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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能相約

　　「陪我看《寒戰》好嗎？Iris說超好看的！」Jessica哀求Henry。
　　「不，你找Iris陪你看吧」
　　「Iris已跟Kristy看了，要不又怎會說好看」Jessica嘀咕着。
　　這已是她第5次向Henry提出邀請了，她告訴自己，要是這次Henry不答應，便以後不找他看電
影。然而，這個重大的決定，對Henry毫不重要。
　　黃葉飄下，秋意漸濃。女生失望地跟在男生後，二人背著書包，散漫地放學去。
　　Jessica暗戀Henry已有一段日子，可惜神女有心，襄王無夢。Henry早已戀上班中女神Anna，
入伍當兵了。Jessica只是一個兵的兵，比起兵更卑微。
　　夜裹，Henry再次當起鍵盤戰士，Whatsapp Anna。
　　「你今天不明白那題Locus，現在搞清楚了嗎？」一再以Mathematic打開話題，他早已習慣自
己的無恥。
　　「清楚了啦，多謝你呢！」女方回覆得十分輕鬆。
　　「Not at all.以後有什麼不明白要Call我。」加點英文，好像型棍點。
　　「Yes sir！」這一句叫他怎接？Anna無需擔心。
　　「要操多點數，你那麼聰明，只要做點練習，一定能得5的。」噢，幸好接到，要不這晚便就此
完了。
　　兩方交戰至12時半，由Anna先提出要入睡，Henry也不甘示弱，遲10分鐘才覆她一句「GN.」
。跟娘娘交手，還真要花點心力。
　　打開Yahoo電影網，Henry正找著適合的場次，計劃要約Anna去看《寒戰》。
　　她約他，他約另一個她，只有約，沒有相約。



第二章　喜愛犯賤

　　好不容易才找到藉口，說要找Miss Ng問LS，Jessica才能等至Henry留完堂，一同放學。
　　「明天補完英文，吃什麼好呢？KFC還是吉野家？」逢星期六補完習，可以跟Henry一起吃晚飯
，是Jessica一星期最期待的事了。自己的英文成績明明不錯，無需補習，卻因Henry說起要補，便每
月花多數百元，跟他一起補，順道吃晚飯，見多他一點。
　　「我改堂了，明天不跟你補。」Henry的一句，足以令她的心下沉5000米。
　　「為什麼呀？」故裝沒事，心中卻幾千個不願意。不要，不要又告訴我約了Anna。
　　「我跟Anna去看電影。」
　　「喔，《寒戰》嗎？」其實是那一套已不重要，只是這一套會更心痛一點。他點頭，心裹責備著
她的好奇，明明第一次回答時，已故意不告訴她是這套戲了。
　　「都猜到你啦，怪不得死也不跟我去看。」Jessica討厭自己的直覺，太了解他了吧。看見Henry
甜蜜地笑，她只好做個陪笑的人。
　　回到無人的家中，Jessica把書包扔下，一下子便躺到梳發去。
　　「他已經跟你去看《寒戰》啦……為何連我跟他珍貴的晚飯時間也要搶走？不，我連跟他的補習
時間也沒有了。」每天只有這黃昏時份，趁家人還未回來，她才可以一無顧慮地向天花板苦訴，分享
著她有多喜歡Henry，又咒罵著Henry有多麼的愚蠢。「你這個死人Henry
Man！已經要花錢請娘娘看電影了，現在還要多花$30改堂，嫌錢多嗎？嫌錢多便給點我！」
門鈴響起，母親回來了，Jessica的吐苦水時間就此結束。她板回臉，為母親開門後，便入房溫習了
。
　　晚上，她跑到荷里活廣場，買了一張《寒戰》的電影票，還特意選了星期一的晚上。「很棒麼？
我自己一個也可以去看。」她故作不屑地說。
　　喜歡人也是一種懲罰，為了別人，我們勉強自己，燃燒金錢、倒掉時間、磨盡心血，明知沒意義
，但犯賤也可以。



第三章　擔驚受怕

　　「今天放學幫我交Essay給Miss Ng好嗎？我趕著走。」Jessica問Henry。
　　「你有什麼事要做？」Henry接過Essay說。
　　「我自己一個去看《寒戰》，呵呵！」內疚吧，她心想。
　　「都叫你找Iris陪啦……」他胡說一句，便匆匆走了。他受不了她的怪責。
　　課室裡，充斥著說不出的埋怨。
　　交過Essay，Henry往校門走去，一張海報抓住了他的視線。張貼在學生會壁報板上的海報、紫
黑色的海報、印有流星的海報、寫著大大個「Once」的海報、只印有英文的海報──告訴他Christm
as Ball正來臨的海報。他被海報吸引著，他注意到那一行──$200 per
couple.。幾乎沒經過思考，他走到學生會室，買了一雙Couple ticket。
緊握住這雙Couple
ticket，Henry洋洋得意，像是已邀請到Anna當他舞伴般。只是，轉個街角，看見Anna正和師兄Re
x在吃下午茶，他才驚醒，自己還要跟成千上萬的士兵和軍官爭個你死我活。「唉，怎樣也要約到她
呀！」他著急。
　　欣賞完獨腳戲，只感受到更孤獨。方才戲中什麼鬥智鬥力你攻我守，Jessica早已忘得一乾二淨
，反正看電影也不是為了看電影。
　　「『Once，即使遇到你的機會只有一次，我也要捉緊這次，直至舞會結束為止。』Promotion
video可真說得美麗。」她拿著手提電話，對好友Edward說：「有心的話，舞會相見的一次也不會
是Once了。無意的話，每天相見也不如與娘娘的一次。」
　　「Wow，有些人很晦氣呢！」他是Jessica唯一放心相告秘密的人，偶爾也會取笑下她。
　　「唉，好想挽著他的手，一起去舞會。但他鐵定會邀請Anna啦。」Jessica苦訴。
　　「挑，Anna有那麼多兵，也許這次未輪到他呢！」雖然不是隊伍一員，但Edward對班中情況也
略知一二。
　　「你說得對，所以即使Henry Man跟我湊錢買Couple
ticket，也只是因為邀請不了Anna，才找我這後備頂上而已。」Jessica太了解Henry，她的苦戀，E
dward也安慰不了。
　　「好想跟他跳一次舞，Once is
enough……」她害怕，害怕他與Anna的共舞，害怕她與他不能起舞。
　　有時，我們會問，何苦要作無謂的擔驚受怕。



第四章　作你謀士

　　星期二的早上，Henry一回到課室便捉Jessica到後樓梯了。看見Henry手拿一雙Couple
ticket，Jessica沒有十分高興，她早已料到自己不受邀請。
　　「怎麼約Anna好呢？Alvin Rex William Gavin
Leo也想約她啊……」未等Henry開口，Jessica便得意地說。
　　「你知道便好啦……」對於Jessica，Henry從不需要說一句「請」。
　　「一雙Couple ticket又怎會足夠呢？其他兵不懂買麼？你要比他們優勝，便要多花點心思。」
　　「你不要每秒也Emphasize我是兵好嗎？」Henry生氣。
　　「看見她Instagram最近Post的照片嗎？人家想要Agnes
b的手鏈呀。」她無視他的憤怒，繼續說下去，「假如你願意花點錢，邀請她時Couple
ticket連手鏈送上，說你想她戴著手鏈與你共赴舞會，也許有點機會呀！」
　　「你叫我如何說出口呀，我偷偷放在她書包，再Whatsapp她好不好呢？」Fuck you!
我說得出你竟做得到，那條垃圾鏈要數百元呀！Jessica一聽，心中抓狂。
　　「也好，你一向是鍵盤戰士，這才是你的Style。切記要快，不要給其他兵捷足先登！」她保持
冷靜地說。
　　「是的……」Henry說著，便回到課室去了。
　　後樓梯剩下的那個，為著自己而驕傲，而心痛。
　　我願意當你的謀士，助你成就大業。



第五章　她的幸運

　　星期三的黃昏，Henry出動了。
　　放學後，他趁Anna去洗手間時，偷偷把Couple
ticket和手鏈放在其書包，再立即Whatsapp她：「希望你能戴住手鏈，跟我共赴舞會。可以當我的P
artner嗎？」
　　Anna回到課室，發現收到手鏈，欣喜若狂，Post
Intagram這招果然見效。得到進貢，她也例行賞賜：「多謝你！我喜歡這手鏈好久了，想不到你會
送給我。當你的Partner我可以呀。」
　　「Yes！」Henry一收到答覆，高興得喊了出來，並帶著愉快的心情回家去了。
　　夜裡，Jessica禁不住好奇，Whatsapp Henry問結果：「怎麼樣？成功嗎？」
　　「嗯，約了5時半在她家樓下等。」Henry忙著與Anna Whatsapp，只是冷淡回應。
　　「那為了感激我，你當晚要主動邀請我跳舞！」終於Jessica提出了邀請。
　　「有空的話，我會的哈哈！」Henry一如以往，敷衍了事。
　　噢，終於捉到點機會了。為什麼我要死抓狂搶，才得到一點機會跟他共舞，而她不費心思，便可
與他時刻一起，得到一整晚的幸運？不，她得到的不是一晚的幸運，她那女神的臉孔，早已賜予她半
輩子的幸運。



第六章　恨己

　　幸好，學生會也顧及到未被邀請的一群，推出了Lady
ticket買五送一的優惠，為一眾女士籌謀。Jessica與幾位好友一起買，雖然不能像Anna般免費參與
，也總算能省一點錢去裝扮。
　　這天，她們一起去選購晚裝，雖說是晚裝，其實也只不過是H&M和Cotton
On的一些連身裙，她們又怎能像Anna般，連手鏈也有人送呢？
　　「Hey Jessica! 你聽說了嗎？Henry送了一條Agnes
b的手鏈給Anna，偷偷放在她書包，並邀請她當Christmas
Ball的舞伴！」同學Wendy走近Jessica說。
　　「我知道呀，Anna在Intagram說得那麼明白，是男生也識趣啦！」努力掩蓋自己失落的神情，
Jessica裝作若無其事地回答，雙目注視在晚裝上。
　　「真是浪漫呢！可以被邀請已很難得了，還收到誠意禮物！」Iris插話。
　　「不僅如此，聽說F.6的師兄Rex也想邀請Anna，朱古力也買好了，只是不夠Henry快！」班上
消息最靈通的Winnie也開口了，　　「人家是女神，我們羨慕不來啦。」
　　「Hey Kristy! 你跟Anna不是很Friend嗎？Christmas
Ball是每年表白的最佳時機，現在Henry和Rex很大機會會同時跟她表白呀，她有心水了嗎？」Wen
dy向一直沉默的Kristy查探。
　　「唉，一早問過啦！她還不是送我一堆模稜兩可的答案，什麼『不知道』、『暫時當他們是好朋
友』、『也不是很討厭他們』……」Kristy放下藍色長裙，無奈地說，大概她也不屑好友這樣做。
　　「不主動也不抗拒，娘娘宗旨，哈哈！」Winnie笑道。
　　「但Henry下了這麼多苦功，假如Anna仍視他為兵，Henry必定傷心死了！Jessica你說是嗎？
」Iris取起一條白色連身裙問。
　　「唉……我怎知道？總之不要理會其他人，我們今次Christmas
Ball要戰鬥格，絕不能空手而回！」Jessica岔開話題，壯志雄心地說。
　　「好！」大家齊聲道。
　　Jessica恨，恨Anna對追求自己的男生拖拖拉拉，以獲得更多呵護和好處，也恨Henry明知自己
被吊著，仍甘心做一只兵，作賤自己，更恨自己明知與Henry沒可能，仍相隨左右，作他謀士，比起
他更犯賤。
　　說到底，她根本不能恨Anna的收兵法，只能恨自己的樣貌天生平凡，無法吸引Henry。



第七章　準時離開

　　經過一個半月的忐忑不安，Christmas
Ball終於來到。Jessica一方面期待與Henry共舞，另一方面害怕Henry與Anna的甜蜜會令她心痛。
　　「你的袖扣鬆了，不要動。」Jessica為Henry扣回袖扣，整理外觀。
　　為了在Anna前展示最佳外觀，Henry在3時多已開始準備，Jessica自動請纓，為他打理。只有
這種時刻，只有為了Anna，她才可以得到與Henry獨處的機會。
　　「你……今晚會向她表白嗎？」為Henry打著領帶，Jessica大膽問道。
　　「我不知道……她未必答應。」
　　「那你一輩子也不問，一輩子不拖她的手嗎？」為什麼要鼓勵他？她已搞不清自己在幹什麼了。
「算吧，不嚇你了。總之今晚要邀請我跳舞，不要讓我呆站一整夜！」
　　「可能會有男生邀請你呢。」他始終沒有答應。
　　Jessica失望地為Henry穿上西裝，再站遠一點，從頭到腳打量他一次。好英俊，是她一手打造的
Henry。能夠替Henry打扮，為他做一點女朋友做的事，Jessica已經覺得好幸福了。回看Jessica，其
實她也作過一番悉心打扮，希望Henry可以稱讚她一句「你很美」，可惜Henry未有注意。
　　「時候不早了，你該走啦。」Henry難為情地說。
　　「好啦，緊記，今晚要對她說『你很美』！待會見。」面對Henry的無情，Jessica仍不忘提醒他
多幾句。
　　穿上高跟鞋，打開門，Jessica在沒得到回應下離開了。對的，我該走了，她想。



