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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係小璃。我大約會在章節的最後才會再次想起跟大家的對話吧…誕生，也是很可怕的呢。
只不過有想到能夠完結我們的心願，我亦能夠放手的去做了。那麼，回頭見吧。

 
見瀧原市，見瀧原縣立醫院。五盞醫療用高功率鹵素燈的照射下，一名女嬰哇呀哇呀地叫着，新生命
的降臨聚焦了床邊所有人的目光。“是一位十分健康的小女生呢，恭喜夫人。”因接盆而沾上血漬的
雙手及多次接生的經曆依然難以掩蓋住白衣天使們因“新生”帶來的恩典及喜悅。
 
“爸爸，是個女孩子呵。那麼，要按打賭叫作小璃咯，春山璃。”小女孩的父親轉了轉頭，看過女兒
及妻子，邊投向溫暖的目光，邊用手帕抹去她臉頰上的滾滾汗珠。
  
  “唔~呼~”白色的淫獸坐立在床尾，用自己毫無感情的雙目注視着眼前睡眼惺忪的少女。
  “好啦，我就要起來了！” 被窩裏的少女捌個了嘴，在黑漆漆的房間內，仿佛是在自說自話。
 
推開層層的溫軟，邊張開打着哈欠的小口，邊用手背揉搓自己圓圓的大眼睛。用自己的白色蕾絲手袖
不意為然地刷過嘴角幾道垂涎，左右擺了下頭，將自己淩模散亂的 頭毛一一擺回肩後。
  “你昨天把拖鞋踢進床底了。”
  走廊中，回響着大廳側處廚房傳來的煎煮聲，以及女孩單腳穿踢橙色軟拖，不着調的腳步。
 
“今天你可一定要吃早飯。早餐是每天的動力根源，不管你現在是小學生，或是初中生呢。春山璃！
”
  嘩！言出必行的老媽呢。唉~好吧，服了。
 
“我發誓早餐會成為我的例行公事，此誓一生一世，永不違諾。媽，快去休息，要多休養。”看看你
，路都無法好好走了，還要撐強去動廚...不過，還真是一桌豐盛的佳肴呢～

 
“學姐早上好！”公寓的大門外，站立着一位金色螺旋雙馬尾，胸前結起緞紅色的漂亮蝴蝶結，有着
豐滿身材的初二女中學生。
 
清晨的陽光夾帶着貪早的鳥鳴聲，經橫叮的房頂滑落到兩人的臉頰，而“答答”響的踏步聲則一直領
前在女中學生之前。
 
“我又見到了，麻美姐。那個夢，似乎是要愈加的奇怪，更比我去猜想的還要過份。”嘟長的小嘴處
在屈悶中，雙眼直瞪瞪看着自己的腳步及抽挂在身前的手提包。
 
“那是因為小璃是個溫柔的人，所以，小璃想要向我和其他關心的人分擔的事，比起我們意識到的還
要多呢。”並排而立的她捲起小璃的左手，下唇揚起的她用微笑挽起了對方的小臉。她知道眼前的人
絕對比她想得要更遠更多，不論是各種限制及生活意義上的想像，還是對自己的期望。
  “嗯。”



 
我知道希望與絕望是守恆的，我知道每一項的感情都代表著一種的力量，我知道最能代表人類感情的
模型就是想要產生更多想法的這個想法。我想要解決的是媽媽的健康問題，我想要解決的是麻美姐她
們面對的無盡戰鬥，我甚至想要解決的是所有大家不順心的事情。我相信只有從沮喪之中才能產生期
待，我相信每一種情感都是一個變量中的可能性，更相信前進中的未來就是這些概率交織而成的結果
。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像過自己是一個宇宙常數呀，QB！”
  “但這可也是你無法成為魔法少女的唯一答案呀！”
別過嘴臉的小璃就是一副愛理不理的臭屁樣，生起悶氣的頰腮現出兩個小酒窩。
顯然現在的局面已經不是第一日發生嘅事。這隻主打賣萌為生的白色長耳松鼠就熟悉地、小心地跳進
了正側坐椅邊中她的懷裏，試着用其毛絨絨的長耳借揉搓得到那人的回應。
 
