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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章── ──
「大鑊，聽日考範文到依家仲未溫！」我拿着剛做好的功課，打算快點回家溫習明
天的中文測驗。

「登登登……」我經過音樂室，聽到鋼琴的聲音，悅耳動聽。

「入下去唔會有事嘅…」我小聲打開房門，看見一個女生在彈琴。

但，為何這旋律好像在哪裏聽過似的？

是周杰倫的《開不了口》！我聽過「挽歌之聲」的改編！

我忍不住口，把歌詞唱了出來。

「就是欠缺勇氣 對你開口

其實也想過要試試碰你的手」

糟了！我不是來聽聽歌的嗎？為何還把歌詞唱出？

那女生轉過頭來，望了我一眼。她的眼神告訴了我，她很疑惑。

「嗨…」那女生終於說話。

「嗨…」我回應。

「你漏咗野？」

「唔係呀…」

「咁你喺度做乜？」

「聽歌囉…」

那女生沒有理會我，繼續彈琴。

我也要回家了…再不回家我明天的中文測驗就不合格了。

「唔係下話…」我走到校門，發覺校門已經被鎖上。



「冇計啦…」我歎一歎氣，想不到辦法，只好回到音樂室，至少也有歌聽。

我再把音樂室的門打開，這次她發現了我。

「做咩翻唻？」

「校門被人鎖咗呀…」

「幾點啦依家？」她一邊問我一邊望着左手的手錶。

「六點。」

「下？六點？咁晏？」她一直望着手錶。

我進入音樂室已經五時四十分，現在六時也很正常。

「係呀……」

「死火啦…冇人開門…點算……」她十分擔心。

「一齊喺度留夜啦…」其實我知道有其他方法離開，但還是玩弄一下她吧。

「留你個頭呀！快啲諗下辦法啦！」

「好啦好啦唔玩妳啦，教數學嘅周sir每日七點準時收工，到時再走就ok喇。」

「唉，惟有係咁啦…」她看似很無奈。

「話時話，點解妳會喺度嘅？」我決定打破沉悶的氣氛。

「練琴囉！你係唔係盲咗？」

這刻我裝做盲人，胡亂揮動雙手。

「係呀係呀，我咩都睇唔到架！」

她大力拍我的手臂。

「再扮吖！」

「唔玩啦唔玩啦！」我不玩弄她了。

「妳屋企冇琴咩？」正常一個喜歡彈鋼琴的人，家中也應該有一部鋼琴。



「有呀，只不過就唻考鋼琴八級試，趁有時間咪唻練下咁囉，諗唔到一練就練到六
點。」

原來是鋼琴高手…

「鋼琴八級試考周董咁癲？」

「純粹手痕啫…」

「有料喎…開不了口」

「其實係因為「挽歌之聲」啫…」

「欸？你都鐘意挽歌？」

「我有聽你啱啱唱呀！幾好聽吖！」

「《給我無限次告白的機會》！」我倆異口同聲大叫道。

那是一個賺人熱淚的故事，用周董的「開不了口」再改詞就最好不過了。

「你都有睇呀？」

我其實沒有看過，只聽過改歌。

「冇呀…我淨係聽過首歌，但首歌好好聽。」

「過唻。」她這句說話，使我感到十分愕然。

「做咩呀…」我不知所措。

「教你彈琴呀！見我地都咁鐘意呢首改歌，依家又冇乜野做，我都應該教下你嘅！
到時記得自彈自唱俾你鐘意嘅女仔呀！」她
看到發呆的我，拉了我坐上鋼琴椅。

可能是我的手指不太靈活吧，學鋼琴起來都不太上手。

「你試下望住我嘅指法，呢度係，分開不足千秒幾分鐘
我卻會有點記掛你的節奏。你試下？」

「分開不足…」我望着鋼琴上的黑白鍵，試着把旋律彈出，但好像不太順利。



「唔係咁，你搵下手指之間需要嘅間距，再放喺黑白鍵上面？」

我決定一步一步來，總算順利了一點。

「咁樣？」

「你望下我？你左手手指應該擺呢個位。」她捉住我的手指，把它們放在適當的位
置上。

「係啦…你試下彈？」我試着跟從她的指示去做，總算懂彈第一句。

「分開不足千秒幾分鐘
我卻會有點記掛你的節奏」我嘗試自彈自唱，看上來十分順利。

「時間差唔多啦……」她看看手錶，發覺已經用了五十分鐘來教我彈琴。而這五十分
鐘，我只學懂彈一句歌詞，也許是我沒有天份吧。

七時正，周老師準時下班，他為我們開門之餘，也問了我倆幾句。

「點解咁遲先走嘅？」

「練琴呀…對唔住呀周sir，下次我地會早啲走架啦。」我倆都知道，周老師是個麻
