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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前的一個晚上， 
我和一眾兄弟姊妹坐在一個露天的地方， 
暑假的夜晚並不冷， 
但與平時的夜晚一樣　－　很黑。 

黑漆漆的夜裡， 
在店鋪的射燈映照下， 
卻出奇地有一個五官十分精緻的女生走過來我們的桌前問 
：「請問你地嗌得野未呢？」 

對， 
那天是小弟的生晨， 
那晚一眾豬朋狗友和我慶祝生日， 
就在一間糖水鋪。 

對我而言， 
我更應該稱那女生為「姐姐」， 
一眼就看得出比自己還要大的「姐姐」。 

雪白的肌膚， 
啡啡的長髮， 
比一般女生高， 
也比一般女生「冷酷」。 

這就是我對「她」的第一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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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男人， 
一個以貌取人的男人， 
一個膚淺的男人， 

一個覺得那位「姐姐」還蠻漂亮的男人。 

人對「美」的東西總會有偏見， 
特別是對「美」的人。 

你總會覺得一個「美女」做一些戇鳩野是「可愛」而不是「弱智」； 
你總會覺得一個「美女」看書是「有氣質」而不是「納悶」的人； 
你總會覺得一個「美女」做運動是「健康」而不是「男人婆」； 

一個「美女」， 
更會令你覺得她是不會放屁和排便； 
儘管你清楚明白， 
她也不過是個要放屁和排泄的人類。 

而「她」， 
則令我覺得她是一個很「特別」的女生； 

人淡如菊， 
「很PURE很TRUE」， 

即使她與其他「MK」妹也是會把頭髮染啡。 

但那一刻， 
我竟然覺得啡頭髮其實唔「MK」， 

M唔MK， 
其實睇人既姐。 

我擺明偏幫嫁喇， 
吹咩？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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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時真的很像「狗」， 
我們看到心儀的對象， 
就像狗看到骨頭一樣， 
一定會「猛追」； 

見到一個看得上眼的「姐姐」， 
我也很想猛追。 

當我的椰皇來到的時候， 
我腦中浮現出各式各樣的怪想法 ... 

「如果我係佢黎我地張木台果時擺個椰殼係個頭度，唔知會唔會引到佢注意呢？」 

想著想著， 
我看到她在遠處捧著芒果西米露慢慢的走近我的桌， 
她越走越近， 
越走越快， 

「芒果西米露。」 

西米露隨即降落於桌上， 
而她卻沒有因為我在想如何吸引她的注意而停下， 

我看著她慢慢走遠， 
身影越來越模糊， 
直至她再走回店內。

「如果我係佢再黎我地張木台果時擺個椰殼係個頭度，唔知會唔會引到佢注意呢？」 

機會， 
應該就在她執木台之時。 

當我的椰皇吃到連肉也差不多吃光， 
當朋友的西米露吃得乾淨到連多一顆西米露也找不到； 

如我所料， 

「她」 

準備來執拾桌子了。 



她那純熟的「執木台」手法， 
不消五秒已把空空的椰皇和碗拿走， 

而我的計劃亦落空了。 

說穿了， 
我只是個「鍵盤戰士」， 
想做的事在現實中總是做不到。 

就連當一個小丑去引人注意、逗人笑， 
也不是想像中容易； 

更遑論去認識一個素未謀面的「姐姐」， 
還要是一個可人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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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穿著校服上學的我， 
在校內已經有「女神」， 
忙著煩著女神的事已經令我分身乏術； 

這年這夜遇到一位特別的「姐姐」， 
代表著什麼？ 

其實只是代表著我擁有了欣賞美女的時光， 
甜湯喝完， 
把錢付完， 
一切都該完結了。 

我還要忙著追求女神大計， 

一個「姐姐」， 
又何足掛齒。 

反正， 

我們的人生就是由千百個「過客」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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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故事就此完結， 