第八章　只求你一個

　　不想被好友看見自己的落寞，Jessica自己一個出發去了。
　　交過Ticket，她走進熟悉的禮堂──今晚舞會的場地。禮堂裡，每個角落都被佈置得富麗堂皇，
播放著悅耳的舞曲，舞池兩旁站滿穿上晚裝的男女士們，彌漫著一片浪漫的氣氛。
　　Jessica走到Wendy等人裡，和她們聊天，一起等待舞會開始。言談中，Jessica只把專注力放在
尋找Henry的身影上，卻環顧全場也找不著他。
　　另一邊廂，5時半，Henry準時到達Anna家樓下，接她到舞會。
　　6時正，Anna才下來。「噢，遲了一點呢！」Anna說。
　　「不打緊，我們出發吧！」Henry看見Anna帶著那條Agnes
b手鏈，高興地說。他伸出手臂，讓Anna搭著他走。Anna看看四周，便搭上了，並隨Henry走到巴
士站。
　　看見的士一輛輛地駛過，Henry也未有伸手去截，Anna不禁問：「我們不是乘的士去嗎？」
　　「這裡是坑口，但學校在太子……我本想乘巴士到太子道，才轉的士……」Henry緊張地說。
　　「但我們已經遲到了……」Anna扁嘴說，心中暗暗咒罵這節儉的死窮拎。
　　「其實乘的士也可以呀，我也帶了足夠的錢……」Henry勉強地回答，也不小心On9地暴露了自
己是今晚才會準備多點錢的事實。他截了一輛的士，跟Anna出發了。
　　6時半，二人到達學校了，Anna很自然地讓Henry給全數車費，再下車去。進入禮堂的一刻，H
enry再次伸出手臂，這次Anna卻沒有搭上，Henry極之尷尬。
　　Anna的出現，引起了眾多男生的注意，因為她是太多人的終極目標了。Anna看見自己強大的兵
隊，也滿意地笑起來了。
　　而Jessica也注意到Henry已到達，她緊張地注視Henry，只希望今晚能從Anna的手指縫中，偷
走一首歌的時間，與Henry共舞。
　　Anna的目標，是千萬個兵的玫瑰花，和更多男生的青睞，而Jessica的小小心願，只是數分鐘的
一個Henry。 



第九章　遠看你

　　今晚的舞會是由Henry他們就讀的Vanho Secondary School、男校Kingson
College和女校Emma Girl's School合辨的。雖說VSS是Band 1
School，在區內頗有名氣，但相比其餘兩間傳統名校，也較為遜色。所以今晚的一眾VSS生，也想
把握機會，認識多些名校朋友。
　　場內剛播起《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Henry向Anna伸手：「Anna,
May I?」
　　「Yes.」Anna欣然搭上，接受Henry的邀請。二人走進舞池，未被邀請的其他人也把目光放在
其身上。
　　「你看，是Henry和Anna，他們很Sweet呢！」Iris對Jessica說。
　　「是呢……」Jessica不想看見這一幕，卻又不想看不見Henry。
　　「還在看別人幹什麼！現在只有我們三人未被邀請過，努力點吧姊妹！」Winnie說。
　　「你們在這裡等著吧，我先去一去洗手間。」再次不想被好友看見自己的失落，Jessica決定獨
處。
　　回望Henry與Anna二人，Anna十分輕鬆自然，Henry卻非常緊張認真，心怕自己會跳錯任何一
步，在娘娘面前出醜。
　　「你很美。」博取娘娘歡心是常識吧。
　　「多謝。」我很美是基本啦。
　　「喂！看見你們跳得那麼開心，男生是否該送枝玫瑰給女生呢？」一名Helper走近二人說道。
　　「當然當然。」Henry取出$30，買了一枝紅玫瑰給Anna。平日一枝玫瑰只是$10，十分普通，
但在舞會中，男生爭相購買，以討好女生，就成為重要的物品，升價數倍。雖然物非所值，但為了娘
娘，士兵們十分樂意花費這$30。
　　「送給你。」Henry拿著玫瑰。
　　「多謝。」Anna甜甜地接過。Jessica遠遠看著這一幕，很是心痛。
　　歌曲完結，其他士兵亦準備就緒。Anna亦等不及高攀一下KC仔，便向Henry道別：「很多謝你
，但我要找Kristy了，遲點見吧。」再頭也不回地走了。
　　「那麼……」Henry連問她一句「我今晚送你回家好嗎」也問不到。
　　下一首歌曲《Back To
December》奏起，其他士兵極速狗衝，Henry不忍看見，逕自向洗手間走去，他默默安慰自己，A
nna願意與他跳First
dance，可見他是不同的。Jessica看見他的失望，只能罵他智障，卻又說不出口，只能遠遠看著他
，不上前說一句話。
　　你不知道，我無時無刻也在遠處看著你，其他良辰美景一一放棄。



第十章　為何不是你

　　「May I?」一名男生走到Jessica身旁，邀請她跳舞。Jessica來不及反應，便接受了。
　　「Hi，我看見你獨個站了良久，很悶似的哦。」男生搭著Jessica腰，拖著她的手說。
　　「是嗎？哈哈。」Jessica有點緊張，不懂回答。
　　「我叫Jay，來自KC，你呢？」男生道。
　　「我叫Jessica，是VSS的。」
　　「那今天便是你的主場嚕。」
　　「是呀……」Jessica只想著Henry，無心回應。
　　「你今晚與男朋友一起來嗎？」
　　「不，我Single的，我跟朋友一起來。」
　　「你如此漂亮，竟也Single？」
　　Jessica沒有為此而高興，只想反問他要是In a relationship來Christmas
Ball有什麼用：「多謝你的讚賞。」
　　「既然如此，今晚可以讓我送你回家嗎？」Jay停下來問。
　　一名Helper走過，Jay搶了他手上一枝玫瑰，付過錢便送給Jessica：「你今晚很漂亮。」
　　「多謝……」Jessica有點驚訝，臉紅地接過玫瑰。
　　「我不想今晚跟你的起舞只是Once呢，給我你的Phone
number吧。」Jay把手提電話給了Jessica，笑得十分迷人。
　　「嗯……」Jessica接過，把電話號碼儲入。不知為何，有點緊張。
　　歌曲播完，Jay送了Jessica回座位才離開，走的時候還舉起手電話，向Jessica露出一個勝利的笑
容 。
　　Jessica呆呆地坐著，直到Iris和Winnie走近她身旁。
　　「看見了呢！Jessica你真爽，竟然和KC的籃球隊主將跳舞！」Winnie興奮地說 。
　　「你怎麼知道他是……」
　　「名校中的名人呀，誰會不知道？你知道今晚多少女生來是為了他嗎？」Iris也搶著說。
　　「人家又讀KC又帥又住比華利山莊，是筍盤中的筍盤，你可要抓住呀！」Winnie果然消息靈通
，連他校人的底細也清楚。
　　「好啦好啦，你們給我出外透透氣先好不好？」Jessica懶理好友的說話，逕自離開禮堂，走向
操場。
　　她拿著那枝玫瑰，暗暗問自己為何值得Jay花費這無謂的$30。亦不斷反問，為何邀請她跳舞、
送她玫瑰、稱讚她很漂亮、要送她回家的不是Henry，而是一個她沒有付出過的男生。



第十一章　 一切也為了她

　　走到操場，Jessica看見角落裡有一對熟識的男女。
「　Anna，我喜歡你，可以當我的女朋友嗎？」原來是Leo向Anna表白，Leo平日在班中沉默寡言
，看似內向，竟然有勇氣向娘娘表白，令Jessica十分驚訝。
　　「對不起……我沒有想過要拍拖……」Anna拒絕。
　　「是嗎……」Leo很是失望。
　　「但我是很喜歡與你相處的，我們就像以前一樣，當很好很好的朋友，好嗎？」Anna搬出娘娘
的拿手對白。
　　「好，你要記住，以後有什麼心事也要告訴我，我會繼續為你分憂的。其實那天你告訴我，只會
向我一個說心事，我真的很開心……」
　　Jessica偷聽到這裡，也不想再聽下去。娘娘會只把心事告知一人嗎？還是會對每一個說「我只
把心事告訴你」？Jessica開始掛念Henry，突然很想看看可憐的他，照顧他。
　　終於在禮堂側門找到Henry了，Jessica上前說：「你不是說有空會邀請我跳舞嗎？」
　　「好，那跳吧。」Henry無心理會Jessica，連一句「May I」也沒說，便和她走出舞池了。
　　《My
Love》播了一半，二人才起舞，Jessica只可享受2分鐘，但能夠與Henry共舞，與他十指緊扣一會，
她已十分快樂。
　　「你跟Anna怎樣？」Jessica忍不住問。
　　「跳完First dance便各自跳了。」Henry不想透露是Anna撇下了他。
　　「那……你今晚會送她回家嗎？」說不會吧，那樣我便會拒絕Jay和你一起回家。
　　「我想……可是不知道她行不行。」Henry從未想過要與Jessica一起走。
　　「哦……玫瑰很美，送一枝給我吧。」假如問「可不可以」，一定會答「不可以」，所以要逼你
。
　　「$30可以吃一個午餐了。」面對逼迫，Henry斷然拒絕。
　　Jessica心知是Anna不再跟Henry跳，她才能趁機與Henry跳一會，而玫瑰也同樣道理，Anna不
要她才可以要，但玫瑰，Anna要了。
　　歌曲很快便完結。Henry立即放下手，叫Jessica繼續「搵食」。
　　Jessica眼見Henry留下自己在舞池，獨自離開，呆呆地站著。Once，已經完了。
　　為了邀請Anna，她才可與Henry傾訴；為了約會Anna，她才能替Henry裝扮；為了填補Anna
的離開，她才能補上。其實，一切也由Anna而來，Jessica開始搞不清，她該憎恨Anna還是感激An
na。



第十二章　跟在你的身後

　　「你走的話，請回覆我，讓我送你回家吧。」收到Jay的Whatsapp，Jessica的心情有點複雜。
她沒有再跳舞，她拿著Jay送的玫瑰，坐在一旁懊惱。五光十色，她感受不到。
　　「最後一首歌曲《I Am Still Loving
You》即將奉上，請男士們捉緊這次機會，邀請你最心儀的女士，跳唯一的Last
dance，即使只是Once。」主持說罷，歌曲已播出。
　　「Hen……」Jessica一聽到，便想找Henry，懇求他再跟她跳多一次。可惜，她已看見Henry走
向Anna身旁，想把Last
dance送給她了。Jessica失望地坐下，她又一次感到極度的心痛，這痛楚彷彿在提醒她，不用再費
神為Henry準備聖誕禮物了。
　　雖然不忍，但Jessica仍向舞池望去，希望可以看多一眼，那位她悉心打造的Henry。然而，最終
和Anna走出舞池的，竟是師兄Rex。那Henry呢？Jessica雙目不斷搜索，終於在禮堂大門找到了他
的身影──Henry落魄地走了，Jessica一支箭的衝了出去。
　　追到校門，「你走了嗎？」Jessica上前問。
　　「嗯，你也離開了？」Henry詫異她的存在。
　　「嗯！」不假思索，Jessica答了，「一起回家好嗎？」
　　「好吧……」這一個「好」，Jessica等好久了。
　　雲霧散開，月亮出來了。女生愉快地跟在男生後，彷彿願意一輩子這樣跟下去。



第十三章　容易滿足

　　「你……不跟Anna走嗎？」在小巴的後座，Jessica問Henry。
　　「不，她說會跟其他朋友走。」Henry沒有看著Jessica回答。
　　「那……你未有跟她表白嚕？」
　　「未……她好像挻喜歡Rex呢。」
　　Jessica沉默。
　　「多謝你今天替我打扮，我從未如此自信。」Henry意外的言謝，令Jessica受寵若驚。
　　「傻的，我是你的好友嘛！」只是一句，Jessica已很滿足了，她臉上泛起甜蜜且幸福的笑容，
讓Henry這刻覺得，她是全世界最傻的人。
　　我一定製作好他的聖誕禮物，Jessica心想。
　　在你的面前，我是如此的卑微，如此的容易滿足，我的貪心，都被你挖空。



第十四章　責備自己

　　花了三晚的努力，終於完成送給Henry的聖誕禮物了，是一個皮製的IPhone case。
　　聖誕節當天，5R班在Cafe舉行了派對，Jessica特意穿上 Lowry’s
 Farm連身裙，全身除了絲襪外，都是新買的，因為這是她跟Henry過的首個聖誕節。
　　Henry則穿了暗紅色裇衫和黑褲，因為Anna前一晚在Whatsapp中說她喜歡他這樣穿。
　　Anna從不為外表擔心，只是穿了A&F上衣，加短裙和長靴，已經十分迷人。
　　雖說今晚有交換禮物的環節，但大部分男生也準備了兩份，一份用作交換禮物，一份用作進貢A
nna。派對開始的首小時，Anna已收到了4份禮物，女生們都在競猜今晚的貢品總數。
　　「喂，不要搶我的三文魚刺身！」男生們為食物弄作一團，非常熱鬧。
　　「Anna，聽說那次Leo向你表白失敗，是真的嗎？」女生則坐在梳發，聊著各種戀愛的事。
　　「是呀……」Anna不好意思地回答。
　　「為什麼拒絕他呀？是因為喜歡了Henry吧？」Wendy狡猾地說。
　　「當然不是啦，我只當他是好朋友。」Anna口快快的回答。
　　「那你又跟他一起去舞會？」Winnie問。
　　「他也只是想找個Partner一起去吧，反正我又沒Partner，便跟他一起了。」Anna的藉口找得
很快。
　　「話可不是這麼說呀，人家連禮物也送了，只欠未表白，他的心意不是收不到吧？」Kristy也開
口了。
　　「我未想過要跟他拍拖呢……我只是他很好的朋友。」Anna說。
　　「那你便快點跟人說清楚嚕，要不然他付出的心思越來越多，你只會不好意思拒絕呢！」Winni
e坦然地提醒。
　　「我才不要，無緣無故跟人說這些不好吧？」Anna未有接受建議。
　　「這樣吊住人家更不好吧！」Winnie打趣地說。
　　「我才不是！」Anna被說中了，有點生氣道。眾人見娘娘憤怒，也不再討論這話題了。
　　即使是表白失敗了的Leo，你仍收他的聖誕禮物，何況是未有表白的Henry呢？你不會放過他吧
。Jessica全程只是聽著，未有出過聲，她一邊凝視著Anna戴著那對Leo送的耳環，一邊心想。
　　一會，Jessica又被Henry捉到一旁了。
　　「你Whatsapp她，說派對後想單獨見面，然後再送禮兼表白吧。」Henry還未問道，Jessica便
冷淡地說。她突然很想Henry表白，然後被拒絕，或許這樣，他會沒那麼為Anna瘋狂。
　　「你神經病嗎？無故叫我表白。」Henry驚訝地說。
　　「你都與她曖昧了這麼多，要一輩子也不表白嗎？」
　　「但失敗了的話，我便連朋友也做不到了……」該死的兵，少少勇氣也沒有！
　　「不會的，放心。」Jessica知道，Anna是不會不理他這位忠心的兵的，說完，她便走開了。
　　右腳踏開的一刻，Jessica開始後悔，假如Anna真的接受了呢？那她便會失去Henry，以後連一
起回家的機會也沒有。她坐回梳發，開始責備自己的衝動。
　　為了你，我竟然責備自己，我最應該愛惜的自己。