“好啦Qb，不要再繼續欺負我家的學妹呢。這裏是我近幾天新嘗試做的玫瑰曲奇，還有小璃最愛的
牛油曲奇，快來嘗一下味道如何吧。”兩個排滿曲奇餅乾的花俏圓碟誘使少女忽略過腿上的負累，一
把推開後，就要上前去拿。

 
巴麻美的家就似是一個歡迎每個來客的咖啡廳待應，滿溢柔光的玻璃吊燈，井井有條的大廳內滿是色
彩繽紛的家具裝潢，舒適的沙發、
篷鬆的榻榻米及絨毛地毯，再加上精美而少女心爆棚的鮮色碟具，可以稱得上是完全迎合少女幻想的
佈置設計，一直都讓小璃對其記憶忧深。
 
“麻美姐，你認為魔法少女對你來說到底代表着些甚麼呢？雖然我是能看得到麻美姐還有Qb啦，但
總是感覺自己想像不到呢。”
 
“啊？是有這樣的事。要去表達的話，就是，那個，魔法？打敗魔女，還有變身裝束？嘛，我也是....
..小璃？我想於我而言，雖然我要成為魔法少女是迫不得以的，但真的，真的，我很開心可以做到為
了大家的事，特別是小璃你，在那一個魔女的結界內。還有就是認識到你，幫助其他人，在過去的戰
鬥之中......"突如其來的問題一下子打在臉上，結巴的話串滯串留。儘管開脫想要轉換話題，郤被用瞪
圓的雙瞳擋在身前，就連Qb也被強行堵嘴。
 
我......不知道，或是說，我不曾需要過去想這個問題吧。大概自己能夠當上魔法少女的證明，就是我
這一從而得以延續生命的奇績本身吧。魔法少女，的確，自己已經是了呢，但對於其他人而言，或甚
是小璃，我是真正的為了換取奇績而自願成為的魔法少女，又或者是為了活下去而只能作出選擇的，
一個不真正的魔法少女呢？小璃對我是完全的信賴着，但我其實從一開始就未有過作出選擇的權利吧
？想要把她扯入這般危險的戰鬥中，我根本就不是一個可以用作借鑒的伙伴，會是嗎？
 
“抱歉，小璃，我不知道呢。能夠原諒我嗎？在我過去近一年的時間之中，若必定要說魔法少女所代
表着的事物的話，那麼應該就是那本我曾給你看過的魔法少女日誌吧，那份由奇績所換來的職責。”
 
就在自己的巴巴喃語中，擅自站立起來的巴麻美繞過小璃，在大廳的落地玻璃窗面前，置身於黃昏之
景的她就在一步一步中變身成為了一個身穿黃色擺裙的中世紀火槍手。盤婉交結，彌羅飄織的緞帶在
少女的身上轉換變化，高跟長靴配及束腰馬甲，蝴蝶領帶加上扁圓筒帽，直至最後交匯在髮鬢上，那
顆右手提起的寶石吊墜內裡。
 
暮色籠罩下的見瀧原市，除了一名小小的觀眾學妹外，無曾有人知道過她的存在以及意義，在未來亦
然吧。



  “好啦小璃，你喺時侯要翻屋企啦，唔好太夜要爸爸媽媽擔心。”掛起一臉微笑的靦腆樣。
 
“麻美學姐以及其他魔法少女都是很偉大的，所以小璃你的情況的確是十分遺憾。”QB擺著尾巴，
豎起耳仔，個樣仲好鬼正經咁同你講。
 
“你哩隻Qb呀！咁...咁，咁溫馨嘅狀況都不忘要挖苦我，你咪使指意今晚有飯食呀！希望你啱啱食
嘅曲奇餅夠你今晚飽肚啦長耳兔！麻美學姐，那麼，聽日見了，我走啦～”
  
  側目下的條條橫町小巷裏，延綿的燈光都只是軟弱無力的飄蟲，在深處，皆消失在月夜之下。
 
"QB，那時侯你是如何知道，我，在魔女結界之中?這根本與麻美姐無關，所以請你不要再欺騙麻美
姐了，其實是你把她帶來救我的吧.....我想要知道為甚麼？"
 