我以為， 

我以為。 

二零一二年的某一個晚上， 

「依家仲咁早，不如食糖水呀？」 

唔知邊個仆街講左一句咁既野， 

我又再次踏上左往糖水鋪的路途。

「四個呀唔該。」 

糖水鋪生意好得很， 
即使到了也不能即時入坐， 
在我說出這句話的同時， 
收銀的姐姐在寫「飛」的時候， 

我看著她的容顏， 
她的頭髮， 

我心中有著一絲猶疑， 
「點解佢咁似姐姐既？」 

當佢寫完張「飛」， 
抬起頭將張「飛」遞比我既時候， 

係喇。 

我好似冇認錯人， 
佢應該係果位「姐姐」。

果晚， 

好平常， 



好平淡， 

食完糖水我地就走左。 

係果一晚， 
我都仲未有識佢既念頭， 

心境真係好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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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怪地， 
唔知點解食糖水突然之間成為我同朋友間消遣既活動， 
閒時冇野做， 
就會約出黎食糖水。 

就這樣， 
在糖水鋪見面竟然成為左一個習慣。 

至今， 
依然係。

如是者， 

我地幫姐姐改左個好戇居既名 

「糖水姐姐」。 

不過我覺得喱個名好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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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真， 

我同我幾個朋友都係寡佬， 

雖則有幾個係偽毒， 

但我地都係會成日一齊食野一齊玩， 

聽落好「基」， 

但我地既兄弟情真係堅過石堅。 

既然咁好感情， 

二零一二年既最後一日又點會唔一齊過呀？ 

係咪？

「喂，不如食糖水，好冇？」 

「哇屌你，又食？」 

「乜野"又"呀！食喇！」 

冇錯， 

提議食糖水果個又係我。 

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食糖水都唔係為左「西米露」、「紫米露」、「湯圓」， 

我都只不過係想撞下彩， 
睇下佢今日會唔會番工姐。

估都估唔到， 
你真係唔會估到， 
因為我都估唔到； 

「糖水姐姐」竟然有番工？ 



二零一二年最後一日， 
我坐係糖水鋪入面， 
坐係一張可以望到糖水姐姐既木台度， 
食緊一碗完全唔夠糖水姐姐既笑容甜既甜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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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晚， 
我唔知點解好想同佢打開話匣子， 

唔係果種 

「＄５４。」 

「拿。」 

「找錢。」 

你明唔明呀？ 

我想借住二零一二最後一日， 

同佢講句「新年快樂」咋， 

你明唔明呀？？？要講新年快樂， 
就要過十二點， 
係咪？ 

可惜我地太早入座， 
點頂到十二點呀！！！！！ 

我望住我碗糖水， 
我已經將一碗價值二十元既糖水食到好似飲緊星巴克既咖啡咁喇！！！ 

姐係點？ 
乜你未見過啲人要將杯「Tall」size既咖啡飲成兩粒鐘， 
為既係要坐係星巴克度享受係暗暗既燈光下溫書咩？

儘管我食得真係好慢好慢， 
但時間唔會因為我而過得快啲。 

我真係好想同佢講句野呀！！ 

所以我只能夠戇居居咁嗌多個糖不甩， 

等到過左十二點之時， 



我就可以係埋單果時， 
走去坐係收銀既佢面前， 
講聲「新年快樂」。

係我拖緊時間， 
食緊糖不甩既時候， 
坐緊係收銀既糖水姐姐竟然走鬼左去後面落單傳糖水， 
換左一個男人坐收銀。 

大佬， 
我比多十幾蚊就係為左可以係比錢果時同糖水姐姐講句野姐， 
你係咪玩鳩我呀。 

新一年，新開始。 

呃我既。 

「五，四，三，二，一。」 

「新年快樂！！！」 

細細間既糖水鋪， 
因為二零一三年既來臨而變得更加熱鬧， 

而我， 
只有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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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失望到極點， 
諗住埋單走人既時候， 
我發現， 
原來新一年，真係有個新開始，

仲好似係一個幾好既開始。 

無端端係我正想比錢既時候， 
糖水姐姐又坐番去收銀個位。 

有冇咁橋呀？ 

我自己都咁諗， 
正所謂機不可失， 
我絕對唔容許自己錯失喱個機會， 
我一定要同佢打開話匣子。 

就係佢找錢之時， 
我戰戰兢兢咁講左句：「新年快樂。」 

唔知係咪太緊張， 
我喱句「新年快樂」變左重低音， 
佢好似聽得唔係好清楚咁， 

佢抬起頭， 
望一望我， 
「下」左一聲。 

我清楚講多次：「新年快樂呀！」 

佢....終於聽到。 

「你都係呀，新年快樂。」 

縱使糖水鋪有啲嘈吵， 
但係我聽得好清楚。 



對我黎講， 
喱份已經係一份好好既新年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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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知係咪我毒撚多慾望， 
我真係有啲想認識佢。 

