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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廚？搵食姐

「喂，你地做咩丫，放手啦！」美芳向著那群對她毛手毛腳的流氓叫道。

美芳找不到全職的工作，也不能去找全職的工作，因為她還要照顧這個站在她身旁，就讀小四的女兒
－－－小遊。

「你咁後生就做報紙檔，都係想比我地呢Ｄ麻甩佬望架姐～而家我地成全你，你又要係度嗌晒救命，
姐係想點姐？」流氓Ａ說。

精靈的小遊不待媽媽指令，早就走到報紙檔後的茶餐廳處找救兵了。

「老闆，老闆，有班人黎咸濕媽咪呀！！！」小遊也不顧餐廳內滿是食客，推門就叫道。

「吓！得，小遊唔洗驚，我即刻黎！」一男子應道。

此時只見他立刻左手一揮，笨重的中式炒鑊竟然身輕如燕地在半空中飛舞，火光為它瑩造出舞台效果
，「熊熊」的石油氣噴發聲為它伴奏，廚房中竟也能變出一套歌劇。

鑊中的牛河順滑地降落到碟上。老闆立時除下一身廚裝，左手拿起一把光亮鋒利的菜刀，轉身就走。

「牛河四號枱我出出去先！」老闆叫道。

「收到！」廚房眾人齊聲應道。沒有一個人問道要否幫忙，因為他們都相信老闆能自己應付得了。

「美芳！！邊個咸濕你！」不到三十秒，老闆就走到了報紙檔前。

「妖，廚房佬，死開啦，揸把刀出黎嚇鬼呀？」流氓Ｂ說。

縱卸下了一身廚裝，但老闆身上仍然流露強勁的廚房佬氣勢，令人一眼就看穿他的身份。

「廚師既刀，係要黎煮食，唔係要黎劈友既。呢把刀，只係尋日美芳交比我，要我幫佢磨利佢，我而
家物歸原主姐」老闆邊說，邊徐徐地放下菜刀。

「一個一個黎，定一齊黎？」老闆望著面前四名流氓問道。

四名流氓也不回話，就一擁而上。

只見老闆沈馬，推手，衝頭的那名流氓立時整個人被抽了起來！

「你仲輕過隻鑊。」老闆冷冷地說，然後就是一下過臂摔。

剛擊到了一個，老闆就被另外三名流氓包圍著；三名流氓眼見同伴被輕易擊到，也不敢托大，決定採
用圍堵戰術，三人從三個不同的方位夾擊老闆。

「你地仲慢過條魚。」老闆從容地閃過三人的合擊，然後蹲馬，一下半月掃堂腿，掃得三名流氓通通



倒地。

然後老闆對倒在地上的三人一人送一腳。

「嘩，你地Ｄ肌肉仲「淋」過煲羊腩呀！」老闆笑說。

四名流氓那敢再發惡，拔腿就跑。

「九哥，多謝晒你。」美芳說。

「唏，你多謝小遊啦。個衰妹不知幾醒目，一有事就識過黎求救。」老闆九哥說道。

「呀女，你下次唔好成日走去麻煩九哥啦。」美芳對女兒說。

「老闆，呀媽成日都咁講，但其實不知幾想你可以黎幫佢。」小遊對九哥說。

「美芳，邊有話麻唔麻煩架。做人既野，你幫下我，我幫下你，咁就一世架啦。你咪當我係幫緊小遊
囉～」九哥笑說。

說完，九哥就瀟灑地回頭就走，不留下半點雲彩。

「老闆，老闆，你頭先跌左個銀包丫！」小遊追上前對九哥說。

「丫，係喎，好彩得你渣小遊，唔係九哥今晚就無飯食啦.....」



九哥

九哥是一個半途出家的廚師。所謂半途出家，意指過了廿五歲才去當個學廚。正常人士中五或中三畢
業後就會去做個學廚，廿五之齡時或已略有小成。

九哥本來是一個黑道中的金牌打手，管理大半個灣仔，好不威風。

有一次他和老父進餐，被敵對組織埋伏，結果老父身中多刀致死。

他老父的遺願，就是九哥能退出黑道，正正經經穩穩定定地生活，別要橫死街頭.....

孝順的九哥當然遵循父親的遺望，在為父報仇後（九哥帶同了十八名手下，挑起了對方整個組織一百
三十八人），就抽身江湖了。

九哥當過售貨員，也當過街頭泊車仔，但這些工作都未能令他徹底地離開江湖。

輾轉間，他當起了一名學廚。在廚房中，沒有人會認得他，和他的過去。食客只會理會食物的味道，
不會理會廚師的歷史。

不知道是九哥真的天資過人，還是基於一名金牌打手的自尊心作祟，九哥在短短兩年間，已由一名學
廚，變成一名副總廚了。

「合百家之長，棄百家之短」，就是九哥對「廚道」的信念。

他非常努力，鑽研中西日韓各式各樣的廚藝技巧。在餐廳中午落場時間他也不偷懶，去學習和練習各
種食材雕飾技巧。

他縱身處街坊茶記當中，但仍為食客帶來五星級質數的食物。

他的努力，他的態度，令他在五年間就成為了茶餐廳業界內的超新星總廚。

凡是他到過的茶記，業績都能上升兩至三倍。

經他訓練過的員工，都不會再犯任何低級的錯誤。

他不止是一名廚師，更是一個「茶記白武士」！

他在三十二歲之齡，更得到各方的支持，開辦了一間屬於他自己的茶餐廳－－－－－「九記百家茶餐
廳」
 



美芳

美芳是個失婚婦人。

說是個婦人也不太適當，因為她現在只是廿八歲。

她在十六歲時結識到前夫，十九歲時就為前夫誕下小遊，同時也為前夫揹負了三十多萬元的負債。

如所有劇情的發展一樣，廿一歲時美芳就要獨力照顧小遊，因他的前夫要為了另一個女人而離開她了
。

只留下小遊，和一屁股的債務。

但美芳沒有自暴自棄，她努力地在還債的同時照顧著小遊，甚至更讓那名拋棄她的賤男人每兩三個月
就來探望小遊一下。

只因她相信命運不會對一個人絕對地殘忍。

她從沒恕恨過。

她相信，她終有一日會遇到一個人，把她救出水深火熱的處境，並待她如公主一般地寵愛她和小遊。

在遇到那個人之前，她要努力地面對人生，面對生活，面對自己不帶眼識人的錯誤。

小遊是無辜的。

美芳和一般失婚婦人不同，她很樂於對女兒分享自己的故事。由愛一個人到被一個人拋棄，每一段情
節她都願意和小遊分享。

要是小遊聽完，仍想見到這個父親，就由她吧；要是小遊有一天不想再見到他，也由小遊自己去決定
吧。

小遊現在四年級，他的父親亦已不會定時定候地去探望她。想見面時就用電話約一下時間，不想見面
時就當這個人不存在。

美芳從來都給予身邊的人十分的尊重，包括小遊和她的前夫。



相遇之時

美芳認識到九哥，是兩年前她到報紙檔處打工時的事。

報紙檔這份工呀，工資不算低，就是工時較長。但幸好報紙檔最多的就是書籍，小遊放學後也能在檔
口處打開張小桌子，好好地坐住做家課溫習。閒時沒事小遊也能看看書，看看報紙，總算對這小孩的
成長沒有帶來什麼負面的影響。

報紙檔後街不到一百米，就是「九記」，九哥總會在上班前到報紙檔買個報紙或是香煙什麼的，每個
星期三和星期日也會去買份馬經；而美芳兩母女也總會在下班後到「九記」處吃個晚飯。久而久之，
九哥和美芳也就熟稔起來。