第十五章　全都奉獻給你

　　「交換禮物儀式，要開始了啊！」Miss Ng興奮地說 。
　　各同學把自己的禮物拿出，寫上學號，放到桌子上。又把學號寫在紙上，放入抽獎箱，以供抽獎
。男生們都希望抽到11號──Anna的學號。當然，Jessica也希望抽到Henry的25號，可看看他送出
的禮物是什麼啦。
　　「Fuck you
Henry！你的禮物竟是Miffy杯子，要我怎麼用！」Alvin生氣又帶點搞笑地說，眾人看見也哭笑不得
，除了Jessica因得不到Henry的禮物而失望外。
　　「哈哈！那杯子特價嘛！」Henry笑說，沒有披露他是買給Anna，希望抽中的也是Anna的事實
。
　　Jessica在眾人嘲笑Alvin之際，也抽出禮物了。
　　「11號。」她驚訝地小聲說。
　　「Wow，是女神的禮物！」大家起哄道，Jessica的三個字，使不少未抽的男生失望。
　　Jessica拿著Anna的禮物，回到女生的群中，被她們圍著。
　　「Jessica，快拆拆是什麼！」Iris興奮地說。
　　「當然不要拆啦，你要高價出售給這班男生才對！」Wendy插口說。
　　「對對對，賣給Henry吧！」Winnie也說著。
　　「哈哈！要賣給誰，我可要好好地想想。我去洗手間先。」Jessica狡猾地說。
　　當然Jessica要想一想賣給Henry好還是Alvin好，她想讓Henry欠她多一點，卻也想從Alvin手中
得到Henry 的禮物。她得意地拋著禮物，行出走廊，到洗手間去。
　　可是她還未拿定主意，Henry已搶去她手中的禮物了。
　　「你未送聖誕禮物給我吧，這份就是了，哈哈！」Henry高興地說。
　　「喂！你……」Jessica還未說完，Henry已像風一樣走了。
　　Jessica忍著淚水，走到洗手間。為什麼，為什麼要連我對你的唯一籌碼也奪去？難道我親自為
你製作的禮物，也不比Anna的禮物重要嗎？她連這份禮物會送到誰手中也不知道！
　　啜泣良久，Jessica抹乾淚水，便走回廳了。
　　「Hey
Jessica！你把禮物賣給了Henry嗎？他剛才拿著Anna的禮物，意氣風發地回來！」Wendy捉住Jessi
ca說。
　　「是呀……」Jessica目無表情地說。
　　「那賣了多少錢？」
　　「不用錢……」
　　「噢天呀！你怎會這麼『蝕底』！」
　　「我是他的好友嘛，沒法子吧……」Jessica無奈道。
　　是的，我是你的好友，從來什麼也奉獻給你。



第十六章　放不下你

　　玩過一輪遊戲後，派對終於完了。
　　Jessica又要擔心了，Henry預備表白了嗎？她要失去他了嗎？
　　「Merry Christmas！有在慶祝聖誕嗎？」憂心中，Jessica收到了來自Jay的Whatapps。
　　「多謝，你也是呢！我剛剛完了聖誕派對。」她回應道。
　　「Thank you very much ！我也剛與兄弟吃完火鍋呢，賞面一起吃糖水嗎？」
　　「好。」Jessica也驚訝自己回答了「好」，大概是想給自己一個機會，去想少一回Henry吧。
　　然而，她無法不顧慮Henry。
　　「今晚完事後要致電給我，我到你樓下作賽後檢討，多晚我也會等你的。Bye！」Jessica對Hen
ry說罷，便去見Jay了。
　　是的，我又怎能放下你。



第十七章　無私卻自私

　　「Merry Christmas！送給你的。」Henry向Anna遞過聖誕禮物，是一個精美的Miffy相架。
　　「多謝你，我喜歡Miffy極了！」雖然禮物的不名貴令Anna失望，但她仍禮貌地作出道謝了。
　　「你喜歡便好了，我是從銅鑼灣那間精品店買的。」Henry開心地說。
　　「答應我，改天帶我到那兒看看，好嗎？」娘娘還真懂得給人希望。
　　「當然可以，如果可以拖著你的手去，我會很開心的……」Henry鼓起勇氣說。
　　「傻瓜！別玩啦，我走了，Bye ！」Anna很快便帶過這事，迅速地走了。
　　Henry害怕中又帶點激動，雖然沒表白成功，但Anna要跟他一起到精品店了！
　　另一邊廂，Jessica正跟Jay在美孚吃糖水。
　　「你正心不在焉啊，發生了什麼事麼？」Jay問Jessica。
　　「你怎知道的……」Jessica停下手問Jay。
　　「只有忐忑不安的人，才會不說話，在煩惱中不知不覺地吃光一碗芒果涼粉撈吧！」Jay取笑她
說。
　　Jessica看著那碗只吃剩一口的芒果涼粉撈，驚訝自己的進食速度。然後，她歎了一口氣：「一
個只認識我幾天的人，都如此注意我呢……」
　　「告訴我發生什麼事吧。」Jay溫柔地說。
　　「我喜歡的人要向娘娘表白了，我可以怎樣做？」Jessica悲傷地說。
　　「既然事先知道，為何不先向他表白？」
　　「既然知道他心有所屬，為何還要表白？我不想連跟他一起回家的機會也沒有。」
　　「那其實你也是他的兵吧，害怕被拒絕，因此永遠地不表白，永遠地任他主宰。」
　　「是的，我是如此的卑微，又如此的自私。我鼓勵他表白，希望他被娘娘拒絕，以後少一點接近
娘娘。自己卻又不想表白，心怕日後無法靠近他。」
　　「假如你是自私的話，便不會讓一個對你有意思的男生知道，你心有所屬嚕。」Jay的直接，使J
essica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對於喜歡的女生，我從不懦弱。」他繼續說。
　　「對不起……你條件這樣好的男生，我竟也不懂得賞識。」Jessica歎息地說。
　　「誠實的女生比起有品味的女生，來得更可愛吧。」Jay笑著說。
　　「因為我不想像Anna一樣收兵，太傷害那班男生了。」
　　「真是善良的女生呢，你的心上人也太沒品味了。」
　　「你果然是一個筍盤呢，連性格也這麼好，怪不得受那麼多女生歡迎。」
　　「假如我不是住Beverly Hill的KC仔，你想有女生會喜歡我嗎？」
　　「世事都給你看透。現實就是如此殘酷，Honestly，假如Anna不是貌美如花，我想也不會有這
麼多男生喜愛她的。」
　　「Fuck，又一個空殼。」
　　「Yes，沒內涵的PK。」
　　「你好可愛，讓我繼續喜歡你吧，快點表白，失敗後便跟我一起！」Jay吃光楊枝甘露，便起來
結帳。
　　「哈哈，正PK！」Jessica笑著起來，搶住湊自己那份糖水費。
　　「快點表白吧，你已經F.5了，沒有什麼輸不起。」Jay走的時候，鼓勵Jessica說。
　　Jessica笑而不語，樣子普通的她，只有155cm和34A身材的她，說話沒有英式發音的她，一早
已輸在起跑線，又怎能不自私一點，盡量守在Henry身邊。
　　你令我變得無私，奉獻一切給你也可以，你令我變得自私，連失去一個你也不可以。



第十八章　不被承認

　　Henry最終還是忘了致電Jessica，要Jessica主動找他。
　　「怎麼樣？成功嗎？」看見已換了汗衣的Henry來到樓下，還穿著那條Lowry's
Farm連身裙的Jessica心急地問。
　　「你吃完糖水便立即趕來了嗎？」Henry好奇。
　　「是呀，但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賽果！」Jessica不想花時間講述她是如何從美孚衝來鑽石山
，不想讓Henry久等的。
　　「她收到後挺開心的，還要我答應她，帶她到Miffy's
Shop看看。」Henry看著前方，開心地說。
　　Jessica看見他那On9到爆菊花的模樣，無法不以膠樣看他，並聰明地問：「所以她喜歡的卡通
人物是Miffy吧。」
　　「是的，她上星期告訴我的。」
　　「那便好啦！表白的事又如何？」
　　「我有說到想拖著她到Miffy's Shop，但她不明白，只笑我是傻瓜……」Henry越說越小聲。
　　人家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想拒絕你之後，少了一個兵。Jessica心中暗罵Henry的白痴。
　　「那你下次便直接點啦！」Jessica說。
　　「下次才說吧……」Henry不敢保證，他下次還會否有表白的勇氣。
　　「Merry Christmas。」Jessica拿出裝著那IPhone case的小紙袋 ，送給 Henry。
　　「多謝……」Henry也料到，Jessica怎會不準備他的聖誕禮物呢。
　　「拆開吧，看看喜不喜歡。」
　　「噢，挺好看的嘛，那裡買的？」Henry拿出IPhone case隨便看看。
　　「Fuck
you，我製的！」Jessica一邊罵一邊為Henry的IPhone換上新裝。「好漂亮！快點拿著拍張照吧！
」
　　Henry無奈地對Jessica的鏡頭笑了一笑，Jessica興奮地打開Intagram，Upload照片。
　　「不要Post吧，讓別人知道我倆深夜相會有什麼好。」Henry冷漠地說，搶了Jessica的手提電
話，關了Instagram。
　　「是的……」Jessica低下頭。
　　「晚了，我先回家啦，Bye。」Henry再一次留下Jessica，獨個離去。
　　Jessica早知道Henry不准她對外公開二人的約會，但她仍傻傻地試著一次又一次，讓自己一次又
一次的失敗。這一次也不例外，她在Henry身邊的存在，仍不被承認。



第十九章　不要誤會

　　這個星期六，Jessica終於可以跟Henry一起補習和吃晚餐了。
　　「唉，除夕快到了，你怎麼過？」Jessica叉起意粉說。
　　「我跟Alvin他們過呀，大伙兒到Alvin家玩Fifa。」Henry把焗飯放入口中，咀嚼著說。
　　「Anna 呢？」
　　「她到半島酒店倒數，KC的學生會主席約了她，在舞會中認識的……」人家去舞會當然要擴大軍
隊，並提升一下士兵質素啦。不過，果然你問過她呢，Jessica心中一陣難過。
　　「唉，我現在還未想好如何過……」Jessica苦惱地說，她的好友們都有節目了。
　　「哈哈，跟Jay哥過嘛！」Henry狡猾的一句，使Jessica驚訝不已。
　　「你怎知道的！」Jessica捉著Henry的手問。
　　「全世界也知道啦，KC仔嘛，難得有人看得上你，還要富有又英俊，趁他未清醒快點狗衝吧！
」Henry掩臉笑說。
　　「我不喜歡他，我們只是朋友，你可不要弄錯！」Jessica慌張地解釋，害怕Henry誤會。
　　「所有戀人都是從朋友開始的，哈哈，你加油吧！」Henry沒有理會Jessica的解釋，繼續取笑她
。
　　整個晚餐，無論Jessica如何努力地澄清，Henry仍不懈地祝賀她。Jessica極為不快，不僅被He
nry知道了她有人追求，更被他找到藉口，不跟她過除夕。
　　「Jay是否有性病？所以才是雌性的也狗衝？」Henry在回家的路上仍不斷恥笑Jessica，Jessica
由不快變為不樂，擔心著不能跟Henry一起倒數、祝賀、狂歡……
　　「不要玩啦，除夕夜我真的沒人陪……」Jessica小聲地說，希望Henry今次會饒她一命，不再開
玩笑，也希望Henry會記起前兩年除夕，他們也是一起到尖沙咀海旁倒數的，今年不要撇下她。
　　「那便快找Jay啦，下午陪他拿報告，假如沒性病晚上便到四季酒店爆房兼倒數，保證你一世難
忘！」Henry放肆地笑說。
　　「夠了！我都說了我不會接受他！為何你仍要恥笑我？不要整天Jay Jay
Jay好嗎？你很討厭！」Jessica突然的發難，令Henry有點意外。
　　「我只是玩玩……」Henry小聲道。
　　「不想陪我過除夕便照直說嘛！你喜歡玩便自己一個玩到滿意吧！」Jessica怒火中燒，說完便
一支箭的跑回家了。
　　這是Jessica第一次留下Henry，她從未有這個膽量。以前別人說她跟Henry是密友，她會甜蜜得
像吃了幾罐蜜糖似的。但今天Henry笑她與Jay的相好，卻令她生氣，她氣Henry以Jay作藉口甩掉她
，更氣Henry不知道，她對Jay無任何意思，打從一開始她就只喜歡Henry一個。
　　任何事你都可以誤會，但以為我與別人相好，你絕不可以誤會。



