，好彩我係欄杆爬到入去，如果唔係實食違規，依家安全！」

我即刻飛返班房。

一開門，發現冇人，我知自己被人玩……

Today is holiday ……

我無奈咁返屋企。

我返到去開門，佢兩條友大叫 suprise ……

激死我……

「傻仔！！！」

「唔鬼理你地……」

「玩下姐，唔好嬲la……」

「冇下次」

「Yes sir！」

「我要返屋企la。」心愉說。

「我送你？」

「唔使麻煩你la……」

「好，咁我開門比你，下次見。」

「拜拜。」

屋企又衹餘下我和婷婷……

叮噹……



我開門，心想以爲心愉拿少左野……

實際上……

「老……豆？」



離家

離家

咩情況……佢理應出左美國做生意……唔係三個月後先返。

「Hello老豆，歡迎返黎！」

佢一入到黎，就坐係沙發……

我循例都要倒杯水比佢飲。

過多左陣，佢由笑，變成嚴肅，代表佢而家講ge係認真同重要ge嘢。

「阿樂，其實係咁ge，我開會ge時候，有條友話所有人想達成協議就需要唔俾個仔返屋企半年，大
家都開始左，你會唔會幫我？」

喂咪撚住先，呢個協議條件會否太on9……

「咁有咩規則要守……？」

「第一，除行李，其他野一律禁止帶走。」

「第二，你呢半年絕對唔可以踏入家門一步。」

「老豆，我而家去執行李……」

鬼叫你係我老豆，如果唔係我賴死唔走……

我執左好多電子用品，校服，街衫等……

一個好大ge行李箱比我塞爆……

敲門聲……

「入黎la。」

「樂仔，認真ga？」婷婷……

「係啊，咁代表你要返屋企，我老豆照顧唔到你，你要搵你屋企ge女僕照顧您，真係sorry，要你走
……」

「你黎我屋企訓？」

「我想試下自己黎。」



「但……」

「得la，相信我，唔好理我la，我大心臟！」

「咁我返屋企la……」

「去la。」

佢走左，呢一刻，唔知點解我一直諗起佢……係因為我不知不覺當左佢係家人？定係再深一步？我唔
知，我衹知道而家我要幫老豆。

過多半個鐘，我去左客廳。

「老豆，我去la，下次見。」

「阿樂，要你咁辛苦真係對唔住，不過就幫我一次la，之後我會補償……」

「得，明ge，生意重要，你加油la。」

「叻仔，不過你要無穿無爛咁返黎，知道？」

「係ge，我真係走la，下次見。」

「嗯，小心d……」

我踏出家門後，望多左陣屋企，因為而家唔望就半年後先可以望……

呢d就係我ge命運，定係純粹黑仔？講真，冇人知，我衹知道從今以後終於要靠自己……

我條命都幾硬，一定可以捱過去……

一定要！

第一步，我需要搵part time 。



Part time

Part time

冇錯，香港有唔少食肆商店……

但係我應該揀咩好？

冇理由on99咁去肥仔強老豆間店打工，分分鐘比人斬……

阿言老豆同我老豆同lv.，唔使請人兼職……

點好……？？？

屌唔好煩la，搵間少人ge西餐廳la……

我屋企附近有間Itamomo，唔多人，啱我！

我一開門，真係冇乜人，理想啊……

「歡迎光臨，先生一位？」一個睇起黎大我少少ge女仔講ge。

「我黎見工ge，我想搵份part time放學後做……」

「咁你等我，我去叫老闆，你請坐la。」

呢個女仔，又靚態度又好，滿分！

「樂仔？」

唔撚係掛，你係老闆定路過？

「你係？」

「霆雪阿爸，呢到ge老闆。」

李老闆……可唔可以爆粗……

「咁我想係呢到兼職，可以？」

「你未夠歲數……」

「呢層完全唔使擔心，我有阿爸申請ge特別許可證。」

「咁好la，你返幾耐？」



「呢六個月如果屋企一直沒特別事件發生，我應該做足六個月。」

「其實你點解要打工？」

「唉，因為老豆……」下刪二百五字

「份合約咁撲街，如果係我我唔會簽……」

「其實老豆都係爲我地著想先簽，除左訓練我ge求生能力，佢仲賺唔少tim。」

「佢有你呢個孝順仔真係好，得la，我決定左la，你係到做la，至於住屋方面，我屋企真係唔方便，
個女更加會發癲，雪瑩你屋企ok？」

「點解你個女會發癲？仲有邊個係雪瑩？？？」我問。

「你好，我係林雪瑩，今年讀培僑中三，如果你冇問題可以去我屋企訓ga
wor。」呢個係啱啱我一入黎見到ge果個靚女。

「唔麻煩你咩？」我問。

「完全唔會，我屋企得我一個，有個男仔陪我傾計都唔錯。」

「多謝……循例我都要介紹一下自己。我係初天樂，今年讀培僑中二，我係一個本身要訓街ge人。」

「咩話？初天樂？」除左雪瑩，係唔知邊到飛左幾個女仔出黎

乜我有後宮咩……

「真係好靚仔！」
「點解比人趕出屋企？」
「去雪瑩屋企住？」

「唉呀你地唔好嚇親佢la……呢d全部係我同班同學，你地介紹下自己先。」

「我係陳倩如，叫我阿如，倩如就ok。」左邊第一個先開始，幾靚女ge……

「我係張家琪，叫我阿琪又可以，琪琪都ok。」中間果個都好靚。

「我係李雨琴，叫我雨琴，阿琴就得。」呢個雖然係三個入面最靚，但始終唔夠雪瑩好。

「多謝大家包容，我係初天樂，由於一d原因唔可以返屋企，呢段日子就麻煩大家la。」



寄居

寄居

各自介紹完自己，發現樓面冇人全職，得廚房ge人係……

「老闆，點解樓面冇全職？」

「有一個，今日放假姐。」

「Ok...」

「好la，大家做野la！」

一開始早餐真係無乜人，午餐就變了……

「歡迎光臨！」我叫左呢句n次……

「嘩……日日都咁忙？」我問。

「一時時la。」阿如答我。

「你可能未做過part time所以覺得辛苦，加油！」雨琴講。

而琪琪同雪瑩忙到撲曬街……

所以我都要做好d。

午餐時段ge繁忙持續近兩個鐘……

「累死……」佢地四個都坐低曬……

「下午茶ge野我做住先，你地抖順條氣先再出來係可以ge，唔使急。」

「你一個搞掂？」雪瑩問。

「Why not？當爲打波練體能。」我發現，原來我唔記得左練波呢回事……

「Ok，你有野搞唔掂就叫我地la。」琪琪話。

於是其實下午茶唔少人，不過我以極快ge速度應付曬。

