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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同班

(1) 依林

“咇…凌晨兩點半…” DJ的報時訊號響起。
 
我眼見FYP(Final Year Project)完成了七七八八, 不如休息一下。一邊整理自己的論文,
一邊打呵欠。突然, 電話鈴聲響起,
“沉迷你, 至知大局已定...原本應該一早戒了...”。原來是她。
 
“HI…”她說。
“做咩咁夜都未訓?”我溫柔地回答她。
“我下個月要飛啦…要去美國交流, 你會唔會送我機?”她回答。
“梗係會啦…我地係好朋友, 點會唔送?”我微笑回答。
“你真是好! 我男朋友果日有份Part-Time, 又陪我唔到! 如果你係我男友, 你話幾好呢?”
“噢…”我輕描淡寫的回應一下。
之後, 都是那些無謂的問候語和分享一下生活的點點滴滴...
這把聲音彷佛有點陌生, 但又有點熟悉。
“好啦! 夜啦, 你快D訓覺啦…”她興奮的說。
“Bye…”
 
這段對話, 讓我回想中三那時的暗戀。
 
我的名字叫馮仔, 而她就是那時的女神 ﹣依林。
我是一隻蛤蟆, 而她是一隻天鵝。
我是一個凡人, 而她是一個天使。
這個就是我和她的故事。
 
“馮仔…起身! 請回答這條問題! ”教數學的陳老師問道。
“下…哦! ”我死氣沉沉的在黑板上寫上答案, 而她就專心的抄下一行又一行的步驟。
 
當我寫完了, 陳老師滿有霸氣大聲說: “答…對了!”
我沒有被成功充薰了頭腦, 一步一步回到女神的旁邊。她一邊聽著老師講解我的題解,
一邊向我這毒男望了幾望。對我來說, 自己的女神竟然望向自己,
這比做對一百題更開心。她再補上一句: “你可唔可以教我啊? 我這個地方不太明白。”
 
我抑壓自己的獸性, 保持冷靜, 一題一題回答她。如果用現在的術語, 我想應該是“厹”。 
我逐一打量她, 長長的秀髮, 白滑的肌膚, 幼小的雙腿。
 
“鈴…”下課的鐘聲響起。每個人都從夢中醒過來, 唯獨我還細細地打量她。
 
“喂…馮仔! 你唔舒服啊? 做咩呆左啊? ”依林問道。
“噢! 沒事沒事…只是尋晚太夜訓! 過兩堂無事啦…”我滿面通紅的回答。
“今日的課題, 我很多不太明白! 你聽日可以到我家教我? ”
“哦, 無問題…”我傻笑道。



 
“妖, 係咪真架? ”阿俊問我。阿俊是我中二相識的朋友, 別名為多情浪子癡情客,
我有很多的感情疑難都是問他。
“珍珠都無咁真啊!  ”我自豪的回答。
“你唔好再fake我啦, 咁索既女會溝你呢D毒男? 發夢啦…”他大笑的說。
 
“你鍾唔鍾意佢啊? ”阿俊淫笑地說。
“你再亂講, 我真是一把車落去啦…”我憤怒了。

但是, 我說謊了。
我有少少喜歡她了。



1.2 期待

那晚, 我睡不着, 害怕忘記了明日的約會。

我習慣行回學校的學生, 原因是我的家真的在學校的附近, 只需要五至十分鐘的路程。

今日, 可能昨晚失眠。
竟然睡到七點四十五分, 立刻换上校服, 拿起書包…要在八點十分之前回到學校。

我加快了自己步伐, 一大步的行回學校。
"嗨, 咁岩ge? " 一把女聲問道。
"哦, 係…lor…咁…岩…ge…"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回答。
再望一下, 原來是依林, 她背着一個淺藍色的背包, 中學時代的女生都喜歡掛一兩個公仔, 更增孩子氣…

她, 都不例外…
她掛了一個"麵包超人"的公仔, 還有一個"邪留丸"的公仔…
那時, "港女"這個名詞都未為流行, 但是女神的公仔不單沒有一點港女的味道, 而且有一種孩子氣。

那一分鐘, 我倆就好像情侣並步進入學校大門, 進入了班房門口…

"Wooo…"整班都呼喊起來, 尤其是男生們。
"歡迎一對新人進場…"阿俊大聲說。

我們都面紅了, 立刻坐回自己的座位。呼喊聲都沒有因而停下來, 直到訓導老師催趕我們到早會。

今日我都沒有專心上堂, 都是打量依林, 依林沒有說話, 只是微笑…

她的微笑, 真是好美。

不知是否心理作用, 我覺得今日的堂過得非常慢…
可能想快點到你的家裡作客吧!

今日所有的堂, 都不能吸引我; 唯有依林的美, 深深把我拉進了暗戀, 這個深坑裡。



1.3 功課

好不容易的到了放學的…

每個人都收捨自己的行李, 背負自己莘莘學子的責任。那重重的責任, 又有誰可以與他們分擔呢? 

正思考這個充滿哲學性問題, 
"喂, 行啦…"依林說。
"哦, 可以啊。今日係去你屋企? "我問她。
"你係咪short左? 尋日咪講左lor…"她笑道。
"係啊, 我short左啊! 教唔到你數學架…"跟着扮了一個瘋子。
"好啦好啦, 夠啦…"她說。

我倆背負那個責任, 與依林一齊回她的家。
"書包重唔重? 使唔使我幫你啊? "我問。
"唔使啦, 有心…"她答。
"你鍾意麵包超人同邪留丸? "
"唔係啊, 做咩咁問?"
"我見你書包有呢兩個公仔…以為你鍾意添…"
"哦, 這兩個都是男同學送的"

那刻, 我的心很酸。
但是這種酸澀是不自覺地發生, 代表什麼呢? 

是我愛上她而呷醋?