不過我都係抱住： 
「諗下好啦，邊有咁易比你識到呀。」 
既心態去應付自己既慾望。

「想識M記做既姐姐，應該點好？」 

喱啲ＰＯＳＴ係高登都見過唔少， 

估唔到依家就正正發生左係我身上， 

只不過轉左做糖水姐姐。

又有一晚， 
我同我啲朋友又去左食糖水， 
而糖水姐姐又有番工。 

由點餐， 
食糖水， 
望姐姐， 
食糖水， 
望姐姐； 

係喱段過程裡面， 
都好平常。 

終於又係埋單既時候， 
為左有得同佢嗲兩句， 
我又自動請纓走去埋單。

「五十四蚊呀，多謝。」 

(我遞左六十蚊比佢) 

「呀，你有冇四蚊呀？」 

「冇呀，唔好意思。」 



跟住佢就找左三個兩蚊比我。 

原來， 
收錢同比錢既時間真係過得好快， 
仲有， 
係好難嗲到幾句的。

就係咁， 
我步出糖水鋪， 
朝著我朋友的方向走。 

突然之間， 
我腦入面閃出左一個畫面， 

係收銀機既畫面。 

我依稀記起收銀機好似冇哂兩蚊， 
就係因為要找六蚊比我。 

「喂，可唔可以幫我唱五個兩蚊呀？」 

我走到旁邊的七仔唱散紙， 
為左佢，做左一件好戇居的事。

我拎住五個兩蚊， 
再次走入糖水鋪。 

「係呢，你地係咪冇哂兩蚊呀？」 

「係呀，唔該哂你呀。」 

係， 
我就係為左做一個比普通顧客特別小小既顧客， 
而做埋啲咁無聊、無謂既事。 

究竟佢記唔記得我、認唔認得我， 
我根本唔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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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 
係我食完野番屋企既時候， 

真係好好彩， 

比我發現左原來佢係會係巴士站度等車。 

果時咁夜， 
我諗佢應該都係番屋企掛。 

好可惜， 
果時， 
我同班朋友一齊行緊， 
又唔敢咁唐突咁走埋去； 

我就只好默默咁記住佢曾經係喱個巴士站出現， 
希望佢會再出現。

有時， 
有啲野真係唔知好過知。 

因為當你知道左之後， 
你一定會千方百計咁嘗試去做你想做既野。 

就係知道左佢會係巴士站出現之後， 
就係一次偶然之下， 

我同班朋友係七仔行出黎果時， 
就正正係佢收工既時候， 

佢急急腳咁行過， 

我望住佢， 
我諗佢感覺到有人望佢， 
之後抬頭望番我， 

我感覺到我地之間有零點五秒既眼神交流。 



又係喱啲自以為是既錯覺， 
令我不能自拔。

「我想去識佢喎。」 

「想做咪去囉。」 

想做就去。 

其實喱句不嬲都係我做人既宗旨。 

就係咁， 
我係我啲朋友既鼓勵之下， 
我就向住巴士站既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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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我所料， 
佢真係等緊巴士。 

