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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回憶・大學

青春，身邊總要有一個重要的人在你深處留下一道疤痕，否則，你的青春只有枉過。

 
我叫顧萬奇，不算是一個大姓，但我的名字與我父親的姓氏並不相同，正確來說，他是我的養父，我
的乾爹。

為什麼，我的父母拋棄我？他們並不是故意的，他們只是早走一點，我對我家庭背景不是太清楚，直
到我的十八歲生日，我接收了一大筆遺產，我便知道，自己其實比大部分人幸運，但我將一部分遺產
交給我的父母保管，其實我想叫他們花掉，當作多年養育之恩。
 
「仲未搵到屋住呀？」
 
在有一天的早餐上，母親問起上來。
 
不要誤會，我母親並沒有趕走我意思，只是自己的一個承諾。
 
「係呀，啲租好乸貴！」
 
從來我對母媽媽都是這種語氣。
 
「咁留低咪得囉！」
 
「有佢啦！」
 
爸爸從來都是這樣，整天愛掀報紙，沈默寡言。
 
我在學校的雖然不是名列前茅，但亦緊隨其後，僥倖升上大學，僥倖畢業，廢說少說。

我生在世上二十二年，戀愛經驗並不豐富，只有一次，說到性方面，可恨的我真的嘗未試過。
 
最接近一次在大學發生，那時大家一起到蘭桂坊，大家喝醉呼呼，我竟然一馬當先，自隊！

結果當然路也走不了，隱約聽到Maggie說她照顧我，我不知道她從哪來的力氣抬我回宿舍，我攤在
她床上，其實我已經清醒了一半，只記得她也躺在床上，主動親在唇上，我相信她經驗一定不少，她
一邊親我，一邊咬我下唇，一邊脫去衣服，正當我打算脫下褲子時，忽然有人不斷敲打Maggie房門
，我們初時沒有理會，Maggie已經將我的…搓得如火如荼，已用舌尖在四圍試察，可恨的在這時候
再次有人敲門，我便叫Maggie去開門。
 
Maggie一開門，看見的是阿強，阿強一直窮追Maggie是眾所尻知，他今晚並沒有跟我們出去，不
知他從哪知道我在Maggie的房間內，只知他的來的目的一定不是接我回去，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Maggie沒有辦法不把我交出。
 
其後，他散播出我借醉行兇的消息，其實我並不是太介意反而是覺得幼稚，手法很低俗。



 
說實，我從來沒有對Maggie有愛慕之意，那次只不過是酒後的衝動，皆因痴身的女孩只會令我脾氣
暴躁，反而我一直知道Maggie對我有意思，如果當初我選擇跟她在一起，她只會被我罵走，這是必
然的。
 

不要為求滿足別人，而失去標準，否則兩敗俱傷。



第二章：美夢・惡耗

Maggie跟阿強結果一起，身邊一班朋友都笑我笨，「有女送上門都唔撚食」，事實上，Maggie條
件不差，不乏追求者，因此我好奇為何阿強能突圍而出，但是我不想令她後悔。
 
記得在Sem
break的前一個晚上，Maggie哭著跟我說決定跟阿強一起，問我可否到她房間，對著一個哭泣的女
生，你還能拒絕什麼？一到房間，她便笑得合不攏嘴，撓著我，
 
「我早知你一定會嚟嫁啦！」
 
我一臉尷尬，不知道該說什麼，Maggie一下子親過來，
 
「你明知我最鐘意你，點解你要一直扮唔知，扮到冇事當我係朋友咁，你知唔知我喊左幾耐？」
 
其實我的心更疼，原來我接受或拒絕都會令她受傷，我本以為自己是聖人，原來內心是黑暗。
 
Maggie一邊訴說，一邊在我身體四周撫摸，我看到她的胴體，原來在衣服背後，她的雙乳是那樣完
美，Maggie捉緊我雙手，放上她雙乳一直摩擦，作為一個男人，我實在有點把持不住。
 
「點呀？你鐘意嗎？舒唔舒服呀？」
 
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
 
「你以前成日同男朋友做？」
 
「以前係被要求，依家係自願。」
 
「…」
 
「不如我比左第一次你…」
 
吓，我在質疑自己有否聽錯，Maggie已想騎上來，我立即喝停，
 
「你點可以比第一次我，唔係，你係直情唔應該同我做！」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理性。」
 
不，我不可一己私慾，
 
「你就快係阿強條女啦！」
 
即使我不喜歡阿強，我也不能在他背後打小報告，我可不是他。
 
我最後被Maggie一掌摑到臉上，身穿的恤衫亦被她眼流排出的汗水沾得濕濕。
 



這幾晚，我睡不著。
 
 
 
有些事情是可一不可再，因為一之後就影響他人一生。



第三章：離家・出走

二十二年，想不到一轉眼就過去，我知道是自己到外闖的時候了，重覆一次，我叫做顧萬奇，今年二
十二歲，剛從大學畢業，在一間會計師事務所公作。
 
「呀爸呀媽，等我大學畢業，我就照顧自己啦，多謝你地多年既照顧，我唔想再係度白食白住啦。」
 
這是我在十八歲後的第一句說話。
 
現在第四年了，我拿著一筆中學開始做part-time所賺取的以及父母親多年給我的積蓄，還有部分遺
產離開家中，可是吋金尺土，要找一個並不輕鬆，可幸的是，在四周打探之後，最後由一位中學朋友
轉介到他姨媽所租的一個單位，$4500一個月，可是，要同另一人分租，說實我並不太介意。
 
簽好租約一切就立即搬好所有雜物上去新，由於租客尚未回來，換句話說，我可以霸佔一下整個單位
，整頓好一切，當然是打電話報平安。
 
雖然今天day off，但如非必需要，都不會外出。
 
坐在梳化觀看無聊的電視節目令我充滿睡意，再睜開眼時已是七點半，正當換好衫褲整裝待發想到附
近食晚飯的時候，門外傳來'kickakicka'的開鎖聲，就打算幫他／她開門打聲招呼，誰知門一開...
 
原來是包租婆沒有留一條後備匙給我，放低後就一起離開，為了減少尷尬的氣氛，只好硬著頭皮問一
下另一位租客是何人。
 
「哦，個嚫妹好後生嫁咋,叫呀Tiffany囉，個樣都斯斯文文咁既，err今晚你就知係點嫁啦。」
 
聽到這一句我打了個突，原來我與女生合租，那麼我在家中要檢點一點，不能打開喇叭打手槍等等。
我可不想打手槍時被警察破門告我性騷擾。

人生總不能長依父母，雖說養兒一百歲。



第四章：相遇・再見

從升降機開始，我便一直望著頭頂的數字下降，因為包租婆恕我「J唔落」，終於到G了，正當我打
算離開時，她大喊一聲，嚇得我屁滾尿流，包租婆開口，
 
「啊！呀妹你放工啦，等我嚟介紹一下，佢叫呀奇，係住你隔離房嫁！」
 
「Hello，我叫Tiffany呀！」
 
我聽到一臉尷尬，只因當她嘗未開口的時候，已被她那張「Perfect10」的面孔吸引著，我感受到快
熱得要流汗，只閃閃縮縮地偷看她，在短時間眼神接觸裡面，我感覺到Tiffany與Maggie截然不同，
Tiffany帶給我的，就是我夢寐以求的那一種，成熟而你又看出她很需要保護的那一種，她會對你關
心，但又不會纏身，當然，她的身材亦是我考慮的其中一個因素，總括而言，「She is my cup of
tea. 」

反正都是要出去吃飯，與其自己一個，不如嘗試與Tiffany打關係，我便鼓起勇氣邀請她共進晚餐，
我很想去了解她。
 
「嗯，好啊，橫掂我食自己都未食。」
 
「Err，咁有冇話特別想食咩咁呢？」

「唔！好隨便嫁咋我，就近近地去轉角果間台北美食啦。」
 
 
這一區最多及最有知名度的都是西餐廳，因此我好奇為何Tiffany會選擇台灣菜。

家中多了一位美女，我固然高興，只不過心裡一直存有一個疑問，為何一名只有二十多的少女不留在
父母身邊，而選擇要獨居呢？

我在想什麼，她只是我的鄰居，她的身世與我何幹？

她是個「MK妹」或是什麼？

「喂！諗緊咩呀？睇到食咩未呀？」

我完全被Tiffany那水汪汪的大眼睛吸引著，她目不轉睛地看著我時尤其可愛，我頓時舉起手上的餐
牌，避免有眼神接觸。

雖說心跳加速這種反應很有愛情小說的口吻，反正我也只不過剛認識Tiffany不到兩個小時，但我確
實有這種感覺，記住，你現在不是觀看愛情小說。

誰知，當我打算點餐時，Tiffany的iPhone響了起來，我便偷偷瞅一下，偷聽一下對話。

「其實我已經諗得好清楚嫁啦，我有自己既生活，唔論到你理，唔該你唔好再騷擾我，依家已經唔係
office hour。」



一見鍾情確實存在，皆因大部分人會儘量避開缺乏興趣的異性。



第五章：真愛・錯覺？

「啪」，Tiffany目怒兇光地將手機放在桌上，我只默不作聲，免得成為炮灰，心想，是辦公室戀愛
的風波嗎？應該是同學之間對Tiffany的追求失敗，不過這也很正常，皆因她值得擁有一班「粉絲」
，也自然有條件拒絕參差的追求者，包括我，儘管我未有行動。
 
為免減少不滿的氣氛，我便開口打算分散她注意力，當然我亦想了解Tiffany，從上至下掃描過，
 
「咦，你，番寫字樓既？」
 
「um，係呀，番去打下文件果種咁，你呢？」
 
「哦，畢左業冇幾耐，依家係個firm打緊工咁囉。」
 
請你不要用這種彷似仰望的眼睛凝視我，我怕的，是面對其他追求者，我怕的，是愛上了你然後不能
自拔，我怕的…我在想什麼？我認識Tiffany前後沒有一天，老子從不相信一見鐘意那種荒謬的事，那
我擔心什麼，她是我的鄰居，而已。
 
「喂！你做咩成日呆左咁嫁？好攰咩？定係我悶親你呀？」
不，只是我從未對一個女生有這種感覺，就算是我的初戀亦不媲美。
 
我的初戀出現在中五，
 
「阿婷！放左學可唔可以同我練習下Oral？」
 
阿婷，就是我的初戀女友，她嬌小玲瓏，雖然她沒有豐滿的胸部，但她比我優秀得多，包括英文，誰
想到我一次無心插的請求，會促使雙方一起。
 
其後，阿婷每天主動提出替我練習英語會話，我當時還察覺，只認為有這個機會，我還推搪什麼。
 
當一次練習完過後我如常送阿婷回家，反正我必須經過那橦大廈，她突然拖著的手，那時我根本沒有
幻想過追求阿婷，但沒有戀愛經驗的我覺得不妨一試，我們就在街燈下親起來，但現在的我才明白我
傷害了一個女生，所以我拒絕Maggie，因為我只打算滿足她們，沒思考過自己是否愛對方。
 