"是的，要知道所有似你年紀的女孩都擁有着成為魔法少女的潛質，但小璃你的特殊實在是超出了我
的理解。要知道這種潛質會從年輕的女孩子而來，是因為這時侯的大家都對希望和夢想擁有着最為濃
厚的希冀及願望，所以才會成為契約的最佳人選。事實，在面前，顯然小璃完全符合條件，情況簡直
是無法理解。這個偶然的可怕發現不得不讓我將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要知道這種迫使我考慮使用珍
貴的契約名額的狀況簡直前所未有，如果未來同樣的情況持續出現，那麼實在是，十分之，糟糕呢。
當象徵着希望和夢想的魔法少女不再出現，恐怕，每一個人類的感情就都會被魔女的絕望所覆蓋，而
緊接着，代表着情感間以希望制衡絕望的契約魔寵的我，恐怕亦會永遠消失在人類的視線之中。"
  真喺夠啦。唉。
  Qb根本就迴避咗我嘅問題。
  今日個天真喺好早就黑曬呀。
  做唔到魔法少女，咪做翻普通人囉。
  但喺因為缺少每個人都擁有嘅潛質而做唔到，呢件事未免......
  太蠢啦。
  根本就無說服力可言。
由我誤入魔女的結界中開始，就夾咗係魔法少女與普通人嘅兩個世界之間，
  “好地地。”，
  突然就有人叫你許願，話可以幫我解決所有麻煩野，咩願望都可以一一實現。
  喂，點聽都似喺傳銷啦。
 
而當前面呢隻毛絨絨，細細粒粒嘅兔仔，就證明畀你睇真喺做得到之後......又話喺唯獨是對我一個無
效.......我有句“四字真言”認真唔知該唔該講。
  “好啦Qb，咁你嘅意思即喺「既然講咗都無補於事，不如等麻美姐救咗我再慢慢解釋啦。」
這樣的確喺我可以接受的，就算你講到我好似正義剋星咁，相信魔女依然會毫不猶豫將我襲擊侵殺。
”
  “小璃，我可沒有說過你是魔女的一方，我意思是－－”
  “兩頭唔到岸嘅「普通人」啊嘛！好囉！”

 
或者喺被惹怒嘅人認為自己不被尊重，又或者喺因為屋企已經近在咫尺，失去耐性嘅小璃拔腿就跑。
想要遠離煩惱的她，直覺告訴自己在解決煩惱的能力上，那個温暖的家很可能比起一張失效的萬能契
約更為厲害。
  殷紅的雙眼在背後注視着，目光探過昏黃的街道，搖擺着長尾的白色妖物臉上目無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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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哈哈~我畫得好好！”
“你喺大傻瓜！好差~好差啊~”
“我喺大傻瓜~好差好差哦~”
“呵呵呵~哈哈哈~”
呵呵呵呵呵
哈哈哈哈哈
“你哋等陣啊！唔好走啊！”
呢度，究竟喺咩嘢地方?
在連串畫象扭曲而成的空間之中，身穿白色針織運動外套的她格外醒目。身後剛才穿行過來的巨型畫
框已然消失不見，只好躲在一箱箱的水彩顏料背後瑟瑟竊看。
儘管已經對着兩個奇怪嘅細路通然大叫，但二人組卻立馬轉身就走，用一種似是在跳探戈般，
一衝一滯的步伐，一邊嘻嘻哈哈大笑着，直至跳進一本巨大的童話畫冊的窄頁之中。
“我喺咪發緊夢呀…...”
啪!
雙掌拍在稚嫩的小圓臉上。
“唔痛嘅?”
再次張開眼後，依舊是那個寬廣的詭異空間，只不過在離地數層的高遠處打開了數道琉璃色的玻璃圓
窗，幾個與剛才外貌相仿的小朋友身穿着秋葉原系女僕裝，展露的熣爛笑容齜出了滿排雪白的亮齒。
“小璃？”
“小璃！唔好再發白日夢啦！”
“吓？”“吓呀！小小小...小圓？上緊乜嘢堂架依家，我唸咗幾耐嘢呀？”“仲上堂...小璃，你一路
趴喺自己位上面發呆，直到依家都已經放學啦。”“吓！我錯過咗啲咩呀？課室一個人都無曬啦喎。
”“你由語文課，老師開始解讀犍陀多這個角色為何在最後依然有着不好的下場開始，就一路成嚿木
咁呆咗喺度啦。”“咁咪姐喺由上堂一開始嗰時囉…”“虧你發夢仲記得咁清楚呀，快d執好嘢走啦
~”“仁美醬，還有沙耶加醬她們呢小圓？”“仁美要去每逢星期二練習小提琴的琴房，而沙耶加醬
嘛～你猜猜呢？”“哈！你以為我不知道劇情走向嗎？當然喺去咗搵佢嘅恭介BB啦！哈哈哈。”“
吓？你講咩呀小璃？不過又的確畀你估中咗喎。”兩人快步走完樓梯，穿過中庭的廣場空地，轉出校
閳右方的大街，直到平坦的混凝土人行道變為泥紅色的磚塊路，身前經已是兩人日常陪伴着三五知己