「先生，請問想點咩？」
「小姐，幾多位？」
「多謝你六十五蚊。」



呢d野我一手包辧左成粒鐘。

而d客ge評價係

「呢個職員ge服務態度好好。」
「嘩，好靚仔！」

最終，一小時後我去左求救，開始累。

「嘩樂仔，你外星人黎ga？咁多人你一個搞掂曬仲要冇出錯？」雨琴好驚訝……

「老母ge地獄式訓練，算ok la。」

之後佢地出左去，我抖左十五分鐘都出左去繼續。

其實搞掂左頭果批，下午茶就好少人……

到左晚餐時段，又有勁多人……

D人一係就食扒，一係打邊爐……

不過我地五個分工又幾輕鬆ge……

一直做到九點半，可以收工，老闆會執手尾。

「今日份糧，出左比你地先。」

今日做咁耐，所以至少三舊水，出乎意料，竟然係五百。

「今日你地ge表現，可以唔使我出手，做得好好，所以出多d當獎勵。」

「多謝老闆。」

「你地換完衫就走la，樂仔你過一過黎。」

「好。」

「樂仔，你去到雪瑩屋企唔好搞人……」

「我點會……」

「人地係好女仔黎ga，不過天冇眼，佢父母係雪瑩中一ge時候就死左，我同佢父母有d交情，佢個
時亦知我係邊個，然而我比佢係呢到打工，佢唔想咁快用曬父母ge錢……」

「明白，不過實不相瞞，其實我唔使打工ge……」

「何出此言？」



「因為我偷偷地帶左自己keep
ge十皮cash加幾張信用卡，不過我唔想用咁多。d錢我諗住六個月後比少少佢，當係爲佢加油……」

「你真係好人……」

「好la，我都去換件衫先，下次見la。」

道別後，我超快咁換衫，我地五個一齊出左去。

「而家成十點la，明天仲要返學，早d休息？」我出於好心問。

「唔使la，明天返學d堂好輕鬆，去m記坐下食杯雪糕la。」

「好，明白。」

我地搭小巴去利安間M記。

「樂仔，你可唔可以坐低幫我地睇住d野，我地去買埋比你la。」雨琴有心la，不過……

「唔使la，我去買，你地想食咩？」

「哦……」

經過一番討論，我買左三杯double新地，三杯麥旋風。

幸好，我張爲食桔救左我銀包，本身八十幾先買到ge而家衹需四十。

「大家食la。」我叫。

「我地俾返錢你啊。」家琪拿左d錢出來……

「Nonono，唔使，我請。」

「咁點得？」

「我夠錢用，你地慳返佢la。」

「哦……」

我地一邊食一邊傾，途中發現原來佢地全部a0，當然我都係。

「樂仔，以你ge質素，睇唔出你a0 wor。」倩如表示驚訝。



「冇呃你地wor。」

這時，其實已經差唔多十一點，卻有一個人入左黎……

李霆雪……

「樂仔，你係到ge？」

「係啊，咁啱ge？」

屌拿星，佢知道我打工ge話，今晚未到兩點都會比佢煩住。

「大家，如果佢問我有冇打工，你地答冇。如果佢問我地點識，你地話一早識，拜託曬……」我用一
把好細，好細ge聲去講，佢地似乎明曬。

「我聽講樂仔打工wor，真ga？」第一條比我估中。

「唔係，大家都知ga。」我答。

「真係？」

「係，佢冇。」雪瑩幫口，pass左first round 。

「咁你點識form3 ge姐姐？」我ge猜測命中率係100%。

「我地一早識佢。」佢地異口同聲咁答。

「O，咁我走la，拜拜。」

「拜拜……」

已經擊敗boss。

「多謝大家合作。」

「唔使。」

「而家夜la，返去休息啦。」

佢地同意，然後我跟著雪瑩去到佢屋企。

係錦英苑……

行多陣，去到升降機，佢屋企係29樓。

「到la，入去la。」佢叫。



我拖住行李，入到去，間屋簡樸實用而非常整齊，錯覺令我以為五百幾呎變左成千呎……

「你沖涼先la，我坐陣。」我話。

「好。」

我週圍參觀，真係好整齊……

最後我坐低左，拿左部冇掂至少八粒鐘ge電話出黎。

婷婷係咁send野黎……

「我已有居住所，放心。」我覆佢，之後佢就放心曬。

這時候，雪瑩出左黎，大佬你唔著衫係咩意思……

「喂大……大佬，你唔記得左我係到……？」我轉身背向佢。

「下……啊！！！」

佢著返好件衫，問「有冇嚇親你……」

「冇事……」福利邊個會唔要。

「我可唔可以用一用電視？」

「可以。」

我係行李入面拿左部PS4主機同幾個手制出黎，駁左落電視到。

「搞掂。」

「你果部咩黎ga？」

「PS4，係屋企拆出來ga，玩唔玩？」

「好……」

「不過等我沖涼先la。」

說罷我去左沖涼，直到我出黎，我發現佢訓左。

「早抖。」我細聲地講。

我搬左佢入去佢間房，然後繼續打我ge PS4。

「叮噹。」十二點仲㩒鐘？邊個咁搏罵……



下……唔撚係gua……



提醒

提醒

一開門果下，一條八婆素顏 secure 企左係到，如果佢著住白色衫我會以為佢係白衣女鬼……

因為真係好撚樣衰……

「早晨，請問有d咩事？」

「麻煩你通知呢個單位ge業主，最近呢到附近有變態佬出沒，要小心。」

「唔該曬，早抖。」

「早抖。」

關門後，似乎吵醒左佢。

「樂仔，邊個黎ga？」

佢啱啱訓醒ge樣真係好得意，同婷婷一樣。

點解我又不經意咁諗起佢……

「條 secure 話最近有變態佬出沒叫我地小心d wor。」

「好。」

之後佢坐左係沙發。

「你唔訓？」

「醒左訓唔返，不如一齊打機la？」

「好，打咩？」

「飛機。」

「咩話？」我聽得唔係咁清楚。

「冇，乜都得，我幾鍾意NBA2k，以前成日玩。」

「我有，玩唔玩？」

「好！」



我用ge係1-3反勝ge騎士隊，而佢用ge係虐殺禁區ge快艇隊。

一開頭跳波輸左……

之後佢一野用三巨頭打左波7-0攻勢。

正當佢越打越high ge時候，我開始認真。

我用Irving ge花式運球 ankle break 左 Paul，再衝入去上籃，由於Griffin
ge危險性極高，我拉'左下杆，打左個2+1。

之後一直用Lebron同 Love 強行上籃或暴扣，如果Korever Fyre Smith Irving
有空位即傳射三分，又或者Thompson有空就會比空接 slam dunk。