但我很想擁有Tiffany，只少此刻是。
 
「緊係唔會啦，有少少怕醜同執完一日都攰攰地啦。」
「放工冇約下男朋友出街咩？」
 
「吓？Um，我…冇男朋友嫁。」
「咁你女朋友唔得閒咩？」

我亦想有個我愛的，愛我的，女朋友。

我吃著魯肉飯，談吐起上來吞吞吐吐，



「傻啦，錢都冇個，有咩人會鐘意。」
 
「我唔係個貪錢既人嚟嫁。」
 
「噢！」

無言的我只支吾以對，看著Tiffany失落的表情，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托起她下巴，當然不由自主只是
個借口，

「做咩咁憔悴呀？」
 
只見Tiffany與我四目交投，顯得悶悶不樂。

愛令你快樂，亦令你失落。



第六章：發生・關係

在餐廳完餐後，我與Tiffany分道揚鑣，不留在家中我還可以去哪，我到了Maggie府上。為什麼？其
實在大學之後，我已甚少跟Maggie聯絡，對上一次應該在三四個月前，大家當時都忙於找一份收入
穩定的工作，我只是作出簡短的問候，她的回應冷淡如冰，大概她已產生不了跟我聊天的興趣，可是
，剛剛我與Tiffany吃晚飯時收到Maggie的信息，Tiffany叫我快點回覆女友，免得女友擔心，我當時
並沒有回應，後來才知道Maggie生病了，想我探望她，才發現她也搬到附近，等一等，難道她知道
我在附近？怎可能，我今天才搬來！而Tiffany呢，我不知道她打道回府抑或跑到哪裡，只知道她不
高興。

從台北美食到Maggie家如果只不過7分鐘左右，一路直上，拿著一盒必理痛，只知道我曾有負於她
。

一按門鈴，只見Maggie穿著內衣褲，

「你病左做咩仲著咁少呀？」
「一同阿強散左唔識照顧自己呀？」

Maggie拉我到梳化，重申自己根本沒有愛過阿強，而她，根本沒有生病，大話連篇只出於對我的思
念，Maggie你真的很傻，我並沒有什麼優點值得你去等待我，我比普通人更普通。

Maggie騎了上我的大腿，準備退去那個紫色蕾絲花紋的胸圍，

「未得！我未ready好呀！」
「你真係決定咁做？」

那個時候，我雖然穿著褲子，不過我的已經硬了，頂著她那個空隙，身體從來不懂說謊，Maggie到
了廚房拿出一枝紅酒，看著那光滑豐滿的臀部，我很想立即脫去她內褲插入，但是明知沒有結果的愛
情，我要求性豈不是當Maggie做洩慾玩具，她要的只是一個保護的男人，顯然我不是那個男人，一
杯又一杯紅酒，我已失去理智，說實，Maggie的身材真的是完美無瑕，比Tiffany更勝一籌，記不起
第幾杯了，只知道Maggie掉下胸圍，從我的臉頰開始親每一吋，我雙手也不太規矩，畢竟是個男人
，對性長期有需求，Maggie替我脫下所有，

「連套都唔用？」

「唔理啦！我食事後。」

Maggie說罷拖我到房間，推過我上床，就坐了上來，

「啊！慢少少，好痛。」

我到底在幹什麼，自己開始有追求對象，答應過自己不再傷害Maggie，結果呢？不斷傷害對方。

「點解你明知我地work out唔到，你仲要同我做？你既第一次應該留番比你愛既人！」

我看著她一直搖晃的身驅，



「我愛既咪係你，你放心，我只係想要你身體，我唔介意啦，最少我擁有過你，拎左你第一次，我好
滿足啦。」

我只想起我們完事後換過床單，洗過澡便與Maggie大被同眠。

醒過來Maggie已經離開，我亦回了家換上西裝上班。

一開門，只見地上一堆「雲吞」，以及睡在梳化的Tiffany。
 

有時犧牲不出於偉大的心，或許他們是個絕望的人。



第七章：渴望・失望

我沒有空餘的時間再去理會一切因由，我只知道我沒有時間去吃早餐，沒想過做愛會使我肌肉酸痛，
但這種感覺卻使我有點意猶未盡，我抱起了Tiffany，雙手卻顯得軟弱無力，一不小心就會把Tiffany
摔倒，好像郭晉安把「靚媽」放在地上，當然我沒有放她在地上，Tiffany瞇起眼睛看著我，

「做咩仲唔番工既？」

我安放Tiffany在床上，替她掀起被子，

「都要照顧埋你先嫁，小朋友，病左訓多陣，我放lunch買野比你食啦！」

我認識了這個鄰居只有一天，為什麼，我經已覺得她是我生活一部分，每件事都要為她設想，甚至她
的中文名，一切一切我都一無所知，為何我會不由自主去接近她，要不知好歹去呵護她。
 
輕輕鬆鬆在公司打卡開始一天的工作，一大清早對面對一堆文件、數字，真的使我昏昏欲睡，Magg
ie並沒有再找我，我不知道我所作的是否正確，但既然她無意再與我聯繫，我也不要去騷擾人，免得
Maggie誤會我只渴求性。

我放了iPhone在工作桌上，不時檢查手機會否收到信息。

「Sheli Chan invited you to play Happy Farm.」

Damn！他們有沒有想過收件者的感受，我並沒有玩什麼他媽的開心農場，只好專心做好目前工作，
再抽時間Whatsapp Tiffany。 
 
「訓醒未呀豬，我就番啦，好番啲未？」

typing...

「醒左啦」
「唔洗番嚟啦，我出左去啦」

我頓時覺得很失望，十分失望，她那個微笑，不就是承認了我嗎，為什麼現在又變得冷漠無情。

現或許是正常的，說到底，我倆只不過相處幾個小時，需要朝夕相對，互相關心，我只不過是過分緊
張，從一開始的角色設定使出錯了，Tiffany，只是我的鄰居，一個年紀差不多，又帶點可愛，又是
我的類型，又是的好鄰居，她擁有自己的世界也很正常。
 
一時正，我就在在人來人往的中環，準備過馬路到對面的茶餐廳吃個碟頭飯，有意無意在這十字路口
中看到一輛Benz風馳電掣地駛過，

「揸架Benz洗唔撚洗咁呀，驚死人唔知咩，鬼唔望你撞車死！」

這就是香港，最喜歡見到他人糟秧，雖然其種財大氣粗的討人厭。
 



吃過午飯後，唯一消遣的地方就是公司，以前中學所謂的一班好兄弟、朋友已經各有各精彩，以前所
有承諾，也只不過承諾而已，有沒有兌現是另一回事，人大了，什麼重情重義都會隨年月消逝，「人
越大
膽越小」，生物書能否解釋這個現象嗎？踏入人生第二十二個年頭，已經看化「朋友」，朋友，是大
家互相利用的意思。職場？誰跟你認朋友，肥皂劇嗎？勾心鬥角，打小報告就常見。所以呢，自己一
直很想有傾訴對象，但我好像對Tiffany太易動情，很想將她私有化，姑且勿論我與Tiffany對話不多
於一百句，但屋企多個人令我感到溫暖。
 
看來今晚又要挨飯盒了，我還可熬白粥，好讓Tiffany翻滾，可她會領情嗎？
 



第八章：意外・驚喜

雖然Tiffany擁有現在那些偽abc的專用髮型，但我不會把她當作崇洋的一群，皆因她真的很有味道，
女人味，她眼睛不大不小，但卻有一股可把你迷住的神秘力量，耳珠長期戴著一對有閃石的耳環，亦
不會顯得俗氣，我不會深究她的英語標不標準，因為對我而言，女人不應過分聰明，知得越多，痛得
越深。

我不會形容她像那個明星，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我只想知道Tiffany的內心世界。

四月，雨落過不停，加上行雷閃電，我拿著公事包以最快速度跑回家中，真不清楚行人的心態，咦，
Tiffany有帶雨傘嗎？她已帶病在身，會加重病情嗎？
 
全身濕透的我決定先洗澡，才叫外賣，一邊洗澡，一路哼著我的「飲歌」“冷雨夜”真是十分應景，
在抹身的時候聽到樓下傳出一聲巨響，‘嚓’一聲的剎車聲，把我嚇得發抖，

「屌你老母，邊撚個仆街剎到咁撚大聲搞到我打冷震！」

因住在一樓關係特別應聲，立即望出窗外，這一輛不就是今天看到的那一輛Benz嗎，還是同款而已
。
 
再回頭已見它駛去。

咦，為何屋外會傳出開鎖聲？一轉頭，

「啊啊啊啊！！！」
「唔好望住，我換埋衫先！」

我跑回房間穿好衣裝，卻依然很尷尬，只因我不是故意露械。
 
「Sorry呀，頭先我沖完涼，聽到車聲就出嚟睇下咩事，都未換衫，點知你就番到，嚇親你添，對唔
住，我唔係露體狂嚟嫁。」

Tiffany看見我解釋時面紅耳赤，笑上來出現深深的酒窩，顯得更加可愛。  
 
「你咁性感點唔驚。」
「頭先嚇一嚇，冇咩野呀，下次唔好咁快入房嘛！」 
 
我抓了頭，不知道如何對應這笑話。

「係呢？頭先果個你嚟既，原來你...有男朋友嫁，仲咩呃我先，仲好似有錢果隻喎！」
 
笑是真的不是我逞強，我是在苦笑，因為我明白我該完夢了，該踏實地把她當成鄰居。
 
「哦，老闆叫我番去做埋啲手尾，咪亂講啦！」
 
「女仔真係好，有人照顧 。」



 
「男人都好好嫁，包括你，有我照顧，我諗你都未食飯嫁啦，我都未呀，今晚我煮啦好冇。」

我鬆了一口氣，姑且勿Tiffany有否欺騙我，她肯欺騙我已經心滿意足，現在她還為我下廚，我感到
很窩心。

明明是我想為她煮白粥，現在她卻為我做飯，我走到廚房要求幫助，卻被她推搪，我們好像新居入伙
的夫婦般在打情罵俏。

「快啲過嚟食啦豬！咁懶訓。」

Tiffany控到我的面前，我嚇了一嚇，原來我在看電視時進入夢鄉，Tiffany拉著我的手到飯桌前，兩
雙筷，兩碗飯，蕃茄炒蛋，回鍋肉炒椰菜，如果你可以嫁給我會是多美滿。

這一晚，狂風暴雨變得精彩，皆因他們不再孤獨。

吃過晚飯後，我依舊沒有問到Tiffany為何獨自生活，只知道她中五後開始工作，她拿著碗碟到廚房
準備清潔，我捉住她的手臂，將一切交給我，她便去洗澡。



第九章：橫刀・奪愛

未知各位有否試過跟屋企人早上爭用廁所，然而，所有男人都知道，大清早撒第一泡尿有多重要，但
現在Tiffany將廁所霸佔，我急得快要拉出來了，只好不斷敲門，

「Tiffany，我要賴啦，搞到地下濕晒我唔負責嫁！」

她開了廁所門叫我等十秒才進入，看見馬桶我立即提高廁板，對準，發射，卻分神於浴簾，Tiffany
忽然咳嗽，嚇得我射上廁板，

「痾咁耐既，你係咪腎虧呀？」
「痾完幫我拎條毛巾呀！」

我又先回門外等候，Tiffany指尖貼向我鼻子，

「想野。」

我一面尷尬，嗅到從Tiffany身散發出一陣果香味，好像想牽著我鼻子走一樣，
 
「食唔食早餐呀？」

我當然願意(狗公)