 ，來回學校必經捷徑的市鎮公園。 見瀧原的這個新公園扮演作為一條捷徑的角色的日子並不長久。
在最初啟用的兩年過去後，歡愉的人群就只會在週未、週日再次聚首。植種、磚路、人工湖，被這個
景色包圍的兩人並肩踱步。“小圓。”“嗯？”“你漢語合唔合格呀？”“嘎？！我......合格，當然
啦。發生咩事呀？莫非小璃你今次測驗失咗手？”“無～你唸多咗啦。我今次都喺滿分一百咋嘛。”
“......如果到期時我都可以好似小璃你咁，期中考就能夠一切順利啦。”“其實又唔使咁怕啩？我身
邊每個（動物）朋友嘅特長都唔一樣，小圓唔喺就好精於畫畫填色啦咩。”“真喺？你真喺覺得我之
前畀你睇嘅畫冊配色做得好好？”“咁就理所當然啦。除咗顏色配撘，你嘅畫入面就冇任何一處比較
出色的地方，其實想令我唔記得都幾難架。”“鳴鳴鳴～QQ“”好啦好啦廢怯少女，對唔住，喺我
錯，我都知自己近日脾氣暴燥。但我只要向小圓你傾訴，成個人就會鬆曬，妥妥當當復活！“”咁喺
因為班上唔會有另一個人，願意畀你這樣一通挖苦囉......識咗你咁耐，好明顯，你肯定是在街外遇到
一啲既解決唔到而又火燒眼眉嘅事情啦。“”小圓你點知架？“”在學校的事，有試過你係解決唔到
㗎咩？“”......““安啦春山，你有啲咩事喺想同我呢位發小知交講架，啾~”啞言了，嘎然而止，
小璃回答不上這一句挑逗，更令磨蹭皮包吊帶的手心都完全變紅，喘息亦慌亂起來。打破沉默。 “



話說，小璃你聽我說，據說只要兩個人同時對着公園裏的梅花鹿石雕一同許願，兩人遇到的共同難題
就能夠迎刃而解了。”“先唔講我唔信許望，其次我倆亦不是情侶，你唔好咁幼稚好冇。”“一定能

 夠實現的，夏娃醬～兩人合力不就能實現你的願望嗎？走吧！” 她拉着我走得又急又快，好幾次險
些跘倒我，一把托起我又繼續跑。難道她不清楚我的願望......嗎？面對她，我只有無條件的坦白。腳
步繞過公園的錦鯉池，斑紋、花點的彩鯉游魚迅即張開口，對着我倆乞巴乞巴着小嘴，又在身後散開
。終於跑到石雕的時候，果然已經大汗淋漓，氣喘吁吁的，但見身旁的罪魁禍首更加誇張，都已經跪
趴在鹿腳上喘氣。“一言不合就飆，跑步咁叻之前運動會又去做後勤人員！”感到十分無奈，真喺無
曬佢乎呀，但喺我並唔討厭哦。小㘣佢，亦只有在我們幾個好朋友的面前才會如此放得開，不會再思
前想後，表現得驚驚怯怯。 眼前的雕塑一雌一雄，公鹿揚起頭展現自已雄壯的鹿角，而母鹿則倚靠
在旁，用它的短角磨襯自己伴侶的肩膊。此時，小圓亦已回過氣來，雙手拍在鹿頭上對我展露她燦爛
的笑容。“將-將-將！睇吓，小璃.....痛痛痛呀！”我伸手搣落佢塊圓臉度，見佢咁得戚，真喺忍唔
住手呀。直被扯得吃痛的她捧起腮面揉搓，扁起鴨嘴用一種憂怨的神情瞪著我，本人感到十分滿意。
儘管我倆已經在此放聲嬉笑，然而，周遭只有我與小圓兩個人，整個廣場仍帶給我一種蕭蕭瑟瑟的感
覺。再次走過來的小圓向我粗略解說了許願的流程，在她的祈願的帶領下，我閉上眼，眼角的映幕上
就只剩灰濛濛的一片。她說我其實不想成為魔法少女，又說很擔心我與其他人的關係因而變質，衷心
地祈願我的盼望都能不留遺憾。她合掌低頭禱告，髮鬢叉過耳垂，用一道真誠的背影蓋住自己的側立
。䊹細的身材顯得制式針織毛衣感覺蓬鬆鬆，似是套在身上一般。她提到了麻美學姐，以及仁美同學
和她自己，說到沙耶加，再想起班上的幾位同學。直到......直到我抱住她。“啊哇！你做咩呀，許願
緊架，嚇死我啦。”哈哈哈，謝謝你小圓。抱在懷裏的肩膊，架在脖子前暧暧的，髪辮郤蹭在我臉感