到了依林的家, 可能女生喜愛整潔, 或者我的家實在太"整潔"。一入到她的家, 我自覺地除了鞋子。

我拿起數學的書本, 她都拿起自己的筆記。
一起溫習起來, 我們一直有說有笑。

由三點至七點。

她愈來愈明白數學的公式, 我都愈來愈愛上這個女神。

"夜啦, 你都係打電話返屋企啦…"她溫柔地道。
"Ok…今日的補課, 你明白嗎? "我問她。
"明啊, 多謝你啊…"她甜甜的說。
"咪啦, 大家都是朋友…"我說。
"是啊, 大家都是朋友…"她說。

朋友, 等於什麼? 
她不愛我? 抑或我一直想太多了?



1.4 測驗

"下個星期, 我地黎個緊張刺激的遊戲 - 測驗…"陳老師輕鬆的說。

"下…"整班都大喊。
"係咪好刺激呢? 我都覺…就咁話啦…"陳老師大笑說。

"死啦, 我最怕的課題竟然要測驗。"依林說。
"你要唔要我幫你啊? "我問道。
"最好不過啦…"

跟着我們就每日都溫習sin, cos, tan。
由三點半一直到七點半…
我們的桌上充斥了問題, 解題的工作紙。

還有我對你的愛意…

經過數日, 她開始記得30°, 45°, 60°, 90°的不同變化。
隨着這個溫習, 她還當我是朋友, 抑或是情人呢? 

回到家, 媽打都罵我為何這麼晚才回家? 
我答: 同朋友一齊溫書。
媽打的態度立即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還讚我乖仔。

父母真是那麼現實嗎? 

測驗的日子, 一日一日的逼近, 你對我的愛意會不會都增加呢? 

"緊張刺激的時間又到了, 測驗的時間又開始…"陳老師一邊派發試題, 一邊說道。

開始。

依林望了試題, 沒有害怕, 沒有驚慌…
只見她趕快的完成每一題, 完成後就微笑地看着我。

我這種數學天才, 都不用一分鐘都能夠完成了, 但是今日卻用了四十五分鐘才完成。

因為我被依林迷住了。



1.5 慶功

一個星期後, 陳老師派發上次的測驗的成績。
陳老師喜歡直呼學生的花名, 他說這樣會親切些…

"十大數學頒獎典禮…開始…"他說。
每一個同學都走上前, 領取老師派發的試卷, 個個都開心得歡天喜地。

緊張從不打擾我的心思。
因為力已盡, 分數已定, 你沒有能力改變這個事實。

但是, 當依林拿題卷的那刻, 我緊張起來。
不知她合格嗎? 高分嗎? 我幫到她嗎?

她愛我嗎?

"呼, 85分。已經不錯…"她向我說。
"我就84分, 點解你會勁過我…"我驚啞道。
"但是沒有你教我, 我都唔會有85分啦…"她甜甜的道。

"…"我默言, 不知給她什麼反應。
"有進步喎, 依林…"陳老師又來搭訕。
"嘻, 係啊…"依林笑咪咪的說。

"不如我地放學一齊食個tea丫, 横掂我都有進步都是拜你所賜…"她微笑道。
"哦…好…"我說。

口出冷淡的說話, 心裡卻懷着厹的心態。

"去許留山? "我問。
"咁貴, 咪搞…不如去維記…"她話。
"飲奶? "我問。
"哈…唔係啦…是食豬肝麵啊…傻仔…"她笑道。

想不到, 我的女神竟然是多麼體貼平民, 我還以為會到星巴克, 許留山, 滿記這些服侍港女的食店。
誰料, 維記。這個深水埗成名的豬肝麵店, 成了我們慶功的店舖。

依林吃一碗豬肝麵, 我吃了一塊奶醬多。

"你唔食豬肝? 好正架…"她說。
"我唔食內臟…怕膽固醇…"我害羞的說。
"怕咩啦…食啦…"她就叫多碗豬肝麵。
結帳時, 她說今餐她請, 當多謝我令她拿到85分。

電視劇的情侶, 都是男方結帳。
我是她的朋友?



暗戀的人, 最接受不到的是 - 自己心愛的人當你是朋友一個。
我當時都是一樣。



1.6 考試

之後, 這幾個月。
我依然坐在她旁邊, 而她少了問我數學的問題。少了溫書的時間, 少了一齊食麵的時間。

一天, 陳老師又準備了一個既刺激, 又緊張的遊戲 - 考試。
今次, 她沒有問我一起溫習, 沒有在堂上問我題解, 沒有溝通…

暗戀 - 最傷的是: 你愛的人對你毫無交流, 她更加封閉自己, 讓你不能關心自己心愛的人。

那夜, 我用電話發了訊息給她。
"你有沒有事? 就黎考試, 你使唔使要我幫?"我問。
我發出了, 但是換來的是…
"我最近好唔開心, 你唔好煩我…我自己會處理, 我唔使你幫…"她真的憤怒了。

我心想: "係咪自己犯了錯, 令她唔開心? "
這個都是暗戀人的特點: 會檢視自己的行為是否傷害了自己心愛的人? 