第二十章　與你之外

　　自從Jessica那一夜氣走了以後，Henry也再沒找過她了，Jessica不想亦不敢去找他。
　　兩天的時間特別難過，Jessica一時又害怕生氣的事會令Henry討厭她，籌謀著如何向Henry道歉
，一時又覺得是Henry的不是，該由他道歉，計劃著找誰陪伴她過除夕，使她不用想起Henry。這件
事，讓她縫著嘴巴過了兩天。
　　但12月31日始終還是來了。
　　Jessica一覺睡醒，沒有任何歡愉之情。她梳洗過後，把睡衣一扔，便穿上簡單的衣服，出門吃
午餐去了。她不知道要怎樣向家人解釋自己的苦況，也不知道要如何挨過沒有Henry的日子。直到她
吃完Riso的套餐，走過戲院，看見一張張的電影海報，她才有了最頹的決定——煲戲過除夕。
　　「那你真的不用Join我們嚕？」Edward關心地問。
　　「不用啦，原本阻礙你和你女朋友二人世界便是錯的了！」Jessica故裝輕鬆說。她告訴過Edwa
rd生氣的事，和自己要獨過除夕的慘況，Edward出於同情心，便邀請Jessica跟他和他女朋友一起去
太平山頂倒數了。Jessica明白這種勉强只會令自己不好意思，因此有了這個決定後，便立即告訴Ed
ward。
　　「其實除夕每年也會有，何必這麼重視呢？」今晚被女朋友逼出街的Edward也表達了意見，對
男生來說，女生過份重視節目了。
　　「對呀，今年便嘗嘗自己渡過嘛！」說畢，Jessica便匆匆掛線，回家下載電影去了。
可愛的除夕，讓街上歡欣滿溢。有一家大小溫馨地拖著，走到茶樓喝茶去；有情侶甜蜜地相擁著，漫
步在街角裡；有大伙少男少女興奮地推撞著，吵嘈在店舖門外。幾乎只有Jessica是獨自一人，在路
邊彳亍。
　　在等過馬路期間，Jessica被這條街喚醒了。
　　除夕裡，你可以與家人過，也可以與朋友過，甚至可以與家中的小狗過，為什麼非要與喜歡的人
過不可？為什麼只會找Henry，要不便不找其他人？假如答應跟Jay去看演唱會，今晚或者會很High
；假如參與義工隊的探訪活動，也會是一個充實的除夕；假如一早約的是Wendy她們，也許今晚會
是一個美好的Ladies Night呢！機會別人不是沒有給你，為什麼不懂珍惜？為什麼……
　　是從何時開始，你為我的世界定了法則，使我以為與你之外便是自己一個。



第二十一章　不能專注

　　Jessica帶著覺悟回到家裡，鼓勵自己好好跟《Harry Porter》系列渡過2012的最後一夜。
　　「我回來了。」她進了門，除下鞋子說。
　　「你今晚要到哪裏玩呢？我跟爸爸到太平山頂呀。」Jessica媽媽把衣服摺好，希望在外出前打
理好家裡。
　　「我自己過呀，在家中煲戲，你可不要拉我上山頂呀！」
　　「什麼！你沒有約朋友嗎？還是跟他們鬧翻了？」Jessica媽媽還是第一次聽到，好動的女兒竟
要獨個過節日，心怕她被朋友欺負、杯葛。
　　「不是呀，只是你的女兒沒有拍拖，才不能像我的姊妹般，成雙成對去倒數。」
　　「噢，那便太好了，你是對的，中學生不要談戀愛，浪費時間呢！」Jessica媽媽頓時放心下來
，慶幸自己的女兒不被拍拖麻煩，可專注讀書。
　　「對對對，你今晚碰見Edward便代我跟他問好啦！」Jessica不想被囉嗦，說完便快快關上房門
了。
　　「唉。」女生還是在房中歎了氣起來。
　　即使沒有談戀受，我也不能專注。



第二十二章　受你施咒

　　晚上11時47分，Jessica看畢《Harry
Porter》系列，開始無聊地查看著Facebook和電視節目，待倒數完後，雙親帶糖水回來一起品嚐。
　　Facebook的頁面，張貼了一張由Alvin上載的照片，是5R班一眾男生在他家玩Fifa的大合照。看
見Henry有趣的笑臉，Jessica心中一跳，看見Henry開心，她便開心了。
　　「不知他會否Whatsapp我祝賀我呢……」Jessica躺在梳發上，自言自語。
　　看看時鐘，已經11時58分了。
　　Jessica看著電視播的倒數節目，呆呆的倒數：「5, 4, 3, 2, 1……新年快樂。」
　　完了，2012就此完了。
　　Jessica的手提電話響過不停，收到朋友的群發Message和Whatsapp
group中千遍一律的道賀說話，她也隨意Copy了兩句，再群發出去。只是，無論如何更新手提電話
，也收不到來自Henry的說話。
　　等到01時23分，她已沒有期望了。
　　一會兒後，雙親已經帶著糖水回到家，Jessica目無表情地吃過糖水，便去梳洗睡覺了。她瞞騙
父母說這張臉只因太累，沒有相告她是何等的沮喪。
　　回到房間，她發現有一個2 minutes ago的Whatsapp——來自Henry的。
　　「Happy New Year!
新一年開開心心，早前的事不要氣我啦！」Jessica開心得跳了起來，即使只有幾句說話，即使沒「
對不起」，對Jessica來說，一個讓她跟Henry Whatsapp的機會已經足夠。
　　「新年快樂！既然你誠心道歉，我便饒過你啦，以後不准再犯！其實我真的很重視你這個朋友，
所以不要給我理由氣你，請讓我好好待在你身邊，繼續與你一起放學、補習、吃飯……煩著你！2013
年祝你學業進步，英文合格，哈哈！You are my best
friend.」Jessica發出過後，等了半小時，確認Henry不會回覆，才幸福的睡去。
　　百多個字再加五六個表情符號，是Jessica檢查了兩次才送給Henry的新年禮物，她很想把禮物再
製得豐富一點，把心意都寄托在入面，但又怕嚇到Henry，只好速速收筆，待遲一點才慢慢告訴他，
她相信，待Henry不再喜歡Anna後，便會有這一天。
　　你有的是法力，只是短短幾句的咒詛，已變出我一整篇回覆。



第二十三章　委屈

　　假期過去，新學期又開始了。
　　Anna如常的是娘娘，Henry如常的服兵役，Jessica如常的跟著他。
　　今天，Henry借感激Anna教他英文為由，請Anna吃下午茶去。
　　「噢，你的IPhone case很漂亮呢！」Anna拿起Henry的手提電話說。
　　「是嗎？你喜歡的話，我們交換用兩星期吧！」Henry抓緊機會。
　　「真的嗎？好呀。」Anna說畢，便把雙方的IPhone case交換了。 
　　Anna繼續說：「你知道我為何留意你的IPhone case嗎？因為它跟CDG最近出的一個IPhone
case很像，我十分喜歡那一款呢！可惜太貴了，我買不起……」
　　「不如……你下星期生日，我送給你作為生日禮物吧！」Henry未知價錢，已經狗衝。
　　「不要說笑啦，哈哈！」雖然口是這麼說，但Anna自知半個IPhone
Case已得到手，十分高興。
　　翌日，Jessica看到了她不想看見的事——Anna用著她送給Henry的IPhone
case。Jessica一時之間不知給什麼反應好，剛好Henry又回到班房，跟她打招呼：「怎樣呆著呀你
？」
　　「為什麼……」Jessica可憐地看著Henry，指著Anna手中那個IPhone case，小聲地問。
　　「噢，她說那IPhone
case很美，所以我便跟她交換了。」Henry當然回應得輕鬆，說畢便走回座位了。
　　Jessica心中是百般委屈，暗自走出班房啜泣，在走廊經過的Winnie和Wendy看見，緊張地關心
：「Jessica！發生什麼事了？為什麼哭成這樣呀！」
　　「我沒事……」她說著便自己一個走了。
　　Winnie和Wendy沒有追上，只是回到班房查問因。Henry聽到Jessica哭了，並未察覺自己是罪
魁禍首，反而不屑地說：「怎麼現在的女生這麼愛哭呀，真是惹人討厭。」其他男生聽到，也附和起
來，只有了解Jessica的Edward沒有，他不說一句，便走到後　　樓梯去，順理成章地找到Jessica。
　　「果然在這裡呢！Henry又對你做了什麼呀？」唯獨Edward才知道，Jessica不愛用眼淚博取同
情，要哭也只會躲起來哭。
　　「他把我送的IPhone case和Anna的交換了。」Jessica雖然淚流滿臉，仍冷靜回應。
　　「噢，真是令人心傷。」Edward未敢咒罵Henry，因為他現任女友所戴的圍巾也是Jessica所織
的，不同的是，他預先告知Jessica並以自助餐賠罪。
　　Edward不敢告訴Jessica，剛才在班房內，Henry如何帶領其他男生數落她，恐怕說了，Jessica
會跳樓去。他只是坐在Jessica身旁陪著她，直至鐘聲響了，要回去為止。
　　委屈，我也為你而受。



第二十四章　假的希望

　　Jessica抹過淚水，便裝作沒事的回到課室去，對於別人的關心，她也只是隨意作個藉口混過去
。她全程沒有望過Henry，怕看見他的若無其事，會令自己崩潰。
　　小息的時候，Edward忍不住，跟Henry說了兩句：「Henry……其實你有沒有想過為何Jessica哭
呢？」
　　「我撚知。」對於Edward無端化身認真撚，Henry擺出一個膠樣。
　　「其實她那麼用心製作一個IPhone case給你，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珍惜的……」
　　「所以她就為了那一點事哭了？無聊的煩膠。」Henry得知真相，反而更煩厭。
　　Edward聽到他的回應，十分失望，慨歎士兵明知這種心痛失望，仍毫不同情的，以同樣方法對
待自己的兵，於是轉身走了。
　　豈料他一轉身踢個三分波，Jessica已像挨了百多個波餅的站在他身後了，Edward尷尬的離去，
留下了Henry和Jessica二人。
　　「你要知道，能得到Anna的IPhone
case是很幸運的，你應該替我高興呀！」面對Jessica，Henry極力把自己的所作所為合理化。
　　「為了弄這個東西，我的左手全是傷痕了……想不到你用了不足一個月，便跟別人交換。」Jessi
ca低著頭說。
　　「那她就是這麼早說嘛……」看著Jessica貼滿膠布的左手，Henry內疚起來了。
　　「我知道女神很重要，但難道為了女神，你就可以不顧及朋友感受嗎？為什麽你還可以這麼理所
當然！」Jessica忍不住，哭著向Henry怒吼。
　　Henry歎了一口，終於說：「我知道了，對不起……但現在我真的不好意思問Anna拿回來……」
　　Jessica沒有妄想過Henry會取回IPhone
case，她以沉默表達了絕望，想轉身離去。Henry見狀，一手捉著她，緊張地說：　　　「不要這樣
啦！雖然我沒有用那IPhone
case，但你的心意我也有放上心呀！我都已經認錯了，要怎樣你才原諒我？」
　　Jessica一聽到這句，整個人也融化了。她抺了一抺臉，深呼吸了一下，調整好思路就說：「要
我原諒你也可以呀，我要CDG最新出的那個IPhone
case！你送我半個吧，不要說我沒人情味啊！」Henry聽到之後一恍，但仍勉為其難的答應了：「好
了好了，明天便送給你。」
　　「Yeah！明天給你一半錢吧！」Jessica高興得破涕為笑，了解Henry的她，知道Henry並不富
有，也不會勉强他送貴重的禮物，只求半個IPhone case便足夠了。
　　二人隨著鐘聲，回到班房去了。此刻的Jessica滿懷希望，FF著她會如何把那未到手的IPhone
case，當作寶物般看待。
　　你的衝動一句，也使我滿懷希望，假的希望。



第二十五章　珍而重之

　　放學後，Henry匆匆跑到朗豪坊去，看看那IPhone
case的價錢——$629，一個數目，送他雙種驚嚇。明天要送給Jessica，可以只湊一半，他還勉强負
擔得起，但下星期又要送給Anna，還要送一整個，住在鳳德邨、每個星期只有$300零用錢、連買部
IPhone 4也要儲錢的他，一時三刻又怎能掏到整千元呢？
　　Henry打開銀包，看著內裏可憐的兩張$100現鈔，歎了一口氣。但是他還是去提銀行僅餘的$50
0買了。
　　「$314.5，速速繳上。」翌日，Henry把IPhone case放在Jessica桌上，老實地說。
　　「噢，多謝你！實在是太感動了。」Jessica把IPhone
case抱在懷中，高興得不得了。給過錢Henry後，她便立即為自己的IPhone換上新裝了。Jessica投
入在歡樂的世界，沒意會到Henry一臉苦惱。
　　Jessica開心得整天也掛著笑臉，她拿著那IPhone case，愛不釋手。
　　「是CDG最近出的IPhone
case呢，好羨慕呀，你真是爽呢Jessica！」小息時，Wendy一眾女生圍在Jessica身邊，討論著她的
IPhone case。
　　「嘻嘻，Henry送了我半個呢！」Jessica甜蜜地說，像是Henry向她求了婚一般開心。
　　「嘩，你比Anna還幸福呢！」Winnie大聲地說，一眾女生也附和她。
　　女生們在Jessica身旁研究著那IPhone
case，有說有笑的，十分快樂。除了那坐在一旁，把所有說話也聽入耳的Anna。
　　Anna安慰自己，告訴自己，下星期生日時，她也會收到同一份禮物，而且不用湊一半錢。
　　Jessica心想，以後她也不要轉換IPhone case好了。
　　你的每一份禮物，我也珍而重之。