係行緊去巴士站果時， 
其實我腦海真係一片空白， 
完全冇諗到用咩開場白， 
點野聊佢講野； 

當我望到佢等緊巴士既時候， 
我真係唔知做乜好。

係喱個時候， 
我決定比少少空間自己諗下應該點做好。 

我行左去佢等緊既站旁邊既果啲站牌度扮睇下巴士線， 
一度轉果個巴士線既牌， 
一度諗， 
一度轉又一度諗。 

終於， 
我知道我應該停止喱個咁扮野既動作。 

我決左企係一邊， 

同佢相差大概五步既距離。

其實係我一度扮睇巴士線既時候， 
我一直都有偷偷地留意佢做緊啲乜； 

佢係度搵散紙， 
之後又係我企埋一邊既時候行去睇巴士線個牌， 
我估計佢應該係查緊搭果架車要幾錢。 

當佢睇完站牌， 
行番去等車果時， 
我對眼就跟住佢行既路線一直咁望， 

之後， 

就造就左一個四目交投既時間。

當我地對望緊既時候， 



我見到佢隻手輕輕咁提起左， 

向我揮一揮手。 

！！！！！！？？？？？？？ 

佢主動同我打招呼喎。 

係果一刻， 
我決定勇敢啲， 
我行前左幾步， 
走左去佢既旁邊； 

「辛苦哂。」 

「下，咩辛苦？」 

「你岩岩先收工，唔辛苦咩？」 

係， 
就係咁我同佢就係巴士站度傾計。 

「你搭咩車番屋企嫁？」 

「我搭ＸＸＸ架。」 

為左令我係巴士站出現喱件事情合理化， 
我就對佢講左個大話。 

係等巴士既十分鐘左右， 
我地都傾左幾多野， 
我覺得佢都幾好傾， 
同我一開始覺得佢好冷酷既感覺完全唔同。 

好好彩地， 
佢架巴士早過我「果架」黎， 
我同佢講左聲拜拜， 



望住佢既背影， 
上左巴士， 
行上上層， 

直至架巴士駛走， 

我都仲記得好清楚。

終於， 

終於有一次比較長同完整既對話。 

係佢走左之後， 
我就梗係走啦， 
唔通仲等巴士咩？ 

我即刻走去同我班朋友報告， 
佢地格住條馬路已經見到我「四萬咁口」， 
唔洗問都知我算叫做踏出左成功既第一步。 

「咁你有冇拎佢電話？」 

「冇呀屌。」 

我真係冇拎佢電話。 

一　我好淆。 
二　第一次傾計就拎電話又好似太進取。 
三　其實一切都黎得好突然。 

不過如果我真係想認識佢既話， 
拎電話又真係一個無可避免既階段， 
問題只在乎遲拎還是早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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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講到我已經糖水當飯食， 
但係見佢都要隔成個星期。 

終於等左一個禮拜， 
我又去左巴士站附近食宵夜。 

食完之後， 
我決定做多件戇居事， 
就係係巴士站等佢。 

我坐係巴士站既欄柵上面， 
係後面望住我既背影應該似足一個浪子， 
可惜， 
我唔係。 

等呀等， 
等呀等； 

終於， 
我見到一個好熟悉既身軀， 

係你喇！！！！！！ 

糖水姐姐！！！！！！ 

我今次要拎你電話！！！！！

「Ｅ～哈佬。」 

她看到我了， 
她又向我打招呼。 

我馬上想走過去跟她聊聊， 

「喂，你架車呀？」她對著我說。 

我回頭一看， 
只見我的巴士駛走了。 



應該是因為我打算走過去她的身邊， 
而背向了巴士， 
巴士就不留情地駛走了。 

哈， 
這就是我的目的呀。 
我根本不想上這輛巴士。

「我架巴士走左呀。」 
我一邊走向她的身邊一邊說。 

「下？哈哈哈」 

她笑了。 

其實這件事真的很白痴， 
她應該也知道我的巴士走了是因為她的那個招呼。 

能搏紅顏一笑， 
一架巴士又何足掛齒。 

基於那架巴士的離去， 
我和她竟然認真的研究巴士線。 

我們一同看著那個巴士站牌， 
不斷看有那些巴士是可以回到我的家。 

對， 
一同研究， 
一同看， 
一同把頭哄向那站牌， 
很接近， 
幾乎頭貼頭。

「你岩岩累我走左架車，係咪應該陪我等番架車先！」　 

「唔得呀。」　 

「依家咁夜，我會好危險嫁。」 

「車。咁我咪仲危險。」 



對， 
我也覺得蠻危險的。

當然不是因為遇到我， 
而是一個像她般漂亮的女子，在這麼夜的晚上獨個回家， 
真的蠻危險。 

為何沒有人陪她歸家呢？ 
說著說著， 真的令我費解。

她的巴士就在彎位轉過來， 
準備埋站。 

他媽的巴士， 
那麼快就來到， 
比起第一次在巴士站相遇， 
這輛巴士真的太快到站了。 

「我想要你電話。」 

「可唔可以比你電話我？」 

各式各樣的問電話開場白在我腦海中一一閃過； 

「我架車到喇，拜拜。」 

想時遲，那時快。 

我連想也未想完，她已經上了那輛該死的巴士了。 
拜託！為何不多給我十五秒。 

電話， 
還是未拿到， 
我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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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者， 
在那天過後， 
我腦裡就時常想著「拎電話」這三個字。 