因為她傷心, 等於我的痛心。
一個人的傷心, 變成兩個人的傷心。

"我聽人話她要移民到加拿大…"阿俊告知我這個真相。
"點解啊? "我奇怪的問道。
"鬼咩, 而家334搞到咁。有錢的都走啦…她都算係有錢…"阿俊續道。

這個問題, 我真的無能為力…
但是, 我哭了。
流淚是她叫我不要煩她, 這種被人拒絕的感覺真的很難受。

但是考試始終要來, 她再沒有要求幫她溫習, 我都彷彿忘記了這個女神。專心上堂,
即使她坐在我的旁邊。

"The examination will be started…now! "陳老師正經的宣佈。

我望了依林, 只見她的彷徨, 她的驚慌…
她的筆沒有在試卷游走, 只是凌空的站定。
她的驚慌, 彷徨, 換來我的擔心…

在這刻, 自己才發覺她是我關心的對像, 即使她只是當我是朋友。

"Time up! Put down your pen…"
這句絕情的說話, 都宣佈了考試的結束。

都標致了依林的傷心。





1.7 火鍋

期考完畢, 都是一個對學生們的安慰。
安慰他們一直的努力和流過的眼淚。

同時, 這短短的一星期。
學生都要準備自己的心情, 接受殘皓現實。

但是, 又會有多少學生會注意後者?
我和依林都是一樣。

"考完試, 不如一齊出去打邊爐?"依林突然問道。
"好啊, 叫唔叫其他人一齊?"我問。
"都好啊, 我都想...橫掂中四都要分班, 當一餐離別飯也好。"她說。

那夜, 我們一行十三個, 一齊到一家火鍋酒家吃火鍋。
有我, 有依林, 都有阿俊和其他人...

大家都有說有笑, 
七點的火鍋宴直到十一點的糖水聚。
每一刻, 大家很開心,
這四句鐘, 可能真是過得太快了。

依林不知為何愛上了酒精, 是用來洗脫她的煩惱? 抑或是振奮她的開心?
看見自己心愛的人用酒來麻醉自己。
自己便會問自己 : 為何她不跟我細談自己的心事?

她當我只是普通朋友?
抑或我一直都想太多了?



1.8 表白

"我送你回家吧, 你有無事啊?"我問。
"我無事啊! 唔使啦..." 她答。

多數女生說自己無事, 大部分都是說謊的。
我堅持的送她回家, 她沒有拒絕我。
一步又一步, 我們都沒有對話。

或者, 她真的累了。
我送到她樓下。

"你真是無事? " 我再問。
"我真是無事啊, 點解你咁煩架? " 她不厭其煩的說。
"因為我愛...你啊!"我情不自禁地說了出來。
"你愛我?"她面紅道。

"我唔值得你愛啊! 傻仔!" 她續道。
"點解?" 我問道。
"我今個暑假可能要移民加拿大, 你都是忘記我啦..." 她流下淚。
"即使你到邊, 我都會愛你..." 我堅定的說。
"我地最多, 都是做到朋友...你唔係連朋友都唔想做?" 她繼續流下淚。

"朋友" 這個詞語打進我的心窩裡。
原來一直她只是當我是一個朋友。

好像《飛孤外傳》中的胡斐和程靈素一般。
女的喜愛對方, 男的視女的為自己的妹子。
還好, 她有一個哥哥。

我連一個妹妹都沒有...
我遞上紙巾, 想給她抺去淚痕。

"唔使啦, 我自己就可以啦..."她絕情的道。
跟著她就回到自己的家。

答案是: 她從來都只當我是一個朋友。
"...沉迷你, 至知大局已定...原本應該一早戒了, 還是不捨得..."

是, 我捨不得你。



1.9 流淚

一星期過去了, 心情都收拾起來。
睜開眼, 七點四十五分。

還記得, 這個時間。
與你共步進入了學校的門口, 與你進入課室...
但是, 朋友這個詞語, 令這個時間減去了浪漫。

我都是趕快地換上校服, 急忙地吃過早餐, 飛快地走到學校...
依林, 都是背著淺藍色的書包, 沒有"麵包超人"和"邪留丸"陪伴她。
書包沒有掛飾, 這是叫我忘記她嗎?

一進課室, 我坐回自己的座位, 她都坐回自己的座位。
我們成了啞巴, 沒有交流, 沒有笑聲…

陳老師又來了, 說: "樂壇有派發成績表; 學術界都有頒獎典禮…"

跟着, 他又胡扯一遍。
什麼數學新秀獎? 專業推介? 

這都是嘉許那些有溫習的學生, 我都得到陳老師的嘉許。
但是, 依林呢? 

老師輕聲的說: "你退步左, 發生咩事啊? 你得…"
聽不到了, 太輕了。

緊張又來了, 雖然不是女朋友, 但是都想關心這位"女朋友"的成績, 畢竟大家都是朋友。

我見到了。

"50分, 剛剛合格了…"她強忍淚水。
"…"我不知如何安慰她。

但是, 你傷心都等於我的傷心。
我不忍心看見自己心愛的人流淚, 那種感覺, 好比刀直接剜開心藏。

你心痛, 我的心卻受了兩倍的痛苦。
原因是 - 我愛你。

"你做咩唔安慰她啊? "阿俊問我。
"她不愛我了。"我答他。
"不愛你, 你就傷害她…那麼, 你仲傷啊…"阿俊說道。



我想安慰你, 但是身體卻叫我停留。
為什麼?



1.10 近況

一個月後, 她的家人放棄了移民加拿大。

這樣, 我會成功嗎? 
不會, 因為她由頭到尾都只是當我是一個朋友。

她升到中四, 卻選不到自己心愛的科目; 我都愛不到自己心愛的女生。

很諷刺吧? 

我都漸漸忘記依林了, 因為大家走的路都不同。

她選了商科; 我卻選了文科。
"道不同, 不相為謀。"
我想愛情都是一樣, 二人都有同一的信念, 同一的目標…

同一目的: 疼愛對方。
可惜的是, 她沒有對我產生了感情
, 或者是我不懂愛她。

現在, 我們已成為了大學的學士生。

她有一個愛她的男人, 我卻一個人生活。
聽說, 依林的男友對她呵護有加, 我的心不禁為她感到了高興。

有人話; "愛一個人, 不是擁有她; 而是讓她有幸福快樂。"

這點, 我想我做到了…

"…給我一杯忘情水, 換我一夜不流淚…" 這句歌詞, 登時在我腦海經過。

這時, 已經是七點四十五分。
我都要繼續我的FYP。



2.1 四乙班

(2) 阿芳

三月十日, 我收了一個FaceBook邀請, 邀請我與其他中六朋友一齊食晚飯的節目。

我看邀請表上, 有一個熟悉的名字。
Fong, 我立刻按入她的專頁裡。
回憶, 又在這裡作工…

這個是我第二個故事, 都是我與她的故事。
她叫阿芳, 而我叫馮仔。
我們很多東西都相似的, 除了性別。

這樣我的暗戀成功嗎? 