第二十六章　尋找寬恕的理由

　　要來的還是要來，Anna的生日已經到了。
　　Henry實在沒有錢，不能買多一個IPhone
case送Anna，他只好柒到仆街地安慰自己：「Anna也叫我不要說笑嘛，她未必認為我會送IPhone
case的。」他拿著包裝好的Miffy筆袋，不安地回校了。
　　「生日快樂！」一眾男生拿出生日禮物，送給Anna，這盛大的進貢場面，十分熱鬧。
　　「多謝大家！」Anna把禮物都收了，貢品多不勝數，有Godiva朱古力、Mercibeaucoup頸巾
、Vivienne
Westwood銀包……和那個柒到冇朋友的Miffy筆袋，Anna拆開Henry送的生日禮物，心中除了咒罵
，便是髒話。
　　看見Henry把禮物包得如此精美，Jessica心中十分悲傷。莫說Henry送她的禮物會否包裝，兩年
來她根本未收過Henry送的生日禮物。她只能安慰自己，那半個IPhone case已彌補一切。
　　連寬恕你的理由我也為你找，真是可笑。



第二十七章　蠢材

　　「娘娘生日的場面怎麼樣？放學到Cafe報告一下吧！」收到Jay的Whatsapp，Jessica竟然有點
期待起來。
　　「Fuck……場面壯觀過皇帝登基。放學後新世紀廣場的Pacific
Coffee等吧！」回覆過Whatsapp，Jessica感到有點幸福。雖然她拒絕過Jay，但Jay仍願意當她的好
友，聽她分享Henry的事、吐當兵的苦水、偶爾咒罵一下Anna，被愛的感覺多好……Fuck！不可以
濫用Jay的愛，不要當Jay為兵，要當他是好友！Jessica想到這裡，又提醒自己了。
　　終於放學了，Jessica拾好書包便狗衝到Cafe去，但仍慢過Jay一步。
　　「樂柏風先生，為何你總是比我早到呢？」Jessica笑著，沒好氣地說。
　　「那是因為我比你早放15分鐘呀，何子情小姐。」Jay慢條斯理地回應，並向Jessica報以微笑，
「快點報告一下今天的進貢盛況吧。」
　　Jessica開始不間斷地描述著今天的進貢盛況，當中也少不免責罵一下Henry的愚蠢。「總括而言
，文朗言是個大蠢材！」Jessica怒氣沖天地說。
　　Jay聽到這裡，笑起來了：「既然他那麼蠢，你又喜歡他？」
　　Jessica恍住了，是呀，我為什麼會喜歡這個蠢材？大概我也是蠢材吧。



第二十八章　我的僥倖

　　Jessica回來神來，反問Jay說：「我也不是很好呀，你又喜歡我？」
　　Jay笑了，開始說起來：「那時大概是好奇吧……Christmas
ball那晚，很多女生的臉上，也有一種渴望被邀請的表情。她們有無法掩飾的擔憂，是害怕沒人邀請
吧？然而，我卻看見你的擔憂，並非害怕沒人邀請，你總是凝視著同一方向，應該是為其他事而憂心
，所以便來嚇一嚇你，打探一下你的事了。」
　　Jessica專心地聽著，想不到Jay的賞識，竟來自一份好奇。
　　Jay繼續說：「跟你跳舞的時候，你沒什麼儀態，只懂左顧右盼，那時你連我的外貌也沒看清楚
吧？」
　　「對不起……」Jessica聽到這裡，低下頭來，有點不好意思。
　　「但你的隨便令我覺得你好可愛，所以便對你很有興趣了。」Jay溫柔地說：「Last
dance時，我真的很想再邀請你共舞。然而，不知為何你跑了出去。直至跟著你到校門，我才知道，
你的一切也是為了一位男生。看著你跟在他身後，那滿足的樣子，真的很令我心動。」
　　Jay說畢了，Jessica凝視著前方，說不出話來。
　　「我被你影響到，連我自己都不知被你影響了。」余春嬌對張志明的一席話，徘徊在Jessica的
腦海裡。在《春嬌與志明》一戲中，春嬌因被志明影響，性格變得受Sam喜愛，而被Sam愛上了。
想不到在Christmas ball中，Jessica因為Henry，而被Jay喜歡上了，和春嬌一樣。
　　我的僥倖，也因你而起。
　　「喂，我答完了，你也要回答我！」Jay淘氣地說。
　　「好啦好啦……」Jessica說起她的故事來了……



第二十九章　像是命中注定

　　那是F.3的11月，要學的科目多了，又面臨選科的壓力，日子過得好辛苦。
　　那天我剛完成樂團的訓練，背著沉重的書包，左手拿小提琴，右手拿一大疊筆記，拖著疲累的身
子回家去。由鑽石山站到悅庭軒的一段路，雖然很短，但變得特別難走，我不小心的一摔，使筆記都
掉在地上，還有那份不合格的Mathematic quiz。面對壓力和倒霉，我心頭一酸，便哭起來了。
　　我跪在地上，一邊一哭一邊拾回筆記，淚水都沾濕了紙張，唯獨那份不合格的Mathematic
quiz——Henry蹲下幫我拾起了。我流著淚，驚訝地問他：「為什麼你在這裡？」
　　「我家在這裡呀。」他若無其事地回答我。
　　「你怎麼這麼遲才回家！」我帶著責備語氣問他，是氣他看見我狼狽的樣子吧。
　　「我留堂重測English
quiz……」他尷尬地小聲說。「你……你又幹什麼跪在這兒哭呀！」再吞吞吐吐的扯開話題。
　　「嗚……東西很重！Maths很難！科目很多！樂團的訓練也很辛苦！我不要讀書了！」我無視路
人的側目，大哭起來，不斷苦訴自己有多辛苦。
　　「你……你不是跟Edward很Friend嗎？他的成績也不錯呀，向他請教便行吧！」面對我無端的
爆發，Henry有點不知所措。
　　「對呀！他不是跟我很Friend嗎？為什麼要把我織給他的頸巾送給女朋友！他借花獻佛，他有異
性無人性，他不理會我了！」那天Edward告訴我，想把我織給他的頸巾送給女友，雖然我無奈地接
受了，但其實心中十分難受。
　　Henry聽後吸了一口氣，把我手上的筆記和小提琴搶到手中，說：「起來吧，我送你回家。」我
傻乎乎地看著他，跟著做了。
　　「Edward那樣對你，你便敲他一筆嘛，逼他請吃自助餐賠罪！東西重便叫我幫你拿，我就住在
鳳德邨呀。Maths quiz不合格有什麼所謂？我的English
quiz也不合格呀，以後我教你便好了。科目多但程度淺嘛，咬緊牙關，慢慢便會習慣了。樂團的訓練
不辛苦，你又怎能得獎呀？盡力做好它吧！」Henry一路上不斷說，教我一一解決困難，而我則跟在
他身後，唯唯諾諾的說著「知道了」、「明白了」。
　　大概那時起，我便喜愛跟在他身後吧。



第三十章　完全擊敗

　　「多謝你今天送我回來……」到達我家樓下，Henry才把筆記和小提琴交回我，我十分感激他。
　　「不要跟我說這些，總之以後不懂數問我便好了。再見啦。」Henry不耐煩的說畢，便回家去了
，我目送他，直至目送不了，我才回家。
　　之後的日子，Edward果然請了我吃自助餐，我也不再氣他了，反而為他的戀情而沾沾自喜，畢
竟我也有貢獻嘛！而我有不明白的數便會問Henry，也會捉住他教他英文，即使東西重不重，也會跟
他一起放學，樂團的訓練也因他的鼓勵，而挨過來了。漸漸地，我的F.3生活上了軌道，有了Henry
在身旁，好像一切也好起來了。
　　學期的最後一天，要宣佈選科和分班結果，Henry和我一同選中心儀科目，還分進了同一班，可
共同學習多三年。聽到這消息，我開心得要死，我知道我是喜歡上他了……
　　Jessica說畢了，只看見她臉上泛起了甜蜜的笑容。在籃球場上幾乎從未輸過的Jay，這一刻知道
，在爭奪Jessica的競賽裡，他完全敗給了Henry。
　　你的事，你給我的一切，你，打敗了一個長勝將軍。



第三十一章　說謊

　　「DSE越來越接近，壓力大得快要死了……不開心。#hkig #girl #sad #HKDSE #pressure
#unhappy #cant #public #exam #stressful
#helpless」Anna最近Post的一張自拍照，有317個Likes，和各士兵們「我也在你的身邊呀。」「C
heer up!」「有什麼事可以跟我說，我很願意聽……」等18個留言，非常誇張。
　　翌日，班中不少士兵也問候Anna，表示關心，有些還送她朱古力，鼓勵她努力。
　　「Anna，English mock
paper的費用只有你未交喔，可以現在交嗎？要不然全班都拿不了喔。」小息時，作為英文科科長的
Jessica走到Anna前，催促她繳費。
　　自從「CDG IPhone
case事件」後，Anna便討厭起Jessica來，任何事也不爽她。「遲一點吧。」Anna冷淡地說，轉身
便走了。Jessica對她的冷淡莫名其妙，也有點不滿。
　　「Jessica，English mock
paper還未拿到嗎？我們下星期便要用了。」接著，Wendy走到Jessica身邊說，其他同學聽到了，
也一起催促Jessica。
　　「是了是了，明天就拿給你們。」Jessica沒辨法，只好先替Anna給錢。
　　「為什麼現在也拿不到English mock paper呀？」Henry私下問Jessica。
　　「是因為……」Jessica想說出原因，但恐怕說了，Henry會替Anna出錢，所以便收口了，「我
忘記了，哈哈。」
　　我說謊，免得你又當蠢材。



第三十二章　不能容忍

　　翌日，Jessica把English mock paper派到各人手中，除了Anna。
　　放學後，為免尷尬，Jessica故裝沒事地跟Anna說：「Anna，費用我幫你先出了，待會你拿錢
給我，我再給你English mock paper吧！」希望這樣Anna會識趣，速速繳費。
　　豈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Anna趁Jessica不在，走到她桌前，不留下一分文便把English mock
paper留走了。
　　Jessica回到課室，看見Anna慢條斯理地翻著那English mock
paper，自己卻得不到任何錢，更為不滿，便攔住Anna說：「Anna，你不會走數吧？」
　　「人家現在沒有錢，為何你死也不肯給我先！」Anna突然向Jessica大喊，並哭起上來：「嗚…
…人家只是想快點溫到書……我已經好大壓力了……為何你還要逼迫我……」
　　Anna的哭聲，引起了班上的注意，男生們前來慰問，用不屑的目光看著Jessica，弄得Jessica不
知所措。
　　Henry見狀，未了解什麼事，便對Jessica說：「你呆著幹什麼？還不快點道歉！」
　　「你神經病嗎？我又沒有錯，道什麼歉？」面對Henry無理的要求，Jessica憤怒地說：「杜羽詩
，現在是你沒有繳費，我不給你貨物是合理的，請你不要拿壓力來當藉口。」
　　Jessica不顧一切，衝出班房了。
　　我實在不能容忍，你為她而來的無理。



第三十三章　不漂亮的錯

　　「嗚……嗚……」Edward走到後樓梯，只見Jessica坐在一旁，抱膝痛哭。
　　「事情是怎樣的？」Edward冷靜地問。
　　「她留難我，遲遲不肯交English mock
paper的錢，卻又要取貨，我問她拿錢，她卻哭起來了！」Jessica哭得喘住氣地說。
　　「她剛才在課室內，不斷說自己的壓力很大呢。」Edward無奈地說。
　　「面對DSE，誰的壓力不大呀？她可不要拿這個當藉口！」Jessica狠狠地回應，再接著說：「
嗚……為什麼……為什麼……Henry不問因由便要我道歉……難道哭的便一定是對的嗎？」
　　「你錯了，」Edward殘忍地說，「美的才一定是對的。」
　　「嗚……嗚！」聽過Edward的話，Jessica哭得更淒慘。
　　你認為我不對，是因為我的不漂亮嗎？



第三十四章　抽乾

　　幸好，經過Edward的極力解釋，大家才明白Jessica沒有欺負Anna。但聽過Anna的痛哭，和她
那無話可說的「壓力大理由」，士兵們還是認為Anna沒有錯，是情有可願的。而Leo知道事情始末
後，更立即給了Jessica錢，說是代Anna給的，Jessica也沒好氣的收了。
　　隔天，Henry主動向Jessica道歉：「對不起，我昨天太衝動了。」
　　「你知道便好了。」Jessica目無表情地說。
　　「但Anna也是很可憐的，你不要氣她呀！」Henry不知好歹，補上了令Jessica生氣的一句。
　　「好。」Jessica已經沒力氣去罵Henry了，她隨便的答應了。
　　Henry聽到，也安心的離開了。
　　我的力氣，被你抽乾。