「好呀，茶記定快餐？」

「飲早茶啦！」

什麼，飲早茶？我大概已忘記有多少個年頭沒早上到過茶樓，所以我顯得很驚訝，女人在早上可以吃
得多嗎？
 
「好丫，咁襯我去沖涼你快啲去化妝果啲啦！」
 
「我唔係好化妝嫁。」

Okok，為什麼你不化裝都要向我申報，在吹乾頭髮時看新聞，今天又會落雨，出門前拿雨傘便出發
，塗上紅色口紅的Tiffany很漂亮，更引發出她的成熟美，紅色口紅永遠用不在少女身上。

一到樓下，雨果然下起來，眼前看見那一輛Benz房車，是接載Tiffany那一輛，隨即聽到車輛傳出，
 
「Tiffany，快啲上車啦。」
 
雨勢雖大，但我依然隱隱約約見到車內的男人，戴眼鏡，有禿髮，驟眼看只少有四十，這就是Tiffan
y的老闆嗎？為什麼會做司機？

此時此刻，我只好乖乖退位，叫Tiffany上車，無需要與我一同承受風雨，我都沒有意思耽誤別人，
叫Tiffany上車，由得我自己去吃早餐，Tiffany用無辜的眼神看著我，我儘量避開眼神接觸，我不想



自己再失望。
 
一個以Benz代步，一個乘搭「11號」，除了比精蟲多，還比什麼？望住Tiffany上了Benz然後慢慢出
番去，想起一句格言，
 
「有錢既就溝到件索嫁啦。」
 
但此刻我只想要Tiffany



第十章：鄰居・同居

搬來經已有一個月左右，跟Tiffany的關係比初初深厚、親密了，至少我覺得，有時會一同追看電視
劇，看電影，有時更會為我下廚，為我生命增上色彩，我亦沒有再見過那個Benz男，難道他們分開
了？Tiffany終於明白我比有錢人好嗎？Tiffany才21歲，為什麼要跟一個沒有外表，只得銅臭的肥中
坑共渡餘生，她需要的是年輕才俊，是我。現在是我的機會了！

「Tiffany，今日冇約人嘛？」
「冇既話同我去睇戲啦，我地又未試過一齊係戲院睇。」
「如果唔嫌棄既話我今晚煮番飯比你食。」
 
從小就經常聽其他人說女生最喜歡識懂得入廚的男生，而我從小開始的確很喜歡下廚，嘗試挑戰多國
菜，可惜從來沒有一個女生有機會給我嘗試，所以我想煮一次給我喜歡的人，那個就是Tiffany了。

「真係嫁？從來冇一個男人為我煮飯嫁 。」
「見你冇人陪咁陰公豬，我陪下你又點話。」

Tiffany睡在我大腿上道，並擠了我面頰一下，我很想親下去，但我不想令大家尷尬，更不想她因為
避無可避讓我就範，我只好再等時機。

「我要食咕嚕肉！」
 
哇，饞嘴鬼，咕嚕肉以前雖有煮過，但實過於麻煩了，平時我不費心去烹調，但為了在Tiffany面前
顯威風，我願意。

我掃一掃她的頭髮，

「 咁你去梳洗下先啦，我都要沖涼。」

Tiffany卻向我撒嬌。

「咪扮cute。」
 
Just go with it，

我想看的電影，
 
原因一：Adam Sandler是我最欣賞的演員，
 
原因二：愛情片 。

「西片？我驚我聽唔明喎。」
 
Tiffany對她的英語程度失去自信，她不清楚有字幕的嗎？入到3號院，佢打了幾個噴嚏，我退去身上
的外套好讓她得到溫暖，看見她一邊流淚我用手為她拭去眼淚，我卧前身軀時被人拉一拉，可是我有
買票的，為什麼要捉住我，又沒有影響其他人，原來拉著我的是Tiffany，她繞著我手臂，頭也著我



肩膊上。
 
「呀奇，點解，你對我咁好既？」

她眼泛淚光地說。

 「下？點解咁講呀？我有幾好呀？ 你對我仲好啦，成日煮飯比我，又唔係我煮飯婆，哈。」 

她沒有再回答我，只是繼續挨著我，手臂被她繞得緊緊，等到電影播完，我沒有在留意故事情節，只
陶醉此刻，因為我害怕沒有下一次，雖然我雙眼看著螢光幕，但心已不在。
 
Just go with
it大概是兜兜轉轉最終都是與最近自己身邊的一位一起，我幻想我與Tiffany最後能否好像男女主角一
樣，被Tiffany發覺我一直等待她，或者，她只可能想在分手後找人慰藉，我就是僥倖的一位，在她
低落在她身邊。
 
而當我了解到自己是個每月賺得一兩萬的小員工，我不認為自己有何能力去照顧Tiffany，電影播完
，我主動縮開手臂，是自悲嗎？可能是；是正確嗎？可能不是。我變得閃閃縮縮，我看到她的失落，
我看見她傷心，我寧願她想清想楚，她只凝視著我一會，便自己跑了出戲院我，我不去問她是否不高
興，因為我未有能力去追求她，我寧願被她遷怒於我，或許，我每件事都想得太過理性了。
 
我或許連兵都不如，因為兵至少有追求的勇氣，我呢？連承認自己鐘意Tiffany的勇氣亦沒有。



第十一章：坦承・相對

從戲院走出來之後，Tiffany沒說過半句話，但我倆卻並排而行，我親了Tiffany的面頰，
 
「我落定訂先，我鐘意幾時拎走你都得嫁。」
 
Tiffany看見我調皮的樣子，也不禁笑了出來，我們便一起去街市買材料，我與她雖越走越近，但理
性告訴我要等，剛才為了逗Tiffany已經一時衝動，我要安守本份，免得再傷害女生。
 
到過街市後，我們便一起步行回家。
 
誰知正正在樓下，我又見到那一輛Benz停泊，我正想告訴Tiffany她男友在等她時，說話未完已給Tiff
any拉我從後門上樓。
 
為什麼要避開那個中年男？如果真的只是上司下屬關係。
 
回到家裡，我沒有去追問，只是放材料入廚房，開始準備晚餐，Tiffany不願自己一個在廳外等候，
她打算在廚房欣賞，
 
「出去睇電視等啦，好快有得食。」
 
「我想睇住你喎！一陣你落毒點算。」
 
「放心啦，唔會落毒嫁我，唔捨唔。」
 
「口upup講咩呀？」
「係呢，點解你唔問下我點解頭先避開架車？」
 
「私人野，廢事問啦，你想講自然會講，佢同你男朋友既野，你地解決啦！ 」
 
「佢真係唔係我男朋友嚟嫁！」
 
「咪玩啦!佢唔係唔通我係啦喎？」
 
「你想咩？」
 
我裝作沒有聽見，專心地切菜。
 
「超！我番出去囉。」
 
 你明白愛一個人，又要顧東顧西，又要擔心自己冇能力有多難受嗎？你明白責任有多重嗎？
 
她跑了出客廳，或者她等的，只是我的一句，或者。
 
「食飯啦，Tiffany，原創咕嚕肉，檸檬汁銀鱈魚，蠔油炒西蘭花，快啲試下我手勢啦！包你食完話
想嫁比我 。 」



 
「我就唔信啦！不過好似真係好好味咁喎，等我女版蔡瀾試下先！」
 
「你係第一個女人令我為佢下廚，恭喜晒！」
 
「唉，都唔知係咪成日用依招溝女，你啲男人口花花咁！」
「早知你識煮野食我之前等你煮啦，我慳番啲力，不過個咕嚕肉真係好好味呀，你下次教我點煮呀，
知唔知道？」
 
「That’s my pleasure，如果你鐘意的話，我地以後多啲係屋企煮野食，唔好出街啦！」
 
「好呀！不過你洗碗喎！」
 
吃過晚飯，我們坐在梳化看電視，Tiffany照舊睡在我大腿上，我忍不住開口問，
 
「係呢，我有樣野想問你好耐啦，之前未熟你唔敢問你，依家熟啲先問得出咋！」
 
Tiffany捏著我鼻子，
 
「依家同你好熟咩？唔知醜，問啦！」
 
「Err，點解你咁細個自己要搬出嚟既？你嗯，係囉！」
 
我搞不懂Tiffany在幹什麼，她指尖在我大腿對開不斷遊走，我的生理反應使我，硬了。
 
「嘻嘻，你睇你個樣，成塊面紅晒！」
 
Please，I am asking you a question！
 
「好細個咩？不過我係冇爸爸媽媽嫁，孤兒仔一個，細個就係孤兒院大啦！係喎，淨係得我講，我夠
唔知點解有個三唔識七既同我住咯 。」
 
「我係被上帝派嚟豐富你既生活。」
 
「收收皮啦Baby，再吹大啲丫你，快啲答我呀！」
 
「其實，我呀爸呀媽都一早去左，我之後搬左去契爺到住，都廿二年啦，唔想再靠佢地，咪搬出嚟，
就識左你，你話喇，係咪好黑。」
 
「哼！唔滿意咪搬！」
 
她緊握我的鐵柱，我露出痛苦的表情。
 
「我唔捨得你嘛。」



第十二章：瘋狂・罪惡

由於父母親無兒無女，所以他們一直都當我親生一樣看待，而我亦真心感激他們對我的養育之恩，儘
我的能力去孝順雙親，亦將一筆可觀的遺產暫時當作報答，每一件事我都言聽繼從，但有一件事我沒
有遵照他們，就是決定要搬居。

我並沒有後悔，我不想依賴父母過活，我想自己闖。
 
如果沒有Tiffany的出現，在這個缺乏愛的都市入面，我應該還未懂得感愛愛，依舊徘徊在獨來獨往
的生活，繼續朝九晚五，繼續與一班豬朋狗友喝得爛醉。

記得有一次，當時是中七的悠長假期，與朋友知道考試結果後一齊跟朋友到蘭桂坊「訴說心事」，首
先，大家都會到轉角的小舖買幾杯shooters「打打底」，再轉場，大家已經喝到半醉，不夠，大家
要盡興，叫幾杯cocktails，當我想開口時，大家一定會劈頭，

「做兄弟依啲野，在心中，係咪？」

一手拍落你大腿，第二天總會通紅，杯未乾，一個二個跑到舞池「狗衝」，年少無知的我，也跟他們
一同走到舞池大癲大喪，四周向女生拋眉弄眼，結果拉著一位不知比我大多少的「輕熟女」，我沒有
理會，我只知道我很「high」，我拖了她到吧桌前，

「Can I have a Mojito？」

「What？」

「Mojito！」

我豎起一根手指，跟她越貼越近，她帶領著我，再接吻，我不介意其他人的眼光，那一刻我很享受，
我們用同一根飲管吸啜Mojito,這就是我一直渴望的成熟女性嗎？可惜一切被我一位朋友破壞，他在
酒吧四周亂吐，我不得不帶著他離開，大家搖搖擺擺地走上的士，不停爆粗，最後已不知走到誰家了
。