不知道是男人獨有的英雄感，還是九哥身為前黑道金牌打手的使命感，在聽過美芳的故事後，九哥就
覺得自己應該要去保護這兩母女。

是愛意吧。

作為女人，美芳那會不知道九哥的心意，但她們兩人就總是按兵不動，感情亦總停留在好朋友的階段
。
 



悲劇，可以是喜劇的開端

「老闆丫，你唔好拎返個銀包就走啦，媽咪話佢今日收早，問你要唔要黎我地屋企食餐飯丫。」小遊
問九哥。

九哥遠遠地望著美芳，美芳也遠遠地看著九哥。

「老闆丫，你黎教下媽咪煮野食啦，佢煮野食好難食架，你當黎救下我啦～！」小遊端著腳尖，抓著
九哥的胳臂，輕聲說道。

九哥不禁失笑，然後九哥就對著美芳打了個OK的手勢。

美芳也回了他一個笑容，和一隻大姆指。

「好啦，你同媽咪講，九叔叔今晚七點就上去你屋企啦～！」九哥對小遊說。

「好野～今晚有餐好既食啦～！」小遊興奮地舉起雙手，蹦蹦跳跳地走回美芳身旁。

是夜

「好啦，再煎就黑晒架啦塊豬排，快Ｄ上碟啦。」　「喂條魚未得架，蒸多陣先啦！」九哥的聲音此
起彼落。

「好啦女，開飯啦！」美芳對小遊說。

「嘩，媽咪，今晚Ｄ菜色好正常呀。」小遊說。

「係丫，多得九叔叔囉。」美芳也如實直說。

「老闆，你返工又要煮野食，放工又要煮野食，真係辛苦晒你囉。」小遊拍拍九哥的臂頭說。

「唔辛苦，你幫我食晒去就得啦。」九哥回應道。

「媽咪，你多Ｄ跟老闆學煮飯啦。」小遊說。

「唏，今日咁岩九叔叔得閒渣，下次又會打回原形架啦！」美芳應道。

飯後

「好啦，食飽玩飽就去訓啦，聽日仲要返學架。」九哥對小遊說。

「知啦老闆，我去訓啦，你同媽咪傾多陣計啦。」小遊笑笑地說道。

「呢個女...真係人細鬼大。」九哥對美芳說。

「唉，佢咁細個就成日咩都要靠自己，又係報紙檔度睇咁多書，難怪既。」美芳笑說。



「係呢，今日果班爛仔，無嚇親你嘛？」九哥問道。

「哼，我呢Ｄ出黎打滾左咁耐既人，咁小事點會嚇親我丫。反而你咁好打就真係令我有點兒出乎意料
啦。」美芳說。

「哦.....三腳貓功夫姐。不過....可能為左保護你，所以打得比平時特別勁啦...哈哈哈。」九哥試探性地
說道。

美芳低頭，輕聲應道：「.....我....其實你想...其實你咁講係咩意思呀?」

見盡江湖的九哥此時也不禁臉色一紅，說道：「我既意思....係想問你....可唔可以...ER......」

「艷陽下與妹相親，望揩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允，綠柳花間相對訂緣份.......」突然，九哥的
電話響起來。

「喂，吓？火燭？點會咁架？我而家即刻返黎！」九哥驚道。

「茶記火燭，我而家即刻返去睇睇咩事先！」九哥邊走邊說。

留下了一臉汒然的美芳，和躲在房門後偷聽的小遊。

「媽咪，你都去睇下咩事啦，我會乖乖地自己係屋企訓覺，訓之前較定鬧鐘聽日起身返學架啦。」小
遊對美芳說。

「嗯，小遊，記得聽日要默書呀。」美芳從沙發上站起來，穿起外套就準備走。

「知啦媽咪，你都記得要追到老闆返黎丫！」小遊對美芳舉起V字手勢。

「啐，你個女，呀媽知啦！」美芳說道，出門去了。

 



命運之輪。始動

「點解......點解會咁架。」九哥望著被燒得一片焦黑的「九記」，一臉絕望地說道。

「仇九先生，你好，我係今次行動既主管，我姓陳。今次你餐廳既火災我地都幾確定係有人蓄意縱火
所導致架。」消防隊長陳SIR道。

「蓄意縱火？咩人會走黎燒我餐廳？」九哥問道。

「嗯......根據你地後巷既大字黎睇，應該係尋仇。至於你同咩人有私恕，我地就不得而知啦。」陳SIR
說。

九哥走到後巷，除見到一堆空空的汽油筒外，還在燒黑了的牆上隱約看到了幾隻大字。

「謝當日滅門恩，今嘗報，未全果，他日君再來。」

九哥看著面前一片狼藉，一番心血被一場火災燒得無影無蹤，心內難免唏噓，眼中更閃出了半滴男兒
淚。

「九....九哥，你無事丫嘛？」隨後趕來的美芳問道。

「唉....昨日因，今日果。兩年心血，一晚玩完。我都要少少時間去平伏一下心情。」九哥呆呆地望著
打火機發出的火光，點起香煙，輕吸了一口。

「九哥.....」美芳看到此情境，亦一時想不出安慰的說話來。

一輪沈默

「美芳，你知嘛？本來今晚我打算向你表白，問你願唔願意比個機會我去照顧你。」九哥又點起一支
香煙，望著美芳，說道。

美芳沒有給予反應，因她知道九哥的話還沒有說完。

美芳從不習慣打斷別人的話語。

「本來我都算係生活無憂，日日返工放工又一日。但而家，我成間餐廳無晒。」九哥用有點無力的聲
音說道。

「燒成咁，都好難再裝修黎過囉.....收到果堆保險金睇黎都要用黎做遺散費。我諗我而家都算一無所
有啦。」九哥說。

九哥望著美芳，眼內盡是無奈的愛意。

「九哥，你知嘛，我等左一個愛錫我，愛錫小遊既人好耐啦。」美芳說。

「如果我今日，因為你無錢－－－－－因為錢呢一樣咁膚淺既因素，而放棄呢份愛，我之前等待既時



間咪如同白費一樣？」美芳反問。

「美芳.....我.....我以前做錯過事，而家我又露左光，跟住我無咩好處，對你同小遊都係。」九哥說。

美芳也不多說話，只上前緊緊地抱住了九哥。

「美芳......」九哥輕推開美芳。

美芳呆呆地望著九哥。

只見九哥轉身走入已經燒至面目全非的廚房內，打開了一個疑似是冰箱的物體。

打開，內裡竟然還算完好無缺。

九哥徐徐地回到美芳身邊，此時美芳已哭成淚人。

「呢一扎花，係我整左好耐，本來諗住表白成功後就送比你。我呢Ｄ廚房佬，咩都唔識，淨係識整色
整水。」九哥說。

美芳看著眼前這扎用各種不同顏色蔬果雕製而成的「花」，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希望....而家都算係表白成功啦。」九哥摸摸頭顱說。

再一次，美芳緊緊地抱著仇九。不同的是，仇九沒有再推開她。

九哥在失去一切的同時，得到了一份深深的愛。

 



第一章 艱苦的開端

「九哥？點可能丫？我地呢D茶記仔，邊請得起你呀九哥。」

「唔係哩，你隨便比萬七八蚊一個月我，我可以幫你個午市同夜市營業額翻兩翻架」仇九說。

「但......但係我怕有人黎尋仇，又燒我鋪喎......」

所謂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仇九被燒鋪一事，早就傳遍整個茶餐廳業界。

「咁....萬五蚊個月！拿出面你要請個有料既總廚都起碼兩萬三，我收你萬五！」仇九無奈地道。

「九哥，萬五蚊個月，又要屈就你，我又要終日擔憂，何必呢？」

「唉.....咁好啦，算啦。」仇九只能低頭就走。

家裡，廚藝有所進步的美芳早已煮好飯菜，等待仇九。

「老闆，做咩咁唔開心丫，又被人拒絕左丫？」小遊問。

「係丫小遊，九叔叔又被人拒絕啦。」仇九笑笑地道。

「唔怕啦九哥，聽日有班師奶仔叫我去返散工做女工，都有成五舊水一日，有一個星期工可以開，都
夠頂今個月。」美芳道。

「嗯.....小遊，咁九叔叔聽日又要去搵工，媽咪又要去開工，未無人陪你囉？不如叫媽咪唔好開工，
等九叔叔諗下法子搵少少錢返黎仲好啦，你話係唔係呀？」仇九借意問小遊。