第三十五章　失去信心

　　「你近來發生了什麼事嗎？」夜裡，Henry關心Anna。
　　「沒有什麼……」收到Henry的Whatsapp，Anna不明所以。
　　「假如你缺錢可以告訴我呀，我應該幫到你的。」明明自己並不富有，Henry還是充大頭鬼說了
。
　　「不要為Jessica而給說話我聽，很討厭！」原來他在說English mock
paper，又是那八婆的事，Fuck！Anna終於明白，Henry是因Jessica而來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是！你根本是！為何還要逼迫我？你知我的壓力有多大嗎？我每晚失眠、食慾全失、無法集
中……有時還無端啜泣！為何還要逼我……我恨死你！」Anna借題發揮，而且一抓到Henry的把柄，
便借故生他的氣。
　　「冷靜點，我不是這個意思啦……」Henry十分害怕，一連Whatsapp了Anna十多遍，希望她不
要誤會。然而，他得不到Anna的回覆。
　　Henry歎了一口氣，不安地睡去了。
　　翌日，Henry急急忙忙地拉了Jessica出課室。
　　「糟糕了，我觸怒了Anna，不知怎麼辨！」Henry害怕地說。
　　「什麼事？」對於Henry的求助，Jessica開始厭倦了。
　　「但你Promise我，聽完後不要有Hard feeling，好嗎？」
　　「說吧。」聽到Jessica乾脆的回應，Henry便把事情的一五一十都告訴她了。
　　Jessica沉思了一會，便說：「文朗言，你關心別人，有錯嗎？」
　　「沒有……」
　　「那你為什麼要道歉？」
　　Henry沉默。
　　「假如你沒有尊嚴，便找她吧。」Jessica說畢，便回到課室了。她不知道，這狠狠的一句能否
教Henry回頭是岸，因為她對Henry，已經失去信心了。
　　原來對喜歡的人失去信心，是叫人如此難受。



第三十六章　咽喉

　　Sad but ture，Henry始終猶疑不決。
　　「真的不找她嗎？」Henry在LS堂偷偷Whatsapp Jessica。
　　「求求你，不要。」即使失去信心，Jessica還是不忍，提出哀求了。
　　「其實只是一個誤會……」Henry為自己製造藉口。
　　夠了，Jessica不想再看見Henry的墮落了，她關掉手提電話，忍著淚水，上完今天最後一堂。
　　放學後，Jessica開回手提電話，Whatsapp Jay：「可以見一見你嗎？在少人的地方。」
　　「可以，我在KC旁的水池等你。」Jay心中有不祥的預感。
　　Jessica拾好書包，踏出了班房。就在那一刻，她看見了。她看見了Henry拿著朱古力，向Anna
道歉。
　　她的手下意識掩住面，轉身離去。那一刻她發現，咽喉會令人差點死去。



第三十七章　像你一樣傻

　　Jessica不斷跑向KC，她恨不得下一秒便看見Jay。
　　終於，她跑到水池，看見Jay了。
　　Jay轉身，Jessica拋下書包，一躍擁到Jay的懷裡，崩潰地哭了。
　　「什麼事？」Jay依舊溫柔地說。
　　「他不僅為了Anna而逼我道歉，現在佢沒有做錯，仍向Anna道歉，他不是人了！」Jessica抽
泣說。
　　Jay面色一沉，推開Jessica，捉緊她雙臂，責罵她說：「何子情，你給我清醒一下！為什麼我條
件這麼好的男生你不要？偏要那個文朗言！」
　　「你喜歡我我知道，你條件比他好我明白，你比他愛護我我更清楚不過！但我喜歡的人是文朗言
呀！我可以怎麼辦？」儘管Jay的責罵原因不明，Jessica仍哭著直接地回答。
　　「你可以放棄他，跟我一起，跟我這個愛護你的人一起！」
　　「你知道嗎……曾經我對你也有一秒的心動呀，但只要一看見Henry，我跟他的回憶都把我鎖死
了，我放不下他！我總在幻想著，有一天他會看見我，會喜歡上我！」
　　「難道一個普通的男生比起你的幸福更重要嗎！」
　　「是！為了他，我已經連被愛的感覺也放棄了！」Jessica犯賤的一句，使Jay鬆開手了。
　　「你已經為Henry回答了。」Jay直視Jessica，鄭重地說。Jessica目瞪口呆，直視著Jay那認真
的雙眼。
　　Jay繼續說：「你一直以來待Henry那麼好，難道他不知道嗎？也許，他真的無法喜歡上你，勉
強和你在一起，只會苦待了你。有時候，男生就是這樣，他們害怕麻煩，所以愛理不理，他們怕認真
面對你，會弄出一個爛攤子。所以，情願一直拖字闕。」
　　Jessica嘴巴顫抖著：「即使他怕傷害到我……也不用作賤自己……」
　　「為了Anna，他連被愛的感覺都放棄了。」
　　「真是傻……」
　　「像你一樣傻。」
　　我傻，我像你一樣傻。



第三十八章　很大的決心

　　「何子情，你給我聽清楚。每個人也有傻的時候，但傻完便要醒。你不可能這樣渾渾噩噩的，過
著中學的日子。」Jay認真地說。
　　「我也想開開心心地過完這一年半……」Jessica停了流淚，小聲地說。
　　「那表白吧，告訴他你有多喜歡他。即使他要拒絕你，你也做了應該做的事，對得起自己。」Ja
y說。
　　「真的？」
　　「真的。」
　　「恐怕我沒有這個勇氣……我害怕失去他。」
　　「我被你拒絕了，你有避過我嗎？」
　　「沒有……」
　　「那便放手去說吧，」Jay搭著Jessica的雙肩，「假如他是為你好，才一直對你拖拖拉拉，那他
拒絕你後，一定會繼續當你的好友的。相信他最後一次，作一個了斷。」
　　「好……相信他最後一次，作一個了斷。」Jessica沉思著說。
　　「明天我在這裡等你，你表完白便來找我吧，多夜我也會等。」
　　「好。」Jessica下定決心說。
　　原來對你的最後一次相信，可以給我這麼大的決心。



第三十九章　一樣

　　「05:45 p.m.，請到後樓梯，我單獨想見你。」Jessica在中文堂Whatsapp Henry。
　　Henry收到Whatsapp，十分緊張，大概已猜到是什麼事。他偷看坐在課室左下角的Jessica，歎
了一口氣。
　　今天，Jessica要出席樂團的訓練，Henry要留堂，Jay也要練習籃球，都是在05:30p.m.才放學
。人煙稀少的時間，像是表白的好時刻。三人同時放學的日子，像是為他們而設的一天。
　　「叮噹叮噹……」05:30p.m.的鐘聲響起了。在三人的中學生活中，鐘聲彷彿從未如此沉重。
　　「唉，Be a man呀Henry Man！」Henry呼了一口氣，勇敢地跑回5R的班房去了。
　　「喂Jay，還在發呆幹什麼？去洗澡吧！」聽到隊友的提醒，Jay才不再凝視天空，走去洗澡。
　　「辛苦大家了。」Jessica一如以往地道謝完團員，收好小提琴，也出發了。
　　Jessica走回5R的班房，想把東西都放好，免得待會哭時太過狼狽。豈料，她一打開門，看見He
nry的書包早已放在桌上，她歎氣了。
　　我一直尋找著我們的相同之處，想靠近多你一點，想不到找到時，你便快要離開我了。



第四十章　累透

　　5R的班房，離後樓梯有一段路程，Jessica放好東西，便走向後樓梯了。
　　走著走著，她和Henry兩年來的回憶，像走馬燈一樣快速飛過。
　　「病了便不要喝汽水，喝熱檸蜜！」你搶過我的汽水，把自己的熱檸蜜與其交換了。從那天起，
我便只喝熱檸蜜呢。所以，日後即使我努力地告訴你我病了，你再沒有關心我……
　　「Maths給我溫好一點，Exam合格便請你吃M記！」為了那一頓M記，我溫了一星期Mathema
tic呢，最後合格了，提醒多次，你卻遲遲沒有請我吃……
　　「Fuck！我English
quiz合格了，還是61分！你教得真不錯！」那次你沒有說過一句「多謝」，但我仍開心得瘋了，像
是我得了全級第一般。然而，之後的日子，我怎捉住你教你英文，你也甩開我了……
　　「能幫我買些護膚品治理暗瘡嗎？我不想選……不要太貴啊！」那個星期六，我走遍了整個尖沙
咀，試了十多種護膚品，經驗多得幾乎可以當推銷員了，逛了8個小時，才為你選好。可以給你貨品
的星期一，是我人生最期待的星期一呢！怎麼你現在懶理皮膚了，我說幫你再買你也不要……
　　「很餓呀，到荷里活廣場陪我吃飯吧！」明明已經吃飽了，還洗了澡，但我還是狗衝去了。之後
我試過用同樣的方法找你，你卻不肯下來陪我吃飯……
　　「你在這裡幹什麼？」那晚在百佳碰到你，我整晚也有生氣起來了。之後我常常找藉口，晚上到
樓下逛逛，希望又再碰到你，你怎麼不再去百佳了？
　　「你煮的飯不錯嘛，有資格當我的女人！」幸好嚷著要來你家煮飯吃，而不是買飯吃，否則也聽
不到這一句，事後也不會搶著幫媽媽燒飯，使自己的廚藝突飛猛進。為什麼你不再讓我上來你家呢…
…
　　「改天我們去去梅窩吧，很想看看瀑布。」我聽完你說，即晚便計劃好整天行程了，還特意買了
沙灘裙和拖鞋，準備去的那天穿上。兩個夏天過去了，我不斷吵著要出發，你仍說沒有時間去……
　　「你真是我的好友，跟你苦訴時可以一無掛慮，真好！」這句話讓我開心到現在，我是你的好知
己嗎？日後我會更努力了解你，聽你苦訴，即使那天我得知你喜歡上Anna……
　　這兩年來，Henry說過很多無心的話，給了Jessica很多無謂的希望。而Jessica也提出過很多邀
請，只是Henry給上了更多的拖延。Jessica回想著，每天對同一個人提出不要臉的哀求，再收到意料
之內的拒絕，其實真是很丟架。她累了，已不想再做無謂的事了。
　　我累了，這兩年來，我已經累透了。



第四十一章　不要緊

 　　到了。Jessica走到後樓梯，只見Henry已站在前方。Henry轉身，二人的臉都是如此的認真。
　　「文朗言……」Jessica開口了。
　　「是……」Henry也回答了。
　　「對不起，這兩天對你如此的差勁。很抱歉，你放了學仍要煩著你，但我煩完今次，就不會再煩
了……」一堆無故的道歉說話，令Henry不知如何是好。
　　Jessica深呼吸了一口氣，繼續說：「我喜歡你，從F.3開始便是。那一天，你送我回家之後，我
已經無法把你當作普通朋友般對待，所以兩年來，我每天也待在你身邊，希望可以靠近你多一點點。
但日子久了，時常遭受你冷淡的對待，終日等候你無了期的承諾，每天接受你必然的拒絕，只懂渴望
和哀求的我，心力已經透支了……」
　　「對不起……」
　　「我說對不起才是。對不起，兩年來像花癡一樣，整天煩著你，你一定好不好受了。」
　　「不……我也有快樂的時候……」
　　「我更快樂呢，多謝你這些日子給我的幸福……」
　　「Jessica，對不起，我真的……」
　　「我明白的，不要緊。」Jessica說完這最要緊的一句「不要緊」，終於掉下了第一滴眼淚。
　　從你而來，我學會了不要緊。



第四十二章　只走到這裡

　　「不！我知道你很著緊！對不起，是我一直拖拖拉拉，又不肯說清楚，才令你如斯難受……」He
nry激動地說。
　　「你也不想的。」Jessica無奈道。
　　「多謝你對我的心意……」Henry內疚地說。
　　「還以為你聽我說後，會拔足狂奔，留下我一人呢。想不到我倆竟傻乎乎地在感激對方……」Jes
sica靜靜的笑著說，臉上已出現兩行淚痕了。
　　Henry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直視Jessica：「你的東西都放在班房吧？去取回再一起回家吧。」
　　「不……我暫時不能回家，我還有事要做……」這次是Jessica第一次拒絕Henry。
　　「好的……」
　　「回去班房吧，一起取回東西。」
　　「好。」
　　假如以前你叫我一起放學，我一定會狗衝吧？但現在我不能了，因為我要學會沒有你的日子，也
要獨個尋找自己的幸福。
　　這一次，我們只能走到班房，只走到這裡，不能再走下去。



第四十三章　輕如羽毛的我

　　「好，Bye bye……」走到校門，Henry終於跟Jessica道別了。
　　「Bye
bye……」Jessica笑著說，Henry也報以一個微笑。Jessica要出發了，去找Jay，尋找她的幸福。
　　Jessica沿途一直走得很快，心怕自己一慢下來便會亂想，便會停，便會哭，便會回頭……另一邊
廂，Jay已整理好，在水池等Jessica了。
　　終於，看見了Jay的背影了。Jay轉身，Jessica停下了腳步，忍著淚水看著Jay。
　　Jay一笑，張開雙臂說：「來吧，這次不會推開你了。」
　　Jessica擲下東西，孤注一擲地跑去Jay的懷裡，聲淚俱下：「嗚！我說了，我跟他說了……從今
天開始，我不能再跟在他身後了！」
　　「不要緊，不跟在他身後，你也可以獨個的。」Jay抱著Jessica，溫柔地說。
　　「沒有他我會幸福嗎？」Jessica哭著問，淚水已沾濕了Jay的校服。
　　「會的……只要你爭取。」Jay還是溫柔地說。
　　不知過了多久，不知是哭完了，還是哭盡了，Jessica和Jay坐在水池旁，靠在Jay的肩上，又坐
了很久。很久很久，才說：「Jay，多謝你……要不是你，我應該還在為Henry而失去自己吧。」
　　「你不再渾渾噩噩的，便好了……」
　　「多謝你，教我如此瘋狂，輸掉了Henry，取回了自己。」
　　表白是一件瘋狂的事，你或許會擁有，或許會一無所有，擁有之後，你從未如此幸福，失去之後
，你從未如此輕鬆。