自此之後，我在那一個星期每晚都會到同一間酒吧，嘗試再重遇她，我很思念她，可能我是思念那種
激情，Slash N' Dash的刺激，我足足用了一個暑假去忘記。
 
現在，大家又跟Tiffany在酒杯底交流，感到睡意，係依時候我再發棄Tiffany，但我雙手抱著她進房
，因為她不是跟我Slash N'
Dash，我看她是看著未來，我不想借醉行兇，如對待Maggie，我可能比較意淫。
 
起床時，Tiffany為我煮早餐，跟我說今晚約了一班朋友上來，搞什麼House
Party，想介紹給我，我並沒有什麼意見，吃過早餐便離開，離開時我再親吻她額角。

「偷襲成功。」
 
八個小時很快過，我走到花店買了幾朵玫瑰想跟Tiffany表白，



「唔該係張卡寫：你願意以後每日都對住我嘛？我指就算我地搬左屋。」

買完便即刻趕回家幫忙，誰知電話響起了。

Maggie，已一兩個月沒有致電，

「阿奇，頭先執屋先記得Society啲相你冇攞到，上嚟拎番啦！」

「Err」

「就咁話啦。」

我只好上去Maggie的住宅，其實我怕的，是再一次被Maggie引誘，要跟她做一次才肯歸家。

「咦！有玫瑰花呀！」
「送比我嫁？」

Maggie的恤衫上的頭三顆鈕扣解開了，我情不自禁將目光投放在她胸脯。

「唔係呀，相呢？」

「者係有意中人啦！」
「入嚟坐先，我去拎。」

Maggie的臀部搖擺不停，她在故意挑釁我嗎？

她把照片拿了出來，便不停解開我衣服，從裇衫，到西褲，再到內褲，Maggie不斷激起我的性慾，
我不會去拒絕，因為沒有男人可以拒絕她，我先下手為強，把她脫光光便插入，

「我同我男朋友做完全比唔到你既感覺我，我真係好鐘意比你征服果種感覺。」

我沒有回應，只忙於「出力」。

最後Maggie尖叫，我便出了，我不知道「中出」別人的女友是否正確，但我卻充滿罪疚感，帶著一
束玫瑰花離開，發現其中一朵的花瓣散落在梳化上。



第十三章：男女・朋友？

大家認同單憑觀看一個人的全身、面相，可以看出他有多富有嗎？我相信是絕對可以的，我梳化上左
至右排列，男、女、男、男、女，這個時候，Tiffany從廚房出來，看見我滿頭大汗，這是理所當然
的，從Maggie家享受過敦倫之樂就跑了回家，花兒？早已放到垃圾房繼續茁壯成長，我與Tiffany已
趕不及迎接它的第二春，只因花瓣早已滿佈街道上。
 
Tiffany替我抹去頭上的汗珠，推推我背脊，溫馨地叫我先去洗澡，稍後才跟我續一介紹，
 
「Wow，so sweet！」
 
那個金色短髮的女生嚷著。
 
在浴缸裡，跟Maggie纏綿的影像一直浮現在我的腦海裡，「啊啊啊啊」，Maggie由從前給人純情
、可愛的感覺，到現在成為洩慾的工具，前後有一年嗎？她變了，我不也變了嗎？看到Maggie
Facebook上載與友人在派對上性感的照片，是我這個魔鬼把她拉到地獄嗎？人類的慾望很恐怖，男
人的性慾可以完全將大腦控制。
 
洗澡能洗去身上的污垢，但心靈上呢？Tiffany拍門問我是否熏倒，我隨即開門回應。
 
到了客廳，最左手邊那位劈頭就說
 
「Alright mate？我係Edward！」
 
那種濃厚的英國口音使不少人羨慕，包括我，他梳了一道「比比鳥」頭，雖然眼睛不大，卻有一雙深
深的雙眼皮。
 
「HHello，叫我阿奇得啦。」
「飲唔飲啲野先呀？」
 
那種缺乏自信又夾雜著港式口音完全暴露出來。
 
另一位戴眼鏡的女生開了口，
 
「唔洗理我地啦，去幫Tiff手啦。」
 
「係啦係啦。」
 
中間那位呆呆滯滯的男生和應。
 
進了廚房，看見Tiffany埋頭苦幹，她真打算煮我所教的咕嚕肉，
 
「煮咕嚕肉我嚟呀嘛。」
 
我輕撫著她一雙手，一同將燈籠椒切片，Tiffany轉頭親了我的嘴角，
 



「專心啲！」
 
我面紅耳赤，Tiffany只笑著笑著我傻傻的樣子。
 
「係呢，你啲friend睇落幾有錢喎。」
「仲要浸過晒鹹水咁。」
 
「超佢地死好命者，個個有得出國，出完又入阿爸阿媽啲公司做，邊同你一樣自己努力入大學。」
「屋企打斷腳都唔洗憂。」

世界就是不公平，從細到大，我為了讀書，實在沒有太多朋友，我才可以得到機會在一家會計師事務
所實習，這班富二代每晚到蘭桂坊clubbing，之後有人保送入公司，我們沒有人脈就要被他們騎住
上。
 
在你一生中，一定出現幾個人總喜歡撒一些「善意的謊言」，我極之厭惡這種人，唯獨是Tiffany，
會令我感到窩心 。

「炒你既餸啦，燶左我唔會幫你執手尾嫁 。」
 
「放心啦，一定好好味 。」
 
Tiffany一副招積的樣子。
 
「食飯啦！」

我跟Tiffany一齊捧著菜餚到飯桌，大家便起筷，

「Tiffany，我地間firm依家請緊秘書，有冇興趣？」

那個叫Edward的開口，

「係囉，轉嚟我地到做啦，你果到都唔方好嫁啦。」

戴眼鏡的那個女生原來叫Lisa，她一邊夾著炒蛋一邊說。

「好啊，我搵日上嚟試下，橫掂唔係咁鐘意份工。」

「係呢你地點識嫁？」
 
我開展了一個話題。

大家舉著酒杯，異口同聲道，「Cheers！」，把紅酒放進口裡，他們這是一枝好酒，但我卻不太懂
得欣賞，只在想，西餐喝洋酒，中餐不是應該喝米酒嗎？為什麼總是洋酒出彩？是因為空運到港嗎？
是中餐不夠優雅要靠洋貨點綴嗎？

「好似係three years ago，was it？我同Judy暑假番左嚟香港，and then
我地同一班schoolmates一齊落蘭桂坊，Tiffany，do you remember？」



Tiffany一面尷尬，Edward繼續，

「跟住我地見到Tiffany was absolutely smashed，有班鬼佬緊係想抬走佢番hotel啦！」

「跟住我咪喝停佢地，they such a
cunt！我地左Tiff番自己屋企呀，果陣問極佢都唔知自己住邊！」

Judy搶答著，

「後尾就成日一齊啦！」
「係呢，你同Tiff有冇野呢？」
 
「喂呀，唔好玩啦Judy ，嚇親人啊！」
 
「一齊住喎，有冇機先？」

「如果唔係因為有女，我都要Tiff呀！」

那個身穿Givenchy Tee的時髦男插入。

「有冇機唔係我講既，一切交比Tiffany講啦！」

「This guy is funny，I like this guy！」

Judy又說。 

Tiffany笑著笑著，在桌下握著我的手。

晚宴就在一片笑聲完結。



第十四章：自我・封閉

一杯又一杯紅酒，酒精已經慢慢沖昏上頭腦，Tiffany的一班朋友早已走了，她走到廚房，打算清洗
碗碟，我從後攬緊她的小腰，

「Tiffany我真係好愛你，從我見到你第一刻開始，我就好鐘意好鐘意你，我唔知我點解可以遇見你
，我好想私有化你，我唔想你再比人追求。」

「我其」

我已聽不到Tiffany在說什麼，可能她將我拒絕，可能她願意作出嘗試，我只知道自己很累。

一覺醒來發覺自己已在床上，Tiffany摟著我身驅，看來是被我驚醒，她依靠著我，

「醒左啦，下次唔好飲咁醉嘛。」

「你煮既咕嚕肉質好好味呀。」

我捉緊Tiffany，在她額上就親了一口，雙方只有一件背心相隔，我有點不規矩，男人果然是用下體
思考，Tiffany發出呻吟聲，但她暫停了我，

「聽日要番工呀。」

對，酒精影響下，我已經全身酸痛，但Tiffany選擇了用口，這種感覺跟Maggie很大分別，Maggie
那一種是有性無愛，我只會想完事走人，但Tiffany是有性有愛，這使我變得很投入。

完結後，我們很快入睡，因為，我真的很累了。

第二天，一切如常，Tiffany為我煮早餐，再去上班，一段完美的愛情不需要去請求他人跟你一起，
是自然發生的。

今天，我再買了一束玫瑰花，準備再獻給Tiffany逗她高興。

到了樓下，又看見那一輛Benz離開，他又送去Tiffany嗎？我是不是只傻傻地等著她，而且沒有回報
，我跟她，只限於性？

「咦？番左嚟啦。」

Tiffany的聲音從廚房傳出。

「可唔可以話我知，揸Benz果個男人係邊個？」

「我老闆嘛。」

單純的老闆會有員工接送服務嗎？有這種良心老闆嗎？



我將手上的一束玫瑰花拋向梳化，玫瑰花為了保護自己而伸出尖刺，但玫瑰花就是如此脆弱的嗎？對
上一次眼睛通紅已想不起是何時，莫說是哭了出來。

我想，我在這一刻終於理解Maggie，Maggie對我表現愛的方式，一種退而求其次的愛，得不到我
的心，寧可得到我的肉體，或者，我對Tiffany，也只可從肉體中得到補給。

我想，我開始明白到Maggie經歷三年多的那種痛了。

我在洗手間呆了不知道有沒有一兩個小時，心裡早已萌生了一個愚蠢的想法，我選擇關上窗子，抽氣
扇已啓動不了，為的不是跟Tiffany結不了果，我只是慚愧，慚愧自己一直忽略了在身邊的Maggie。

Maggie是我在大學認識的第一位同學，還記得在Hall內上induction，我悶得拉開桌子就要睡，Ma
ggie用肘批了我一下，我嚇了一嚇，

「好悶咩？不如出Starbucks飲杯野先咯。Come on！」

Maggie就是這種不拘小節的人，當時，我還未知道她的名字，我便跟著她去到Starbucks了，大家
沒有預兆地叫了Grande Mocha，她笑著我睡眼惺忪的樣子，當時我在想，她究竟是男是女，