煩的老師，如果在這個情況下，不給他個滿意的答案，就會被他追問到2046年。

等等……為何我倆好像一見如故似的，明明連大家的名字都不知道。

「你想唔想學埋落去呀？」她問。

「當然啦，我咁鐘意呢首歌，梗係繼續學落去啦！最緊要嘅係，我要自彈自唱，將
呢首歌送俾我最鐘意嘅人！」

「好啦好啦，你每日放學之後落唻音樂室，我教你彈琴！」

其實我，只想認識妳多點。

「話時話，妳叫咩名？」我倆看似認識了很久，但我倆只是剛剛認識，連對方的名
字也不知道。

「我叫Maybelline吖，叫我呀May吖，你呢？」

「我叫Raymond呀，叫我呀Ray就得架啦。」



原來她叫Maybelline，是個不錯的名字。

那一刻我望到她，好像有道閃光照耀着我，她的樣子十分朦朧，我看不清。

這一刻我望到她，在夜幕街燈的映照之下，我看清了她的輪廓。她的樣子雖只是中
規中距，但比起我班的，她算是不錯了。這個她，不高也不矮，身材也是一般，但
我站在她旁邊時，我感覺到她和一般女生與別不同，到底有甚麼不同呢？

「呀may，你係咪鐘意彈鋼琴架？」

「可唔可以話係呢？一般般啦…我記得嗰時教我彈琴個哥哥教咗我彈周董嘅《聽見
下雨的聲音》，我好鐘意呢首歌架，所以喺
我搵到心上人之前，我一定唔可以彈！」

「點解嘅？」

「你係咪傻仔唻架！我梗係要將呢首歌彈俾我心上人聽啦！」

「咁你聽日可唔可以彈俾我聽？」我開了個小小玩笑。若果她願意的話，我也會挺
高興。

「你係咪玩野呀！」她輕拍我肩膀。

「喂正呀正呀打多幾野吖！」我繼續開玩笑。

然而她大力地拍在我背上，我的午餐差點被她拍到吐出來了。

「手勢仲可以嗎？使唔使唻多幾野呀？」

「唔好啦唔好啦我知錯……」我心知不妙，便不繼續了。

「哈哈哈，玩我喎，睇唻你玩唔起我喎。」呀May不停取笑我。

「總有一日你會知味道。」

說時遲那時快，原來已經到了她的家。

「呀Ray,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我握握她的手，挺暖的。

「其實你都幾搞笑吖，有冇女朋友呀？」



想不到她會在自己家樓下問我這麼尷尬的問題。

「你覺得憑我個樣會有女朋友咩？」

沒有錯，我不是個帥哥，不溫柔體貼，其他人見到我都送我「on9」二字，沒有女
朋友是正常的事。

不過我有心上人。

「哈哈哈！你又講得冇錯！你個樣咁醜，成個環境都俾你搞到烏煙瘴氣啦！仲話女
朋友！」她直接取笑我，不留任何邊幅。

「咁你都唔會好得去邊，白紙。」因為那部位的特徵，我給她取了個別名。

「收啦白痴仔！係咁先！聽日見！」她也為我改了個別名。

「聽日見……」我揮一揮手，與她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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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4B班班房。

「呀明你溫好晒六篇範文未呀？」問我這「高階」問題是我的鄰座任子晞。為何「
高階」？因為答案永遠只有一個。

「梗係未啦！」我昨天都只不過打算仔細溫習六篇考核範文中的三篇，更何況昨天
讓我遇到了她，所以一篇也沒有溫習到。只
好趁現在還有點時間，把課文內容速讀一次就算了。希望用我這幾分鐘的努力，能
夠換取小測合格吧……

「第一二堂就係中文呀…唉…」子晞把眾人皆知的事實用感嘆的語氣讀出來。我在想
，如果他去參加中文朗誦比賽的話，隨時比已為人師的梁逸峰同學更加厲害。

「溫書啦好嗎…」他連續不斷的慨嘆成為我耳邊的噪音，或許是他太煩了，於是忍
不住口叫他閉嘴。

我拿起課本，務求以最短時間記住最多的課文內容。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我小聲地把課文唸出來，希望能快快把課
文記下。