第四十四章　押在籃球的幸福

　　「現在說多謝太早呢，你還未幸福。」Jay挺直了身子，說：「何子情，可以給我一個機會嘛？
」
　　「Jay，對不起……」Jessica剛剛才表白失敗，又怎能這麼快便跟Jay一起呢？
　　「放心，我不是叫你現在便決定，我亦知道你決定不了。要是如此，不如我們交給其他事情決定
吧。」
　　「嗯……多謝你明白我……」
　　「不如我們作一場賭注，好嗎？」
　　「賭注？」
　　「Panasonic學界籃球邀請賽會在05月尾舉行，那是我們校隊十分重視的一場比賽，假如我拿下
了冠軍，你便試著跟我一起，好嗎？」
　　「很有趣的決定方法呢……」Jessica說，「可是聽Winnie說，你幾乎從未輸過籃球賽，那你便
肯定勝出啦。」
　　「你也說了吧，是『幾乎』。我曾經輸過給MBS呢，還要是兩次。今次比賽，我們兩校一定會
碰著頭，我可沒百分之一百的信心，會勝過他們呀。」Jay認真道。
　　「是嗎……那聽起來我也有點勝算，哈。」Jessica打趣說。
　　「要是我輸了，你就不能跟我一起呀，你肯定這樣你是勝利了？」Jay的臉靠近Jessica，奸詐地
說。
　　「喂，你這壞人可不要嚇我！要不然未到05月我便被你嚇死了。」Jessica立即閃開，紅著臉說
。
　　「好啦不玩了……」Jay站起來，對住Jessica說：「怎麼樣，為了自己的幸福，要賭一把嗎，何
子情？」
　　「好……就賭一把吧。」Jessica點了一下頭，鄭重地說。
　　我的幸福，曾被他牽著走，現在，被押在一個籃球，是兒嬉，卻為我接受。



第四十五章　可愛

　　「送到這裡可以了，多謝你。」在悅庭軒樓下，Jessica從Jay手中取過小提琴，便跟他道別了。
　　「好的，那你回家便好好休息啦，今天你一定好累了。」Jay貼心地叮囑完Jessica才離開，Jessi
ca目送Jay上了的士，幸福地笑了一笑，才回家。
　　她戴上Headphone，聽著歌等升降機。是上帝的戲弄嗎？播放的歌曲竟是《寂寞來了怎麼辦》
，Jessica無奈一笑，卻沒有轉播另一曲，反而叫自己專心地聽著。「但是回到家裡 關上了門
一切又重演 寂寞來了怎麼辦
孤單來了怎麼辦……」歌詞像是跟著Jessica的步伐一起走，送她無比的孤單，回直到Jessica回到無人
的房中，才播完。
　　「不要緊，以後也不會寂寞了。」Jessica把Headphone放下，告訴自己。
　　門鈴響起，雙親回來了，Jessica匆匆走到門口，為二人開門，道：「終於回來了，真掛念你倆
！」雙親莫名其妙，但看見Jessica不再板回臉回房，也不再猜想，只要她開心便行了。
　　原來沒有你，我身邊的人都那麼可愛。



第四十六章　清楚

　　自從那一天後，日子好像過得快了。轉眼間，已是04月中旬。
　　是受Jessica影響嗎？Henry跟Anna表白了，出乎意料，Anna斷然拒絕，不留任何情面。她跟R
ex一起了嗎？不。Alvin還是William？也不。難道她接受回Leo了？絕不！Anna跟KC的學生會主席T
ommy一起了，人家的爸媽是會計師，家中有車有樓，偶爾會到夏威夷渡假，不算失禮Anna……哈
，Tommy這麼快便被「起底」，都是靠Winnie啦。
　　而Jessica則努力地忙著，溫習、拉小提琴、跟爸媽喝茶、與Wendy她們Shopping……還有跟Ja
y約會。每天放學後，她會到自修室溫習，溫到晚餐時間才回家，吃完晚飯，看看電視節目、拉拉小
提琴、跟Edward聊聊天……又一天了，原來沒有Henry的日子，會騰出了這麼多時間，讓她奮鬥、充
實。
　　「今天Mr Lai稱讚我的琴技進步了，他說待F.6的師兄姊Study
leave後，會讓我當首席！」Jessica拿著電話，高興地告訴Edward。
　　「噢，有些人沒有了Henry，開始自強起來呢！」Edward取笑Jessica道，心裹很是欣慰，兩年
過後，Jessica終於不再為了Henry而傷心，而致電Edward了。
　　「才不是呢，本小姐從來都是那麼強！」Jessica驕傲地說，但沉靜了一會，又感激道：「不過
，多謝你呢，Edward。兩年來，無論我跟Henry發生什麼事，開心不開心，無謂不無謂，你也樂意
聽我苦訴，要不然，我也不會那麼堅強了。」
　　「哈，我伍皓仁可不是沒義氣的傢伙啊。」Edward很是愉快。
　　二人就這樣，談天說地了一整夜，聊到半夜才願掛線。
　　你是一副眼鏡，除下你後，視力沒問題的我，才看得清楚。



第四十七章　霧

　　雖說Jessica和Henry已作個了斷，也分別表白了，但Jessica仍決定跟Henry一起補習，直至F.5
結束。
　　「怎麼了呀？還為Anna跟Tommy搭上了而不開心？還是為自己的表白失敗而灰心啊？」看見H
enry了無生氣，Jessica把三文魚壽司放進口，若無其事地說。
　　「才不是。」Henry仍目無表情地說，把筷子放在麵豉湯中打轉。
　　「不要傷心嘛，表白失敗了也好，知道沒希望，便懂得死心。」作為過來人，Jessica奸姣地安
慰Henry。
　　「Fuck，不要說我了，你跟Penis哥又怎麼樣呀，被人中出了沒有？」Henry也不甘示弱。
　　「Fuck
you，滿腦子都是歪念。人家叫Jay，不要給他取些嘔心的名字。」Jessica責備Henry，再擔憂地說
：「我跟他約會是挺開心的啦……」
　　「那為什麼不在一起？」
　　「一來他要在Panasonic中取勝，才可以和我一起，二來……」
　　「On9，你們當自己在拍青春偶像劇？快說，不要給我賣關子。」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歡他。」Jessica低下頭。



第四十八章　在觀眾席尋找感覺

　　「Holy shit，連自己是不是喜歡人也不知。」Henry十分無奈。
　　「人家也不想……」
　　看見Jessica憂心的樣子，Henry認真起來了：「何子情，有句說話叫『不見棺材不流眼淚』，假
如決賽那天，KC在最後一節真的落後給MBS了，而你又十分著急和害怕的話，那便代表你喜歡他啦
！」
　　Jessica聽後，沉思了很久：「對呀……你說得對。」看見Jessica認同，Henry也有點沾沾自喜。
　　「可是……」Jessica繼續說。
　　「什麼？」
　　「你的引用很差。」
　　「屌。」
　　另一邊廂，Jay練完籃球後，跟隊友Zac傾訴。
　　「不是吧？你竟然拿Panasonic作打賭！」Jay終於忍不住告訴了Zac——他最信任的隊友，他
跟Jessica打賭的事，Zac得知後驚訝非常：「Jay呀，你真是有夠瘋狂的。」
　　「對不起呢，要你們伴我下注。」Jay內疚又無奈地笑著說。
　　「說這些……唉，那也是好事吧，給我們更大動力去打一場勝仗。」Zac無可奈何。
　　「希望是啦……」
　　「得勝的信心我們不是沒有的，但我仍有一點顧慮。」
　　「什麼？」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潑你冷水，但Jessica真的喜歡你麼？」Zac認真提醒Jay。
　　「我明白……我倆也不肯定吧，所以我才更要作這個賭注。假如我落敗了，她會傷心，那她便清
楚自己是喜歡我吧。假如我勝出了，她卻憂慮，那我也不會逼她的……」
　　「真是個大情聖。」
　　「Fuck you，無論如何你也要打好它。」
　　「行了行了，為了你的尊嚴和幸福，一起奮鬥吧！」
　　「果然好兄弟！」二人吵吵鬧鬧的，離開球場了。
　　一切，都待05月26日決定吧。



第四十九章　伴我

　　已經是05月下旬了。今天是05月25日，KC與MBS在多場小組賽及淘汰賽中，成功取得勝利，雙
雙打入四強。
　　剛打完比賽，Jay約了Jessica吃晚餐。
　　「給你的，明天早點來吧。」Jay把一疊冠軍賽Ticket交給Jessica。
　　「嘩，不用這麼多張吧？」Jessica驚訝道，「我最多也只會叫Edward陪我呀。」
　　「恐怕不能呢，」Jay苦笑道，「你的姊妹Winnie昨天致電我，說會有十多人陪你來觀賽，叫我
給你多點Ticket，還要打好一點。」
　　「Fuck！她怎會有你Phone number的？」Jessica更為驚訝。
　　「她說你常常把手提電話留在班房，她看見了不好意思不幫你保管呢……哈哈！」Jay也忍不住
取笑Jessica的傻。
　　「頂……不說這個了，為何她會知道我們有賭注的？」
　　「我害怕給球隊添壓力，只告訴了給Zac呢，你告訴過給誰聽？」
　　「Edward從不易洩露秘密……Fuck，那個仆街Henry Man。」
　　「哈，看來我的情敵也很想支持我呢！」
　　「Fuck……我說他是想來看你落敗就真，還有Winnie她們，整天說想再『釣釣』KC仔，這次是
機會吧！」Jessica沒好氣地說。
　　「哈，不管怎樣，我仍是會打好它的。」Jay捉住Jessica的手，直視Jessica，認真地說。
　　「嗯！」Jessica幸福地笑了。
　　看來，這場賭注的旁觀者很多呢。



第五十章　心跳

　　05月26日，06:00p.m.，KC及MBS已在四強賽中脫穎而出，打入冠軍賽了。兩校再次碰頭，眾
人一點也不驚訝，包括Jessica，反正兩隊的實力也很強。
　　這刻，Jessica在修頓室內場館的大門，等著來伴她觀賽的各人。Edward先到，Wendy她們也
陸續前來，Alvin那群男生也到了……Henry也來了。
　　「那麼，我們進去吧。」Edward充當領隊，帶著大家進去了。
　　「Jessica，你緊張嗎？很快便知道Jay會否跟你一起了啊！」Winnie她們拉著Jessica說。
　　「還可以啦……」Jessica出奇地冷靜，是對Jay的球技太有信心嗎？還是她根本不在意勝負？
　　「不要打擾人家的心情啦，好好看你的KC仔吧！」Henry推開女生們並作勸告，再跟Jessica說
：「記得，看自己的感覺！」
　　「嗯。」Jessica回應。
　　另一邊廂，Jay的球隊已Briefing完，準備出賽了。
　　「緊張嗎？」Zac問Jay。
　　「一點點吧，」Jay微笑道：「要打好它呀！」
　　「知道啦！」
　　二人搭搭肩，便出場了。
　　「接下來的是Panasonic學界籃球邀請賽2013，男子組冠軍賽，由帝臣書院對馬太男書院，請
雙方球員進場！」主持說畢，KC及MBS兩隊球隊，也雙雙進場了。
　　「嘩！KC隊的球員很高！」比賽還未開始，Winnie已為KC隊而瘋狂了。
　　Jay向觀眾席望去，很快便找到Jessica了，Jessica也注意到Jay，二人互望一眼，以微笑相對，
比賽便開始了。
　　噗通，Jessica的心跳了一下。



第五十一章　每一次了斷前

　　「咇！」哨子聲起，雙方交戰了。
　　先由MBS搶到球，對方快速搶攻，成功入球，先奪2分。但KC亦不遜色，Jay一個轉身，又入了
一球，成功拉成2:2分數了，全場打氣聲不斷。
　　噗通，Jessica的心又跳了一下。
　　雙方勢均力敵，決不饒人。在教練的指導、球員的奮鬥、觀眾的支持下，球場上演了一幕又一幕
完美的進攻、防守和投球。雙方的士氣十分高昂，意志極為堅定，咬著對方不放，因此分數亦很貼近
。Jay有時會往觀眾席望，看看Jessica的反應，Jessica每一次都是同一張臉——目無表情。
　　終於打至最後一局，MBS暫時領先2分。
　　噗通噗通，Jessica的心又跳了。
　　「糟了，繼續落後的話，KC會落敗呢……」坐在Jessica旁的Edward開口了，Jessica未有回應。
　　「Yeah！好球！」歡呼聲是來自MBS的，對方剛又入了一球三分球了，分數拉至33:38。
　　噗通。
　　不會吧，Jessica想。
　　Jay開始緊張，有點失方寸了，防守漸漸失效。Zac見狀，立即上前鼓勵：「喂！你不是要抱得
美人歸嗎？幹嗎現在才自亂陣腳！」
　　Jay聽到了，又看一看觀眾席的Jessica，便回復狀態說：「是的！我要嬴得她！」
　　Jessica看見Jay的堅持，好像又想起些東西了。
　　原來每一次了斷前，回憶也會在腦海重演。