我咁樣打，直炒佢98比73。

「樂仔，勁！」

「仲使講ge？」

轉眼間，已經成一點，我都想訓。

「雪瑩，我想訓la，我訓沙發定？」

「我間房la。」

「哦。」

我去左刷牙，然後毫無懸念咁飛左上床訓。

我唔記得問佢訓邊就訓左tim……

我訓到第二朝ge早上六點。

「起身la契弟！」熟悉ge鬧鐘聲……

當我想起身ge時候，好似比d野扎住左超唔到……

雪瑩攬住我仲訓緊，好實……

最終我唯有用自己ge逃走秘技走左去煮早餐。

當我差唔多煮完，雪瑩起左身。

「嘩，咁香ge？」

「都ok la，等多陣就食得ga la，坐下先。」



大約五分鐘後，大功告成。

「好唔好食？」

「正到爆！」

「多謝……」

「你平時訓覺有咩習慣？」我接著問。

「要攬住一d野，點解咁問？」

「因為我發現你今朝攬到我好實。」

「對唔住ah……有冇整親你……」

「冇事……」仲好舒服tim，比你用腳夾住，對波都頂到我tim……

「唔好講咁多la，快d坐低一齊食早餐la。」

「好……」

我識左佢先得果兩日，點解咁熟ge……

「你係唔係林**叔叔個女？」

「係啊。」

「咁我冇估錯la，你係我一早識ge人。」

「下……你又知……」

「因為林**係我老豆朋友。」

「O……」

講下講下，已經食完早餐ge我地準備出門口。

我地行落去馬鞍山坐馬鐵去大圍再行上學校。

「喂，樂仔，雪瑩！」我地行緊上去ge途中，雨琴大叫。

「早晨各位。」

「點啊你去雪瑩屋企訓得舒唔舒服？」倩如問我。



「幾好啊，佢又肯同我玩PS4，我唔會覺得悶。」

「咁雪瑩呢？」琪琪問佢。

「都幾好啊，今朝佢早我好多起身，係因為要煮早餐比我，我好開心！」

「樂仔，你識煮飯？」佢地三個異口同聲……

「算係la！」

「嘩，雪瑩你正la，有口福la！」倩如話。

「下次你地上黎lor，不過我地唔好講住，唔想遲就行la。」雪瑩的解圍。

「Ok！」

我地差一分鐘就遲到，真係多得佢地拖時間……不過好開心，呢句係真心話。

「大家再見！」

我係四樓道左個別，就入返去班房，冇人ge？

Shit，早會……

我又衝返去三樓，趕得切……

不過企左係後面，遲到者要企後面。

聽在長二十分鐘ge 9 up，我差d練成企係到都訓得到ge武功，真係好悶……

過左好耐，終於返到班房……



發燒

發燒

「今堂自修，你地科任老師病左。」係陳sir。

我地快趣交完功課，就開始做自己野。

我好似覺得好熱……應該冇野ge……

其他人都睇下書，偷開機，唯獨我一動不動，衹一直諗呢六個月需要做咩……

「樂仔，樂仔。」婷婷坐我隔離，細聲咁叫我，不過我開著左沉思 mode，所以聽唔到。

「樂仔呀！」佢打左我一下，我脫離左呢個mode。

「係，咩事？」

「你最近點呀？」

「幾好，有食有住有工打。咁你呢？」

「係屋企好悶……你話你打工？」

「係，冇錢點生活？」我暫時隱瞞住果十萬先。

「你住邊……？」

「朋友屋企，錦英苑。」

「朋友？？？」

「後面唔好吵！」陳sir今日咁9兇狠……

更年期咩……

之後我地即刻收曬皮，靜左成堂。

「落堂！」坐左成粒鐘，好悶……

「喂喂，樂仔，你成9日唔練波，今日記住黎。」阿言咁有幹勁？係咪痴撚左……

「唔得ah。」

「好兄弟，一齊走堂！」挑你



「要打工……冇計，比人趕出屋企……」

「下……」

之後我解釋左成件事比佢聽。

「嘩，比著我老豆？佢唔會lor。」

「唔係ge，佢話我唔肯可以唔去，係我同意ge。況且有工打有屋住，我仲偷偷地帶左十皮。」最後
果句極細聲。

「我老豆都有問，我話唔去。」

「分分鐘付出ge代價可以換幾億tim。你蝕la。」

佢都唔理我，就走左。當我講野流ga？

算la。

好似……有d頭暈咁ge……？

啪……倒地了……

「樂仔！」

過左唔知幾耐，我緩慢咁開眼，發現自己身在校務處，而我隔離坐左三個人，一個係婷婷，一個係心
愉，仲有雪瑩……

「我好唔舒服……咳咳……」我唔知咩事……

「傻瓜你發燒啊……」心愉先出聲。

「你做咩好地地發燒……？」婷婷問。

「我唔知……」

「仲有佢係邊個？」心愉指著雪瑩。

「朋友，而家我住左係佢屋企。」

「下！？真ga？」

「係啊。」雪瑩見到我累到出唔到聲，幫我答左。

「Ok……咁你不如比樂仔同你早退，你照顧佢先la。」婷婷咁順攤……

「好，我去搞好申請。」



雪瑩好快搞掂。

「我地商量過，我地放學會黎探你，到時候再打比你地。」

「好……」

雪瑩扶左我出學校搭的士。

「Sorry ah…… 我會……比返的士錢……你……」

「唔使la 100都冇。」

「多謝……」

坐左唔係好耐，已經到錦英苑。

「唔該司機……」

我好辛苦咁頂住，直至到左29樓ge屋企，我諗都唔諗就扒左係沙發。

「你等我放低野，我會扶你入房。」

佢以神速丟低曬d野，就過左黎，佢伸出手，示意要我捉住。

我捉住左佢果隻白滑ge手，佢拉左我入房，然後我訓左上床。

「食d必理痛先la？」

「好……唔……咳咳……唔該……」

我好快咁吞左個兩粒必理痛就訓著……

此時，雪瑩去左廁所拿左一條新毛巾同一盤水出來。

「抖下la。」佢將條濕毛巾放左係我額頭到。

訓到大概兩點，我醒左，雖然都係唔舒服，不過都好過啱啱係課室暈到撲街ge時候。

「有陣味ge？」

我企左起身，叫做勉強行到，我行左出來，偷睇到雪瑩煲粥。

於是我就坐係沙發睇下電視㩒下機，病左緊係唔做功課la。

「咦，你醒左la？唔舒服就訓多一陣la。」



「唔使，訓唔著……」

「咁你等多陣，就快煲完粥la。」

於是我等多左十分鐘左右，有得食la。