「我叫歐汶琪呀，不過你叫我Maggie算啦，你邊間中學出嚟嫁？」

我實在未聽過Maggie的中學，蹤使都在港島區，她便像機關槍一樣，說話沒了沒完

「係O camp好似見到啲女仔幾靚喎，你果組有冇呀？」

「你les嫁？」

「痴線啦，我不知幾鐘意仔！」

Maggie的表情變化多端，她的確很可愛，她很快便成為我的好朋友，巧合地，我們一起被編到En－
suite，她就住在我隔壁，

「其實你係咪對女人冇興趣嫁？」

一個有明顯答案的問題，我卻沒有辨法對應，我只不過是相中了阿瑩，而阿瑩又一早被「組爸」私有
化，我才沒有追求，也沒有跟任何人說。

那一年，第二個sem開始，Maggie帶著紅腫的眼睛跑到我房間裡，說她男友出軌了，弄得我的被子
都是眼淚、鼻涕，當晚，Maggie跟我傾訴了一整晚，當我到了麥當勞買了個麥樂雞回來，打算給M
aggie作晚餐，她已經在我的床上熟睡了，可憐的小女孩忘了蓋被子嗎？

「先生先生，聽唔聽到我講野呀？我係」

我在輪椅上嗎？哈哈。

我又睡著了，



「阿奇，聽講之前Maggie去左你間房冇出嚟喎。」

「屌你聽邊個尻噏。」

阿浚是「天文台」，故名思義他最愛收風，四周發放。

「顧生顧生，醒下啦。」

我不是打算自殺，我可不想死，我只不過想自己思考而已。



第十五章：絕望・真相

你相信臨到生命終結時會回想一生後悔的事嗎？我原意並不是打算輕生，我只是打算集中地回顧過去
，思考未來，可惜我太累了，睡到上病床了。

Tiffany一直在我身旁，挽著我的手，猶如在機動遊戲上，不肯放手。

「阿奇，你做咩要做啲咁傻既野呀？」

我真的不是要輕生，只是有些事情想不通，Tiffany一邊說，淚水一滴一滴落在我的臉上。

「Tiffany，你有一秒愛過我嗎？」

我脫去氧氣罩，吐每一隻字都用上很大的力氣。

「我根本襯你唔起你明唔明 ？」

這個小女孩快要把眼淚流乾了。
 
「如果你知道我既身世，你可能就唔會再愛我嫁啦，你知嗎 ？」
「我身體好污糟。」

她快要哭崩了，

「我比人包呀，我係二奶嚟嫁 ！」
  
我的心雖然很疼，我亦很憤怒，我亦很傷心，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這種胸襟去接受Tiffany，但看見
一位自己所愛的女生在自己面前哭不成聲，我只可輕輕摸摸她的頭，說一聲，

「冇問題嫁，傻妹，唔好喊啦。」

我心裡一點也不好受，再大方的男生亦會介意自己女友有這樣的過去，我怎會例外。
 
「當時我岩岩入到依家間公司，我由一開始就比佢揀中左，佢對我不斷追求，月薪又比其他人高，我
覺得佢真係對我好好嫁。一直我都覺得冇咩問題，直到依幾個月，我開始係到諗，假如我將來個老公
又係咁，我會有咩感受，我覺得自己好污髒呀，依家我除左同佢係上司下屬既關係，我唔想再同佢有
咩關係，我冇再比佢將我蹂躪，我打算依個月之後轉去Edward到，再者我依家遇上左你，我心入面
一直知道你好錫我嫁。」
「一直以嚟我都唔敢同任何人發生關係，我驚佢地知道我過去會介意，我諗你而家都有卻步，係咪？
」
「所以我先唔敢講，我驚我地冇得好似以前咁親。」
「 我其實只係想要一個傾聽我既人，一個哄我既人，一個愛我唔介意我身世既人，我淨係要求咁多
嫁咋。」

我的確沒想過我將來的女友會是個給一個奇醜無比的男人在過去不斷地踐踏，知道了這件事之後我的
思緒很混亂，我不清楚我愛下去我結果會怎樣。



Tiffany打算離開，我捉緊她手臂，

「唔好走好嗎？」

為何我所關心的女生都被男人蹉跎？



第十六章：第一・封信

還記得這一天嗎，Tiffany？那個男人的Benz停泊在我們家的樓下，隨之而來的是他那一道粗豪的聲
線，
 
「仔你同我企係到。」
 
他跑到我身前，他那個跑姿顯得十分愚笨，比我矮小的他要把的扯起，我立即推開他，

「先生我唔識你嫁喎，請問你咩事呢？係到郁手郁腳。」

「我知你條撚樣係同Tiffany住，條女係比我玩既，你咪撚阻頭阻勢。」

我在那一秒差點就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緒了，若果你沒有及時出現，我可能已經要上警局，是你，一巴
把他趕走，他那張面孔我由其深刻。
 
「我知你同Tiffany以前關係係咩，不過依家佢同既野唔輪到你去管 。」

放工的時候，我約了你在對面街果一間餐廳食意大利菜，你對我說未光臨過，我當時十分驚訝，這家
餐館可是米芝蓮一星。
 
在我們一起喝那碗雜菜湯時，你的iPhone震了一下，
 
「Whatsapp：Boss just sent you a message.」
 
我視而不見，是因為我不想把你迫得太緊，我不像你再落淚，你還要裝你的女強人啊！

但我真的很不高興，我沒有完成我的pasta，不是因為我跟你所說的，在回家前「掃街」，是因為我
想起他把你當玩具而心疼。
 
 寫給你的信，
阿奇
 

吃過這餐飯，我望著Tiffany跟我行相反方向，我們究竟是否有不同的路，而不應該為了遷就對方去
走同一條路？我沒有回家，員因阿輝發了信息給我，說什麼四年之後再聚首，約了當年一起到蘭桂坊
的一班朋友聚舊。
 
「Hey bro，我地一陣出LKF呀，聚舊呀。」

呀輝是我在中學入面最好的朋友，我們當時經常爭班裡的頭三名。在足球隊內，我們又一個9號一個
10號，一傳一射，但他事實上比我瀟灑得多，後來，在中學過後，阿輝便到了英國修讀Law，現在說
話總愛加英語。



第十七章：老蘭・探險

喂，咁遲嫁你，自己隊番三四杯先啦。」
「喂，你果條女點呀？」
 
一到了酒吧阿輝立即搭著的膊頭，其他中學朋友也一起寒暄幾句，
 
「4 Jagerbombs please.」
 
卟，一杯又一杯Jagermeister放進Red Bull內，咕嚕咕嚕，
 
「Bro，一嚟到就玩到咁激呀？」
 
阿輝在好奇著，他們一群餓狼已等不及我乾那四杯，
 
「你兩條仆街仔繼續傾啦，我地出去搵野食！」
 
「阿輝，一世人兩兄弟，我有咩會唔同你講。」
「原來Tiffany比人包嫁。」
 
「What？Are you sure？」
 
「她自己親口同我講，你覺得呢？」
 
「阿奇，you deserve better，佢真係咁好？」
「如果你真係咁鐘意，我一定support你。」
 
「我都唔知，你會唔會介意你條女係咁？」
 
「I don't know man，但我以前果條都唔係處嚟嫁啦，聽過uni有幾個食過。」
「出舞池玩陣好過啦。」
 
在舞池上，你可以見盡人生百態，我未曾見一班少女對男人多麼渴求，她們成群結隊地向幾個洋人面
前擺動腰腹顯得渾身是勁，崇洋媚外，難怪外國人都說，
 
「Hong Kong girls are so easy！」
 
你又可以看見一班跟周柏豪余文樂打扮得一樣的在旁敲側擊，這裡好像一個食物鏈，
 
 洋腸＞港女＞港男

當然，有些港男作出的嘗試得到了回報，我旁邊這一位正纏綿著，轉來一看，我認識她，即刻她把頭
髮電曲了，她就是當時令我輾轉難眠的那一位，我不可能會忘記，她對我拋眉弄眼，我不肯她是否想
起了我，我只想說謝謝你，在我的青春留下了一段深刻的回憶，雖然只有幾個小時。

跳著跳著，阿輝變出了一個女伴，舌頭上疊著舌頭，阿輝不過一會便跟我們道別了，其他的，也只有



兩三個成功突圍而出，我走到了吧桌，點過一杯Mojito，想的，是我應如何面對Tiffany，那個她，
走過來我身邊，

「仲喝番Mojito？」

「你仲認得我咩？」

「我未係到見過一個男仔好似你咁體貼。」
「可以飲啖嗎？」
 
她抹過鮮紅色的口紅，在吸啜時殘留紅色的痕跡，她把飲管遞過來，我飲過幾口把她的身體捉緊，

「如果你細過我，我會想同你一齊。」

「依家玩完之後，你冇晒責任，唔係仲好咩？」
「你依家對我感興趣係因為激情，我地留完依一刻既回憶唔係命好咩？」
「可能再之後，果種感覺就冇。」

為什麼她可以不清醒得那麼理智，那種成熟程度使我著迷得害怕。

她拉著我離開，仲然她比我年紀大，但她的手卻滑得很，我被她拉進的士，我沒有問她我們要去哪，
我已被她征服，徹底地。

對，上到陌生人家裡，可以做什麼，就是爆房。

「你成日係蘭桂坊帶仔番嚟？」

「冇成日呀，真係岩feel得好少。」

「可以再搵你嗎？」

「你唔記得我講過咩啦？」

我沒有待到天亮，完事就離開了，離開前，我還是狠狠地親了下去。

回到樓下，胃都快要吐出來了，我跑了上家，大聲小聲地將酒精吐出，大概把Tiffany吵醒了。

「我依家好難睇呀可！」

Tiffany只拿了一條熱毛巾替我抹面，
 
「點解對我咁好，你唔係要番個有錢佬到咩，依家做咩照顧我？」
 
我大概睡著了，不知道Tiffany那兒來的力氣搬我上床，這是第二次了，大概她被我潑罵傷心了。



第十八章：一起・好嗎

「Tiffany，今日點解咁早起身既？」
 
「我今日到見工呀。」
「我去Edward到嘛。」

「對對唔住呀，Tiffany，我琴晚好幼稚呀，我係到發你脾氣，我我真係好愛你。」

我從後把Tiffany攬得緊緊，她可能不會太舒服，她一滴一滴眼淚流在我的手臂上，一個轉身射個三
雙手把我捉得緊緊，分波

「阿奇，好對唔住呀，好對唔住呀，我唔以後唔會再咁嫁啦，你唔好再嬲啦，我唔會再搵留佢嫁啦。
」
「我琴晚直接同佢講左我唔再番去啦，我唔想你再為依啲唔開心呀，嗚」

本來我已被阿輝點醒了，再聽到Tiffany哭得這麼力揭聲哪，你還能對一位快要缺堤的女生繼續生氣
嗎？

我摸摸她的頭頂，

「傻妹，你唔係不嬲都好堅強嫁，唔好喊啦，我諗通晒嫁啦，無論咩事，我都係好愛你。」

我捉住她雙手，

「我唔會放嫁啦。」

接著我們一起到了樓下的茶餐廳共進早餐，一切來得太完美了，我們從離開家中到茶餐廳不空都指緊
扣，我好像贏得了世界，回想幾個月前，我從沒有想過得到女友，我好像長大了不少。

每分每刻，都注意著自己的電話，把電話放在當眼處，那怕只是遲了一秒鐘回覆，這就是愛情了，想
到放工吃什麼，今晚看什麼電影，到未來，洞蜜月到哪裡，為子女起名字，這不再是中學生的專利。