第五十二章　想

　　「你今晚很漂亮。」那時，你是多麼的自信呢，現在為何失信心起來了……
　　「我不想今晚跟你的起舞只是Once呢，給我你的Phone number吧。」取到我的Phone
number後，你像是考到第一名，得到老師的禮物一樣，你勝利的笑容真是很迷人……
　　「對於喜歡的女生，我從不懦弱。」自信的你，是多麼的有魅力……
　　「你好可愛，讓我繼續喜歡你吧，快點表白，失敗後便跟我一起！」我失敗了，是否該聽你的話
……
　　「娘娘生日的場面怎麼樣？放學到Cafe報告一下吧！」是從何時開始，會期待跟你在放學後的
約會……
　　「像你一樣傻。」是你教會了我，為何要放手……
　　「何子情，你給我聽清楚。每個人也有傻的時候，但傻完便要醒。你不可能這樣渾渾噩噩的，過
著中學的日子。」你把渾渾噩噩的我，罵醒了……
　　「來吧，這次不會推開你了。」我從未如此放心，投入一個人的懷抱……
　　「會的……只要你爭取。」對的，你說得對，幸福要自己爭取……
　　「哈，不管怎樣，我仍是會打好它的。」你捉住我的手時，我的心從未如此溫暖……喂，你不是
要打好它嗎，樂柏風？打好它呀，我想你嬴呀！



第五十三章　賽果

　　此刻，Jessica回過神來，想替Jay加油，KC隊已因Jay及Zac的帶領，追回4分了，分數為37:38
！
　　「咇！」哨子聲再起。
　　「什麼事？」Jessica抓著Edward，緊張地問。
　　「MBS犯規，Jay現在射罰球。」Edward專注地看著賽事，對Jessica說。
　　「嘭。」說時遲，那時快，Jay已投了第一球罰球，卻碰框不入。Jessica把心一橫，跑到觀眾席
最前，大喊：「樂柏風，打好它呀，你承諾過的！」
　　此句一出，全場嘩然。而Jay聽到後，十分鼓舞！
　　「啪。」投入了！現在的分數又拉平至38:38，KC支持者及Edward他們也站起來歡呼！
　　時間只剩下25秒了，MBS也沒有鬆懈，速速搶攻，又入一球，比數為38:40。
　　噗通噗通噗通。
　　Jessica聽到自己的心跳，她知道她為Jay緊張，她想和Jay一起！
　　10秒。
　　Zac搶到籃球，立即傳給Jay：「Jay！」Jay跑上前接球，並在三分區投射……
　　「啪！」中了！時間倒數完畢，分數為41:40，KC勝出了！
　　「Yeah！」KC籃球教練、KC隊、KC支持者、VSS十多人……以及Jessica，都歡呼起來！



第五十四章　從未如此幸福過

　　眾人衝上前擁抱Jay，並大唱KC的校歌。在觀眾席上，VSS十多人跑到Jessica身旁，祝福並恭賀
她。
　　「Congrats！」Winnie她們抱著Jessica說。
　　「Penis哥真是好球！」Alvin他們也讚賞道。
　　「恭喜你啊，以後不用再向我埋怨沒男朋友啦！」Edward也親切地說。
　　「嗯，多謝你們……」Jessica說畢，已感動得眼泛淚光了。
　　「傻女來的，幹嗎在哭！」Wendy見狀，抱得Jessica更緊了。
　　「我很幸福，我真的很幸福……」Jessica哭著說。
　　轉眼間，Jay已經被隊員拋起，並歡呼喝彩了。
　　Jay十分興奮，被拋起之際，他往Jessica看，看見Jessica在哭，Jay高興地舉起勝利手勢了。Jay
露出一個勝利的笑容，Jessica也幸福地笑了。被拋起十多下，Jay下來，離開人群，走向Jessica。
　　來到Jessica面前，Jay停下了腳步：「你知道自己的感覺了沒有？」
　　「知道了。」Jessica笑道。
　　Jay聽後一下子擁著Jessica，全場歡呼聲再起！
　　「你流很多汗很臭呀，壞蛋樂柏風！」Jessica甜蜜地打著Jay說。
　　「當然啦，全都是為你而流的，你給我好好接收，何子情！」Jay幸福地命令Jessica。
　　幸福之際，Jessica看到Henry站在前方，欣慰地笑著。Jessica向Henry舉起勝利手勢，像是告訴
他：「想不到吧？我找到幸福了。」
　　Henry看見Jessica的傻，哭笑不得。他感激她，兩年來待他那麼的好；他不捨她，現在他只可目
送她，不能濫用她的愛了；他為她而快樂，她終於找到幸福了。
　　「唉，看來我們也要學學Penis哥啦。」Henry拍拍Alvin他們的肩，苦笑道。男人們也笑道：「
說這些！」
　　「恭喜你們呀雙J，」Henry上前恭賀二人，「快被你們的閃光彈弄盲了，不阻礙你們啦，我們
走先，Bye！」並帶領VSS的眾人走了。
　　「多謝，Bye bye！」Jay和Jessica齊聲道，依舊不放開對方。
　　Jessica目送Henry走了，這次Henry仍是留下了Jessica，但不同的是，Jessica不再是自己一個
了。
　　「樂柏風，你肯放手未呀？」Jessica淘氣地問。
　　「你答應我，從今以後會為奴為婢，我便放手啦。」Jay奸詐地說。
　　「好啦好啦……我何子情以後會為奴為婢，絕不離開你……」Jessica沒好氣地說。
　　「Yeah！」Jay放開Jessica，吻了她一下。
　　球場內，女生幸福滿溢的看著男生，甜蜜地笑了，她從未如此幸福過。

《做兵慘，做兵的兵更慘》夢幻版——完



第三十七章　不能再傻

請留意章節

　　 Jessica匆匆Whatsapp
Jay：「對不起，我有點事，今天不能來了。遲些請你吃飯，萬分抱歉。」並保持冷靜，跑回家了。
　　快點，快點，再快一點……
　　「啪嚓。」終於回到無人的家了。終於。
　　Jessica拋下書包，跑回房中，崩潰地放聲大哭。你怎可以這樣做？你怎可以這樣對我？你怎可
以這樣對自己？文朗言！Jessica的眼淚不斷流下，心中不斷責罵Henry。她恨Anna，更恨Henry，
她不解，為何人會如此犯賤。
　　不知過了多久，雙眼都哭得乾涸了，Jessica呆坐在床上。呆滯間，她看見了一張大合照，相片
中的她，也是一樣眼紅紅的。她凝視了好久，思考得更久……
　　是與Wendy、Winnie、Iris和Kristy拍的大合照。那是F.2的結業禮，整天早上，4位女生對Jessi
ca不瞅不睬，態度冷淡，令Jessica十分不安。Jessica沒心聆聽校長的訓話，也無意理會成績表上的
名次，只是在想著自己犯了什麼過錯，要被大家杯葛……她害怕，決定放學找最善良的Iris問個清楚。
　　「Iris，一起放……」Jessica走向Iris旁問。
　　「我很忙，沒空理會你。」Iris擲下絕情的一句，便匆匆離開了。
　　Jessica聽後，眼淚已直下。她不曉得自己做錯什麼，她只知道自己被4位好姊妹拋棄了。她變得
呆滯，沒意識地拾過書包後，便離開班房了。
　　「生日快樂！」4人突然在衝上門口說。
　　「對不起呢Jessica，明天便是暑假了，我和Iris家都要去旅行，還要08月中才回來，趕不了在正
日跟你慶祝，只好今天先預祝了！」Wendy難為情地說。
　　「對不起，我剛才沒心這麼惡的，可是我趕著去拿蛋糕！」Iris也內疚地說。
　　「唉，不要說這些了，總之生日快樂啦何子情！」Winnie高興地說。
　　「是否很Surprise呢？你看你這個『喊包』，真是傻女！」Wendy抱著Jessica說。
　　Jessica立即破涕為笑，並罵道：「你班仆街，用不著早整個月預祝吧？嗚……」
　　「你懂什麼，這樣才意想不到嘛！」她們又笑道。
　　「不要再吵了，快快拍張照吧！」女生們又嘻嘻哈哈的拿起相機來，跟Jessica拍照了。
　　……
　　真是傻。
　　真是正仆街。
　　我自己也是仆街。為何別人待我這麼好，我竟不懂珍惜？為什麼要把心血全都貢獻給文朗言，而
不是這班好姊妹？
　　傻的嗎？
　　Jessica想到這裡，便走到洗手間，洗臉去了。洗過臉後，Jessica對著鏡子裡的自己，認真地說
：「何子情，雖然你的外表不出眾，但性格很好，而且成績也不錯。考好DSE，進了大學，才找個真
心待你好的男朋友吧。」說罷，Jessica便忍痛把她跟Henry的Whatsapp紀錄都刪去了。
　　從今以後，不能再傻了。

《做兵慘，做兵的兵更慘》真實版——完



後記　尋找Mr. Right

　　兩年了，眾人也升上大學了，只是院校有所不同。
　　「為什麼呢？不只是Jay，現在仍有很多好男生在追求你呀，為什麼不談戀愛？」我喝一口玫瑰
花茶，問Jessica。
　　「我明白，但他們的缺點，是我忍受不了的。」Jessica把蛋糕放入口，淡言道。
　　「拜託，Henry的缺點也很多。」我沒好氣地說。
　　「我知道，這便是最令人無奈的事——唯有Henry
Man的缺點我才忍受得了，即使我不再喜歡他。」
　　「人家Anna就風流快活，跟好男生在拍拖，你Jessica卻在犯賤，不找個好歸宿，還有Henry，
做兵做到連心儀學系也進不了，又找不到女朋友，你倆真是造孽。」
　　「你自己又怎樣呀張琪琪？」Jessica不甘示弱，反問起我來了。
　　「我可是很享受這頹廢的生活啊，用得著你來擔心本宮？」我囂張地說。
　　「唉，即使退伍了，士兵們都是造孽的。」Jessica苦笑道，我也苦笑起來了。
　　我跟她真是同出一轍，明知兵的兵不好當，仍走去當；明知表白會被拒絕，仍走去了斷；明知有
好男生在等自己，仍為上一個他而拒絕。換來的，是孤單一個。
　　一前年，我也跟Alvin說了，即使我深知他喜歡Anna。我也把事情告訴了Jessica，想不到她竟跟
我一樣。可是不要緊吧，說了才能放下。我知道有一天，我會找到一個比他好，而我又樂意容忍的M
r. Right的。
　　「回家吧，明天還要去Ball呢，太晚睡樣子不好看！」Jessica提醒我，我便起來，跟她離開Cafe
了。
　　「請問是Kristy Cheung小姐嗎？你留下這份文件了。」一名待應追出門口對我說。
　　「Oh！是我的Assignment，感激你！」差點便要重做一份給Professor了！
　　「Fuck，Kristy，你找一次有點記性好嗎？」Jessica無奈地說。
　　「行了行了，走吧。」我不好意思地回答她，便挽著她，一同回家去了。



作者的字

　　大家好，我是良辰你竟，是的，你沒看錯，我已把性別轉回女了。
　　對不起，之前貪有趣，故意假裝男User，才出這篇故。本來，有想過認自己作Edward，胡混過
去的。然而，作到後記，在打上Edward這名字時，竟出現罪惡感。算了，還是瞞不了大家，瞞不了
自己，所以又把Edward改成Kristy了。
你可以把我當作Kristy，也可以把我當作Jessica們，反正也是一個兵的兵。你可以罵我玩弄你，追看
了那麼久，好奇了這麼長時間，得到的竟是一個模棱兩可的答案。Honestly，我也不想的，因為我
從未想過，大家會對我的身份有興趣，而沒想過這篇故事純屬虛構，所以只好給予大家，一個真實，
而又注定收膠的答案了。
　　從前不明白「兵」是什麼，便當其作「女生的追求者」。人大了，身邊的「人版」多了，才明白
兵是一種懦弱的人，希望擁有，所以服待娘娘，害怕失去，所以從不表白。而自己也犯賤的，當上一
個兵的兵，實在無奈。不過，原來無奈的、犯賤的，也不止我一人，身邊很多朋友像我一樣，走上這
條歪路了。當中，一位朋友的經歷尤其淒美，我便以她的故事作藍本，再加上了自己及其他人的經歷
，寫下了《做兵慘，做兵的兵更慘》一故事了。內容大多是真人真事，只是Anna的軍團沒那麼強大
、Henry沒那麼仆街、Jay也沒那麼完美罷了。反正，Jessica也是一樣慘，後來又是一樣爭氣。
　　揭曉答案這一刻，我已經有收膠的準備。不過，仍有些遺言想分享……
　　故事的開初，你為Jessica而心痛嗎？看見Henry糟蹋Jessica的心意，你因他而憤怒嗎？見到An
na玩弄二人，你討厭這位女生嗎——即使她長得如此漂亮？Jessica表白了，你感到青春熱血嗎？Jay
抱得美人歸，你為二人感到歡欣嗎？大概你也經歷過類似的事吧？所以才這麼大代入感。既然知道A
nna港女、Henry
On9、Jessica傻女、Jay和Jessica值得珍惜，為何還要當兵？表白然後退伍吧。你的Jay未必有好條
件、你的Jessica未必待你這麼好，然而，他們總比Anna好，比Anna值得珍惜。有勇氣評論他人，
為何沒勇氣檢討自己？放手去做吧，我不能保證你會幸雙J般幸福，但我能保證你不用再犯賤。
　　多謝各位Anna，你們的港女，成就了強大的兵隊；多謝各位兵，你們的故事，編成了《做兵慘
，做兵的兵更慘》；多謝所有讀者，即使是沒有留過名的你，給了我支持和鼓勵，使我頹廢的Sem
break有了生氣起來。希望我們有緣，能在下一個故事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