「我餵你食la？」

「下……唔使la……」

「我餵你純粹唔想你跌爛野，絕對……絕對冇其他用意，所以乖la。」

「哦……」

雖然我幾撚憎食粥，但係如果佢係因為關心我而煮，我會頂硬上吞左佢。

「好味！」當然呢句係大話。

「係咩……多謝。」

我食左兩碗，已經好飽……

佢執好曬野，我地之後坐多左半粒鐘，因為食飽唔可以咁快訓。

「真係好對唔住，搞到你又要早退又返唔到part time……」

「你身體重要d，果一日半日就算la……」

之後坐多左陣……

「我想訓多陣……」

「我扶你入房la。」

說罷，佢就扶左我入房。

「唉呀。」我同佢kick到地下搏位，雙雙上床，我同佢 kiss 左……

佢個嘴唇，好滋潤……

「對唔住！」我地分開後異口同聲咁講。

呢個氣氛真係超緊張……

「你休息la……」

「嗯……」



我一直訓到六點，婷婷心愉冇按照約定黎探我。

直至一個來電……



出事了

出事了

「初天樂，你果三條女比我地綁走左，不如聽下佢地把聲？」

「救命……」第一個係心愉……

「樂仔……」婷婷……

「快d黎。」霆雪都賴野……

「你想點！」

「今晚，十二點後搵唔到我地ge話，後果……hahhahahahaha…………嘟…………」

八婆啱左

「撲街呀！」

我起左身，衝出房著鞋……

「你去邊啊？」

「我去救人，你等我返黎，借架單車黎！」

「但……」

「一定要！」

「好……小心d……」

係邊……係邊……

一定唔會比你地有事……

我係屋苑，一d隱蔽地方搵過曬，咁就曬左兩粒鐘。

「喂樂仔！」

阿言阿夜肥仔強……

「你唔係病撚左ga咩？」肥仔強問。

「病事小！婷婷霆雪心愉比人綁左！」



「下……」

「我搵唔到……」

「會唔會係你去唔到ge地方？」阿夜

「我有地方去唔到？屋企？冇錯，我屋企空無一人，就係果到！多謝阿夜！」

我飛車去我屋企……

「喂老豆我要返屋企！」

「咪玩la有人監住。」

「白家小姐比人綁左係入面！」

「Ok你去la，我會叫佢地比破例你。」

現時九點，我去到屋企門口，d西裝友扒撚曬係地下……對面直係咁勁？

我行左入去屋企，突然間，燈開著左。

「歡迎歡迎，你早左咁多ge？」一個蒙面人……

「少廢話，放左佢地先！」

「好啊。」

佢放開左佢地三個……

「走先，佢ge目標係我。」

「但係……」

「聽我話，走！」

佢地三個走左，我總順安心……

「講，你叫我黎ge目的係？」

「殺左你！黑帝萬歲！」

「黑帝？」

佢冇理過我，而係左把Ak47輕機出黎，對著我……

「Game Start！」



真係襯我病先攞我命……

佢一直掃射，我因為病病地反應唔切，已經中左幾粒彈……

我訓低左……

「點啊，初家都有今日la，你條小契弟都係收皮la。」

Bang！

蒙面人應聲倒地，而我仲可以企返起身。

原因係我個行李箱入面有件避彈衣，所以冇乜事。

「你冇野？」一個警察拿著枝槍行左埋黎……

「唔該，冇事la。」

「你流好多血wor……」

「哦……sor，番茄汁呢ge，黎扮死。」

我一除左件衫，見到我掛左成一百包茄汁上去，佢以爲我癲撚左……

「小朋友，持有避彈衣要牌，點解你會有？」

「我有牌。」我 show 左比佢睇。

「好……」

我想走出去ge時候衹係諗緊屋企變成咁，如果比出左國ge老母知道左，我同老豆就真係撲十次街都
唔夠…

於是出去之前，我決定打電話比老豆先。

「喂老豆。」

「依你冇事啊嘛。」

「冇，有避彈衣同茄汁幫我，我比個建議你，你最好快d搵人裝修屋企，你知比老母知道ge後果不堪
設想ga。」

「明白，一切爲我地生命買份保險，我會叫人整。」

「唔該老豆。」



我打完呢通電話就行出去……

「樂仔！」婷婷二話不說，直接衝埋黎攬住我。

「你冇事真係太好la。」

「我會有事咩？」

有個警察行左過黎。

「我想你錄份口供，因為今次ge事絕對唔係咁簡單。」

「好，不過可唔可以比我去個邊坐下，我病病地，而家好累……」

「冇問題。」

我同佢行左去張櫈到。

我描述左成件事比佢聽，最後我發現仲有一樣野。

「佢大叫過一句黑帝萬歲……」

「你話……黑帝？」

「係，黑帝係咩？」

「根據我地警方ge調查，黑帝係一個神秘ge殺手組織，實力好強，主要係收錢然後殺人，好少會洩
漏行蹤，反而今日有……不過冇用，佢死左就冇證據。」

「你ge意思係，有人想我死？」

「由表面睇，你ge推測係應該冇錯，所以請你以後小心。」

「好，唔該。」

「你可以走ga la。」

到頭來都係一頭霧水……



別擔心

別擔心

同婷婷佢地三個道別後，我起程返雪瑩屋企。

我因病已經冇乜力，所以慢慢踩。

差唔多十一點，終於到。

我慢慢行入lift，到29樓時慢慢出黎……

「叮噹！叮噹！」

等左幾秒……

「樂仔！」雪瑩一開門就衝左出來攬住我……

「做咩……？」

「你知唔知……我好擔心你ga，你咁耐都唔返，我驚你出事……」

「唔使擔心wor，我依家咪無穿無爛咁比你攬住你la。」

「但係果陣真係比你嚇死啊衰人……」

「Sorry lor……不如咁la，等我病好我補償一樣野比你？」

「都幾好，你嚇我ge代價。」

「就咁決定la，我去沖涼訓教la。」

「好。」

於是我因這個事故，我的病直到第二天早上都冇好過，所以又可以請假蛇王la！

而雪瑩比我逼左去返學。

~~~~~~~~~~
黑帝內部

「你話行動失敗？Impossible！」

「佢比人射死左……」

「可惡ge初天樂，佢老豆已經令我一無所有，而家佢仲要殺我徒弟？我一定會將你老豆ge仇同你ge



一齊報落你到！哈哈哈哈哈！」