「各位同學早晨！」聽到這一句，我的心寒了一寒，意味着我的死期要到了。中文
科何老師走入班房，放下教具，向大家打招呼。

「大家都記得今日有範文小測啦，咁大家準備好嘅話，我地就開始啦！」何老師拿
起教師桌上的小測卷，打算派發給我們。

「俾我地溫多陣書啦！」子晞實行最後的爭扎，成功說服何老師，讓我們繼續溫習
。

「唉，好啦好啦，你地溫多十五分鐘啦！」何老師嘆了一口氣，坐上椅子繼續工作
。

「好野我地可以繼續溫書！」子晞十分高興，捉住我的肩膀歡呼道。

「溫書啦好嗎…」這時候我需要寧靜的環境供我溫習，不希望有任何人騷擾我。

我繼續唸出課文，希望以短時間彌補我昨天失去的時間。可惜，已經彌補不到了。



何老師把小測傳給同學，我把四版的小測翻了翻，望了望。媽的！這些題目我全部
都不懂！用四個中文字形容就是功虧一簧！

沒辦法，只好硬着頭皮上了……

這個歷時四十五分鐘的小測，我用了十五分鐘就做完了，因為所有題目我都是亂做
的。

我望望其他人努力做小測的樣子，再望望手上的手錶。還有半小時…我決定回味一
下昨天的畫面。

我望她的第一秒，她只是個普通女生。

直到第二，第三秒，我望見的她，是個美麗的女生。

為甚麼呢？

明明她只是個平平無奇的女生，為何在我眼中她是個出眾的女生？我是不是喜歡上
她了？但我好像沒有對她心動的感覺。

為甚麼呢？

那年，我找到答案，但已經太遲了。

「呀May，你係咪好鐘意「挽歌」架？」

「Ok啦，如果好聽嘅改歌咪會聽下咁囉…」

「如果「挽歌」作咗首情歌俾一個鐘意嘅女仔呢？」

「咁我會覺得好sweet！」

「原來係咁，咁你有冇睇過其他高登或者連登嘅故仔？」

「有呀！不過你無啦啦問咁多野唻做乜？」

「想了解妳多啲，同妳做個朋友啫…」

世界突然寂靜。

在黑暗的街道上，街燈照亮了我們。



這刻我望望錶，還有十五分鐘，時間能不能過得快點？

不過我希望在和妳相處的時候，時間能過得慢點。

因為我要做妳最好的朋友。

「嗱，記住啦喎，呢度係分開不足千秒幾分鐘
我卻會有點記掛你的節奏，你試下？」

我全程只是凝望着她，沒有把指法記下，或許是太累了，所以發了會白日夢吧…

「喂！我叫你試彈一次呀！你成棵樹定喺度做乜勁呀！」也許她是粗魯了一點，但
我不介意。

我試彈一次，但指法全錯。

「喂！你想點呀！教完你又唔識！你係咪玩嘢呀依家！」

我不明白為何剛剛我的目光會凝視着她，明明我倆只是普通朋友的關係。

「Sor呀sor呀，妳再唻一次吖，我應該會學識架！」

「好啦好啦！你睇實啦下！」她重新彈一次，我也認真地望着。

到我試了……

「咁樣？」我全神貫注，試着模仿着她的指法，但好像不順利。

她捉着我的手……那種感覺…

「好啦…夠鐘啦，將份卷由後面傳上唻。」

媽的！時間為甚麼突然過得那麼快！

我把一份高材生的小測卷和一份亂做的小測卷疊起，然後傳出。

看來這次小測是沒有希望了，惟有下次再努力點吧…

「你覺得點呀！」子晞逼不及待地關心我剛才45分鐘的情況。

「咪又係咁……」我被何老師弄到一點心情也沒有，只好這樣回覆。



「我覺得唔係好難喎…」坐在我後面的高材生得意地說道。

別在我的傷口上灑鹽了好嗎？

「算吧啦你，不知幾難！」幸好子晞明白我的感受。

但他永遠不知道，當一個高材生在炫耀時，他能做的，只有安靜。

「吓，唔係喎，啲題目喺筆記都出現過喎……」

「冇可能囉！譯文題都冇！」

他倆的罵戰令整個課室雞犬不寧。

「一人少句啦好嗎？」我受不了他們，惟有選擇調停，他們也選擇安靜了下來。

剩下的時間我也選擇躺下，可能因為世俗太煩囂了，於是選擇靜靜吧。

「今日有咩功課要交呀…」突然想起昨天我沒有空閒時間做功課，惟有問問子晞了
。

「你未做功課呀？」別再問廢話好嗎？

「未呀…」

「哦…咁我要唔要借功課你抄呀？」為何你一直把話題拉開？你能否正面回答我的
問題？

算了，反正怎麼問也問不到答案，我也不想回應他了，決定問後面的高材生。

「喂，呀聰，今日有咩功課要交？」

「中英數工作紙各一張。」

「Thanks」

不愧是高材生，回答問題也清脆利落。

「曉明，可唔可以幫我去簿架攞疊file上唻？」

正當我最需要出外走走的時候，何老師叫了我去拿東西，也是太巧合了。

我走出班房，望到前方有個女生跪在地上，於是立刻跑去看看究竟。



「原來係跌簿…」我也跪在地上，為她拿起跌下的簿。

「等我幫妳啦…」

「唔該你…」

等等！為何這般聲音如此熟悉？

我把跌在地下的簿拿起，放在女生的手上。

然後抬起頭來，望望那女生。

「係你！」我倆異口同聲地說道。

原來係呀May跌了一大疊簿。

「唔該晒你幫我呀！」

「舉手之勞啫，順手當係你教我鋼琴嘅學費啦！」我開玩笑地說道。

呀May把我手上的簿拿去，然後用腳大力地踢我的腳跟。

「幫嗰少少嘅忙想當係教你鋼琴嘅學費？諗都冇咁易呀！」

我笑了笑。

「好啦好啦，大不了幫多妳幾次。」

我願意以我的一生來回饋你的付出。

「幫我幾多次都冇用呀！白痴仔！」她用力踏我的腳。

「翻課室啦白紙！」

「死白痴仔。」

「傻白紙。」

「我喺A班呀！你有野想搵我就過唻啦！記得放學落唻上堂喎！」她已經把自己當
成鋼琴老師了。

「好呀咁我走先啦！陣間見！」



我倆揮一揮手，然後就沿著各自的方向走去了。

能夠讓我碰見你，是一種緣份，還是一種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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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唔食晏呀？」子晞離開座位時又問我一條「高質」的問題。我有時會想，他是
不是弱智的？