這一天，我們正式一起的第一天，Facebook已急不及待要將single轉成In a
relationship，「surprise motherfucker」！
 



第十九章：說謊・的人

這天，我如常地上班，跟Tiffany總是甜蜜著，同事都經常打探我最近是否交了女朋友，為什麼時常
傻笑，手機不離手，我亦拿出了Tiffany送給我放在銀包的即影即有照片向大家炫耀，男同事們諷刺
地說以為我是同性戀，跟大學時的Maggie一樣。

中午，如常地到了附近的茶餐廳吃午飯，餐廳內，我遇到一位曾經很熟悉的朋友，但後來我們不再來
往，我不再愛她，她是我的初戀，阿婷。

阿婷她沒有活在陰霾下，看來已經忘記了我，或許是不想記起，不想記起一個把她一再騙到的人，我
。

我不肯定阿婷能否見到我，可能她那道幸福的磁場將我過濾了，她不是一個人，坐在她身邊的是一位
，頭上已跑出幾條白髮的中年漢，他西裝骨骨，笑起來像一個慈父一樣，相信她不會是狐狸精，看到
他們手上的介指，更肯定他們是一對，阿婷挽著他手臂，俯在他我手臂上，好像分手後都沒有見過這
種燦爛的笑容了。

「我可以嫁比你嗎？」

「當然可以，顧太。」

「你會愛我一世嗎？」

「一定會啦！」

「第時個仔叫咩名好？」

「子健好冇？」

「你去旅行有冇掛住我啊？」

「無時無刻都有。」

「你唔會唔要我嫁可？」

「唔會。」

「你有冇呃過我？」

啪！

「豬扒飯！」

侍應的款待將我從謊言中拉了出來，我有愛過阿婷嗎？

可能有，但不難忘，即使沒有，我們亦渡過了很多深刻的回憶，



經常到意粉屋約會，阿婷張開口要求我餵食，

經常到海旁，懶理旁人親熱起來，

經常到現場看我參學界比賽，在旁為我打氣，

經常在地鐵遊車河，
車廂中同遊 和這世界揮手 愉快的一對木偶 愛到千次日落還未夠」「

經常要我送回家又怕被家人發現

中學生的戀愛總是幼稚得浪漫。

「點解要分手呀？我有咩唔好呀？」

「當我想變番自己一個人啦。」

畢業後，阿婷曾主動聯絡我，

「做番朋友好冇？」

我實在為自己感到羞恥，我沒有能力忘記對阿婷所做的一切，我拜託了她以後相見最好裝作不認識。

她吃過了午飯，與她身邊的男人一同離開，中途必定經過我的位置，她看了我一看，我吃著飯，仰了
頭望著她，見過了就算，好嗎？

「說謊的人，要吞一千根針啊。」
 



第二十章：第二・封信

還記得這一張照片嗎，現在還一直是我的電腦桌面呢。

這是我們過的第一個情人節，也是唯一一個情人節呢

我好想你

這個情人節我們一齊到了迪士尼，你是笑得多高興，搶著巴斯光年的控制桿，阻止我得分，拿著電話
一直拍拍拍，拍得兩部電話都沒有電，我從未見過你這麼像小朋友的一面，要我去逗你。

這幅在煙火下拍攝的照片，你親吻著我的面頰，叫我愛你一輩子，我還說對著燈火發誓，我絕對願意
，只要你想，你倦了，躺在我膊頭，我褪了外衣，地鐵到了總站都不願叫你起來，由得它又來又去，
直至你醒過來，結果被你罵了一頓。

訂了的餐廳去不了，結果回家煮了個即食麵，你還割了個心形午餐肉，心形蛋，即使是麻油味，但卻
份外窩心。

我到房間拿了玫瑰花及禮物，你哭了起來，說沒有準備禮物，

「你就係最大既禮物。」

我很懷念你的笑容。

寫給你的信，
阿奇

第二天早上，衣服都脫光在地上，Tiffany也脫得光光，地上印著的紅酒漬，發生了什麼事情大概不
難聯想，情人節的翌日，是一天公眾假期，Tiffany只穿上內衣褲煮早餐，翹起的臀部顯得份外挑釁
，吃早餐時，Tiffany問我是否願意將她娶入門，我用拇指和食指做了一個圈圈套了在你的無名指上
，你還傻傻的看著我，問我在幹什麼，我說先對她下訂，在未來便會將實體套在手上。

人若是獲得所想的，世界會多美妙。



第二十一章：熱戀・之後

熱戀過後，所有的戀愛問題都跑了出來，一個月所紛爭的數目已是以前的總和，無論大小事都各不相
讓，

Tiffany為了我沒有關廚房抽油煙機一事，可以三天不跟我說半句話，每晚要等睡覺前一刻才聽到她
開門回來，我不敢去問，怕自己會再動氣，把事情變得更糟。

Tiffany會怪我到阿輝家裡打機打到通宵達旦，將她自己留在家中而怪責我。

Tiffany又會暗示我比以前愛得懶了，沒有心思去逗她歡喜，她生病時沒有請假陪她到診所，照顧著
她。

更偷偷使用我電話在Instagram搜索每個我follow的女生，然後好像審問犯人般，需要了解我跟每個
女生的關係，假如我like了任何一幅相片，要逃之夭夭簡直是荒謬的事，有時候，我心裡實在無法忍
受著，對Tiffany反擊，但最後錯的，都是我。

我偶爾也會埋怨著，為何她要把朋友拉進我倆的晚餐裡，

「可唔可以搵次我地兩個自己食呀？」

「我啲friend得罪你咩？」

我需要的是愛情，我一度懷疑自己是否由男朋友昇華到知己關係。

有一天，你跟我說，

「不如分開下。」

我沒有追問原因，Tiffany的Facebook已由In a relationship with Jonnie
Ku，偷偷轉到Single，你叫我給你一個多月的時間考慮，因為你要跟Edward到內地公幹，我坐在飯
椅子，只是乞求你走前的一句再見。

今天，好像是我地一齊的八個月紀念日呢。

我買的蛋糕，就由我自行了結吧。



第二十二章：自我・麻醉

Tiffany到了上海之後，每日下班後，家裡都變得很孤獨，一份餐具，一個飯盒，廚房的煤氣爐已不
知道佈滿幾吋灰塵，打開冰箱，只見十盒波仔飯盒，懶得快要吃飯也使用即棄的。

吃過晚飯，又例行在雪櫃裡拿出幾枝藍妹，打開電視，又在播放畢打自己人嗎。

看到關詠荷，使得回想起蘭桂坊的那個熟女，她現在還有四周亂搞一夜情嗎？

這種悶熱的氣氛，好像快要使我窒息致死。

「啪啪啪！大力啲呀，大力啲呀！」

靜悄得，連樓上單位的叫床聲也聽得一清二楚，

「嗄！」

喝到第四枝的時候，正打算將玻璃瓶扔到垃圾桶時，電話便隨即響起，

「阿輝」

這個時候，阿輝一定是打算約我夜遊蘭桂坊，

「Bro，做緊咩呀？」

「冇呀，岩岩打算沖涼，有咩搞呀？」

「緊係出去玩啦，唔好諗咁多啦，I know how you feel。」

「我坐的士呀，半個鐘後，樓下兜埋你啦。」

「Ok，你到左call我啦。」

就這樣，我半醉半醒地去了洗澡，我

我睡著了

電話把我叫醒，

「喂，阿奇，搞掂未呀，我差兩個街口到啦。」

「Oh shit，好快搞掂。」

我從浴缸跑了出來，便趕到樓下。

一上的士，阿輝又搭著我膊頭，



「今晚唔好再諗Tiffany啦，佢唔係到，玩盡佢啦。」

「我冇野喎，play hard！」

一下車，阿輝從口袋拿出一包黑冰。

從小到大，我便患有氣管炎，所以從不會去接觸香煙，聽說香煙令人減壓，阿輝遞了一枝給我，我吸
了一口，立即咳過不停，但我的確感到很放鬆，阿輝故意嘲笑我，從那天起，我便染上抽煙的習慣。

我倆進了China Bar，又開始狂歡。



第二十三章：單身・快樂

進了Bar內，我倆徐徐找個座位，可惜全場爆滿，唯有每人拿住一枝Corona到吧枱，每次到蘭桂坊
所見的人生百態盡現眼前，又是一班狗公四處覓食，結果每位都食白果，又繞著另一位繼續跳，不斷
循環，人海中，有一位引起了我的注視。

她，留著的頭髮只及頸部，身穿一套粉紅色的連身裙，雖然穿著一對高跟鞋，但遮蓋不了天生矮小的
缺陷，她只與一位朋友一起跳舞，沒有理會過所有人的追求，

「Hey girl，can we dance together？」

她那個會心微笑使我動了一下情，但看來她並沒有興趣在今晚發生任何關係，過了一會，阿輝便拉我
到別間酒吧。

我看著她，離開了China Bar，一個不留神，便撞到了前面。

「啊！」
「咦，好耐冇見你落嚟，玩厭左啦？」

蘭桂坊，真是小得很，我立即親了她。

她，就是那個熟女，我在蘭桂坊認識的那一位。

我抱著她，沒有離開她嘴唇半分，她沒有反抗，反而拖我到的士。

阿輝再從口袋拿了一枝黑冰，揮手向我道別。

「你仲未肯同我講你叫咩名啊？」

我用手指撓著她的頭髮，她一邊親吻著我，

「Crystal啊，啊！」

的士司機望了倒後鏡，我們卻不作理會，繼續親熱。

不一會，便到了我家樓下，沒有筆誤，是我的家，反正Tiffany到了上海。

我帶Crystal上到寓所，她便脫下了藍色的裙，把我拉到梳化，

「咪住先，一齊沖個涼先啦。」

我把她帶到廁所，將她的內衣逐件脫去，

「係蘭桂坊玩左咁耐，唔厭咩？」

「可能，係懷念同你既感覺。」



「咁你咪推翻自己既theory？」
「又係你話過係因為新鮮感而掛住一個人，可能之後已經冇個感覺。」

「但你唔同。」

洗澡後，我帶Crystal進了房裡做愛。

結果，她留了在我家裡。
 



第二十四章：短暫・交往

「點解咁好留係到陪我既，你唔係淨係會one night stand咋咩？」

「有時，走得太多，都想停一停，搵個依靠。」

「唔通你，對我產生左感情？」

Crystal的食指貼著我雙唇，

「小朋友，少說話，多做事！」

我將她抱在懷裡，

「咁我地繼續"做"事啦！」

Crystal被我抱著睡，我拿起桌上的iPhone，打開了Whatsapp，看見Tiffany還是online，我幼稚得
在螢幕上亂按，盼望Tiffany能在電話上看見我typing...，會主動開口。