~~~~~~~~~~

自己一個留係屋企都幾悶，開下ig睇先。

一開，無意中睇返上次同學聚會ge kissing game。講返起個game真係幾變態……

我on99咁等都唔係辦法……

落去行下……

「嘩屌你老母你住青衣黎馬鞍山仲要走堂？」阿言係走堂高手。

「哼，吹咩？」

「今次真係比你吹9脹……於是你點解黎？」

「枉我同你咁多年兄弟情，都白做la，一睇就知我黎搵你la。」

「Sor sor，我想坐陣，去Starbucks傾。」

其實我純粹想飲而唔係坐……

於是我地撘巴士去迎海。

「好la，咖啡都買到la，坐低傾la。」坐低後「上次我叫你幫手查ge野，有冇收穫？」我問。

「我尋晚通宵搵，衹係搵到受害者全部都係有錢人呢項資料……而且佢地係自由行動，冇委託付款呢
樣野……」

「屌d警察真係冇用，風都收錯……咁意思係，你可能都會比人暗算？」

「係……所以要小心d……」

黑帝，究竟係咩背景……

我係咪隨時會死……？



先別管

先別管

「樂，樂？喂！」阿言拍左我一下……

「係？」

「你呆曬做乜？你唔好唔記得你係大心臟wor，
永遠唔會死，撞車刀傷腦血塊你都捱到仲要無穿無爛，黑帝呢d廢柴你使乜撚驚？」

「多謝你呢個較負面ge讚賞……咁你都係一個有錢人，你驚唔驚？」

「驚，梗係驚la，不過又係要講張家輝果句。」佢繼續講「做人唔好怯，怯你就輸成世。」

「哈哈，我地兩兄弟同心協力，一定捱到，加油！」我覺得冇事ge。

「呢件事唔好話俾人知，仲有唔好理住，如果比黑帝知我地查緊佢地，than game over……」

「明白。」我於是唔9理呢件事住……

而家先一點，去食d野？

我返左屋企煮左個豉油炒烏冬。

「屌，果然自己煮ge野係最有味道。」我邊食邊講……

「叮噹……」

邊個……

我有心理作用，覺得出面係黑帝ge殺手……

我透過門縫見到係……婷婷同雪瑩？

我開左門……

「唔係返緊學咩？」

「雪瑩佢發燒……一定係你傳染ge……」

我回想起尋日……ge……kiss，shit，一定係果時……我ge錯……

「肯定係kiss果陣傳染左……」

雪瑩做咩爆我出去……我死9硬……



「你地做左d咩……唔通係乜乜乜……？」

「聽我講婷婷，其實係……」

「其實我講下笑姐。」雪瑩，你玩9我……

「原來係咁，以為你地有發生某關係添……老師話過未夠18歲就唔可以發生ga。」婷婷，咁認真咩…
…不過佢講最後果句ge時候真係好得意。

「我將雪瑩交比你la，我有事要走先。」

「知道婷婷大人。」

佢走左。

「雪瑩，你食左野未？」

「我？未啊。」

「咁等我一陣，我扶你入房訓下先？」

「唔……咳咳……唔該……」

我今次扶佢入去ge時候靈巧咁避開左果個陰人搏位，以免重蹈覆轍la。

我用公主抱抱起佢，再小心翼翼咁放佢落去張床到……

「你訓一陣la，我去煲粥。」

「唔好走……爸爸……」

死la，佢燒壞左個腦？做咩叫我爸爸……

「爸爸……唔好再走la……」

爸爸？



Charlotte

Charlotte

「爸爸，媽媽，唔好走……」

過左一陣佢就訓左……

我都盡量唔會提起今日ge事。

我而家唯一要做ge係照顧好呢個傻女。

我好快就出左去買煲粥ge材料。

因為上次d材料比我吞曬。

我好快係街巿買左好多材料，爲左快d煲好，我急步咁行返去。

到左空地，我見到一個外國人，女仔，目測應該同我一樣大，佢行左埋黎……

「Please be careful or……」

佢隻手整左個槍ge手勢，然後講「bang……」

之後二話不說咁行開左……

呢個人，唔簡單……

「Bang！」好大聲ge槍聲，由上面傳黎，中彈ge係果個外國女仔……

我見到一個黑衣人，仲隱約聽到「mission completed 」

我本身lei左係條柱後面做柱男，見係友走左我先行出去。

「喂，咪撚扮la，我知你著左避彈衣同茄汁la，佢閃左人la，起身la。」

佢起左身，問

「我演得咁好你都知我係扮ge？你果然同我daddy口中講ge一樣，咁勁……」

佢雖然係外國人，但廣東話非常標準。

「過獎la，我睇得穿係因為我用過呢招啫。」

「你用過？黑帝對你郁手？」



佢問得呢個問題，證明佢知黑帝係乜。

「係。」

「咁即係可以確認係企起同一邊。我介紹下自己先，我叫林芷瑩Charlotte，你可以叫我Charlotte。
今年中二，13歲，中英混血兒。」

「我叫初天樂，叫我樂仔就ok。今年中二，14歲。」我講完之後記起……

「Shit……我要上去la,my friend病左我要照顧佢。」

「我跟你上去，我daddy有野同你傾，上去有wifi會好d。」

「是但la。」

我已經知佢所謂ge daddy係邊個，所以我信得過Charlotte

於是我同佢就一齊上左去。

「入黎la。」

佢一入到黎就connect左wifi打比佢老豆。

「點啊林生，好耐無見wor，我就知你未死ge，嗱，我冇係雪瑩面前篤你出黎ga。」

「下……你咁都知？」

冇錯，佢係雪瑩所謂死左ge老豆。

「你呃曬全世界，值得讚賞。可惜ge係，你永遠坤唔到我。」

「我已經收埋自己la wor。」

「我上年某日去旺角途中見到你係夜總會出黎wor。」

「屌你，咁都見到……」

循例介紹下林生，佢係香港其中一個有權有地位ge有錢人，同我老豆差唔多。佢有個老婆，目前佢
老婆係英國，佢地係因為黑帝而閃人。可惜唔想個女同佢地冒險，所以扮死。另外Charlotte係佢私
生女。