「唔……」我只能輕輕帶過他的問題。

因為不把功課完成的話，便會被罰留堂，所以只好犧牲點午飯時間去完成了。

平時的我，在交功課前一晚就會把它們完成。而她，改變了我的習慣。

「嘩…睇落好似好多咁喎…」我望望那三張工作紙，不禁在空無一人的課室裏慨嘆。

不過我還是很快地把它們完成。

「啊…」我伸了伸懶腰。正好現在沒有甚麼事可幹，就出去走走吧。

我經過4A班房，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應該是以前跟我同班的同學吧。

在無事可做的情況下，我把門打開，希望能和那位同學聊聊天。

「欸…妳點解會喺度嘅？」我見到的「那位同學」，原來是她。

「食飯囉…你見唔到咩…」她用勺子把飯盒內的飯盛起，再放進口裏，看似吃得津津
有味。

我望望她的飯盒「嘩…使唔使健康到咁呀…」她的飯盒除了有飯，就只剩下菜。

「係咪唔俾先？」她再把一勺子飯放進口中。

此刻飢餓的我已經垂涎欲滴，忍不住伸手到她的飯盒旁，幸好她機智，把飯盒迅速
收起。

「嘩嘩嘩，你隻大灰狼，想食我嘅好味飯盒？」

「如果我係大灰狼，妳咪係小紅帽？」



課室變得像當時般寧靜。

「你係咪想食呀…我俾你啦…」她好像有點不情願似的。

「唔好咁勉強啦…我都係玩下啫，妳食啦……」我不想看到她為了我而不高興的樣子
。

「哈哈哈！我都係玩你架！我都飽架啦，你食埋佢啦！不過我要你洗咗隻匙羹先可
以食架！食完都要洗翻乾淨佢！」她的說話裏充滿着稚氣，帶着一般青春可愛的氣
息。

我以閃電般的速度把勺子拿去洗手間清洗，再以打雷般的速度跑回A班課室，因為
我的肚子真的受不了！

這刻我只想填飽我的肚子，我把飯盒裏剩餘的飯菜以保特跑一百米的時間吃光，她
也被我這麼快的吃飯速度嚇倒。

「使唔使咁快呀…慢啲唻唔會死架喎…」

「好肚餓吖嘛…未食晏呀……」

「都唔使咁架…會胃痛架…」她的語氣流露了一絲擔心。

一直以來，我吃午飯的速度都十分快，一般幾分鐘就吃光了。

為了她，我決定改變我的習慣。

「好啦好啦，我以後食慢啲啦！」

「乖啦…不過呢，盒飯好唔好食呀？我親手煮架！」

在一個人餓到極點的時候，無論他吃甚麼，都是好吃的。

「妳見我咁快食晒，就知呢個飯盒一定好好味啦！」

只要是妳煮的，甚麼我都覺得充滿滋味。

「咁就好……」



「如果我想妳每日都整飯盒俾我嘅話，妳話妳會唔會做到吖嗱？」

「見你話我整嘅飯盒好食，就整一個禮拜嘅飯盒俾你啦！不過我又教你彈琴又幫你
整飯盒，你用乜野回饋我呀？」她奸笑道。

我願意以我的一切回饋妳。

「妳有咩願望吖？我幫妳實現。」

「我就係等緊你呢一句！我想你幫我……」

聽到她的這一句，我突然感到崩潰。

「好啦……我盡量幫妳。」我的語氣突然變差，看來她這一句對我的殺傷力十分大。

我望望手錶，是時候要回到自己的課室了。

「我走先啦…」

「好啦byebye...記得要唻上堂呀！」

我現在的心情只能用一首歌來形容，那就是《忐忑》，我根本不知道待會如何面對
她。

算了，先把接下來的課節都上了，到那時再作決定吧。

時間可說過得頗快，下午的課節轉眼就過了。

但…我該如何面對她呢？午息的時候我這樣對她，她會不會不開心……

別理了，先去了才說，希望我沒有令她不高興。

「hello!我遲咗少少呀…唔好意思呀……」我的語氣有點尷尬…

「唔緊要啦！反正我又可以趁呢段空檔練琴！過唻上堂啦！」看來她真的當自己

是個專業的鋼琴導師。

不過，她沒有不開心，對我來說，已經很足夠了。



我不希望因為自己的心情，而令她不高興。

「我地複習翻琴日學嘅野啦！你試下彈翻分開不足千秒幾分鐘
我卻會有點記掛你的節奏呢一句？」

我想我應該記得的……

我把那句用我殘餘的記憶彈一次，雖然還是彈不好，但對我來說已經算不錯了。

「唉…好似彈唔好…」

「有進步架啦！你再睇我彈一次，你就應該會識點彈啦！」

的確，我依照她的彈法再彈一次，的確暢順了很多。

「好野！你已經彈識第一句啦！翻去記得練下指法呀！我地依家學第二句喇！你望
住啦，呢度係每次見你不夠 每次見也見不夠，你試一下俾我睇？」

我嘗試彈一次，感覺比起第一次進步了很多，鋼琴聲聽來十分悅耳流暢。

「幾好喎！咁快就學識多一句！咁我地繼續啦，今日嘅目標係要你學識彈第一段！
跟住呢度係這麼多反覆過的一天
你決意你想試試把他佔有，記得望住我…隻手喎！」

她這樣說彷似有點隱藏含意。

我望着她的指法，試彈一次。嗯，看似進度良好。

「今日咁勁嘅你？最後一句就係慢慢開始念舊 跟她一起來奮鬥，你試下？」

今天學習的能力似乎比昨天的高出許多。只需三十分鐘，便把第一段歌詞的指法給
學會了。

「哇哇哇！你學琴嘅速度同能力簡直比我仲快呀！你不如去考琴吖！對你唻講，應
該好易考到演奏級啦！」

「唔啦……我只想彈好呢首「給我無限次告白的機會」其他野我都冇興趣。」



我只想望住妳，就夠了。

「咁又係…彈好呢首歌係你嘅目標。」

「係呀…」

「咁你想唔想繼續學埋落去呀？橫掂仲有啲時間。」

「唔啦…我想翻去。」

我不想繼續，我想回家。

因為你給了我壓力，給了我傷感。

我只想知道，我應該怎樣做。

「你可唔可以幫我追你嗰班嘅程以朗？」

當時我聽到這一句，心中頓感有點失落。

為甚麼？我並不知道。

以朗是我的好朋友，俗點說是叫「死黨」，協助呀May追求他並非難事，但我心中
總是有點不甘。

也許是我太執着了。

她拍拖和我有甚麼關係？我又不是她好朋友，更不是她男朋友，哪我為甚麼要為此
事而緊張呢？

我只是想做她最好的朋友，並非要做她男朋友，又何必過份執着呢？

如果她成功追求以朗能夠令她幸福，令她快樂的話，我也會很高興吧。

嗯，我想通了。

「喂…做咩呆喺度呀？」

「冇呀…咁我走先啦」此刻我終於露出了燦爛的笑容。



「我有樣野想問你……」

「我都有野想問你……」

「你嘅中文名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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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了，我們倆只知道各自的英文名字，並不知道對方的中文名字。