「九，一家人遇到問題就要一家人去解決，唔好咩都要自己揹上身啦。」美芳歎氣道。

這個男人，真的待自己和小遊如公主一樣。

但現實就是現實。落難時，公主王子還不是要共患難？

「芳，你拖一下果邊先啦，比多兩日時間我，我有辦法架啦。」仇九說：「我唔會要我女人出去外邊
捱世界既！」

「艷陽下與妹相親，望揩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允，綠柳花間相對訂緣份.......」九哥的電話響
起來。

「喂，係丫。炒散？得得得，無問題丫。頂兩日？都無問題丫。嘩六舊水日添呀？好好好，我即刻黎
。」

虎落平陽，得到區區一份炒散的工作機會，仇九仍然如獲至寶。



「拿，你睇，有工返啦！你乖乖地係屋企照顧小遊，小遊又乖乖地比媽咪照顧，其他野你地就唔洗擔
心啦！」仇九笑笑地說。

小遊和美芳相視，二人都不禁失笑。

「黎！寧食開懷粥，莫吃愁眉飯，來來來，開餐啦！」九哥笑說。

幸好，天無絕人之路。數月後，美芳年多前申請的公屋，終於獲派，令她們三日終能放下容身之所問
題的心頭大石。

「拿，轉運啦我地！唔洗再捱貴租！」九哥說。

「但....咁即係我地正式同居住埋一齊啦喎.....我怕小遊佢會唔鐘....」美芳輕聲說道。

未待美芳說完，小遊先搶先說

「咦，老闆，如果你黎同我地一齊住，咪可以再省返多D錢囉？」小遊對仇九說。

「係丫....不過小遊你鐘唔鐘意同我一齊住架？」仇九問道。

「哦....我無所謂既，不過我要自己訓一間房，唔要同你地訓架。」小遊說。

「哈哈哈，衰女，真係人細鬼大丫你。」仇九和美芳都失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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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發財呀咁多位～小遊，快D同咁多位長輩拜年啦!」

美芳出生在一個大家庭內。家裡有十兄弟姊妹，她排名倒數第二。

「喂，芳。聽講你識左個新男朋友喎，做咩唔帶黎拜個年呀？」美珠說。

美珠是美芳的姐姐。

「哦....佢今日要返工丫，所以黎唔到。下次有機會再見啦～」美芳說。

「吓？年初一都要開工，你男友做咩架？」美珠續問。

「佢？佢係廚師。」美芳說

「係丫，九叔叔煮野食好好食架。」小遊加把咀。

「叫呀狗咁搞笑？」美珠說。

「唔係，佢叫仇九。個九字係個仇字無左企人邊。」美芳說。

「喂但廚師今日都無假放？我見呀文今日都放假既？」美珠說。

「唏，我做酒店，我又負責編假，老虎都編自己今日放假啦。」呀文插口說。

呀文是家庭中最小的女兒美泙的丈夫，同樣是個廚師，不過專精西廚。

「佢以前係自己開茶餐廳架，不過後來無做，而家先去幫人打工姐。」美芳嘗試為仇九抓點面子。

「唔係無做，係被人燒左。」美珠的丈夫呀強突然開口說道，他是重案組組員，態度一向囂張。

「仇九，前黑道金牌打手。老父被人於街頭斬死，故展開報復，以數十人之力翻起對方百多名人士。
報仇後突然棄黑從廚，手上刀鋒只斬菜不斬人。開辦茶餐廳「九記」本來一直相安無事，但約一年前
被仇家尋個正著放火燒鋪，變得一無所有。」強續說：「佢未從良之前差館個FILE厚過佢餐廳塊牛排
呀。」

「吓？一無所有。妹，咁即係你差我條數，我都唔洗指意你有得還啦？」美珠說。

美芳為了前夫，欠下了美珠一筆。

「都....都唔係既。我而家上左樓，交平租，每個月大約都可以還到....五....五百...」美芳心中計算著。

「拿，每個月還一萬比你地，一年還足十四期，連本帶利還三年清晒你，OK?」仇九不知那時推門進
內。



「大家恭喜發財！！伯父伯有新年快樂。我係美芳既新一號男朋友呀！我買左幾支紅酒呀，VSOP呀
，同埋D朱古力果D上黎同大家拜年呀！」仇九大聲道。

打完招呼，美芳把仇九帶出門外。

「喂！你今日唔係要開工架咩？仲有你買咁多野做咩呀？Ｄ錢又做咩搶住黎還呀？點還呀？中六信合
彩呀？」美芳不停地質問著仇九。

「唏，我辦事你放心啦。今日抄散果時，我唔覺意露左兩手，炒左碟金風炒蛋比個老闆試，咁個老闆
都唔野少，一試就知我廚功有幾了得，就叫我去佢天水圍間新店度做總廚，成兩萬五蚊個月呀。仲即
刻比我放工外加先出個半月糧比我，真無得頂。」仇九說。

「我唔信！人地唔怕被人燒鋪咩？」美芳問。

「呢個老闆新入行，有錢無掟洗，又唔知行情。而家我係佢支盲公竹黎架。」仇九說。

「你真係無呃我？」美芳扁起雙咀問道。

「當然無啦！」仇九笑笑地回答。

「我無呃你，只不過我人工唔小心講多左一萬銀姐。係天水圍打工想有兩萬幾一個月，邊有可能丫。
」仇九心想。

「美芳，三缺一呀，快Ｄ過黎。」美芳的媽媽叫道。

「得～黎啦！」美芳和仇九打個照面，就走開去了。

此時，呀文行近仇九。

「九哥，你好，我叫呀文，都係做廚，做西廚。我略有聽過九哥你個名號同事蹟。」呀文伸出手向仇
九示好。

仇九也大方地和呀文握個手。「你好，有咩指教？」仇九直接問道。

「哦...唔係。頭先我唔小心聽到你話係天水圍返工有成兩萬幾蚊人工，好奇想黎八掛下姐。」呀文說
。

「我呃個傻妹姐，得萬五渣嘛其實，不過希望你唔好同佢講，費事佢又傷心幾晚。」仇九不作隱瞞。

「老實問一句，其實佢欠家姐條數，係為左佢前夫而借，你真係打算幫人還？成三十萬喎。一家人，
你唔還唔通家姐會搵人劈個細妹咩？」呀文見仇九直接，他也直接起來。

「唉，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我愛美芳，就要為佢分擔所有野。佢一日未還清條數，一日都抬唔起
頭做人。我而家捱三年，三年後就有好日子過！美芳都會有好日子過！」仇九說道。

這一刻，呀文也不禁對眼前的真漢子敬佩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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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九哥，芳姨，今晚我又過黎痴餐食啦。」美芳的一名姪子一邊推門，一邊問道。

「吓，喂星仔，老老實實你過黎痴足幾個月啦喎.....我地環境都唔見得好你幾多架渣，長貧難顧丫老
友。」美芳說。

星仔現年二十有九，失業多時。

「唉.....我條腰又痛，頭又痛，手又痛，真係返唔到工呀嘛。」星仔又用老借口說道。

「唔緊要啦芳，多個人咪仲熱鬧D，無咩所謂啦。」仇九說道。

「哈，所以都話九哥真係無得頂！我老豆都未會對我咁好呀！」星仔說道。

星仔的父母自少就拋棄了星仔，星仔一直由奶奶（即美芳的媽媽）照顧，直到二年多前星仔的奶奶也
去世後，他也算真正的無人無物了。

他一直住在奶奶留下來的公屋內，靠著做些地盤散工為生，但在年前一次地盤小意外後，就總推說這
痛那痛，不再找工作去了。

「話時話九哥，你幾時同芳姨帶埋天窗呀。就算其他人反對，我都一定支持你！」星仔笑說。

「挑，你餐餐黎痴，我地點儲都個錢黎結婚呀。仲有你呀珠姨條數呢？遲下啦，遲下有錢就得架啦。
」仇九道。

「遲下？遲下芳姨人老珠黃，著婚紗比人笑架啦。」星仔說。

「吓，會架咩？」九哥問道。

「唔係你估？而家好多人呀，去飲，影得人地四十幾歲著婚紗，再將Ｄ相放上網等人黎笑添呀。」星
仔說。

「咁...咁你芳姨望落去仲好後生姐，唔怕掛。」仇九道。

「而家就唔怕～遲下就難講囉。」星仔道：「好，食飽飽，走先咁多位。九哥拎住一舊水黎搭車得嘛
？」

仇九呆呆地從錢包拿了張五百元給星仔。

「唉.....咁點算呢，美芳唔等得架啦喎....」仇九自言自語。

看見仇九擔憂的表情，星仔也不忍再落井下石。



「喂，九哥，呢度比返你，我唔記得原來自己八達通有錢，得架啦。」星仔說。

「哦....好。」九哥本能反應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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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芳，不...不如我地...結婚啦。」仇九斷斷續續地說道。