踏入了334學制的高中階段, 三年的初中真是好開心, 因為沒有公開考試的壓力, 和大家還是小孩,
只知快樂, 不知何謂痛苦。
中四, 應該是痛苦的開始。

我照常的回校, 一回到學校, 便知自己是四乙班。跟着就行上百級樓梯, 登上四乙班的課室。

入了班房, 找個位置坐下來。我比較喜歡坐在角落, 因為能夠俯瞰全班女生。

七點半…七點四十五分…
時間一直的過去, 人數都不斷的增加。女生都進入這個課室, 但是不是豬扒, 就一般的面貌。

直至她的出現, 阿芳進入班房時, 我目不轉睛地望着她。
黑黑的秀髮, 束了一條高高的馬尾, 短短的校裙, 更顯出她白滑的雙腿, 她真是有白滑的肌膚。

"喂, 睇咩女睇到咁入神啊。"同學甲問道。
"她是誰? "我問他。
"她之前中一同你同班喎, 你唔記得左?" 他顎然道。
"下, 係啊…"我的視線都轉回來。
"喂, 藍藍。好久沒見了…"他是藍藍, 原因是他姓藍, 他是我中一認識的男學生。

原來, 阿芳曾經同我一班。
但是為何我沒有記憶呢? 
不過, 能夠與阿芳共渡三年的辛苦, 真是開心。



2.2 中史堂

因為334的學制底下, 學校自擬每班除了主科以外, 有一科是全班都共同。

四乙班, 共同的科目就是中史科。
中史說易不易, 說難不難, 就好像女人的心思一樣。

開學第三日, 第一堂就是中史堂。
老師是一個中年的女老師, 叫馬老師。不知是我的錯覺, 讀歷史的人多數都是很肥。
由於她真是好肥, 所以我們都稱呼她為河馬。

"起立…"班長叫道。
"Good Morning…"同學們都沒精打采的說。
"我地今日就講下, 中史是講咩嘢…"河馬說道。

又是那些千篇一律的課程簡介, 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但是真是沒有用, 我都讓自己的靈魂游走於課室以外。

"今日派發的功課, 聽日要交…"河馬道。
"嘩, 係咪露啊? 第一堂就有功課, 傻的嗎? "我心想。

但是, 視線又望向阿芳。
暗戀人的特點: 注意自己心愛的人, 她的動静, 但是不可以被她發現。

只見她開心的拿起功課, 立刻拿起筆來, 寫下答案。
我又呆呆地看着她。

她開心, 我都開心。

我又喜歡了她嗎? 
她會不會好像依林那麼絕情呢?



2.3 中文堂

第三堂, 中文堂。

老師是我們的班主任 - 李老師。
"不同會考, 334學制唔需要有課後問答的環節…我地無謂教課本啦,
浪費時間。不如作下文啦…"李老師道。

對我而言, 作文更浪費時間。
因為老師不需要工作, 而學生就埋頭苦幹的完成文章。

得出來的總結: "老師想放鬆, 就會說作文。因為這個時間, 她不需要用上精力備課,
只需要準備三四個字的題目。"

"唉…"同學們都嘆氣道。
"做咩啊? 作文好開心架…"李老師笑道。

但是, 靈感不是說有便有。

題目為 - 檸檬茶。
"又係呢啲會考的題目…我寧願聽書…"我心中暗罵。

老師繼續自己的工作, 同學都繼續自己的工作。尋找自己的靈感, 創作自己的精句。

李老師曾道: "中文堂是一個自由的時間, 尤其是作文…"
所以大家都各散東西, 尋找自由的氣色。

我, 卻坐在班房中, 沉醉了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中。
當令孤沖學曉了風清揚的獨孤九劍時, 

"嗨, 我可唔可以坐下來? " 阿芳問道。
"無問題啊…只要我唔影響你就得啦…"我微笑的答她。
"我叫阿芳啊! 你呢? " 她問道。
"我叫馮仔啊…"
"你睇緊啲咩啊? " 她問。
"武俠小說, 你有無睇過? " 我問她。

她搖一搖頭, 表示她沒有看過武俠小說。也對, 武俠小說只適用毒男, 幻想自己是天下第一,
幻想自己得了絕世武功…
以彌補自己在現實的不足。

我立刻收起書本, 專心的作文。
她的美貌, 又使我分心起來。
文章的進度 - 0%



但是我愛你的進度 - 99%

但是阿芳愛我嗎?



2.4 檸檬茶

午飯的鐘聲響起了。
"你會唔會一齊食飯啊? " 阿芳問我。
"哦, 好啊! 你去去邊食?"我問她。
"無所謂啦…至緊要你鍾意…"她答。

"譚仔? "
"唔抵"
"M記?"
"熱氣"
"茶記?"
"污糟"
"壽司?"
"好呀, 但是夠時間咩?"她問。
"咁快啲行啦…"我答她。

真是不同。
依林的品味, 即使一間車仔麵店都可以接受。
阿芳, 卻與尋常的港女無異。
只喜愛日本那些茹毛飲血的食品。

愛一個人, 是不會介意她吃什麼? 她穿什麼? 