我倆陷入沉思，環境變得寧靜。

對了，應該把我的名字告訴她嗎。

正當我還在沉思之際，她已給了我答案。

「啲咁重要嘅野我點會同你講呀！不如咁啦，俾個hints你啦，我聽日會上台攞獎，
到時你咪知囉！」

好吧，她不說，我也不說。

「係呀…咁等我上台攞獎嘅時候，你咪知道囉！」

她霎時不懂得如何回應。

好了…不玩弄她了，還是把名字告訴她吧……

「唔玩妳啦傻妹，我呢…就叫做余曉明，通常啲人就叫我呀明啦，妳都叫我呀明啦
！」

她會告訴我名字嗎？

「你唔係要翻屋企咩？」

對了，我要回家。

「咁…」

難道她不想讓我知道她的名字嗎？

「我知道你好想知我叫咩名，不過呢……你都係等等啦，你聽日咪會知囉~」

她是想給我驚喜嗎？如果是，那麼無論是一天，一星期，一個月，我也願意為妳等
待。

「咁我走先啦…」我慢慢步向音樂室門外。



「Byebye啦…呀明。」她第一次叫我「呀明」，這句道別突然對我帶了點親切感。

「Byebye傻妹。」

她繼續留在音樂室練琴，而我選擇回家，為她準備接下來的「計劃」。

程以朗是怎麼的人，沒有人比我更清楚了。

他呢…是個頗貪玩的男孩，但他會認真地對待某些事情。

不過就連我都不知道他甚麼時候會認真起來。

另外，他是我的小學同學，我倆由小一認識，到現在已經同班10年了。

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已經有喜歡的人，遙依婷。

依婷是個漂亮的女生，她成績又好，品格又好。與朋友一起時又十分投入，讓以朗
找到這種女生真是三生有幸。

唉…真令人頭痛。

我應該道出真相嗎？

不，道出真相只會令她傷心，我不要見到她傷心的樣子。

那麼，方法只有一個。

令以朗放棄那個女生，然後愛上呀may。

對不起，我的兄弟。

翌日早上，同她說的一樣，果真有個頒獎典禮。

「依家有英文科嘅頒獎，本校學生喺BBC舉辦嘅全港英文精英賽裏面取得佳績，當
中4A班戴偉俊攞到全港top 3%嘅佳績……」

戴偉俊…他的英文真的很厲害……

不知道她會取得怎麼的成績呢？

「跟住係4A班嘅麥巧欣，佢攞到全港top 5%嘅佳績…」



麥巧欣…這名字在我腦海中徘徊，像是在那裏聽過似的。

想不過她英文這麼好呢…自己好像一無是處似的……

「喂！」上課的途中我竟在想如何幫助巧欣，令我分心。

幸好子晞叫一叫我，否則我整個課堂只會打量如何完成我的計劃。

「你今日做乜野呀…平時嘅你會認真上堂架喎…做咩失晒魂呀？」見我今天的狀態有
點下滑，子晞決定慰問一下我。

平常我都不回答他，見他今天這樣關心我，還是回答他吧。

「冇乜野……可能琴晚唔夠瞓掛…」

此刻老師從教師桌上取出一張海報，吸引了我的眼球。

「咩唻架？」子晞很快地回到他原本的狀態，我也不打算理會他了。

「各位同學，唻緊香港數學及統計學學會將會舉行全港數學精英賽，有冇人有興趣
？」

全港數學精英獎…名字聽似十分熟悉。

「本校學生喺BBC舉辦嘅全港英文精英賽裏面取得佳績……」

沒錯！今早才聽過類似的比賽！

「跟住係4A班嘅麥巧欣，佢攞到全港top 5%嘅佳績…」

對了…巧欣在全港英文精英賽取得佳績……

做個數學精英好像也不錯，起碼不會被他人取笑自己一竅不通。

巧欣是英文精英，我則是數學精英，我們可以……

不對不對！我沒有喜歡她！她沒有喜歡我！別讓自己想歪了！

我舉起手，表示自己想參與是次比賽。

同時，以朗也舉起手來。

「除咗余曉明同程以朗之外，仲有邊個想參加全港數學精英賽？」