「懦夫，連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也會受傷。」 

我開始討厭自己的懦弱， 
雖然比起其他男人， 
敢主動聊女仔好似已經好勇敢， 
但係做唔到自己想做既野真係懦夫都不如。 

我諗起自己愣住的模樣， 
真的像個懦夫， 
沒有資格談論「幸福」二字， 
更何況一嘗「幸福」的滋味。

邊有人成世想做糖水鋪嫁， 
你喱一刻仲可以食到由佢舀出黎既甜湯， 
聽晚佢就可能已經消失得無影無縱。 

「機會係要靠自己爭取。」 

喱句說話老土到極， 
但我依然相信係真的。 

拎電話喱個目標， 
我依然唔會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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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再相隔多唔知幾個禮拜， 
我又同一班朋友去糖水鋪食野。 

今次由一入去間鋪頭已經好唔同， 
我覺得我今日一定「有運行」。 

你知道嗎？ 

我一入去既時候， 
佢望到我， 
就同我say左個hi喇。 

天呀！ 
在朋友面前， 
糖水姐姐主動跟我打招呼， 
多麼的自豪， 
多麼的威風。 

就係因為喱一個微小既動作， 
壯大左我個膽。 

我決定果晚誓要拎到佢電話。

食完糖水之後， 
因為果晚天氣比較寒冷， 
我都唔夠膽坦蕩蕩咁係巴士站等佢， 
廢事凍親， 
所以就同幾個朋友入左去一間餐廳坐住先， 

我就一邊吹水， 
一邊等糖水姐姐。
唔知係咪吹得太興起， 
我開始怕自己走漏眼， 

我決定走番去糖水鋪睇下佢收左工未。 

我幾經辛苦兜左去糖水鋪出面偷偷看、偷偷望， 

好彩， 
佢仲未收工。 



咁我就施施然咁走番去暖和既室內等佢。

一度吹水， 
一邊望住街外面， 
成日都見到啲疑似「糖水姐姐」既物體出現， 
不過又唔係。 

等下等下真係等到好撚夜， 
我相信自己冇走漏眼， 
但係佢又點解會未出現既？ 

夜到我班朋友都話歸家， 
係踏出餐廳既果一刻， 

我班朋友向左走， 
我就向右走， 

明眼人就知我想走番去糖水鋪， 

不過朋友中總有啲牛皮燈籠； 

「你去邊呀？」 

「搵糖水姐姐囉。」 

「下？你黎真嫁？」 

「邊個同你講笑。」 

就係咁， 
我就好蕭灑咁向右邊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暗啞的銀色， 
齊整的橫間， 
加上少少生鏽既表面　－　 

鐵閘。 

屌你老味收左鋪既！！！！！！！！！ 

我望住個鐵閘， 



一語不發， 
身體入面既畢氣好似要爆出黎咁， 
真係好畢。 

人去樓空。 

莫非我真係走漏眼？ 
唉。

我繼續追，追到沒法追。 

我收拾心情， 
全速咁離開已經上鎖既糖水鋪， 
前往下一站　－　巴士站 

希望仲可以見到佢一面。
 
巴士站同平時一樣冷清， 
今日更加寂靜。 

因為連平時會係度等車既佢都冇出現。 

我只好「頭DUPDUP」眼濕濕咁走上回家既路途， 
途中我係度諗， 

「如果我冇拎到佢電話，佢就消失左，咁我會唔會後悔呢？」 

我心入面已經有左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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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三日 

一如以往， 
我同我既朋友一齊去食糖水， 
應該都算叫做半個熟客啦。 

雖然之前拎電話既計劃受到好多阻礙， 
但依然無淋熄到我心入面既一團火。 

係， 
又係果個巴士站， 
又係喱個情境， 
又係我同佢。

「哎，我隻錶比啲芒果醬整到好核突呀。」 

「哈，唔好意思，岩岩叫左芒果西米露。」 

「一定係你搞到我隻錶咁。」 

「唔好意思囉。」 

終於， 
又可以係同一個巴士站， 
差唔多既時間， 
同同一個人傾計。 

「喂我個袋自己畫嫁。」 

憑住我與她的幾次對話當中，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健談的女生， 
與當初冷凍凍的形象完全不相符， 
又肯主動找話題， 
其實真的滿好聊的。 