「吓？你發咩傻，我地邊得黎錢結婚呀？放心喎，你對我兩母女咁好，打死我都唔願走啦。」美芳挽
著仇九的手說道。

「係囉老闆，打死呀媽都唔願走啦。」小遊也挽著仇九另一隻手說道。

「喂，大個女啦，仲成日痴住晒呀你。痴我好啦，唔好痴學校D男仔呀。」仇九對小遊說。

現己中一的小遊長得就是個美人脴子，讀書成績也好，是名校內的風頭女生。

「唉，芳，咁我諗諗下，覺得都應該要比個正式既名份你啦。再...再加上，小遊都應該要有返個老豆
嘛...」仇九說不出是怕美芳人太老穿婚紗不好看這個真相。

「喂喂，老闆，我有老豆架喎。」小遊突然一本正經地說道：「就算你同媽咪結左婚，你都會係我心
目中好鍚好鍚我既老闆。一句咩咩，我真係叫唔出口架。」

仇九心裡突然一沈，想不到多年來，小遊也不當他是個爸。

小遊似是看穿仇九內心所想，補充一句：「老闆，我早就當你係我咩架啦，不過果個名，我真係叫唔
出姐，你唔好傷心啦。」

「傻瓜，叫唔出咪唔好叫囉。對住你媽咪，我都叫唔出「傻豬豬」架。哈哈。」九哥笑笑，心裡踏實
了一點。

「喂喂，你兩個理下我得唔得。今時今日我地拎咩出黎結婚呢請問？拿一陣九點六合彩中左就有得結
啦。」美芳說。

「拎咩？拎身分證同幾舊水囉。我地可以唔大擺，淨註冊架姐。註冊當日租套婚姊，影幾張相，就Ｏ
Ｋ啦。」仇九說：「到我地有錢，咪再補擺返場酒，再補影結婚相囉！」

「係囉媽咪，去啦。」小遊說：「老闆而家算係向你求婚架啦！答應佢啦～」

「啐，真係頂你兩個唔順，哎結就結啦，聽日一齊去註冊署進下啦。」美芳心裡暗笑道。

「好～現在有請新朗親吻新娘。」小遊說道。

「錯啦，係有請新朗新娘親吻個八掛鬼小遊丫！！」美芳仇九同聲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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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九哥，今晚有場必中馬，一人夾兩舊水試試佢呢？」學廚文迪對他的師傅說。

「哼，文迪，我唔怪你，你跟左我只係區區幾日。」仇九說。

「吓？咩呀？」文迪摸不著頭腦。

「文迪仔，九哥從來唔會帶多過五十蚊係身架。佢唔睹唔飲，帶五十蚊出街呢，十蚊係車錢，四十蚊
係應急錢黎既，飯就係公司食，每日都挑戰人類忍耐力極限架！」副廚大舊說。

「吓...總廚...份人工咁少架渣咩?」文迪問道。

「唔係少～我份糧係由我老婆大人配給比我既。」仇九說。

「九哥，怕老婆會發達？」文迪問。

「我尊重老婆姐！」仇九說。

「老闆，老闆，呀媽煲左湯叫我拎黎比你呀！」小遊突然殺到餐廳。

「嘩九哥，你個女呀？同你咁似樣既？」大舊說。

「下話，靚女呢。唔該晒小遊，返屋企小心D呀！」仇九心中暗笑。

「知啦老闆。」小遊回應道。

「喂九哥，點解你個女叫你老闆既？」文迪問。

「哦，佢細細個有性果時，我開左檔小生意，佢聽到人人老闆前，老闆後咁叫我，咪叫埋一份囉。到
而家都中二啦，咁大個女都係改唔到口，咪由佢囉，呵呵。」仇九說了一個不全是假的謊話，輕輕帶
過。

無論在旁人眼中，還是仇九心目中，這都算是幸福吧。生活是苦，但心頭是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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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啦！」美芳和仇九都大聲歡呼。

「我地自由啦！！！！」仇九和美芳都一手拿著羊排，一邊興奮地說道。

今天，他們終於把最後一期債務還清，他們終於不用背負任何東西，自由自在地生活了。

二人都忍不住買了一大堆平時想要食，但又不敢買來食的東西回家大快朵頤。

消費，原來可以那麼爽！

二人大吃大喝，都沒有留意到小遊靜靜地推門入屋。

「媽，老闆，我返黎啦。」小遊低頭，走進房間內。

仇九和美芳都發覺到有點不對路，都放下手上食物，到房間處看望一下小遊。

只見小遊連校服也沒有換下來，就跑到床上，一聲不響的。

「小遊～做咩無晒心機架。你知嘛，今日我同九哥終於還清晒所有錢啦！我地開緊PARTY丫，你快D
黎一齊食野啦！」美芳說。

只見小遊轉過身，用手輕抹一下雙眼，然後用和平常一樣活潑的聲音說道：「嘩，咁就真係要起身食
啦，費事Ｄ好野都比你兩個為食鬼食晒我既！」

仇九沒有錯失小遊這小小的動作，但他心知小遊強裝無事無非為免美芳擔憂，故也不說穿。

夜幕低垂，美芳也早已醉到在房中。

「哈，你媽咪咁多年都唔識飲酒，飲小小就訓到隻豬咁啦。」仇九說。

「嗯，係囉。」小遊說。

「好啦，小遊，咁你可以話比老闆知，點解你咁唔開心未呀？」仇九問道。

「................」小遊沉默。

「你放心，我一定唔會爆比你媽咪聽既。你咪當講個故仔比老闆聽下囉～」仇九說。

「老闆呀....你仲記唔記得尋晚我叫你教我整果個LUNCH BOX呀？」小遊說。

「記得，到最後我地大家都認同係非常好食架。我同你媽咪都估到你實係整黎比你個男朋友仔架啦～
」仇九道：「佢唔欣賞？」

「係.....係丫！佢今日食完，話好難食，仲成個飯盒掉落地下添呀！」小遊泣然道。



「嗯....我明啦，你一番心血被人當垃圾，當然傷心啦。」仇九邊說，邊走進廚房。

「咪係囉....咪係囉。」小遊停不了眼淚說。

幾分鐘後，仇九端出了一碟炒焦了的荷包蛋出來。

「你試試。」仇九說。

「嘩，好難食呀！老闆搞咩呀你？」小遊問道。

「呢隻味道既荷包蛋，就係你媽媽第一次為我煮既午餐啦。」仇九說：「當年你媽煮野幾難食，你最
清楚架啦。但我當時覺得，呢隻荷包蛋係我食過，最好食既食物。」

「吓？你傻架老闆？」小遊也停住了眼淚，不解地問道。

「我食到既，唔係隻荷包蛋既味道，而係你媽咪既心意。」仇九道。

「你....你既意思係咩呀老闆？」小遊問道。

「小遊，拿，我頭先岩岩就幫你煮左個新既LUNCH
BOX，包好味。你聽日再試下拎比你個男友試下啦～我去訓啦，Ｄ野就交比你執囉，THANK
YOU～」仇九說完，轉頭就進房去了。

翌日，仇九放假，安安樂樂的在家中等待小遊放學。

「點呀女？你個男友食完個餐盒之後，仲有無講咩呀？」仇九問道

「唔知喎，我同佢分左手啦，個午餐盒我自己食左啦，無得頂！勁好味！」小遊舉起大姆指說道，神
色沒有半點悲傷。

「哦？做咩無啦啦分手呀？」仇九問道。

「咁....我尋晚諗完又諗，覺得你講得好岩。佢連我既心意都可以當垃圾，呢D咁既賤男友仲要黎做咩
喎。我今日呀，食個飯盒果時，就正正食到你尋日同我講果樣野－－－－心意」小遊笑說。

仇九也笑起來，說道：「拿，唔係我要你分手架，係你自己要同人地分手架渣，唔好遲幾日黎賴我發
我脾氣呀！」

「傻啦，多謝你呀老闆，我開心晒啦。」小遊衝過去抱住仇九說道。

誰說他們不是真正的兩父女？

試問有那個父親，能夠如此花心思地開解女兒呢？

血緣，本就不是感情的一種。
 





第二章 是幸福呢?