全班陷入一片寧靜。

「咁呀明同以朗就代表我地學校參加呢次嘅精英獎，喺呢度我地俾啲掌聲兩位，當
係預祝佢地凱旋歸來啦！」

全班掌聲雷動，彷彿有種迎接英雄的感覺。

小息時，我走到以朗的位置旁。

「點解你會參加嘅？」我問他關於剛才的事。

「你驚我贏你想勸我退出呀！」他嘻皮笑臉地回應道。

他真的不是個做任何事都認真的人。

「係咪連問下都唔俾先？」

「係呀！」他繼續嘻皮笑臉。

「好囉……」這種場面已經司空見慣，我也見怪不怪了。

不過他是為了甚麼而參賽的？

不管了，到時大家一起取得佳績就可以了。

到底為甚麼巧欣會喜歡上以朗呢？我真的看不透，還是待會去問她吧。

中午時分，4A班房。

「好肚餓呀…」我坐在巧欣後面，不停地叫喚着。

「你隻大灰狼吖…咁想食我飯盒…」她拿起我和她的飯盒，飯香隨即撲到我的鼻子旁
。

「因為你啲飯盒好味吖嘛！」

「你隻大灰狼都幾識哄人架喎，好啦好啦，俾個飯盒你啦…」

大灰狼成功馴服了小紅帽。

我從巧欣手上接過飯盒，然後開始進食，不過以前的習慣未能即時除去。



這時候巧欣捉緊了我的手。

「唔好食咁快呀…」她對着我微笑。

有種心動的感覺…

「話時話，佢今日點呀？」

此刻我才記起以朗。

「佢去咗參加全港數學精英獎喎。」

「咁你呢？」

「我？我都有報名呀！」

「幾好吖！你地兩個攞唔到top 3%，都要好似我咁攞top 5%呀！」

她把期望寄托在我們身上，我們也不能辜負，只好盡力而為。

全因top 5%可不容易取得。

「話時話，妳點解會鐘意以朗嘅？」

「做咩問呢條問題呀？唔通你對我有意思？」

我呆了會。

我喜歡上她嗎？

不，她喜歡以朗不是我。

「唔好玩啦蠢，我當妳係好朋友咋…」

「係咩……」

我又呆了會。

她把雙手放在我臉頰。

「傻仔！玩你咋！我都係當你係好朋友咋！」

我突然像失去了意識，差點連話都說不出。



「咁你…有冇鐘意過我……」我在失去意識的情況下問出了自己的心底話。

她也呆了。

「我都係玩下妳咋！」意識終於回來了，幸好能夠解決，否則情景不堪設想。

「你翻去先，你放學唔使唻啦。」巧欣突然改變態度。

「咩事啊？」不會是我剛才激怒了她吧。

「你冇需要知。」

我沒有辦法，惟有返回課室。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我真的不知道。

我令她尷尬了吧……

該如何解救…

「如果你因為某啲原因激嬲咗一個同你好frd嘅女仔朋友，你會點樣補救？」我決定
向以朗請教。

「哇，你都會激嬲女仔架？」他又開始嘻皮笑臉起來。

「係呀……」

「又啱嘅，你鐘意女仔都係人之常情嘅，等大佬我過翻你幾招啦！」

以朗的語氣令人覺得他是個情場高手，屢戰屢勝的樣子。不過他的真正戀愛經驗是0
。

「我女朋友嬲嗰陣……」

女朋友？這麼快？

「女…朋友？」我充滿着疑惑。

「係呀，我同我嘅依婷BB已經成為合法情侶啦。」

依婷…他真的很好運呢。



「當依婷有咩唔開心或者嬲嘅時候，我咪會買下啲精品俾佢當係哄下佢囉…」

我想，我已經知道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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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知道有甚麼方法可以令巧欣高興，但我的心中仍然疑惑着…