 覺癢癢的難受。 我許下了”想要能靠自身能力便足以在未來的難題上迎刃而解 -
的願望“的說法，好像自己重新審視時亦感覺挺滑稽的，因為我的願望可以譯作”祈求未來不會出現
絕望“，我想這於一對梅花鹿石雕的能力要求而言大概過高了。雖然她只是在那隨心所慾哋一吐為快
，但是重要的心意我卻是接受得清清楚楚。既然如此，顯然，放棄亦是一種選擇呀。相比起那種咻嗖
～一聲過後就能實現的願望，反倒我感覺石雕這種我們調侃的事物比之更富生命。與其說那是一條從

 彼岸拋來的蜘蛛絲，倒不如說是眼界所及内漫天蛛絲中看似最接近終點的一條。 “鹿目圓香，你願
意與我簽訂契約，成為魔法少女嗎？”在這個時刻，鹿目驚嚇的表情再自然不過，但我卻好似早已有
所準備般，生不出半點怒氣。“你之前唔問？”我伸出雙手招攬牠的到來。白色的淫獸輕靈一躍，立
即就站到我的胸前，一雙瑪惱色的赤瞳放在我的下巴，卻擺出似是漫不經心的神情。“你沒有許願嘛
。”轉過身，牠以同樣的口氣詢問。“小圓，你願意與我締結契約，讓你的朋友也能實現願望嗎？”
這下我卻怒了，因為牠野蠻無禮的話竟然不溫不火，而且諷刺了我從未許過願的現實。我看了看糾結
地低下頭的小圓，立馬開罵。“你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嘠？”“你相信我，小璃，這是有必要的。
”“荒謬的要求。”“畢竟是你們的願望，按照願望的層級，你們是不會有損失的哦。“”我可不認
為一個不存在的願望仍然可以用目標結果作分類。知道嗎QB，我真的認為你很刻薄唉。“”駁回，
我並沒有針對你的。“正氣上心頭，熟悉的聲音纖纖傳來。“小璃......我來許願的話......有能力實現嗎
？””你願意幫助春山璃的話，可以哦。“很明顯，Qb經已想要我做出最後決定了呀。”真的嗎，
夏娃醬？“問我嗎？詢問內心的我，按照過去的推論，我的不存在現實決定了我的願望從最遙遠的過
去，直至時間的終結，那怕一切都寂滅成最大熵亦不可能實現。但是假若，假設我們將所有人一直所
相信的兩條二律背反的觀察欺騙為一道矛盾，那麼一個不存在的事物就將能承托無限大的願望，因為
這個無法解釋的不存在將會把一切分歧推向任何人都不能觀察的形上概念。“能夠實現，亦不能實現
。”我只能無奈說出答案。Qb同樣點了點頭。“春山她可沒有去嘗試糊弄你，她說的可是標準答案
，你的這個朋友可是理性得罕見呢～”是啊，我都清楚，大腦亦一片空白。我十分確信自己所依賴的
論據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瑕疵，那就是周遭事物對願望結果方向的因果收縮。就算暫且不論，我這個計
劃亦需要兩個人，一個不存在的許願者，跟一個能正常許願的人。為此，我很多時候連向身邊人提出
的勇氣都沒有。恐怕只有小圓竟會相信我，儘管被我的話哄得整個人雲裹霧裹，依舊在鼓勵着我，總