因為愛是盲目。

"兩位想食啲咩?" 侍應問道。
"我想要兩個壽司餐…一個飲凍檸茶, 一個…"我說。
"熱好立克…"她急忙道。

想不到, 她都有着孩子氣。居然飲好立克, 這種飲品, 我由六年級已經停像這種"小學雞"的飲品。

暗戀一個人, 你不會介意她喝什麼, 因為在你眼中, 她的所有事情都接近完美。

飲品來了, 她用好奇的眼光望我杯凍檸茶, 問: 
"好唔好飲架? " 阿芳問我。
"你未飲過?" 我問她。
她搖頭。
"之前見爸爸飲過, 都唔知好唔好飲? " 她說。
"試試…"我遞給她。

她吸了一口, 說: "原來是那麼好味, 我而家先知原來咁好飲…可唔可同你調轉啊?" 
"可以…"我苦笑答。



飲回好立克, 都不知如何形容這種感覺。
但是, 你開心, 我就開心。

就是這杯凍檸茶, 令我和阿芳拉近了。
小息時過來問我: "會唔會到小食店買點小食?"
那刻, 我就成了厹, 陪伴她下到小食店, 買點小食回課室品嚐。
阿芳不知經上次午飯, 她竟然愛上了檸檬茶, 抑或她是愛上了我? 

抑或又是我想太多了? 

"多謝你啊, 馮仔! 我漸漸愛上你…介紹的檸檬茶…"她微笑道。
真是想得太多了



2.5 彈鋼琴

一個月後, 班會選了。
她成了班會主席, 我卻成了班中的一個班民。
班會, 又是一個小型的辦公室政治, 需要認識五湖四海的學生, 來收買人心, 投選自己。
我都成為了其中一個。

朋友夠多, 就成了王者; 朋友不多, 卻成了敗寇。
這樣公平嗎? 
選舉應該是公平, 公正的進行。
這種歪曲的政治才令香港的社會出現問題。

韓寒真的說得沒錯: "中國父母由小已教自己的小孩如何收買人心。"

又胡扯了。

"馮仔, 你可唔可以幫我地彈琴? "主席問道。
"For what?"我問。
"下個月的歌唱比賽lor!" 她續道。
"Ok! " 我答道。
"多謝你啊!"她說。

"咁唱咩歌啊?" 我問。
"友共情…"她說。
"哦…"我道。

一回家, 用盡自己的力量, 彈好每一個音符, 對好每一拍子…
為的不想你失望。

來了, 歌唱比賽。
我只是印了一張的歌譜, 原因是我的天份是比人發揮更好。何況我已苦練多時, 只為這日的來臨…
一張歌譜, 就是我苦練的結果…

但是, 我不幸"督魚蛋"。
右手拇指腫了起來, 可能只能發揮八成功力。

我照彈出美妙的琴聲, 歌譜被秋風吹掉了, 我沒有拾起來, 全場的注目都在我的身上, 看我出糗。

但是星爺曾道: "呢啲嘢好講天份…"
天份爆棚的我, 再加上苦練的成果, 使我記得每一個音符, 每一個拍子。
我得了鋼琴的最高境界 - 無譜自通。

我望見阿芳, 她微微的望着我。
這個微笑,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



暗戀 - 最好的是讓她知道你是全世界最棒的, 無人能及的。

那一刻, 我做到了。

最後, 我班得了亞軍。
我想, 八成都是因為我的失誤令我班不能夠拿到冠軍。

我忍着痛, 行近阿芳的身邊。
她擁抱着我, 我的心真是跳了出來。

"你好叻啊…"她興奮說。
"啊, 係咩? 我都是負六麻…"我害羞的說。
"你可唔可以教我啊, 我都想學琴…"她甜甜的說。

暗戀 - 自己心愛的人因為你而改變, 這代表她開始注意你了。

"無問題…"我答。
"就咁話啦…"她說。

從那時開始, 我們就開始沉醉了鋼琴的世界, 她的資質其實都不是很差。
教了兩堂, 已經掌握了拍子感。
鋼琴, 又成了我對你的回憶…



2.6 五時正

下學期, 河馬老師終於給了中史測驗給我們四乙班。

"今次的測驗, 我地會cover甲部同乙部, 咁樣會貼緊考試模式…"河馬道。
"下…咁多點溫啊?"大夥兒都抱怨道。
"書始終要溫, 你地係咪唔想拎五星星?"跟着她望向欣宜。(但是這個是另一個故事)

我望見阿芳的表情, 一時開心, 一時卻板起面來, 為什麼? 

我的心又受了兩倍痛。

"我好驚啊…"她說。
"做咩驚啊? "我問。
"我好驚今次又唔合格啊…"她說。

讀過中史的朋友應該明白, 即使任你努力, 任你多有天份, 任你多麼天下無敵…
都是不合格。
最高分都是七十分。
試問你會不會害怕? 

我的EQ比較高, 所以這些雞毛蒜蓉的小事都不會太影響了我的。但是, 阿芳卻太重視學業了,
太追求完美了。
一有失敗, 就打碎了她脆弱的心靈。

"不如咁丫, 我自己就五點正放床溫書, 你使唔使我幫你啊?"我問道。
"又好啫, 試下都無妨…"她露出一絲的笑容。
"咁好啦, 今晚盡量早啲訓, 聽日等morning call…"我說。
"Ok…"她說。

吃過晚飯, 拿起書本。
準備討伐袁世凱, 二次革命, 護法之役…
不斷的從我口中說出。

跟着, 又與秦始皇, 漢武帝, 隋文帝, 唐太宗, 唐玄宗做朋友。
學他們的中央集權。

明太祖和明成祖都向我招手, 要我陪伴他們, 一齊商討文字獄和處理杖刑。

我十一點睡覺了。
睡了六個小時, 終於要起床作最後的作戰。

睜開眼, 立刻想起阿芳。
"喂…"我說。
"喂…五…點…啦…"阿芳模糊的說。



"是呀…起身啦…"我續道。
"你…都…是五點…"她再睡着了。
我笑了。

失敗了, 她再睡了。
一個人溫習, 真是孤獨。

難道我以後都要一個人的生活嗎?