她為甚麼會生氣呢？

「咁你…有冇鐘意過我……」

是當時衝口而出的這一句嗎？

不亂想了，還是看看她消氣了沒有吧…

放學後不久，我來到了音樂室。

她會在嗎？

悠揚的樂聲在我耳邊盤旋着。

會是她嗎？

我輕輕把門一開，頓刻變得失落。那是其他班別的女生，而不是巧欣。

幸好那女生沒有發現我，我輕輕把門關上，免得打擾她繼續彈琴。

唔…看來她真的生氣了。

翌日早上，以朗走到我的位置旁，問問我的近況。

「我琴日教你嘅野有冇用到先？」

如果我答有，他一定會揭穿我的「驚喜」。

如果我答沒有，他會不高興吧…

「沒有。」

為了自己，犧牲一點吧。

「好啦……」



他看似頗失望似的。

為了她，惟有說個謊吧…

午飯時段。

我準備好的「驚喜」已經準備妥當。

希望她不會生氣吧…

我走到4A班房，把門推開。

「Hello...」我的語氣顯得有點緊張，大抵是怕她生氣吧…

「Hi...」她的語氣也有點奇怪，令整個氣氛變得尷尬起來。

「我…整咗午餐俾你呀…」

我的驚喜就是自家製的飯盒。

因為巧欣特意為我弄一星期的飯盒，我也應該自製一個給她，順道當作賠罪吧。

巧欣竟笑了起來。

「你竟然會整飯盒？哇哈哈哈！會唔會食物中毒架？」

「唔會！」我堅定地說。

這個飯盒的設計參照了多位頂級廚師的做法，都是由高級食材所造成，另外我確保
所有食物是熟的，定不會發生任何問題的。

我要把自身最好的獻給妳。

巧欣把飯盒打開，她被飯盒內的食材和飯盒的設計嚇倒。

「哇！咁靚嘅！仲有呢啲野食好似好高級嘅！我個飯盒都冇你咁勁呀！」

我突然覺得自己在廚藝方面有點天份。

等等…她不是在生氣的嗎？為何現今態度猶如一百八十度轉變似的？

她把自己的飯盒拿上來。



「你今日整飯盒嘅話，就應該早啲同我講吖嘛！枉我今日仲帶咗飯盒唻添！話時話
，你冇整俾自己咩？」

我搖搖頭，示意沒有準備自己的份兒。

「乜你咁蠢架！連自己嗰份都唔準備！」

她輕輕用指尖戳了我的臉頰。

因為我只想把最好的留給妳，那怕過程中遇上多少挫折。

「傻妹唻嘅，妳食得開心，我咪開心囉！」

巧欣把她的飯盒推到一個離我較近的位置。

「傻仔唻嘅，呢度本身有兩個飯盒，一個我嘅，一個我嘅，依家咁樣嘅話你揀一個
食啦！不過唔好介意個飯盒冇你整咁勁喎！」

雖然是較清淡，但我很喜歡。

在進食途中時，我把藏在心底的問題說了出來。

「我想問呢，妳琴日係咪因為我條問題而嬲咗我呀？」

她又笑了。

「哇哈哈哈！其實我琴日冇嬲到你呀！只不過我唔知點答你所以咁講，你冇野吖嘛
？」

幸好她沒有生我的氣，我總算放心了一點。

「但係琴日點解我落音樂室又見唔到妳嘅？」

也許是我多口了，不過我也想知道箇中原因。

「我琴日去考琴呀！我之前咪同你講咗要去考鋼琴八級試嘅，所以我咪順便叫你放
學唔好唻囉！」

幸好……

「咁我今日放學再唻喎！」



「唔得！」

她的一聲拒絕令我呆了起來。

「點解嘅？」

「你唔記得啦咩！你今日放學有數學校隊嘅訓練呀！你參加咗全港數學精英賽呀！