「你畫嫁？唔怪得之咁核突啦。」 

語畢， 

她就對著我做了一個「鄙視」的臉； 



哈， 
其實我覺得她這些趣怪的表情很可愛。

突然， 
有一架雙層巴準備轉彎； 

我在心裡默默地祈禱： 
「千祈唔好係佢果架車呀。」 

果然， 

所謂既「神」無辜負我， 
轉緊彎埋站果架車果然唔係佢要上既果架車， 

可惜， 

係　我　果　架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Ｅ～你架車到喇啵。」 

「UM .... 我唔上喱架喇。」 

係， 
我決定唔上果架車， 
我黎喱個巴士站為既都唔係等巴士， 
你唔明咩？ 

佢聽到我咁講有啲愕然， 
不過我都要照講落去嫁喇....... 

「不如 .... 比你電話我呀？」

「唔得。」 

喱一句野， 
真係秒殺我。 

「下，點解呀？」 

人去到絕路， 
唯有面皮再厚啲， 



睇下有冇挽留既餘地啦。 

「冇點解嫁喎，總之唔比得。」 

喱下叫做補刀， 
確保我死亡。

「下次係巴士站再撞到先比你喇。」 

喱下簡直係人工呼吸， 
救人一命， 
真係勝過七級浮屠。 

全靠佢喱句， 
總叫打破沉重既氣氛。 

「我架車應該一分鐘內就到。」 

「哇，有冇咁準呀。」 

對， 
氣氛好像變回正常了。 

果然不出她所料， 
她要上的那輛巴士正在轉彎； 

「咁，聽日見喇。雖然都唔知你聽日得唔得閒。」 

我冇聽錯， 
佢真係咁同我講。 

我唔肯定佢有冇講錯野， 
但講左出去既說話， 
就覆水難收， 
一字一句我都聽得好清楚。 

眾所周知， 
聽日就係傳說中既情人節， 
我身為一個單身寡佬， 
聽日點解唔可以出現呢？ 

我望住上緊車既佢， 



大喊： 
「聽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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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真係充滿信心， 
毒撚最忌有自信， 
但種種跡象都令我既自信心湧現。 

查實二月十三號果晚， 
我已經嘗試試探佢， 
果晚過左十二點， 
姐係「二月十四號」。 

我一見到佢就講左句：「情人節快樂。」 

估唔到佢既反應好冷淡， 
總之就令我覺得佢認為情人節喱一日係唔值得期待， 
更令我覺得佢應該冇男朋友。 

你諗下。 

情人節都要返工喎。 

雖然情人節唔係紅日， 
要返工好正常， 
但佢喱種糖水鋪既工要請假好閒姐， 
係咪？ 

總之我就覺得佢冇男朋友喇， 
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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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四日 