「老闆，我同媽咪係橫頭堪果間餐廳等你呀，你收工就過黎啦。」小遊對仇九說道。

今天，是小遊的生晨，她決意要去橫頭堪一間隱世印度咖喱店食晚飯。

由仇九的工作地點到橫頭堪那間餐廳，的士錢約三十多塊，是仇九的應付範圍內。

當日下午，落場時間。

「九哥，我地過馬會睇J-LEAGUE呀，你去唔去呀？」文迪問道。

「廢話，係人都知我淨係鐘意睇港甲架嘛！當年和仔係邊線呀......」九哥還未說完，眾人已失去縱影
。

茶餐廳內空無一人，仇九如往常一樣走到廚房去鑽研一下新菜式。

他一邊煮，一邊望著枱面上，將要送給小遊的生日禮物。

一部她想要很久了的智能電話。

九哥每天把40塊錢儲起，儲了也不知多久，終於買到給小遊。

想到自己明明現已不算窮困，但還是習慣每天只用五十元，仇九自已也不禁失笑。

失神間，仇九沒有留意到鑊中的炸油已滾起，呆呆地把還未處理好水份的河粉，拋到鑊中。

原來的「慢油炸河粉」，變了「滾油炸手臂」。

「嘩，嘩。頂，嘩。」仇九只能發出這樣的叫聲。

他衝到水盆處用流水沖洗手臂，一顆又一顆的水泡立時出現。

「嘩，好鬼痛呀。」仇九道。

仇九心中想要立時趕去醫院處，但又想到自己荷包內的情況...

他望望鐘，再不去，晚市就快要開始了。

「哼，當年比人斬兩刀都係滴兩滴紅藥水無事啦！今時今日係老左，加埋紗布就無事啦！」仇九走到
急救箱處，自言自語道。

是夜

「嘩，老闆，多謝你呀，部機我想要好耐啦，媽咪又死都唔肯買比我。」小遊拿著手機，高興地說道



。

「傻女，你鐘意就好啦～」仇九用疲憊的聲線說道。

「好啦，食飽就返去啦，九哥眼訓架啦。你睇佢隻手，無啦啦都可以比油彈到既，就知佢今日不在狀
態啦！」美芳道。

家，凌晨

「九....九哥，你發高燒呀。」美芳說。

「係....係咩？喝杯水無事啦。快Ｄ訓，聽日仲要送小遊返學...」仇九迷糊地道。

「燒到痴左添呢件，小遊都中四仲要你個老野送返學...」美芳失笑，但心裡是十分擔憂。

救護車在十分鐘後來到。

「小遊你訓啦，我去得啦，聽日再打比你話你聽老闆點啦！」美芳說。

「嗯。」小遊揉揉眼睛應道，再上床去。

醫院內

「太太，你老公隻手差D要切除啦。咁大個人都唔識照顧下自己既佢？而家佢隻手受細菌感染，引致
佢發高燒。留院一日睇下咩情況先啦。」

「好....唔該晒醫生。」美芳道。

「仇九！你隻手咁大件事，做咩要講大話呃我？」美芳在病床邊問道。

「喂，咁我真係覺得係比油彈親下姐....」仇九說:「我唔想比兩滴油，令我陪唔到小遊過生日囉。」

「你....你真係痴線架...」美芳的淚也按捺不住。

原來，被當成公主，會感到如此痛心。
為王子所作的犧牲而痛心。
 



第二章 是幸福

「小遊，講個好消息你聽下。我地全家人將會係聖誕節時，去！日！本！」仇九對小遊興奮地說道。

「嘩，真係架真係架？我咁大個女都未坐過飛機架！仲有得睇雪添！。」小遊道。

「全靠你呀媽管財得有方，我地先去到渣，多謝呀媽。」仇九說道。

幸福，就是這樣簡單？才不簡單。仇九和美芳，渡過了多少個嚴苦的冬季，才換來了這刻的春來？

「嘩小遊，你洗唔洗買咁多手信返香港呀？成個行李都放唔落啦就黎。」仇九在日本的機場對小遊說
。

「咁人地第一次出國，梗係咁架啦。」小遊說道。

仇九瞄到了小遊的手信當中有一條日本牌子的領帶。

「嘩，買TIE添呀？你幾時又識左個新男友載TIE架？」仇九說道。

「鬼有男朋友咩？我買比爸爸架。」小遊說。

仇九本想說「我都唔載TIE既。」但半秒後他就算到，小遊口中的爸爸並非指自己。

「哦....係呀？你....你又唔買條比我既？」仇九道。

「咪玩野呀老闆！你開工要帶TIE架咩？」小遊失笑道：「係咪玩小氣先？」

「唔係，咁第時你嫁人，我都要載TIE著老西架啦。」仇九道。

「咁咪到時先買比你囉～小氣鬼！」小遊對仇九做了個鬼臉。

仇九不是個小氣的人，也從不介意小遊愛錫他的親生爸爸。
但此刻，仇九的心內，還是泛起了一陣痛。
這陣痛，有人能為它起個名字嗎？
筆者找遍了中文字典，還是找不到一個適當的詞彙，去形容此刻仇九的心情。