 使我感覺虧欠了她。”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小圓，我很抱歉……“ 位置依舊是見瀧原公園
，一個半小時後的現在天空已經赤紅一片。天空事實上是大片大片輝霞般的以太粒子，亦是眾多道可
使光線發生無數折射並分隔出多元宇宙的微觀隔膜。原來微微低下頭的少女下定了決心，一步兩步，



走到我和QB之間，對我開出印有她想法的票據。“在這個世界上，我認為奇跡與魔法對誰都會帶來
幸福，是十分美好的事物。儘管小璃你已經告訴過我各項的推論，但由死向生的麻美姐依舊在每天努
力生活着就是一個證明，證明奇跡是可行的。不論你的想法再如何矛盾，小璃，要去否定你所期盼的
奇蹟都是一個錯誤。”話至及此，她轉過身去，用堅定的聲線訴說。“然而，Qb，雖然這是我第一
次遇見你，但是我必須告訴你，在使用自己的願望去幫助更多的人一事上，小璃從來不是自己一個在
做着決定，亦不由得你去左右。所以，不想簽就不要簽！我們不要成為魔法少女！”真的可以嗎，我
問她，事實我在質問自己。“可是小圓，這...真的很可惜，我們只要.....”“走吧小璃，願望，剛才我
們已經許過了。麻美姐的戰鬥不會幸福亦不會絕望，我們要做的事除了許願，還有更多更多。”那隻
拖起我的手，用其纖細的手指有力地勾住我的掌心，再次帶領我向前進，牽絆起迷惘的我。我倆就在
昏黃的天空下奔跑，回家的路上沒有目的地，因為生活的遭遇往往突如其來。就好似喺呢刻咁，我根
本對未來接下將要發生的事毫無頭緒。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我身邊的人和我熟悉的城市將會徹底改變

 。 “好吧，看來交涉是沒有辦法了。這真是兩個頑固的傢伙呢～那我們，也只能夠主動干涉了。明
明只是說兩句話的功夫，一句【我希望春山璃能夠許願成功。】及一句【我希望魔法少女能夠擊敗所
有魔女。】，郤已經磨磨蹭蹭了近三個月的時間。人類，真的是一個異常呢~”夕陽西下，太陽最後
的餘暉收攏在遠處的樹肖之中。

 Edition_V1.1 12th Oct 2018-QB與兩人對話內容及內心戲-小圓自決?的內容-初始願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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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發電廠 第二章後記
  
  為咗能夠不務正業而不影響日常，泡泡我是在上載了第一章後幾天才決定將小璃月更的。
  事實上，在九月頭第一章上載時，泡泡經已寫了近半的第二章，但結果都是要成為Deadline
fighter。可見本人寫野真心夠慢。雖則咁講，我會依然希望自己唔去拖劇情，可以話對於劇情推進
嘅速度，我寧願過快，亦不想有任何拖滯的感覺。
  小璃這本書暫時應該會有二十六章，一月一章去計算就要在2020年的十一月一號才能結束連載。
  ……理論上啦
  首五章，第一章是巴麻美，然後順序是小圓、沙耶加、杏子同焰美醬，五章為一轉折，直至結局。
 
關於第一章，不可避免的無奈，因為要用麻美姐去詮釋魔法少女，所以有點對不起她，把她當成劇情
工具了。盡量以後會補償她的。
 
泡泡的寫作缺乏能力、時間、及日常的精力，而且我的文字很重視觀閱的感覺（類似睇電影嘅觀影感
受），所以用愛發電真的不簡單。
 
曾經有朋友同我講過，文字寫得再不堪，本質都是要給人看用的。現在上載了第二章，開始明白文字
創作，那怕是用作自娛自樂，都要首先知道自己的文句可能被人閱讀，才有把它寫出的動力。否則，
就只是一個留在腦內不停浮動的夢，更沒有創作的動力，就算是空想的自媒自樂，亦無法盡興。
 
用愛發電廠這個特別章節就是在這裏發牢騷。可能跟隨正文每月一章，亦可能沒有。就是這樣，下次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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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愛幕不是無形，青春才是（上）
 