2.7 末期考

測驗完了, 她合格了。
我卻拿了48分, 又是不合格。

不合格, 習慣了。
老師都說: "今次男生的答題, 不太良好…"
也是一種安慰, 至少我對中史有興趣。不會因為少少的挫敗而放棄了我的興趣。

這種學習態度, 算是良好嗎? 
比起教育局的"求學不是求分數", 更有見地。
興趣 > 分數。

100分不代表你真是熟識, 只能說你了解答題技巧。

又離題了。

她拿起自己的試卷, 走過來。
"我好開心啊…雖然我只是剛剛合格…"她高興的說。
"哦…我又唔合格啦…"我苦笑答她。
"唔好唔開心啦…"

我沒有因不合格而傷心, 我反而開心了。
因為她開心, 等於我開心 。

五月, 除了聽着五月天的歌外, 都踏入了中學必經的階段 - 期考。

像依林一樣, 這幾個星期, 她都是零溝通, 零接觸…
可能她真是太重視自己的學業, 看事物都太過完美了, 逼使自己繼續變強。

但是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她科科都低分過我, 我中史都是剛剛合格。
她得到49分。

那一刻, 她崩潰了。

"馮仔, 你得閒嗎? " 她流着淚說。
"Ok啊…發生什麼事?" 我冷静的說。

"我考得好差啊…"她真的崩潰了。

中三時, 阿俊說了一句話。
"你愛的人傷心, 你仲要她繼續下去。你同她都只會繼續傷心, 何必呢?"



安慰阿芳, 是我唯一要做的事。
因為我愛她。



2.8 六月尾

"你唔好唔開心啦...而家先至是中四, 仲有得追。"我安慰她。
"真係?"她破涕而笑。
"珍珠都無咁真架..."我說。
"不如咁啦, 你下個星期二生日, 我同你慶祝生日?" 我續道。

她默言, 可能我真是太過突然了。
"你又知我下個星期二生日ge?"她面紅道。

暗戀 - 就是會刻意的記得她的生日。

"我都是睇你FaceBook生日咋…"我答。
"但我想問你一條問題。"阿芳問我。
"你問啦…"我答。
"你愛我嗎?"她問。
"…"我默言。
"唔使急, 遲啲答我都無問題…"說畢, 她就回頭走了。

那一刻, 我呆呆的站在這裡。
我明明愛她, 為何不敢答她的問題。

是我的膽小, 抑或是我不懂回答? 

"去馬啦, 兄弟…"藍藍說。
"但是我都唔知她係咪鍾意我?"我答。
"妖, 而家去左…即使她拒絕你, 都可以放下心頭大石…"

永遠, 朋友就會在這些時侯, 給你美好的忠告, 這代表他重視你。

到了阿芳生日, 我就陪她一起到N字的卡拉OK, 一行十人。
我在昨晚已經苦練自己的歌聲, 想在此表演一番自己的歌聲。

什麼葉問又抽筋? 擁抱馬德鐘? 
都一一的記在我的腦海中。
為的都是慶祝愛人的生日。

突然, 聽了一句歌詞…
"…沉迷你, 至知大局已定…"
又想回昨天阿芳的對話。

她這樣問我, 是暗示愛我?



抑或有其他意思?
抑或都是當我是朋友? 
 



2.9 回家路

K房宴, 由五點正至十點半。
侍應都送上一個生日蛋糕給阿芳, 我都送上一首耳熟能詳的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Ar Fong,
Happy birthday to you. "

那一刻, 她微笑地看着我, 她應該在嘲笑我的歌聲。

吃過蛋糕, 付了帳, 都已經是十一點半了。
"你可唔可以送我返屋企啊? "她問。
"無問題…"我答。
"因為最近聽人話有色魔, 我驚啊…"她害怕的說。
"你放心, 我仲咸濕過他。"我答她。
"癡線…行啦…"她大笑說。

不同上次與依林, 她全程都抓緊我的左手。
可能真是怕了色魔。

"你之前問我ge, 我有了答案…"我說。
"其實我一直都鍾意你…但是…"她打斷我的話。
"馮仔, 你係一個好男人。我真是好感激你一直支持我…但是我唔想拍拖住…"她冷冷道。

說畢, 她放開我的手。
我沒有問她為何不想拍拖, 但是聽了她說一直都喜歡我, 至少完成了99%。但是只差一點點…

唉, 習慣了。
原本可以變為兩個人, 一刻卻使我成為了Forever Alone。

不過, 謎底解開了:
她喜歡我, 但是不願意和我愛到天荒地老。



2.10 爵士樂

一晚, 我不能入睡。
唯有用WalkMan聽着爵士樂, 沉醉了小野麗莎的世界中。

夜晚, 一杯紅酒, 一首爵士樂。
兩樣東西都可以抒發浪子的悲傷, 缺一不可, 或許這個情節只有王傑會明白。

"…可以愛的話, 不退縮…"
真是誰明浪子心。

但是真是大煞風景, 我未成年, 飲不到一杯血紅的酒。
就像阿芳不願意與我相戀一樣。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小野麗莎的«Fly Me To The Moon», 真是抒發了我此刻的心情。

爵士樂, 令我沉醉了浪子的情懷, 也用來忘記你的拒絕。

阿芳, 最後丟下中史科, 因為她不想接受那個永遠不合格的世界上, 也叫我忘記她的笑。

中文堂都少了坐我旁邊。

直至現在, 她讀上學士。
有了男友, 一個愛她的男人。

我的心才感到欣慰。
因為"…愛一個人, 不是擁有她…"