第三章 幸福的頂端

「九哥，好悶呀我，你不如比我出去做下野，打下工啦。」美芳踢著腳丫說道。

「車，而家屋企又唔係等錢洗，你留係屋企湊女吧啦，打工好辛苦架。」仇九回應道。

「而家個女咁大啦...仲湊？佢湊返我轉頭啦！衰女家陣成日掛住拍拖，留底我一個係屋企，你又要返
工，好鬼悶呀我。」美芳仍在鬧性子的說。

「咁呀女都成十八歲人啦，佢唔拍拖你先驚呀。唉你鐘意啦，出去做野就出去做野，總之一辛苦就唔
好做啦，知嘛？」仇九也沒美芳辦法。

「車，可以有幾辛苦呀？」美芳說道。

「你差唔多成十年未出黎打過工啦.....你試下先再講啦。」仇九笑說。

夜，仇九放工回家。

「芳....芳，你做咩呀？發生左咩事呀？」仇九驚道。

此刻他見美芳在沙發上，哭成淚人。

「老...老公。我今日跟D師奶去返超市，企左成日，又比人鬧，好慘呀。」美芳鳴咽道。

仇九先是忍不住失笑，但笑了數秒，竟也突然傷感起來，眼中一片淚光。

「老婆，對唔住呀，都係我唔好，我唔應該比你出去做野既。」仇九的聲音變得悲傷起來，美芳聽到
仇九一說，又哭得更厲害了。

二人就這樣，無故地相擁而哭，哭個不停。

「嘩，你兩個做咩事呀？」小遊推門回家看到此情況，大驚。

仇九慢慢將事情始末說出，小遊聽完，大笑不止。

「痴線架你兩個痴男恕女真係。救命，呢單野我真係要打上FACEBOOK先得。」小遊笑得停不了。

這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但筆者很想把它寫出來
總覺得這事，是充滿幸福感。
 



第三章 幸福的頂端２

「九哥，呢碟野好食就好食，但好似好普通，無咩綽頭咁喎。」美芳說。

「老闆，碟野個樣好特別，但內裡咪又係牛河～金玉其外喎。」小遊說。

「得，我再諗諗，仲有時間既，仲有時間既。」仇九道。

仇九為了下星期舉辦的「全港金牌茶記廚房佬大賽」試菜，唯一直都試不出個所以來，心中一直沈滯
不己。

仇九什麼樣的菜式都會做，但他的目標，是要創出一碟前無古人的菜式，只屬於他，仇九的菜式。

「歡迎大家黎到「全港金牌茶記廚房佬大賽」！！！！今日，我地就要係云云廚房佬當中，選出一個
最強既金牌！大家準備好未！」主持人問道。

「開波你就開波啦，咪咁多廢話！」有數名參賽者說道。

「.....不愧係廚房佬，好！事不宜遲，立即開始第一回合－－－－刀功！」

一眾參賽者都拿出自己的私家菜刀來。

仇九的菜刀，卻比其他參賽者的短了一大節。

「嘩，呀生，因咩解究你把刀咁崎型既？」仇九旁邊的參賽者說。

仇九笑笑，沒有回話。

會問這條問題的，必是新手。

廚子的刀，必須鋒利。頓了就要磨，頓了就要磨。

磨著磨著，刀身自然會變短變窄。

這刀，是拍拖一個月紀念日時，美芳送的。

用著用著，也有十年了。

感情愈厚，刀鋒愈薄。

「好，各位，你地既題目係要將每位眼前既羅蔔全部切絲，最快既二十位將會進身下一回合，開始！
」

比賽一開始，大家都趕緊把羅蔔一條一條地從竹簍內拿出來。



唯獨仇九，他一次過就把所有羅蔔放到自己跟前，不徐，也不疾。

沈馬，呼氣，放鬆手腕。

突然，仇九眼神暴發光芒！手，也像磨打機一樣動了起來！

好...好恐佈的速度。大量的羅蔔絲在一息間飛散在針板上。

情況如同紙張遇到碎紙機。

只見仇九右手刀影不斷，左手則不停地把羅蔔推向刀影陣內。

羅蔔絲要多少有多少。

仇九完成。

其他對手，最少也有一半的羅蔔未處理好。

用「壓到勝」這三字，毫不為過。



第三章 幸福的頂端3

「好，最後二十強已經出現左啦！恭喜你地順利進入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都係考刀功，但唔係鬥快，係鬥巧。」

「你地要係一小時內，黎用桌面上既材料，雕一件食材裝飾出黎！」

「吓？痴線架？我地做茶餐廳，你要我地雕花？」數十名入圍的廚師不滿地說道。

現場一片鼓譟。

「靜！！！！！！！！！」主持人突然喝道

「茶記廚師唔係廚師呀？食物係由色、香、味所組成。色，係最重要既一環。你既食物幾好味都好，
樣衰到成PAT屎咁一樣無人想食！」

現場無人咁作聲

「大家係咪做左茶記太耐,已經唔記得左自己作為廚師既尊嚴？一碟菜式係咪煮好左就求求其其拎上
碟就算數？平昤你返工，為生活，大家都可以忍。而家係比賽，係要選出「金牌廚師」，係咪仲要求
其！？」

主持人字裡行間的正氣，令在場鼓譟的廚師無不安靜起來。

「無問題啦嘛？大家開始啦！」

只見仇九選了一根長長的胡蘿蔔，顏色鮮艷，很是適合用作雕式之用。

很多在場選手都看到仇九在上一回合的超班表現，故此他們都紛紛效法仇九，選起胡蘿蔔來。

不錯，胡蘿蔔是雕飾的入門用品。

但不代表容易。

熟了的胡蘿蔔較軟身，難於控制形狀。故此有幾位較聰明的參賽者情願用較硬身的青瓜代替。

只見仇九手起刀落，胡蘿蔔很快便被雕出了個形狀，是朵蓮花。

周邊的人看到仇九輕易而舉的表現，都深感佩服。

同時，亦有人心感不忿。

「哎呀」站仇九旁的一名，不慎把一舊大大的胡蘿蔔飛到仇九差不多成形的作品處。

幸好仇九眼明快手，把作品迅速拿起，避過一劫。



但那一下不知是無意或有心的攻擊，竟鼓勵了其他無賴廚師，紛紛向仇九展過攻擊。

直拳，飛腿，以至針板，熱水。所有能夠在空中飛行的東西，都一次又一次地飛向仇九。

但仇九都避開了。

憑的，是一副敏捷的身手，和慣了在廚房中避開危險的經驗。

一小時過去

「時間夠，請將作品帶到評審枱前！」

仇九的作品，是一朵蓮花，內裡坐著一個盤起手的觀音，剎是美麗。

對比起其他人的英文字母ABCD，仇九的作品，簡直是天神之作！

現場就只有一名廚房，交出了一對龍鳳雕，能與之比較。

仇九抬頭看一下作品是出自何方神聖之手。一看，就看到了一張熟悉的臉孔。

是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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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你？呢個比賽好似係茶餐廳人先參加得架，你酒店廚都走黎參加？」仇九問道。

「唉，九哥。我半年前比人炒左，而家都係走左去茶記打工渣。龍游淺水，我今次一定要翻身！」呀
文握緊拳頭說道。

「咁....咁就手底下見真章啦！」九哥毫沒放水的意慾！

「好！既然得返兩名選手可以做出作品，我地都唔浪費時間，直接去單對單決賽啦！」主持人說。

「決賽規則好簡單，一人煮一道菜，由評審從道菜既色香味去評分，高分者勝！」

開始

只見呀文拿出了幾條魚，幾塊肉，埋頭苦幹地處理著。

魚，像是牛遇刨丁，轉眼間就被拆肉起骨。
肉，像是魚遇碧水，在油鍋內自由自在的暢泳著。

各種調味料在空中翻飛，生怕不能參與這道菜式一樣。

數十分鐘後，呀文端出了他的作品。

「琉璃浪蕩遇東坡」

不知道呀文用了什麼方法去處理魚肉，魚肉竟變成了魚凍，變成了一層薄薄的透明薄膜，包圍著中心
的那塊熱騰騰的東坡肉。

半透明的魚凍被東塊肉的蒸汽蒸得要溶不溶，彷似河水包圍著青山在轉，剎是奇景。

這道「琉璃浪蕩遇東坡」，確是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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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一道「琉璃浪蕩遇東坡」！東坡肉肥膩，半溶既魚凍夠清爽，岩岩好抵消左過膩既口感。」