“好了，接下来向大家介绍今天来的轉校生。進來吧，曉美同學。”笑容燦爛的荷包蛋班主任十分熱
情地向我們介紹初來到步的新同學，顯然，和子老師她已經忘記了上星期一同樣時段，發生在早會上
的尷尬。
進來的是一位束着麻花瓣的眼鏡娘，轉過門栓羞羞怯怯的樣子，看來正好就是我北斗神拳沙耶加…不
！美樹沙耶加可以收作小弟的對象呢～
我腦入面到底在想些什麼呀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曉美焰，請各位多多指教。”
“那麼，請曉美同學在黑板寫上你的名字。”
老師搭手在她肩上。
“啊！！嗚嗚…知道了。”
看來一撘膊頭，嚇得不輕呢。
我對坐在我兩點鐘方向的小圓和仁美打了個眼色，
卻是在小圓身前的小璃第一個發現到，
她重新端正坐姿，向後方的我比了一個大姆指。
看來她與我意見一致，都想好好調教一下新師妹。
不，好好指導指導她。
仁美的觀察力亦未免太低了......吧？不，也許她只是不想在新同學臉前破壞她的良好乖學生形象。
終於，小圓亦注意到啦，她順著小璃的手勢給了我一個微笑。
果然粉切黑啊，你這個收最多兵嘅隱形娘娘！
“那麼，曉美同學就坐在春山同學身後嘅座位啦。”
哈哈，就坐我右邊的空位，計劃通啊！
“各位同學，我們現在開始上堂，請打開你嘅課本第幾第幾第幾頁…”

課堂間。

“不好意思，請問這個電子課本要怎麼翻頁的呢？我這是第一次用，之前沒有學過。”
——用兩隻手指觸屏拉動
等一下，這是個好機會啊。
居然問上了我，你未來的沙耶加老大，就讓我［幫幫］你哩。
“唉喲～看來是早乙女老師忘記幫你設定同步了。這個頁數嘛，是要外面替你自動翻頁架。”
結果，萎靡舉起的手透露住不安，她滿是謙恭的請求卻被老師翻起了白眼。
“
嗯嗯嗯…咁...咁啊，好。沒有關係的，各位同學請自己睇左第幾第幾段先，讓我來教一下曉美同學點
用先。”

小息間。

“小璃同學，我想問洗手間要怎麼去？”
——二年級西翼的走廊盡頭
嘛呦，居然問上了小璃。咧啊，果然高材生的光芒不可阻擋叉，兩節課的時間就令新同學印象深刻。
“東翼走廊盡頭哦～不要走錯了喲。”
結果，弱氣盈溢的她就在男廁門外似隻驚慌失措的小動物一般。



“沒有事吧……唉？！你是說…但女洗手間的話，應該是在走廊的另一邊才對呀。”純屬路過的不動
明同學細心地詢問并回答。

見瀧原中學作為一間地區上的標誌性學校，地理位置靜中帶旺，亦鄰近車站，只要從教室的窗戶望出
就能夠看見遠處的大型購物中心，及其延伸至附近民房的商店街未端，簇新的建筑和古老的风景融洽
的結合在了一起。
“喺咪啊，我都話學校天台嘅風景好靚架啦！”
“喺……”
眾人仰頭的確是一片蔚藍，遠處地平線的群山朦朧連綿，鏡面碧波的銀白都市之上，只有見瀧原市地
標的擎天高樓能夠碰觸到整個背景的主角。
“放心啦，佢哋倆個雖然玩咗你，但，呢個景色事實無花無假，真心不騙啊。”
“仁美就啱啦，我做咩要厄多你一次喎，無花無假，騙你的就是小狗，哈哈哈哈哈。”
學校的天台人不多，只有散絡的幾組高中生在一邊談談情、說說愛一邊吃便當，對比之下，首要目標
是衝着中午時份明媚的陽光而來的幾名少女則比較特別。
‘呀啦，你們果然在這裡。”野生的前輩在入口出現了。
“麻美學姐！快點過來，今天爸爸準備的便當賣相超級可愛的，來吃一口試試吧。”
“是嘛，我用保暖瓶沖了熱可可，小圓也要喝一點嗎？”
—小圓的自家便當是簡單的蛋包飯配上青豆、玉米粒及西蘭花，還有自家製的焦糖燉蛋。
—小璃的自制午餐是簡便的煎蛋三文治，夾住一層厚厚的美乃滋（作者出戲推薦，這種配搭真的很
美味），另外再加上一個便利商店購買的期間限定牛奶布丁。
—仁美的外帶便當，竟然只是普通的飯團和野菜天婦羅？！開玩笑，產自北海道的白米皇后「夢美
人」、九洲出產的精裝甜薯、來自中國的頂級山野菜—刺嫩芽，還有全套法國某H字母開首—奢侈品
牌的高級餐具，以及丈母娘高超烹飪技術下滿滿的母愛。
但是啊，
她倆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
“所謂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仁美、小圓，包養我吧！”。
我沙耶香吃着她們的便當，不就毫無差距了嗎？
至於我自己的便當，我分享給那個轉校生了。
嘛，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見她可憐虧虧的，忘記帶自己的便當出門了。
自己做的便當亦只有一人份量，正好就是一個蹭飯的絕好理由。（給自己一個大姆指）
“一件煎蛋三文治，再多也沒有了。”
這是春山琉璃。
“來一片法式蒜蓉包吧，早上我才烘焗得脆脆的說。”
這是巴麻美。
“給，這是我喜歡吃的甜薯天婦羅。”
這是志築仁美。
放在天台地板上的便當盒蓋，供奉着大家「聚籌」回來的膳食，亦是我的午餐。
“我開動了。”
“我也開動了。”