但是，不斷的等待，只換來上線又下線，最終我也不經已睡著了。

「起身啦，豬！」

Crystal捏著我的鼻子，我一手把她捉到床上，狠狠親向她嘴唇，

「"嚇"牙"軒"啦！」

「下？」

「刷牙先啦！」

「好啦。」

我扁著嘴，她說我很可愛。

「你留係到一排啦。」

「咁快想箍住我啦？」

我不知為何自己會主動請Crystal留下來，或者，我失去了理智。

我還拖了她到樓下茶餐廳吃早餐



第二十五章：閒言・閒語

和Crystal一起的時間不長，但發覺到她的需求很大對性事方面。

每日至少要兩次，至少。

我拖了Crystal到附近的太興吃晚飯，一進去，服務員指示我們到卡位就坐。

「咦？今晚同家姐嚟食飯呀？」
「女朋友呢？」

服務員芬姐是我在太興內相熟的一位。

「Erh，Erh，係呀係呀，佢唔係到呀。」

「你話條仔係比人包定點嗱？」

遠處的待應A跟待應B打量著。

「做野啦，傾傾傾，好得閒呀。」

芬姐對那兩個待應呼喝。

Crystal的高跟鞋鞋尖在我的小腿上磨擦著，

「你唔驚比人講你嫁咩？」

Crystal確實很會將男人玩弄於掌裡。

「從我拖你隻手開始，我就唔會理依啲野，同埋，姊弟戀有咩問題？」

Crystal沒有說話，雙目亦轉移到碗上，只是在微笑。

回到床上，Crystal倚靠著我的身驅，指尖在我身上打圈，

「其實你有冇諗過我地一齊得唔會好耐嫁？」

我沈思了一會，

「我知呀，話你知啦，我仲有啲掛住我女朋友。」

「就係驅使你去蘭桂坊果個？」

「係！」

我抽著香煙道。



「我睇得出。」

Crystal搶了我手上的香煙抽了一口，我從前很討厭吸煙的女人，總覺得沒有儀態，但是，我卻在她
身上感受到魅力。
「不斷吐煙 因她一早已習慣 將冷卻了的煙 去用力弄熄」

「你又知？」

「你依家每次都好唔投入。」

我抓抓了頭，吐出一口煙，搔癢著她的纖腰。

「哈哈！」

 



第二十六章：第六・十日

Tiffany離開，好像已經有差不多六十天了。

Crystal，也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原因？

你永遠沒法將一條狗帶綁著一頭野獸。

我只好生活如常，上班時，還跟一班同事到寫字樓下「打邊爐」，大家混成一頓，

「喂，識左你咁耐，之前都唔食煙嫁喎，轉左性呀？」

「係囉，最近黑晒面咁既。」

一個兩個利用這段時間與我「吹水」，平時卻各自為政。

「同friend出去玩，屌你老味，比佢地教撚壞晒，哈哈！」

放工，便到了附近的太興買個叉鵝飯，回家，正要打開門時，聽到屋內傳來電視聲，我急急開了門鎖
。

誰知，一開門，便看到Tiffany攤在梳化上，不，她口外流出白泡，再看看茶几，發現了一瓶安眠藥
，一瓶空的安眠藥。

我立即抱起了Tiffany，到樓下追截的士，趕快到聖保祿醫院。

「先生請問你係咪佢既屋企人啊？！」

「緊係啦，如果唔我點送佢嚟呀？」

面對醫院護士荒唐的問題，焦急的我顯得十分暴躁，護士嚇得將手上的報告板掉下但她卻以強硬的態
度回應我。

「咁你就唔應該比你個老婆食咁安眠藥啦，大肚婆係唔食得依種藥嫁嘛！」

「下？你講多次最尾果句？咩婆話？」

「你唔知你老婆抬住你個BB咩？」

我心知Tiffany的胎兒一定不屬於我的，我雖然心存憤怒，但我卻不可在醫院內發泄，我只可到醫院
外抽一枝煙，嘗試麻醉自己。

我應該回去照顧Tiffany，還是獨自離去。



我，選擇找阿輝。

說起，我的晚飯留了在家



第二十七章：最後・時光

「屌你老母閪，佢冇撚野呀，比綠帽你戴都算，依家pregnant添。」

阿輝一手將我的白色的xbox360手掣扔掉，那時我的富咸剛反超2：1。

我的鼻子暗裡酸了，很想痛痛快快的哭一場，但阿輝在這裡，我為了男人無謂的面子，強忍著淚水。

「我都唔知可以點」

「你仲諗住留係到呀？走啦！」

阿輝又從口袋拿出了香煙，遞了一枝給我。

「其實公司offer左我去英國讀埋個postgrad嫁，我諗知道去邊啦。」

「That's a decent choice! Go ahead bro!」

18罐啤酒，一包煙，一個晚上差不多就清了。

醒來大家坐在地上，睡過了，天亮了。

我想等到Tiffany回家才道別

正值八月，我做了一件應該令每個人都覺得愚昧的事，我用了僅餘的假期買了兩張直飛到台灣的機票
，等到Tiffany從醫院回來，我們直接到了機場，享受我倆一齊最後的時光。

在西門町的街頭上，情侶一對對，手拖手，跟我和Tiffany，顯得相當諷刺。

我倆進了那間成都楊桃冰，各自點了一碗楊桃冰，不再是從前的一碗B仔涼粉，一枝匙，你餵我吃一
口，我餵你吃一口，每一幕一幕，都令我勾起了不少回憶，Tiffany，你有相同的感受嗎？

「我曾知道 你的好
我曾知道 你有多重要
我曾經知道不睡覺 對我身體不好
你是我的安眠藥」

為何一段已經沒有轉彎餘地的愛情我還需要珍惜？

回到酒店，大家雖然在同一張床上，大家的身體亦十分貼近，但死寂的氣氛卻使我喘不過氣來，Tiff
any的肚子原來已經不知不覺脹起了。

「天亮了 給我找個藉口
來麻醉這傷口 血流了卻未參透」
 



第二十八章：開不・了心

日出了，我搖醒了Tiffany，我摸著她的面頰。

「可唔可以係我地分開前，比我錫多你最後一次？」

我眼眶裡的淚水一不小心滴上Tffany的面上，一滴又一滴，Tiffany擦擦我的眼睛，笑了一笑。

「傻瓜。」

Tiffany卻不禁引出了眼淚，兩行眼淚比我快。

她閉上了眼睛，我便親了過去，眼眶再儲存不了我的淚水，眼淚快要泛濫，Tiffany也是一樣，我確
定了，我確定了Tiffany曾經愛過我，我很想將時間靜止，留住這一刻，兩雙唇不想再分離。

我痛苦地離開Tiffany的嘴唇，Tiffany咬緊下唇，哭不成聲。

「對唔住但我真係冇辦法接受。」

「阿奇我我好後悔嫁，我依家先知道原來我仲好愛你。」

我伸出了食指，示意她中止說話。

「請你別說話　
別說話　別破壞這刻優雅」

我奉獻最大的愛，但想不到痛得最深，我心內的痛，不是生理上的痛，但我彷彿感受到一顆又一顆的
子彈打正我心，我沒法去閃躲，我這半生對過幾個女人動情，為何我越投入，跌得越痛。

「一想起再累也是要做人
我的思緒便繃緊」

我們梳洗好，便出發到九分。

我們拍了很多照片，我刻意將手放在Tiffany的肚子上。

老伯替我拍照後，走來跟我們說，

「你們兩個小伙子真恩愛。」

我尷尬地笑了一笑。

Tiffany突然停了下來，收起了笑臉，

「你點解唔問我個肚係邊個既？」



「你想比我知既我自然可以知嫁啦。」

Tiffany放開的我手。

「係Edward嫁。」

其實我大概猜到Edward是經手人，因為Tiffany是隨他到外工幹，但我想不到自己的反應會這麼大，
本想按下打火機點煙，可是打火機一不小心從手心滑下來，拳頭握得緊緊。

「嗯嗯嗯嗯嗯」

「不開心就不開心
　也別勉強的慰問
　但求隨著我的心
　灑脫地尊重我的傷感」



第二十九章：沒有・標題

那年冬天，英國倫敦經歷一場漫長的大風雪，天氣異常寒冷，我這幾天一直躲在被窩裡，不願意離開
。

在被窩裡，我拿了充電中的iPhone，無聊之下檢查有沒有收到新的電郵，向下一拉，發現了一封沒
有標題的郵件，原來Tiffany寄了一封電子請帖給我，將會與孩子的滿月一同舉行，我本以為自己經
過這段時間已經對任何過去不再介意，為何我的心還會感受到痛楚，漫天飛雪還不足以冰封的破碎的
心嗎，我的女朋友結婚了，可惜新娘不是我。

「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後 曾一起走卻走失那路口」

原來我我一直都迷失了。

就在這時，有人用鑰匙打開了我的房門，

「我同Dash買晒料打邊爐啦，唔好成日哩埋係被入面啦！」

打開我房門的叫Ann，從名字聽出Ann是一名女性，Ann一直嘗試將我的被子扯開，可惜力氣不夠大
，Ann整個人被我拉了上床，她捏著我鼻子，

「你呀！一日到黑都唔一次房嫁，如果我唔幫你keep住條匙，你真係堂都唔上添啦？」

Ann有深厚的mother figure，從一來英國的時候她就對我和另一位香港人，Dash照顧得無微不至。

同學永遠都友善過同事，明明只差一隻字。

Ann牽著我的鼻子走到廁所，

「快啲擦牙洗面好出嚟啦。」

看著鏡前我自己，才知道自己變得有多頹廢，

鬚根早已長滿鬍子，頭髮又因長期睡眠顯得很蓬鬆，我還是我嗎？

我只戴了冷帽便到了廚房。

打開門，Dash便繼續充當收音機，不斷地說話，

「Jonnie，做咩著到成個毒撚咁呀？」

的確，我被被子捲著身體，樣子的確像一個毒撚。

「Ann呀，洗唔洗我幫手呀？」

Dash的確很像一個厹，不斷死纏Ann。



「番嚟啦，Dash，阻住晒！」

我嘲弄著Dash。

「係喎，Daniel send左個Whatsapp比我話今晚落club喎，去唔去呀？」

Ann又說。

「你去我就去。」

Dash搶答。

「Jonnie一齊啦。」

「Okay，打完邊爐比我執番好啲先pre drink啦。」
 
結果，我們三個香港人就跟著一班「鬼」去了clubbing，Dash這夜喝了不少，無他，為了呈英雄，
一直替Ann頂酒，Daniel看他飲得津津有味，當然乘勝追擊。