「琉璃狀魚凍晶瑩剔透，令呢道菜既賣相非常獨特精巧。」

「插破魚凍，鎖住係魚凍入面既東坡肉香氣立即四溢，令人垂涎三尺！」

「一道超脫常理既菜式！好，非常好！」

評審們對呀文的料理都讚不絕口。

在評審嘗完呀文的料理後，仇九的菜式已端至桌上。

評審們喝了口茶，又喝了口水，就要品嚐。

「等等，咁多位，唔好食住！」仇九喝道。

「大家，食之前，請先飲飲我杯特色拉茶。」仇九說道，拿出了兩隻拉茶杯，即場拉出四杯特色拉茶
給予評審們。

「茶甘香，奶細滑，泡濃甜！盡集馬來西亞式拉茶同印度式拉茶既優點於一體！上品！」

「想問下，呢種奶，係咩奶？」

「我用左煉奶。拉茶既做法，再加港式茶走既獨特味道。」仇九道。

「好！非常好！」

「飲完，大家可以起筷。」仇九道。

「蛋...蛋包飯？」評鑑們無不為這簡單的菜式咁到驚訝。

「錯！唔係蛋包飯！」仇九邊說，邊把蛋切開。

剛熟的蛋皮被切過，流出了內裡濃郁的蛋醬。

蛋醬流開，內裡是黃色的一層東西，是布丁？

不，是大家媽媽的拿手菜，蒸水蛋。

「係蛋包蛋。」仇九說道：「我呢味菜，叫絕代芳柔。」

「香！好香！點解蛋可以散發出咁香既香味？」

「其實，蛋本身既香氣係好強既。好似我地係屋企，一煎蛋你就會聞得到，認得出。只不過我用「蛋



」黎鎖住「蛋」既香氣，所以一切開，蛋既香氣就比平時強烈。」仇九解釋。

「滑！好滑！點解可以咁滑！」

「廢話，蛋唔滑搵你食？有名比你叫，滑蛋丫嘛！」仇九也不怕得罪評審，直說。

「咦...咦....咦咦咦咦咦？咩黎架？咁好嚼口既？嗯...嗯嗯嗯嗯嗯，好過癮呀。」

「係尢魚粒。我將尢魚切到超級超級細粒，將佢放入蒸蛋入面。」仇九說。

「好！好刀功，可以將尢魚切到咁細粒，但仍然不失口感，好野！」評審無不讚絕。

「仲有，呢味菜，同頭先杯拉茶既配合，真係一流！」

「無錯無錯！哎呀，早知頭先我唔好飲杯拉茶住啦，而家飲晒添。仲有無得添杯呀？」

「無啦，你飲隔離評判果杯啦。不過講返轉頭，如果你唔係飲左杯拉茶先，你就唔會覺得我道菜咁好
味架啦。」仇九道。

「？？？」評審們都一頭問號。

「頭先呀文道菜咁油膩，你地淨係飲啖茶，飲杯水，邊可能清除到口內既油膩感。只有奶，先可以徹
底解除油膩。枉你地為評審，連咁簡單既常識都無。」仇九道。

評審們都無話可說。

 



第三章 幸福的頂端 5下

「好，經過兩位廚師出色既表現，有結果啦！」

「評審們一致裁定，冠軍係...................陳傑文！！！！」

「吓？」呀文和仇九也對賽果感到驚訝。

「咁....咁多位評審，好多謝你地鐘意我道菜式。但係就連我本人都認為，無論係菜式既配合，刀功既
運用，創意既表現，都應該係仇先生既菜式比我優勝。點解.....?」呀文也不禁問道。

「好簡單！因為佢太串！」評審們異口同聲地說道。

「吓？」呀文和仇九又是一聲。

「無錯。佢道菜真係無敵！不過今時今日係香港，要贏比實，咁既態度，係唔得架！」

「唔係掛？？？？？咁都得？喂在座咁多位廚師聽住呢個解釋，唔係話咁都得呀？」仇九大聲問道。

「得～無問題呀！」後面一直在觀戰的廚師們都笑著道。

仇九竟然期望在第二回合一直襲擊他的廚師們支持他，實在是太天真了。

「九哥，唔緊要啦，都係當玩下姐呢個比賽。最多咁啦，D獎金我地一齊拎晒出黎，同美泙佢地一家
人食餐好既就算啦。今日，我確實技不如你。」呀文道。

「咁...咁都係丫....」仇九道。

「唔好嘈！頒獎！頒獎啦！」

比賽，就似是鬧劇一樣，結束了。



第四章 無題

「老闆，我大學想去讀設計呀....」小遊道。

「吓....你....你咁多科都五星星，讀醫，讀LAW都得啦。」仇九說道。

「我知....但係我真係好想去讀DESIGN....」小遊低頭道。

「小遊，今次係你識我以黎，我唯一一次要同你爭辯既事黎。我明白做人有夢想，但係依度係香港，
你而家係明知山有虎，仍向虎山行呀。」仇九道

「但....我....」小遊說不出個話來。

「不過咁，小遊。你唔洗諗話咩大個要照顧我地兩老，你照顧你自己就得啦。只不過，設計條路一定
比你讀醫讀LAW難行。你問下自己喜愛設計既程度足唔足以令你日後食苦時唔後悔就得啦。」仇九
道。

沈默......

「總之，我尊重你既決定。將來你後悔時，唔好喊咁大聲就得。好似你呢，以前比個男友掉飯盒果時
呢，喊到呢～～嘩。」仇九笑道。

「老闆！好衰呀你！不過，好多謝你。」小遊雙眼通紅，望著面前的仇九。

這個人，一直都在支持自己，由小到大，從沒停下來過。

「開飯啦！食飯啦兩個大小不良！」美芳叫道。

「老婆，我地而家有幾多子彈？我想去突襲何生呀。」仇九道。

「去囉，返正小遊而家又放假。你大約有五千發子彈啦。」美芳道。

「好！一於聽日去同何生分身家！約埋呀文一家去丫，聽日澳門好似有煙花節睇。」仇九道。

「喂喂，你唔好一賭錢就咁興奮啦老闆，食飯先啦。」小遊笑道。

這個仇九，每隔半年九個月就會手痕心癢，老是想要過大海賭兩手。

「你地食丫，好食架今晚媽咪煮得。我係個胃有D痛痛地，唔係好食得落。」仇九笑說。

「一講賭就茶飯不思！」美芳兩母女同時笑道。



第四章 無題２

「公！公！公！YEAH～～～」仇九在百家樂枱前，和眾多大陸人一起叫囂著。

澳門賭枱前，大概是大陸人和香港人最沒有矛盾的地方吧。

「四邊！四邊！吹，吹，吹！九呀！YEAH！」仇九手風不錯，輸輸羸羸，一輪下來也殺敗了何生四
千兵馬。

不過何生可是坐擁過十億兵馬的大將軍。四千，只是冰山的一小小小小小角。

「仇九揸九點，羸錢無危險呀！」九哥笑說。

「九哥，去食飯先啦不如。大家都肚餓啦。」呀文說道。

「好，好～LET'S GO。」仇九說道，然後把錢交給美芳。

「呢度係船飛錢，酒店錢。其他呢，就黎我再去殺殺殺既子彈！」仇九說。

「咁叻仔呀你，竟然有錢贏？」美芳說道。

仇九是個天生黑仔王，過大海十次輸九次，一次平手離場。

「好！大家食飯。」小遊說道。

「嗯，呢間野真係次次黎澳門都要食，好味。」美芳道。

「係呀，呢間野個廚唔錯，唔好睇個鋪面好似好舊咁，味道係無得頂的。」呀文道。

「九哥，做咩唔食野呀？仲心掛掛睹場呀？」美泙笑問。

「係丫，好想再殺佢一輪！同埋呢排我個胃成日都唔舒服，可能真係老啦。」仇九笑道。

「你食唔落呀老闆？唔好晒野，拎黎我幫你搞掂佢。」小遊笑說道。

「仲食？變大肥婆啦喎？」仇九道。

「唉，有你煮飯，我遲早都變大肥婆架啦。我瘦左咁多年算叻女啦！」小遊道。

大家都笑逐顏開。

「咁點呀？食完係咪返去再殺過？」呀文問道。

「唔啦，有D攰攰地。返去訓一訓，聽日精神充沛再殺過！同埋....我地係咪睹到唔記得左，其實一陣



有煙花睇？」仇九道。

「係喎！」眾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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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又是一個美好的清晨。

「老闆，你又食咁小野呀？不如返香港就去睇醫生啦。」小遊道。

「小遊姐....早餐黎架，邊食得咁多。我個胃痛左幾年啦，無咩事。一陣食粒胃藥就得。」仇九笑道。

「係係係，你去賭就無事架啦。」

結果，整個下午，仇九和呀文就在賭場內佂戰。

小遊和美芳美泙就到處去參觀。

是夜，他們相約在碼頭。

「老公，今次你同何生一戰誰勝誰負呀？」美泙問呀文。

「我？我贏八百幾蚊啦。」呀文不好賭，上落很小。

「你呢死佬？」美芳問道。

「拿！凡事向好處睇。好彩我尋日一早就將船飛錢同酒店錢放低比你，先不致於全軍覆沒渣！」仇九
道。

「唉！又輸。咁你乖乖地返香港再招兵買馬，養好元氣就再黎挑戰過啦。屢敗屢戰，屢戰屢敗！」美
芳笑笑，搖頭道。

仇九低頭，也不作聲。

他很高興有個如此支持和放任他的老婆。換著其他女人，可能早就大吵大鬧了。

還真幸福。

此時，仇九的胃又傳來一陣陣痛。



第五章 幸福的末端

「仇生，照胃鏡顥示，你個胃同腸都有D唔正常既陰影。」醫生道

仇九的心涼了一涼。

「醫生，會唔會係CANCER？」仇九問道。

「嗯.....都有可能。現階段好難答到你。最壞既情況可以係CANCER。」醫生道。

「我地要再同你做個詳細既檢查，你一陣過去護士度登記左先。檢查完大約下星期就會有報告。」

...........................................................