「於是你派私生女搵我係想點？」

「想你保護佢。」

「林生，咁睇得起我……」



「所以佢今日開始搬黎住……仲有，可以同雪瑩講真相……」

「Ok……」

嘟！cut左……

「成件事就係咁，所以多多指教ah樂仔。」

「知道Charlotte。」

我好似有d野未做……

「Shit！又唔記得左要煲粥，快d過黎幫我，你家姐病左。」

「Ok！」

經過我ge調教後，粥已經開始滾……



真相之假

真相之假

「雪瑩，粥好快就煲好la，起身la。」

佢起咗身。

「 你出去先啦，我好快出嚟。」

佢換左件衫先出黎。

「 呢位係？」 佢指住 Charlotte 。

「 雪瑩，你坐低先la，我有啲嘢想同你講嘢。」

我知佢唔係太舒服所以盡量比佢坐下。

「其實呢位小姐係……你阿妹……」

佢望下 Charlotte ，再望下我……

「我冇燒壞腦wor，做咩啊你地，唔好玩la……」

我早估到佢會咁……

所以我乜柒都無再講，直接face time 林生。

「喂，你個女醒左，你自己解釋la。」

「哦……」

「雪瑩，你望清楚la。」我交左部電話比佢。

佢即刻住個mon。

「雪瑩，冇見兩年大個左好多wor。我係你daddy阿。」

「真係……你……？」

「係啊。」

沉默了……

「Daddy……我好掛住你……」她哭了，我第一次見……



之後等雪瑩ge心情平復後，佢daddy就開始解釋點解要扮死。

「其實要扮死係因為……下删五百字。」

「總之你冇事就好。」雪瑩開心到le……

「仲有，你知唔知 Charlotte 係你阿妹？」佢daddy一句又帶住雪瑩入疑惑狀態。

「聽樂仔講過……」

「咁你知就ok la……」

「哦……」

「好la，唔傾住la，我要去做野，你叫樂解釋la，下次傾。」

Cut左。

我將我未解釋ge野全部9up曬出黎。

「下！私生女？」佢嚇到大叫。

「冷靜d……」

「原來我老豆咁花心ge……成個樂仔咁……」

「關我撚事咩……我唔溝女ga。」

「係先好」佢繼續講「總之一句，Charlotte
係我阿妹la。」

「係。」Charlotte 答。

食過飯後……

「我累la，sorry Charlotte 冇得同你傾下計，等我好返再傾la，我去訓la。」

「好啊，姐姐。」

我地途中冇提過黑帝，佢老豆亦完美地fake左佢。

一切爲她安全著想。



平靜

平靜

「Charlotte，呢刻我地唔可以輕舉妄動，要令大家平靜安全ge方法，就係唔好查。」

「知道樂仔！」

我地之後傾左下自己d日常事咁lor。

爲左令大家安心。

電話響……

出前一丁麻油麵，出前一丁麻油麵。

一定係我la。

「喂，樂仔？」

「老豆？咩事？」

「上次單綁架案毀左果個計劃，你可以返黎。」

………………

「真係？」

「真！」

「多謝老豆。」

Cut左。

正！可以返去la，不過林生又吩咐我照顧好佢地……我知la……

「Charlotte，想唔想去我屋企住？」

「反正老豆都將我交比你照顧，我冇乜所謂。」

「Very good Charlotte，明天起程！叫埋你家姐。」

「嗯！」

英國混血兒ge笑容，好可愛……



之後ge兩個鐘，我做下功課之後就訓左，好累……

衹有兩房ge關係，我衹可以做廳長……

訓到大約六點咁大把。

「起身la柒頭！」

我起左身，去煮個簡簡單單ge早餐……

炒蛋腸仔……

見佢地又唔起身，又時候到我爆下門……

「起身la。」我直接開左 Charlotte 房門，佢訓到好似死左咁……我用盡力吵佢先肯起身……

「哦……」啱啱訓醒把聲好可愛……

之後我衝去雪瑩間房。

「起身la。」又一隻懶訓豬……耗盡九牛二虎之力ge我成功左。

「早晨……」

「你病好未，仲有冇唔舒服？」我問

「冇la，今日可以返學la……」

「真的嗎？」

「真ga。」

「好la咁出黎食早餐。」

我地好快食完就返學la。

撲街！星期三要練波……等我走下堂先。

呢d遲d先算，要快d通知婷婷先得！



通知

通知

不知不覺已經七點三，佢兩條友咁慢咩……

「喂！姐姐們，夠曬鐘啦，肯行未？換件衫用左半粒鐘？」

如果唔係換校服，我會以為佢係去 fashion show 添……

你地終於肯開門啦……感激上帝！

不過開門後見到嘅野，我更要感激上帝，因為佢地兩姐妹都好索……

又set曬頭咁，打扮得好正，呢啲就係外國人嘅專長？

連平時紥辮嘅雪瑩今日都放左啲頭髮落黎……

「你兩個今日好靚……」

「多謝！」佢地紅都面曬，怕羞？

「不過多得你兩個，今日睇黎應該會遲到……」

「Sorry啊，但係話曬第一日轉去培僑，要留個好印象比人啊嘛……」Charlotte 連忙解釋。

「得啦，其實我依家出發跟本冇可能遲到，因為我可以跑上山，不過爲左陪你地就算啦，一次半次冇
乜所謂。」

「哦……」

「仲有你地今晚搬過黎我到住啦。」

「下，點解？」雪瑩問。

「不要問衹要信。依家仲唔出門口就一定gg，快啲著鞋行啦。」

「知道！」

終於出左門口……唉，今日遲硬啦……

平時我都唔想曬錢坐的士，因為我覺得有時錢唔可以咁用，不過今日唔坐就真係gg，所以我決定坐
的士。

「嘩……咁豪搭的士？」我地神速咁去到的士站。



「我有錢就冇問題啦，定係你地想遲到？」我問。

「緊係唔想啦！」

「咁上車啦……」我已經率先開定車門比佢地。

「司機唔該培僑書院。」

「好嘅，坐穩啦。」司機大叔好似玩賽車game咁踩爆
turbo，成個閃電王麥坤咁，好彩佢揸得穩，如果唔係我諗佢兩個實嘔……

「到站！」我望一望部電話，七點四十分……

用左十五分鐘就到，的士王無誤……

「唔該司機，三百唔使找。」

「唔得，我唔會收多人錢，反正我揸的士唔係爲錢而係爲樂。」

「哦……咁我比二百你啦，tips點都要比啲。我信你會成為的士王，加油！」

佢以笑回應我。

我地落左車之後，兩位女士仲未起啱啱嘅神速旅程回魂

「兩位小姐，醒下啦，你地睇下有幾多狗公住你地？」

冇錯，校門前有唔少男仔爲左女而唔入去。

不過 Charlotte好似冇聽到我講野，直接攬住我。