當然我們也喝得微醉。

可是，到了club內不代表我們正式安全，果然，不消一會，Dash便因為喝得過份爛醉被幾名彪型保
安抬走了，我們唯有早早離場。

Dash被我抬的時候一直妙語連珠，埋怨著我，

「你呢仆街仔，成日都做電燈膽，以為我唔知你想點咩？」
「你自己冇女都唔想我冇女嘛！」
「以為依家揹住我補數呀？」

「Shut up！你發咩神經呀？」
「Jonnie好心抬你，你仲可以咁樣話人，who you think you are？」

「算啦Ann，Dash飲醉左亂講野者，有佢啦。」

「That' s not an excuse！」

「我冇醉，我冇醉呀！」

把Dash抬到房間後，他的證件從褲袋滑了出來，我看了看，

「哈哈，原來佢叫鄒仲行！」

「走啦，唔好理佢啦！」

我們便徐徐回到房間裡，洗了一個澡。



當我想到床上的時候，聽到有人敲門，

「Who' s that？」

「Ann呀！」

「自己開啦。」

「Jonnie，你訓未呀？」

「我好肚餓呀，可唔可以陪我出去食野？」

在這個又黑、天氣又冷的晚上，所以餐廳都應該已經關閉，我地只可以到附近一間炸雞舖吃宵夜。

在紅綠燈下，Ann跟我道出了自己剛與男友分手，心情一直不好受，我緊緊的擁抱了她，才發覺，自
己有點乘人之危，趕緊縮開了手。

「Dash知唔知嫁？」
「知道開心死佢。」

「條友好鬼婆仔好煩囉，憎依啲男人！」

望著Ann說這一句，我發覺其實一個烈女本身可以很可愛，剛強既性格是打扮出來。

食完雞之後，正正在門外，Ann差錯了腳，當我想捉住佢的時候，只可以摸到佢手邊，她被地上的冰
塊害得滑在地上。

我只見她咬著唇，眼水在眼眶內快要滑出來，我抱起了她，她全程沉默了。



第三十章：無牽・無掛

我從Ann的sweatpant拿出她房間的鑰匙，把她安置在床上，她一直摸著腰部做出一個痛苦的表情，
我立即跑到我房間拿了我的私伙咕攝到Ann的腰下。

「舒唔舒服啲呀？」
「聽日同你睇醫生好冇？」
「條腰咩左手尾長。」

「好小事者，唔洗麻煩啦！」

我又到廚房拿了一包frozen
veggies給Ann冰敷，回到房間時，她已經睡著了，我坐在椅子上，又睡著，又醒來。

第二天，Dash不斷在Ann門口敲門，這段時間，Dash一直在Ann房間走出走入。
 
一眨眼，一個月就過了
 
與一班外國人混熟之後，溫完書夜晚就跟他們clubbing，成班一齊到Picadilly玩到癲癲喪喪，為讀書
減壓。

醉醺醺的時候，我們一大班人混成一團，我情不自禁地攬住了Ann，不消一會，我們竟親熱起來，我
們好像解放了一樣，

「其實不對 但我想試下去 是否會變合拍的一對」

就這一刻，Dash用力將我拉開，

「估撚到你啦，依家仲唔比我捉到正？」
「唔撚怪得你成日做電燈膽啦，做friend係咁撚樣嫁咩？」

我想我真的做錯了

Ann拉開了Dash，Daniel一班鬼仔也問我發生什麼事。

我便速速離開。

回到家中時，看見廚房的燈亮了，便八掛走到廚房，看見Ann坐在椅子上喝咖啡。

「An」

「我諗我地飲多左啦。」

「輝煌哀傷 青春兵荒馬亂 我們潦草地離散」

聽到Ann的說話，我心有點酸，我沒有再去說話，便回到了房間，房間的鑰匙由我自己保管。



在一個月的假期中，我自己偷偷跑到了法國，Ann和Dash應該留在英國。

我儘量與世隔絕，沒有攜帶手提電腦，儘管我帶了iPhone，但我沒有買電話卡，只用電話拍一些風
景照。

奈何夜䦨人靜，躺在床上的我少不勉會連接酒店的wifi，上一上Facebook等，發覺Ann的Facebook
已轉做In a relationship，想不到她和了Daniel一起

我看著玻璃窗前的巴黎鐵塔，拿上放在桌上那張寫了半張的巴黎鐵塔post
card，我看沒有需要完成了。

我懷著空空的驅殻從巴黎散心回來，應該沒有人知道我已經躲在房間裡。

「這個世界最壞罪名　叫太易動情」

我聽到對面房Ann帶了Daniel進房間內，我想她大概以為沒有人在宿舍內，即使是一門之隔，我在房
間依然清楚地聽到叫床聲。

Ann的叫床聲越大，我的心越疼。

我曾以為與Tiffany的失敗，會令我對愛情失去信心，又或許我把Ann當成了Tiffany

「多傷不管　多痛不管　多苦不管　我什麼都不管」

我有愛過她嗎？

她有愛過我嗎

她有對我動過情嗎？



第三十一章：那麼•愛她？

聽著Ann的叫聲，我的確很懷念跟Ann初相識的時候，不肯定自己有否墮進過愛河，但我卻會每天床
也未起的時候便跟Ann在Whatsapp裡面說聲早安，因為我不想花整段時間令自己期待她的回覆，我
利用刷牙、洗澡，去替她拖延著時間，為自己減少等待間的失望，這算是喜歡上一個人嗎？

還是只是被一位外表出眾的女生令自己一時「谷精上腦」？

「12:03 Good morning Ann, it's a shiny day!」

「12:09 Oh yeah! Ha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day for so long」

「12:09 Do you wanna go out?」

「12:31 Ummm...I am outside with Daniel la」

回不了過去嗎？是我後知後覺嗎？究竟Ann過去的跟我所說過的一切一切，是我過份認真，還是我幻
想得太多，那當初跟我說的主動去約會她又是什麼？

當Ann還是單身時...她總會在Whatsapp經常性留audio
note給我，每一次聽，我嘴巴總情不自禁向上揚，在發生意外後，我好像被灑了春藥一樣，對她顯
得很flirty，而她的一言一語，總令我覺得我有一天能得到她，可是我喜歡她嗎？我可能的確對她很
有好感。

「做咩日日都問我去唔去食飯既？想見我呀？主動啲過嚟敲我門咪比你見到夠囉，係咪先？」

不是你叫我作出主動的嗎，為什麼當我想作出主動時你卻要把我拉到谷底？
不是你主動去認識我的嗎，為什麼我把心交了出來的時候你卻在遠處冷眼？

一個女生可以即時與一個男生不再對話，
可是一個男生卻不可即時不再想念一個女生。

我們明明情投意合，你怎麼一聲不說便將我們的一切清洗得一乾二淨？
難道我們雜碎的回憶，真的不足以砌成一幅完美拼圖？

還是我太過進取，令她感到了不安，做成自己的傷害？

躺在床上的我手無寸鐵，勉強地也只可稱Ann作朋友而已，有什麼資格管她的私事，我但求他們可把
聲量放輕，因為每一次呻吟，換來一把尖刀一次又一次插進胸口裡，聲線越急促越尖，尖刀便插得越
快越深，我無辜地流著無形的血，眼睛一合起來，便忍不了痛楚滲了淚水，天氣果然變得很乾燥了，
哈哈，雙目都變得很苦澀。

這是我入生過得最長的一刻鐘，我期待已久的時間終於到了，可是腦海所記錄下來的配樂卻在我耳窩
裡一直打轉，在床上翻來覆去，果然，又是誰不著。



我到底是什麼？我是一個愛情奴嗎？為什麼我總要在不適合的時間投入陷阱，一無所得，卻自感幸福
？

我故意在Daniel離開的時候打開了門，Ann顯得有點驚惶失惜，Daniel跟我幽了一默，此時，Dash
亦開了房門。

Daniel笑著說，

「Oh my fucking god, mates, did We disturb you two? You know, I'm kind of powerful.」

我看著Ann無神的眼睛，怎麼了？不敢正視我嗎？還是剛激戰過後無力氣睜開眼？

一直明戀Ann的Dash，也很在意對不對？

三個房門齊開了，我們毫無意義地逐一關上房門，我徐徐開了Whatsapp，窺視Ann的last
seen，在此時，她亦online了。

「22:58 Sorry呀，頭先嘈親你，唔好意思，真係唔好意思...」

「22:58 我所在意既唔係依樣野呀，你到底明唔明？」

「22:59 咁係...」

「22:59 我諗我真係有啲鐘意你」

「22:59 算啦...」

「22:59 如果你對我冇好感，你點會叫我主動啲約你？」
「如果你對我冇感覺，點解你上次係club會同我咁樣？」
「如果你有當過我係你對象，我諗我係依個世界其中一個最幸福既人。」
「我都唔肯定我幾時開始鐘意左你，但我真係冇辦法抽身。」

「23:01 ...」
「你唔好push我啦」

嗯，這麼的一句我明白了...



第三十二章：你快•樂嗎？

曾經，我很喜歡在上lecture的時候把頭托起凝視著Ann，皆因若我發現她也間中偷瞅我的時候，我
會感到莫名的興奮，我會覺得受到她假的注視，但不知不覺間，我也沒有察覺何時開始，我只能夠凝
視Ann的側面，再沒有四目相投的情景，而Ann變得越來越小，她坐得比以前遠了。

當lecture完結後，我從Ann背後捉緊她的手臂，

「你真係從來對我冇感覺？」

Ann給我的回應只是鬆開手臂，黑色長裙的背影越縮越少，是叫我要放棄了嗎？

Dash雙手扯著我的tee，狠狠地把拳頭揮到我面頰，

「你扮乜撚死狗，我鐘意Ann耐過你，而我亦一定唔會愛得淺過你，我都冇咁啦！」

「Dash，你講到你咁愛Ann嘛，咁你有冇爭取過佢呀？你由此至終做過啲咩呀下？」

即使旁人將目光完全投射到我們身上，我們經已懶理，可能大家會覺得我們為了一個不值得愛的女人
而對罵很幼稚，但我已經失去過一個令我全心付出的女人，我並不願意再失去多一位。

我這幾年來費盡大部份時間，目的只是想找一位能令我安定下來的伴侶，為什麼上天總愛愚弄我，難
道衪還怪罪我玩弄自己的初戀嗎？Tiffany的出現不就是報應嗎？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為難我？

每次我看見Daniel和Ann在一起，我心裡便搐一搐，但偏要我裝出大方的樣子，這一群在旁恥笑的路
人難道可明白我的痛苦嗎？

越是看到那一個燦爛的笑容，我越想去問一句，「你真的快樂嗎？」

在Whatsapp看到她也在上線，我會告訴自己，她也在留意我嗎？我又想打出一句，「若果你不快樂
，我願意令你快樂。」

再想想，我開始懷疑自己有精神分裂了。

「Oh baby girl, See you tonight.」

Daniel又剛從Ann的房間出來了嗎？有時我會懷疑，Ann是否變成Daniel的私人發泄性慾工具，Dani
el還愛Ann的嗎？甚至，有否愛過她？

本打算以後再也不會跟Ann說半句話，但我想自己再一次不爭氣了，我怕我忍不住不知廉恥去敲響對
面的那道門

想不到當我厚著臉皮打開自己房門，看見提著大包小包的Ann，她已狠下決定，進駐Daniel的房間。

「你自己一個人拎到咁多野咩？Daniel點解冇同你一齊拎啲野既？洗唔洗我幫你抬過去佢果到？你係
搬晒所有野去定只係搬左啲衫褲去？」



一看見Ann，我便很自然地提出了很多問題，不是說洋人很有紳士風度的嗎，為什麼你忍心讓瘦骨嶙
峋的Ann自己捧著一個又一個袋子拖拖拉拉的
走到那個通往Campus的斜坡，畢竟她所做的一切是為了你...

「我就係想儘量避開你，點解你要經常出現係我面前，你知唔知你迫得咁緊我會好辛苦，求下你放過
我啦，咁樣係為你好咋！」

「咁其實你過得真係開心咩？我地以前唔係好開心嫁咩？」

「唔係呀，我依家過得好開心。」

是我自己一直製造假象嗎？

朋友就是我們的盡頭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