3.1 大學聚會

(3) 阿怡

今日, 要趕回學校做Lab, 要在下午兩點之前回到學校。

趕了巴士, 找個位置。
突然收到了一個WhatsApp, 
"…今晚我得閒啊, 你會唔會一齊食飯?"阿富問我。
"明將點睇?"我問他。
"好啊…"阿富答好。

回到學校, 吃個下午茶。
"嗨, 介唔介意我坐?"一名女生問道。
"可以…"我只顧看着古龍的武俠小說,沒有理會她。
"你咪馮仔…"她問。
我望向她, 原來是她。

她是我第三個暗戀對像, 都是最後一個。
她叫阿怡, 我叫馮仔。
這個是我倆的故事。

"各位同學, 歡迎大家黎到今日嘅ONight…"司儀說。
"而家找你自己的舞伴啦…"司儀說。

音樂響起, 我又是一個毒男, 坐在一角, 等待這個嘔心的環節完畢。

準備拿起武俠小說先的時候, 
"我無舞伴, 你會唔會做我的舞伴?"一名女生問道。
"哦, 可以啊…"我答她。

她拖着我的手, 我們擺好姿勢, 開始跳一支華爾茲。
多謝高中的體育老師, 教授了我社交舞的技巧。

她不太懂得華爾茲的舞步, 不時踩踏我的腳板, 換來是一句
"對唔住…對唔住…"

"你叫咩名?"她問我。
"我叫馮仔…你呢?"我答她。
"我叫阿怡啊…"她答我。

我再望她的面貌, 真有如仙女下凡, 愈望愈像陳法拉, 不知她們是否失散的姊妹呢? 

"你好似陳法拉…"不自覺的說出來。
"多謝, 係咪想讚我靚呢?"她再問。
"係啊, 靚女…"我再說。



她微笑。

我又被一個女生拉進了暗戀的深坑裡。



3.2 交換電話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大學的聚會就這樣完結了。

"我可唔可以要你電話啊?"我問她。
"可以啊, 多謝你今日陪我啊…對唔住, 我成日都踩到你隻腳。"她抱歉的說。

"你有無住hall啊?" 我問她。
"有啊…"她答。
"我都有喎…我住na"我答。
"我都是喎, 咁岩ge…"她說。
"遲啲一齊食午飯啊?" 她問。
"好啊…"我答。

那一晚, 我立刻傳送WhatsApp給她。
"你聽日有時間, 一齊食午飯?" 我問。
"使唔使咁快啊?"她回應。
"咁一係星期三?"我問她。
"我聽日先答你, 因為唔知個schedule點…"她回答。

那一晚, 我就瀏覽高登討論區。
細問高登巴打, 絲打, 如何打開了話題? 如何得了女生的芳心? 

凌晨兩點半, 才回到床上睡覺。

暗戀 - 會問其他人如何討悅她的芳心。

因為你不知她的愛好, 她的興趣, 她的所有…



3.3 一同上課

大學, 一個自由的地方。
自己學習, 自由表達, 自己活動…

有人話: "大學是破壞多過建立…"
同意是大學生太不成熟了, 不同意是大專教育都是一種建立。

又離題了。

今日, 第一堂是八點半。
我像一個中學生, 比預定時間早十五分鐘到演講廳。
沒辦法, 李老師曾道: "遲到的人, 是一個欺騙人家時間的壞蛋。"

所以, 我從不遲到。
是一種美德, 抑或是一種強逼呢?

她都不例外。
她一進演講廳, 立刻見到我, 立刻走到我面前…

"你隔離有無人? "她問我。
"無, 坐啦…"我答她。
她坐下了。

Lecture都開始了, 今堂是政治學。

我專心的聽書, 跟着碌屎的名詞, 一一的知道政治學的理論, 不同人的主義, 政府的工作等等。

阿怡, 就專心一致的瀏覽淘寶。
心中暗罵: "死港女…"

浪費了自己六年的青春, 浪費了父母的期望…
唉, 暗戀又使我體諒她的缺陷。

"好啦…今日就到呢度啦…"Professor說。
"喂, 完啦…"我對她說。
"哦, 完啦…"她傻傻的說。
"你等陣有咩堂?"我問她。
"無啊, 做咩?" 她答。
"行街點睇?"我問。
"好啊…"她話。
"咁得陣三點半見啦…"我說。

我想, 我今次應該成功了。





3.4 電影院內

我們照預定時間, 三點半在火車站等。
她穿着熱褲, 穿上短袖上衣, 露出白白的肌膚。

那一刻, 我真的心動了。
大家想像一下, 一個擁有陳法拉的面孔, 擁有李蘊身材的尤物, 就在我的面前, 那一刻, 誰不會心動? 

"行啦…"她說。
"哦…"我呆呆的回答她。

第一步, 大家都知道, 約會女生應該要看一套完美的愛情電影。
真幸運, «那些年…»在那時剛剛上畫。

女神就拉着我, 叫我與她一起看這套"驚天地, 泣鬼神"的九把刀電影。
於是, 我請了她看電影。

$65, 看似便宜。
但是就能夠買你的笑容。

"…請讓我, 繼續喜歡你…"
那一刻, 我睡着了, 但是她抓緊我的手。
光反射到她的面, 我看見她流下眼淚, 發生什麼事呢?
我遞上紙巾, 她答謝, 拿起來拭乾眼流。她抱着雙手臂, 我猜她應該是冷吧, 給她一件風褸。

這個又是我家族的教育, 保護女生, 是男生最大的使命。
再加上蘇永康都說:
"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

這幾點, 讓我知道, 保護女生, 男生有責。

電影播完了, 她的淚都止了。
她因什麼事而流淚呢? 
我要不要安慰她呢?