“曉美同學，能不能告訴我們，為甚麼你會轉到這間學校呀？”三文治的份量很少，小璃三口兩嚼就
全塞進肚裏。
“那個..是因為..自小時候..其實..我的心臟就有毛病，為着我的身體，已經搬過幾次家了。在動過兩次
手術後，來見瀧原上學，是因為爸爸說這十分適合我而特地搬來.....”見眾人都轉過頭，齊屏息靜聽
，心暖一暖，細細的說着經歷。
從幼年時不能獨個在戶外活動，到因爲住院而頻常缺席學校。曉美同學在她的話中嘗試抓住重點，卻
始終無法輕描淡寫自己歷年來的心情，言談，慢慢地就由直述句改為描述句，描述改抒情，抒情改感



嘆，講話愈講愈激動。結果眼鏡妹根本原形畢露，一隻在訴諸苦澀的野生頹懦少女就出現了！

呀，熱可可見底了。望向一邊。
小璃已經翻起眼球，整個白目。
嘛-嘛-
她是最見不得這種負能量發言的人了。
“來，這是我的手帕。”仁美拿起曉美同學的手，將白色的手巾放入她的手心。
手巾掩在圓臉，背面已經傳來‘噗噗噗’的擤鼻水聲。豆粒大的淚滴打在上面，鳴鳴。
楚楚可憐的臉容看上去亂糟糟，梨花帶雨是帶雨，但沒有花啦。

“時間也不早了，我們要快點趕在課堂鐘響起之前回去。”伸展屈縮的手腳，穩住身姿後，小璃一把
捉住曉美同學的手臂，就扯佢落樓。
眾人見狀，就只係稍一稍小圓。嗯，大家都懂。
就等佢好‘姬’友幫佢執碗啦。

課室之中。
“所以說，你這個冒失鬼性格的女人到底要我未來的新娘子，為你收拾手尾幾多次啊？！”
“抱歉啊，我只係唔記得咗，冇咗一回事咋。
咪搣面呦！唔好啊啊啊！”
呵呵呵呵。
惹得班上的大家都笑了。
回憶沉重，但現實很輕盈。
望向自己座位的鄰座，那個人，雙手掛在嘴前，笑得不自然抖動。
我說，
這笑起來，還是挺可愛的嘛，麻花妹。

預告
===========================
其實我亦心知我倆間嘅關喺，互相之間的期望，早已非僅僅同學這般簡單。畢竟，她的心意是如此的
明顯......一直陪伴著已經殘廢嘅我。
===========================
“我家就只有簡單的紅茶.....嗯嗯，我記得還有咖啡的，小圓你們都等一下，很快就來。“
===========================
“原來魔法和奇蹟，都是存在的啊......”比之更加震撼的，是那個換裝過後，再熟悉不過的面孔。
===========================

 歡迎來到施工現場，結果真的與痞子（庵野秀明）的預告片一樣，上面寫的你們一幀一字都不要信
。三、四千字，真的塞不下這麼多劇情。所以現在要斬開【上】、【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