「嘩……樂仔……的士佬打機啊……差啲冇命……」

「冇事嘅。」

啲人見我好似溝到 Charlotte ，所以轉雪瑩……

點知雪瑩攬埋我……

「嚇親……」佢係我耳邊細聲講……

「係咩……？」我笑着咁講。

「屌你老母啊初天樂！」狗公大叫嘅時候，訓導主任經過，笑撚死我

當然，訓導梗係捉走左佢地啦。



我地亦可以安全進入學校。

送完雪瑩入班房之後，我要睇下Charlotte咩班。

「Charlotte 你咩班？」

「8C。」

「Nice，同我一班。」

「好嘢！」

於是我地兩個一齊返班房。

一開班房門，所有人都將目光注視落Charlotte身上……

「喂大佬樂你要溝幾多條女先肯收手……」

「我搞gay㗎你信唔信？」

「唔信！」肥仔強答……「你成日有好野都唔開心share，獨食曬啲女……」

撲街，比人篤爆左……

不過班友已經無視左我，衝曬去抄牌……

呢個時候，我最期待嘅畫面黎啦終於，婷婷入左班房。

「婷婷！」我好大聲叫佢。「過一過黎。」

「有啲咩事？」

「你今日可以搬返黎我屋企住。」我將頭伸過去佢耳邊，細聲咁講，仲吹左口氣。

「真係㗎！？」佢好興奮……

「幾時呃過你？」

「好多次喎，包括去紐約果次。」

「Sorry，果次唔想你傷心，所以先咁做……」

「明㗎喇，我知你無心嘅，玩下姐……」佢繼續「你講嘅野，幾時輪到我唔信？」

「知就好啦衰女。」我用手指篤左佢條腰一下。

「啊！」



好彩無人睇到呢個畫面，如果唔係就大事不妙，實會比人話我非禮……

不過是但啦，因為今日終於可以正式返歸。

我愛歸宿！



校園日常

校園日常

今日都係hea下hea下咁，然後我發現陳sir遲左職……

是但啦，又唔係同佢好熟，理得佢。

有一班Form3 mk們係到吵

「呢排個初天樂溝曬啲女，點睇？」

「打鳩佢！」

「贊成！」

「我個雪瑩女神！」

於是到左Lunch time 嘅時候……

「天樂哥……」一位素不相識嘅女仔揾我……

「你叫我……？」

「係啊」個女仔好可愛，又好似好驚咁……

「請問有啲咩事？」

「你跟我黎先啦，呢到……好怕醜……」

「哦……」

去到六樓冇人嘅空地後……

「有野想講？」

「對唔住……我被逼㗎……」

佢交左一張紙比我就走左，上面寫著「遲少少再睇」

因為摺埋左，睇唔到內容……

「初天樂，你到啦？」六位雖然著住校服，不過睇得出係好mk嘅人出現並圍住我。

「真係越望就覺得你越樣衰，你呢舊shit搶曬啲囡囡。」其中一個人係到吠。



「咪係，唔打真係唔得。」

「哼……」我冷笑一聲。

「好笑咩？」

我並冇答佢。

「唔服啊？」我講完之後，伸出手輕力地拍自己塊面「過黎打我啊！」

「承你貴言。」估唔到mk們啲中文學到幾好。

佢地六個已經拿曬武器，玻璃樽……

「抨！」一聲就爆左樽準備開打。

佢地好似認真係想開片……

我依家應該點好？出手打人會違規……

係喎！上次支自製加強擴散版胡椒噴霧仲有一半。

「兄弟，上！」

我乜7都冇講，衹係坐低左，然後拿著噴霧向上一舉，再射，佢地中曬招。

「嘩……好刺眼！好痛！」

「哈哈傻閪。」我恥笑之後就走左。

有啲肚餓，去canteen食下野算。

一去到……

「你排先啦……我地ok㗎。」啲女仔讓開左比我……

「唔使嘅，排隊係規距黎㗎嘛。」

佢地之後回復原狀，我便一笑置之。

我突然感覺到後面有熟人嘅氣息，之後我一轉身……我個嘴O到可以塞到一個巨無霸落去……

阿夜拖住霆雪隻手排左係我後面。

我先係呆左一下，之後講「嘩，好閃。」

「好兄弟，你幾多女我幾多女呀屌你。平時叫你分啲黎又唔肯，衹好自己爭取。」佢好撚寸……



「參見阿嫂。」我冇聽佢鳩up。

「哈哈，你兩個唔好玩啦。」

佢咁開心……代表我嘅魔咒沒左，nice！

佢終於唔鍾意我啦。

我地買過飯後，我自己獨自走開坐，唔想阻人拍拖，廢事比人燒春袋。

Charlotte 同婷婷睇黎已經係好熟，佢地一齊行入飯堂。

兩位美人引起狗公們的注意，但佢地不但沒理啲狗狗，仲過左黎坐係我隔離左右，與其話想陪我，你
地好似想我比人打多啲……

「頂你個肺啊初天樂！」

「我乜都冇做，佢地自己好似磁石咁痴埋黎咋。」

「屌！」

訓導又經過並捉走佢地，第二次比人捉。

「你兩個遲早累我比班狗公打……」

「下，點解？」佢地完全不明白，我嘅處境……

「算啦沒野啦，食飯啦。」

睇黎麻煩除左黑帝，仲有我日日都需要面對嘅狗公同閃光彈……

屌，有排挨，唉……



返歸

返歸

我好快咁食左碟飯走人，差唔多成個碟連餐具食埋，爲左快啲脫離狗狗們的「親密」視線。

食飽飽做咩好？梗係偷開機啦。

本身諗住打，但諗起一樣野。

「言，過一過黎。」我係課室捉左阿言出來「黑帝最近有冇啲咩動靜？」

「暫時沒……」

「叮……」阿言電話響。

佢好快拿出來睇，之後話「去厠所睇，不得了……」

我地衝左入廁所，見到新訊息……

世界十大富豪之一李氏主席被暗殺，保安察覺不到的漏洞……

「言……呢個……」

「我同你諗嘅一樣，冇可能咁巧合，一定……」

「係黑帝！」我地異口同聲。

雖然有錢人總被黑帝描準，不過我地發現左一件事。

每戶有錢人家佢地衹會殺一個人，而黑帝嘅目標係我地，所以唔會殺我父母。

我放下父母這心頭大石……

「佢幾時比人殺？」

「大概十分鐘前……」

「頂，點解冇警察拉佢……」我抱怨道……

「人地話曬係一個強大嘅殺人組織，自然人嘅質素會比較高。」

「唉……又死多個……點好……」

「冇乜計……」



我地好頹咁返課室坐下打機。

我發現原來阿言認真嘅時候好型……

搞到我愛上左佢……玩下啫，I am not gay！

「樂仔……」心愉？

「心愉？咩事？」

「我見你病左陣，所以好擔心你……」

「唔使啦呢啲小雨點，小事啦！我大心臟！」

「冇事就好……」

「乖~」

我輕輕摸下佢個頭，引起全班注意，我立即收手。

過多左陣，又要上堂，幸好係體育堂，比較輕鬆。

直到放學，我叫佢三個去返錦英執野，我遲少少接佢地。

因為……我今日練波。

「隊長大人，你成個幾月冇練喎。」