3.5 燭光晚餐

"好好睇啊, 我喊左出黎…"她說。
"喊到成隻豬咁添…"我說。
"咦, 你玩人ge…"她說。

我們選了一家餐廳吃晚飯。
旺角的餐廳, 最歷史由久的就是花園餐廳。
但是, 真是好貴。

一個人都要七十元以上, 但是與你一起共享燭光晚餐, 多少都願意付出。
"兩位要咩嘢?"侍應說。
"兩個set dinner, 一個飲凍檸茶, 一個…"我答。
"都是凍檸茶…"她笑咪咪說。

凍檸茶, 又是一個與阿芳的回憶。
苦是你不願與我愛到天荒地老; 酸是你已有男朋友。

"做咩呆左啊?你喊啊?"她笑說。
"哦…沙入眼啫…"我回答。

一同共享晚餐, 感覺很新鮮。
因為我未與女生共享燭光晚餐。



3.6 演唱會內

媽打有朋友在某些渠道, 拿了YY Concert， 還有兩張。

那晚, 我WhatsApp她
"我有YY Concert的門票啊, 你會唔會想去?"我問。

我看她的最後上線時間
"Yesterday 10:00am"

唯有等待她的回覆。
到了十二點, 她回覆
"好啊, 我想去好耐啦…但是一直都買不到票, 點解你會買到…"

跟着, 又是我一陣的吹噓。

到了那日, 我約她在火車站等。

進場, 真是好正。
因為我又是第一次參加演唱會, 可能以前覺得是一種奢侈的活動。

一開始, 唱了一曲, 沒有什麼特別。
第二首, 陳奕迅上了台。

小提琴奏出小調來, 對我這種天份爆棚的音樂人, 一聽就知道是陳奐仁作曲, 黃偉文作詞的 - «尼古丁»

"…沉迷你, 至知大局已定…"
又是這句, 上一次在K房, 再上次在鈴聲。

今次卻在現場, 每一個詞都打進心扉了。
我會不會犯了同一個錯誤, 令到自己只是單戀, 對方根本不喜愛我的。

一連數小時的演唱會就完了。
說真, 好正。除了可以以一人價錢, 換來眾多歌手的獻技。
都有你的相伴。

"今晚, 我室友外出了, 你會唔會黎我的室中作客?"她大膽的問。
"亂唔亂架?"我問。
"係亂架啦, 你黎唔黎丫?"她再問。
"黎…"我答。

但是, 心想"無啦啦, 做咩要我到她的房?"
她真是愛上我?



3.7 四樓房中

我到了她的房中。
多麼"整潔", 我想我真是一個整潔的男生。

"嘩, 你都幾乾淨喎。"我說。
"哎呀, 你唔好笑我啦…"她面紅道。
"唉, 頂唔順…"我說。

我連忙幫她清理房間, 那時已經是十二點了, 我逐一幫她清理。
又掃, 又掉垃圾…

搞了一句鐘, 才把她的房間弄得整潔。

"多謝你啊…"她說。
"哦, 舉手之勞…"我道。
"你以後會唔會再幫我清理啊?" 她問。
"睇下點先啦…"我冷冷的說。

她洗了澡, 我都洗了澡。
"今晚不如共眠吧?"她問。
"…"我默言。
"認真的, 我愛你啊…"她甜甜道, 還吻了我一下。

"…什麼反應算是動心?…"
Rubberband的歌在我腦海響起了。
那一刻, 我真的動了心。

"好啊…"我答。

於是, 我們睡在一起。
不同的是, 我們沒有發生關係。
原因是, 我覺得那句"我愛你"有點奇怪。

"你愛過一個人未?"她望着我。
"愛過…"我答
跟着, 我就說了我, 依林, 阿芳的故事給她。

她哭了。
"點解我愛的人, 他都唔愛我ge? "她流着淚說。
"我都試過兩次啦…"我苦笑道。
"你真是一個好男人啊…"她再吻我一下。

這是夢嗎?



3.8 不理不睬

這一晚, 過得很快。
明早九點半, 又是政治堂的時間。

她與我一起吃過早餐。
一起到演講廳, 一起聽Professor的偉論。

她依然的瀏覽淘寶, 我卻細心聆聽Professor的講課。
但是, 她沒有理會我, 只是專心一致的看着自己的淘寶。

為什麼?

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她有心事?
我應該問她嗎?

"一齊食飯嗎?"我問她。
"嗯…"她冷冷的答。
"我有有東西要與你相論, 不如今晚一齊食飯啦…唔好食午飯…"她沉着臉說。

跟着, 我不斷地發出訊息給她, 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了。

"我今晚就會說出一切…你唔好煩我啦…"她開始憤怒了。
跟着, 她就沒有發訊息給我了。

那一夜, 我們在眾志堂吃了晚餐。
"我有了男朋友…"她說。
"誰?"我問。
"我地唔可以一齊…"她冷冷道。
"…那昨晚的'我愛你'唔係真心?"我苦笑道。
"對唔住, 我都唔想…"她說。
"唔緊要! 我都習慣了…不過, 我想知道, 你點解會揀他?"我問。

跟着, 她說出了她的故事。
她有一個男朋友, 拍拖兩年, 因為有一些衝突, 彼此分開了。

那幾個月, 就是他們的分開的日子。
我原來只是一個代替品。

"我吻你, 其實想回憶對他的思念…"她說。
"點解要揀我?"我怒道。
"因為你有好多嘢都好似他。"她說。
"哦…不過, 祝你有個幸福的感情…呢餐我請你啦…忘記我啦…就當我無見過你啦…"我怒道。
"唔好啦…"她說。
她抓着我的手, 心軟了。



但是, 她都沒有愛上我。
我只是一個代替品, 還要受她的愛?

我放開了她的手, 我道:
"唔好咁啦, 你令我好難做…"



3.9 輸給愛情

她有自己的生活。
我都有自己的生活。

自見她WhatsApp的圖, 多數都是與男友的親熱的相片。
我卻一個人, 吸了一口香煙。
嘆了一口氣, 尼古丁隨着煙送上了我的腦海中, 開心的, 傷心的, 一一映在我的腦海中。

三段的暗戀, 三次的失敗。
三個女生, 三個男朋友。
我卻一個人。

"…輸給愛情, 絕症。"
從MP3機唱出, 都唱出我的傷心。

你明白那種傷感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