」她莞爾一笑。

對了，今天放學有訓練。

等等！她為甚麼會知道我今天放學有訓練？

「妳點解會知我有訓練嘅？」

「你唔好問點解啦！應付咗個數學精英賽先再學琴都唔遲啦！」

好吧，為了妳，我要取得好成績。

回到課室後，我才記得…

我沒有把以朗有女朋友一事向巧欣交代。

還是算了，讓事情慢慢沖淡可能會更好。

放學，815室。

我望望四周，一覽無遺。

黑板上寫了幾隻字…

「全港數學精英賽訓練班」

但這個班房連一個人也沒有，難道只有我參加是次比賽嗎？

不，還有他。

程以朗。

「得我同你咋？」以朗也來到了，他也被這麼空曠的環境嚇倒。

「睇怕係…」我輕輕嘆息。



這時候，一名女生進入了班房。

「嗨！」我們熱烈地歡迎，起碼整個訓練班不會只有兩個男生那麼無聊。

那女生好像在那裏見過…

「妳叫咩名呀？妳點解會參加全港數學精英賽嘅？」以朗詢問關於新同學的資料。

「我叫范綺詠，今年中三…」

我和以朗霎時被綺詠的程度所嚇倒。

中三就來挑戰全港數學精英賽嗎？

「我平時呢，就鐘意彈琴，不時放學會喺音樂室練習。」

我記起了！她是昨天放學時在音樂室見到的那女生！

真是巧合呢…

「今次我參加呢個全港數學精英賽呢，主要想測試一下同證明自己喺數學方面嘅實
力。不過仲有個原因嘅…」氣氛開始尷尬起來。

「我呢…鐘意咗戴偉俊……」

戴偉俊，在全港英文精英獎取得top 3%，真的很厲害。

「佢係英文精英，咁我都要做個數學精英，先襯起佢架！」

和我的目的一樣…

「咁妳要加油啦…」我和以朗給了她一些鼓勵的說話。

這時候，導師來到了。

「大家好！我係你地呢幾個禮拜嘅導師！我個名叫周瑜，叫我全名或者周sir就可以
架啦！」

周瑜…真有趣的名字。

「好啦，今堂我想講嘅野係formula。」

公式…有必要提及嗎？



「大家知唔知點解要有公式呢樣野？」

「可以方便計數！」以朗二話不說便舉手作答。

「我覺得世間上有好多野都係佢自己嘅規律，而當呢啲規律係固定不變嘅時候，呢
種規律就會演化為公式。」綺詠淡定地把自己的想法道出。

「幾好吖呢個諗法，不過點解我地永遠sub
x就搵到y嘅數值，兩者之間有咩關係呢？」

「有時會有正比嘅關係，而有時會係反比嘅關係，不過主要都係睇佢嘅規律。」

Variation…難不到我的。

「大家都有自己嘅諗法，都講得好好。但係大家有冇諗過自己可以創造一條公式呢
？」

「創造一條公式啫！玩variation咪可以創造好多條公式囉！」以朗又二話不說地把
自己的意見發表出來。

「其實有時候唔係數學方面嘅公式，做人方面都有一種公式。例如百分之99嘅努力
加百分之1嘅天分等於成功，你地今晚翻去試下諗一條屬於自己嘅公式吖！下星期我
地翻唻再討論過！」

這到底是個數學精英訓練班，還是科學精英智力培訓班，我看不透…

然而我一直在尋找…

尋找一條屬於我自己的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