一片空白。

昨夜

「老闆！我嫁得出啦。呀健向我求婚啦！」小遊說。

「嘩，成廿六歲，終於嫁得出囉～」仇九開懷地道。

...............................................................

終於，有人要接手自己照顧小遊的那份工作了。
難道上天知道我的任務完成了，就要接走我了？
「咁我老婆呢？美芳呢？邊個照顧佢？天呀，我任務未完架！」仇九自言自語道。
..............................................................

「老公，小遊嫁左之後，我地就悶死啦。」美芳道。

「唏，少左個人，我地咪多D時間同金錢去外國玩囉。拿，我地要先去晒成個亞洲。之後再去歐洲睇
波，之後再去非洲睇動物！」仇九笑說。

..................................................................

唔會既，唔會係CANCER既！上天唔會對我咁殘忍既！

..................................................................

涼風輕送。陽光燦爛的一天，有一個灰色的身影，在大街上走著。



第五章 幸福的末端2

「芳，我死左之後，你睇下有無機會搵個人黎照顧你啦。」仇九道。

「九哥...都未肯定.....當你真係有CANCER，都分好多期架嘛。而家科學咁昌明，你唔好咁灰心啦。」

無錯。世上有幾多奇蹟發生過呢！癌症病人奮鬥，然後創造奇蹟的故事，我們聽得少嗎？

只是，現賽是癌症病人在努力了三數個月後就死去的故事，比創造奇蹟然後活下去的，要多數百數千
倍。

現實，能出現多少個奇蹟？

能出現多少個奇蹟？

..................................................................

「老闆！聽日你要請假同我去試菜！我同呀健今日搵左間酒樓，準備係果度擺酒，要靠你既專業睇下
信唔信得過啦！」小遊道。

「係咩？諗住幾時擺呀？」仇九問道。

「如果係OK既話，佢果度要一年後，大約下年五月先有期。」小遊道。

「嗯，好丫，聽日我同你去試菜！」仇九笑道。

一年丫.....好遙遠呀.......

我能夠撐到那時嗎............?

想到這，胃又痛起來了。

從不覺如此的痛....是心理作用嗎？

......................................................................

「點呀文？呢間酒樓D菜式OK嗎？」仇九問道。

「OK，唔錯，咁既價錢，擺得過。」呀文說道。

「好！小遊，我地都覺得呢間野OK。淨返既就你同呀健自己決定啦！」仇九道。

聽日就要回去看報告了。

沒事的，沒事的。



下年，我還會回到這間酒樓。
下年，有很多人會恭喜我嫁女。

沒事的，沒事的。



第五章 幸福的末端３

「仇先生，報告出左黎。」醫生低頭道。

「根據報告，你最初應該係胃癌，但而家癌症已經擴散到身體其他部位。」

仇九目無表情，冷靜地問道：「姐係第幾期癌症？」

「第四期。」醫生道。

「末期呀.....咁仲有幾耐命呀醫生。」

「呢樣野....因人而異既，好難回答到你。」

在旁一直聽著的美芳已然崩塌，徹底的崩塌。

幸福，才渡過了幾年，怎麼.....怎麼上天的如此的過份，如此的殘忍？

「好，唔該醫生。咁而家仲有無藥食？」仇九笑問。

「呢度有D止痛藥，你需要時就報用啦。」醫生把藥交給他。

仇九拿了，就拖著美芳走了，

拖得很緊，很緊。

但握得再緊，也總得要分開吧。

..................................................................

小遊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不是聲嘶力竭地，而是一直默默地哭泣。

她不敢吵，因為仇九都還沒有哭。

仇九只是平淡地把事實說出來。

他向小遊交代完後，就在面書上寫上「今日驗到癌症末期，快要離世，各朋友保重。」

面書嘛，還真方便。

小遊還是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仇九把小遊抱在懷內，



抱得很緊，很緊。

但抱得再緊，也總得要分開吧。

總得要分開吧。

...........................................................

仇九把小遊和美芳都叫進了廚房。

他教她們煮「芳柔絕代」。

芳柔，芳遊。這是一道屬於她倆的菜式，亦是仇九最驕傲的菜式。

兩母女當然學不到仇九的刀功，但她們能感受到仇九。

不通過言詞，就感受到了。

此刻，仇九也感受到自己

原來自己半生就是這樣過了－－－－－

廚房，美芳，小遊。

這就是他的人生，他最不捨的人生。

 



第六章　終曲　1

「老公，小遊話想將個酒席取消。」美芳說。

「痴線！仲取消？取消左我咪一定睇唔到個女出嫁？」仇九道。

「之但係.....」美芳還沒有說完，小遊就打斷了她。

「媽咪，我同呀健都決定，下個月就先去註冊！然後，我地咪自己人擺幾圍食餐飯先囉。」

「傻女，唔洗為左我搞咁多野，我會頂到你出嫁果日既！」仇九笑說。

「傻啦爸，我係怕正式果日太緊張，想預演一次先姐。」小遊說。

「結婚都有預......你...你頭先講咩話？」仇九突然雙眼通紅，問道。

「爸！爸！爸！」小遊跳進仇九懷中，放聲大哭。

「乖女，乖女！原來有癌咁好架？可以聽到一聲爸。」仇九邊哭邊笑道。

「爸，對唔住！我諗住可以慢慢，慢慢咁去報答你咁錫我同媽咪，但....但....」小遊再也講不出半句話
。

「我明，我明，我真係明架啦。女，你一直都係我既乖女，乖女！」仇九也不知還可說什麼。

就這樣，一聲爸，一聲乖女，此起彼落。

似是要把過去多年來的空白，一一叫滿它。
也似是要把未來不能再叫的空白，亦一一叫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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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悠揚的音樂下，仇九帶著新娘子，步進玻璃屋內，再把她親手交給將承諾照顧她一輩子的新朗手上
。

他們簽下具法律約束力的文件。

她們成為了一對夫妻。

無論順境，還是逆境。

仇九和美芳也遵循了這諾言。

希望她們也能夠吧。

本來小遊也在考慮到底今日應要仇九當她的見證人，還是要邀請她的親父。

但當知道仇九病重後，小遊才知道這麼多年，自己早就將他放了在心中一個很高，很高的位置。

這不是同情，是覺悟。

在即將失去時，才會有的覺悟。

..............................................................................

歡樂的氣氛，襯出了悲傷。

面上的笑容，令內心的哭聲更響亮。

祝福的話，替代了安慰。

夢中的婚禮，諷刺著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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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九躺在醫院，神色呆滯。

藥物為他止痛，也為他止住了靈魂的活動。

他知道，也聽到別人的話語，但他反應不了。

世界變得很慢。

也許是他的生命流失得太快吧。

誰也知癌症能惡化得很快。

誰也不想癌症惡化得那麼快。

他躺下，和癌症單挑著。

屢敗屢戰，屢戰屢敗？

仇九，堅強，加油。

筆者的故事到這就完了。

但仇九的故事還在繼續。

................................................................

大家麻煩如果睇完故，追完故，CLICK上一頁之前。

係心入面諗一句：「堅強！加油！」

為躺在醫院的仇九而說。

感謝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