情人節對於寡佬黎講係無意義既一日， 
但對我喱一個寡佬黎講， 
總算有番些少意義。 

由於我覺得佢冇男朋友， 
咁情人節有份禮物收下， 
女仔都應該會開心既？ 

情人節估唔到要陪兄弟過足大半日； 所以我就決定比份禮物佢。
我要陪兄弟夾公仔比佢地既「女神」。 

不過， 
都有啲好事發生。 

由於夾左好撚耐， 
夾埋夾左成幾舊水， 
而最後跌落黎既「戰利品」都係經我出手先夾到出黎， 
所以我理應得到其中一隻。 

而我， 
就決定將喱隻野成為禮物既一部分。 

話就話係小禮物， 
但我都唔想咁ＨＥＡ， 

於是我就買多左盒雪吻同一包乾花。

我小心翼翼咁將雪吻既汁邊拆開， 
將入面既朱古力倒出黎， 
只剩一顆。 

再將隻夾左百鳩幾蚊既公仔同埋包乾花塞入去， 
當然仲有張紙仔， 
再用ＡＡ膠封番口， 

就咁睇落去， 
喱盒根本就係一盒平平無奇既雪吻， 

又有誰能夠猜到它內藏玄機。



萬事俱備， 
只欠「糖水姐姐」喱個主角。 

果晚， 
就只係得我自己一個， 
走去附近等佢， 
等佢係果個巴士站再出現。

果晚佢比平時更加夜收工， 
不過我都等到， 
等到佢出現。 

一開始見到佢， 
都係照常吹下水； 

終於， 
我都按捺不住， 
我衝口而出再問：「係呢，可唔可以比你電話我姐？」 

「唔得。」 

下？唔係掛？你反口呀？

其實唔只係心入面諗， 
我自己都真係控制唔到自己把口， 
我細細聲咁「下」左出黎。 

佢笑左笑講：「比你電話我喇。」 

之後我仲竟然戇居居咁問：「點比呀？」 

當然， 
我之後就遞左我部手機比佢。 

而佢就入左佢既電話號碼落我部手機入面。 

係佢臨上車果陣， 
我嗌住佢， 
佢輕輕回一回頭， 
我就將果盒雪吻塞左比佢。 



總算完成任務。

 係架車駛走左之後， 
我立即就開番自己部電話睇下個whatsapp contact啦， 

睇一睇， 
有頭像架喎， 
真係佢黎喎。 

打蛇隨棍上， 
我諗左陣都發左第一個訊息比佢。 

跟住就好正常咁傾左幾句， 
佢仲影左張相傳比我， 
係我送比佢果份野； 

一切都好似好好咁， 
係一個好開始。 

點知我無啦啦見唔到佢既last seen ， 
而對話都終止左。 

但我仍然相信， 
喱個算係個好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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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的晚上， 

我決定再發訊息比佢。 

「喂，做緊咩呀？」 

我收到佢既回覆竟然係....... 

「你係邊個？」

我係邊個？我都想知我係邊個。 

我唔知覆乜好， 
我只係應左個錯愕既表情比佢。 

「我真係唔記得左。」 

你真係唔記得左？尋日既事黎咋喎？ 

我半信半疑， 
覆左句： 
「會唔會呀？」

得到既回覆， 
依然係異常冷淡， 

「冇入你電話。」 

冇入我電話？就算冇入....都應該會知我係邊個掛。 
算， 
我直接話比你知： 

「我係尋日拎你電話果個。」 
「乜你會del conversation ga ？」 



我決定問個明白。 

點知問完之後， 
我越黎越唔明白。 

「不如你唔好搵我？我男友會唔鍾意。」 

我望住個mon , 愣住了。 
就好似之前開唔到口問佢電話一樣， 
愣住了。

我唔知我可以覆乜， 
我求鳩期覆左句： 

「sorry , 我以為你仲未有男朋友。」 

我真係唔知點做好。 

我以為， 
喱個真係個童話故事。

原來， 
喱個只不過係.... 

一場遊戲一場夢。

 





終

「上高登，勿認真。」 
這是在網絡世界的潛規則。 

在現實世界呢？ 
「認真」？「玩世不恭」？「投入」？「笑看人生」？ 

在現實世界中， 
原來我們也不需要太過認真。 

原本，我也以為我不會認真。 

我以為， 
我以為； 

以為自己是在玩遊戲， 
以為自己控制到一切， 
以為自己會輕易放下， 
記憶卻在腦海中不斷重現， 

最可怕的， 
原來是我自己一步一步的跌進了「認真」的深淵裡面還懵然不知。 

到頭來原來只是一場夢， 
但自己卻不願清醒， 
只想沉醉在自己所想的「美夢」當中； 

卻不記得， 
一返回現實， 
其實那個夢只是個「惡夢」。 

「早知道是這樣，像夢一場。」 

其實我沒有傷心， 
只是有點不甘心。

到到依家， 
我仍然可以係whatsapp見到佢「online」「last seen」 
但我見唔到　「typing ...」 



我都唔明自己開住個chat box 做乜， 
我都唔知我自己著緊緊啲乜。 

「過客黎既姐。」 

係， 
朋友你說得對， 
我本來都以為係咁。 

你可能會覺得我好戇鳩， 
覺得喱件只係件小事， 
但我心入面真係有條刺。 

喱個就好似一場未解開既迷。 

縱然你覺得結局經已坦蕩蕩咁擺左係我眼前， 
但我依然覺得仲未係結局。 

我唔知我會點做， 
我亦都唔知我幾時會放低， 

但我知道， 
我應該唔會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