「係？」

「點解之前失蹤？」教練問。

「兩舊腦血塊比較麻煩，所以去左外國整。」

「原來……仲以為你玩失蹤……」

野就講完，練左四十分鐘我走左，阿言同我一齊落山，爲引殺手出現。

可惜，佢地冇出現……

之後我地各走東西，我返錦英苑，佢返青山……Sor，係青衣。

我快速接佢地去我屋企。

「又坐的士？好貴……」林家姐妹好似怕破產咁款，而婷婷已習慣……



「咁多行李，的士方便啲。」

佢地乖乖地上車，我固然開心。

十分鐘後，我顯得更開心，因為我終於見到久違的屋企就在我眼前，等緊我入去。



夢境

夢境

我終於到左屋企，一開門，煥然一新，裝修完係唔同啲。

「食左野未？」

「未……」

「我煮，等我。」

一入廚房，今次老豆真係痴撚左……

廚房都大裝修，更方便我大顯身手，完美！

因為屋企清左倉，所以我求撚其整左一個肉醬意粉。

「嘩，正啊！我兼職果間itamomo都無咁大料。」雪瑩大讚。

喂大姐我煮㗎喎有得唔好食？

「我外國啲廚師都廢過你！實在太正！」Charlotte 更加讚不絕口。

婷婷可能食慣，衹係講

「終於可以食多次你煮嘅嘢……」

大家食完飯，好似平時咁沖涼刷牙訓覺。

「I am so fucking tired，訓先早抖……」

我拋低呢句就狗衝入房。

我好快入睡，可能真係太累……

~~~~~

我見到我身處係一個沿崖……

「婷婷，呢到係唔係好靚？」

「係啊！其實我有野想講……」

「係咩？」



「我好似……鐘意左你……」

「其實……我……」

「撲你個街初天樂，我要你今日還你欠我嘅野！」

有神秘人無啦啦彈左出來，一槍身落我手臂……

「啊！！」婷婷大叫……

~~~~~

叮叮！鬧鐘響起……我今次用正常鬧鐘聲。

「婷婷！」原來係夢……嚇撚死我……

出前一丁……

「喂老母？」

「仔，我諗住下星期term break同你去旅行，可以？」

「呃……」

「你有friend可以帶埋去，我地去東京咋……」

「Ok no problem ！」

我cut左之後如常先去準備早餐，再去爆門。

先去 Charlotte 房！

我入到去，訓到仲衰過隻豬……

佢仲要衹帶bra同齌著底褲訓。

我摵左佢塊面一下……手感好正

「起身la！」

「係……」

見佢醒左我就爆下一間，雪瑩。

我入到去，佢換緊衫！



「呀！！！！」

一腳伸落我子孫根……

又一次因不鄗們看到人家裸體而受傷……

我訓左係地下……同時扯起……

因為回想到佢……

一下大力嘅開門聲……但之後佢嘅怒火熄左……

「你……冇事……？」佢太純……

「冇，不過好痛……」

「Sorry……」

我明睇你我都未道歉反而你道歉先……

痴線㗎……

我當冇事發生過走左，佢都原諒左我。

我已經學乖左識做人，我鄗婷婷們。

冇反應，代表訓緊。

我一開門，見到一隻可愛嘅豬仔訓得好冧……好冧……

我行左埋去……然後……



表白

表白

其實……我好似對婷婷有啲好感……

由老豆令我唔可以同婷婷一齊住開始，我每日個心都有少少不安，好擔心佢出事，但同時要對付黑帝
，我先好似冇咁擔心佢……

我決定左啦……

今日我要表達我嘅心意，我想一生一世保護呢個傻妹……

冇錯，一生一世。

我行到埋去叫醒佢……

「婷婷……醒啦……」

佢緩慢咁張開眼睛……

「早晨樂仔……」

我應唔應該表白？

我應唔應該表白？

我應唔應該表白？

我個腦一直都係呢個問題……

「樂仔，你塊面好紅……有冇事？」

「婷婷……如果我話我鍾意左你，你會點……？」

「點解咁問？」

「因為……」

「因為咩？」

「因為我愛你……」

我心跳跳得好快，好快……

呢個……就係初戀嘅感覺……



婷婷係我鍾意嘅第一個人……

「我唔知點答……你比我考慮下……」

「哦……」

我帶着心碎嘅感覺出房……

我之後沒再講野，直至食野期間……

「下星期termbreak去日本邊個去？」

「我地！」三人異口同聲……

䏲黎旅行係機會

一定要把握好啊初天樂……



登機

呢一個星期，除左我突如其來嘅表白之外，並沒什麼特別。

除左雪瑩，Charlotte，婷婷，我叫埋心愉，日月夜兩兄弟，肥仔強，阿言，庭雪。

全部錢我同阿言老豆出曬。

好啦，話咁快終於一星期後，我地去日本會留5日4夜嘅，呢次旅行其他人嘅目的係玩，而我同阿言
係好忙嘅。

我地離開香港係爲左避開黑帝然後諗下一步嘅計劃，除此之外，我仲要令到婷婷愛上我……

一個困難任務……

「好耐冇去旅行啦……」我扮曬開心，實則好撚單

「你咁開心都知你充滿童真㗎啦。」庭雪條撲街，其實我煩惱多過開心……

「有人請先最正」肥仔強梗爽，第一次去旅行坐飛機。

「人地最講義氣又點會拋棄兄弟？」月夜……

「不過佢最近有啲重色輕友……」日夜！

此時婷婷有點不敢直視我……

「係囉撲街樂！」比人全體屌，包括老母。

「頂我投降，再唔行架機走㗎喇，係咪仲唔行？」

「唔係，行咪行囉。」呢個心瑜寸左咁多嘅……

我地坐頭等啦緊係，去東京路程雖不長，但坐得舒服比較重要。

「成世人第一次坐飛機就坐頭等，樂仔好兄弟。」你爆我秘密我都未當你契弟㖭……

「哈哈你之後自己出錢去我相信你唔會捨得坐頭等，貴過普通位一倍。」對於常人黎講，的確係貴…
…

「前往東京的航班即將起飛，請乘客上機。」

「出發啦。」我老母同阿言老母都鍾意去旅行，尤其當老母完左份 job 嘅時候就會去環遊世界。

我地逐一登機，坐位如下：



我媽 言媽
日夜 月夜
雪瑩 芷瑩
庭雪 心愉
阿言 肥強
我 婷婷

一坐低，大家都發現得一 pair 係異姓一齊……

「坐咁後，肯定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肥仔強……

「可能係後面熱吻？」阿言，你……唉……

「咳咳！大家聽一聽，我地去到東京之後先會去酒店分房，明未？」我都係唔理多餘野，因為婷婷塊
面已經紅紅地。

「好明白。」

於是，我的日本之旅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