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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

陳偉強把手提電話放入褲袋。

很不舒服，每行一步路都很不自然，還是放進背囊。
放進背囊，如果有來電，可能會聽不到，都是放在外套左邊那個口袋吧。

眼鏡，眼鏡放在哪？
沒有眼鏡，路還是看得到，只是有點矇。
昨天還在檯頭，今天怎麼不見了？
怎麼……
對，昨天已放進背囊。

要帶雨傘嗎？
天文臺好像說今天會下雨。
下雨……很煩，不帶雨傘，下起雨來，更煩。
十時，再不出門就遲了。

蟬還未叫。

蟬不一定在夏天才叫吧，好像聽過春天到秋天都會有蟬鳴。
上帝對這一族群未免太殘酷，一整天都在聽自己的同伴在倒數生命，同伴同時在為自己倒數生命。

住隔壁的何伯又下棋了。
跟幾個阿伯談天，大概是談論政治吧。
時事太麻煩了，閒聊尚可。
不，閒聊也要看對象，像何伯哪樣，免了。

蟬鳴了？夏天到了。

最討厭小昆蟲，夏天有蟬，也有很多小昆蟲，

特別是曉飛的哪種。
大雨前夕，低飛的蜻蜓、飛蟻是最討厭一號跟二號。

經過公園後，盡量避開有樹的地方行吧，也不用特別避。
浴路只有商鋪。
盡量避開有商鋪的地方行，也不用特別避。
浴路只有商鋪。
很多商鋪，沒有，真的沒有昆蟲。

天文臺不是說今天會下雨的嗎？
天空一片蔚藍，最緊要是沒有飛蟻，沒有昆蟲。
不錯，真的不錯。



perrier

李美芬坐在梳妝檯前。

抹上粉底，沾上些微胭脂，劃一劃眼線，再塗一層唇彩。
平日也不就是這樣嗎？
今天也這樣吧。
待會看到他，要說清楚。
但昨晚的劇集還未看，回來才看吧。
該死，昨晚睡得不好，粉底好象不太好上。
淡紅唇彩好像不太襯。
如果他說不，我也堅決說不。
不如把頭髮捲一捲！
對，就是差捲一捲！

不對，那條白色貼身短裙洗了，藍色外套甚麼辨？
Erica張單好像忘了報價！
唉！又要捱罵。
穿長裙嗎？太熱了吧。牛仔熱褲？襯甚麼衫？
一會兒要先點飲品嗎？
還是不要給他機會說話。
白背心親牛仔熱褲加涼鞋好像很MK……
還是穿那條碎花連身半截裙。
還是先點飲品吧。
配對淺啡色涼鞋！
今天有甚麼新聞呢？
Erica張單好像不是我負責的……啊……
十時，還早吧。

買水還是買茶好呢？
八元六角跟九元八角，為甚麼有色的就要貴一點，明明水只是水，明明茶不是茶。

十九元五角。
買Perrier。

還是帶點味的水好喝。
哈，這裡是香……麗……大道嗎？
誰說雲吞麵店不能進駐香……麗……大道，送外賣的大叔也有環法的氣味。
誰說Perrier有檸檬洗潔精味？
周日上街真的很煩！
一會兒如何開口好呢？
不過Perrier味道真的不錯。



咖啡店員

陳偉強看到咖啡室內只有職員，覺得很奇怪。

星期天也沒有人？
今日是甚麼特別日子嗎？
她準備給我驚喜？
要不要先點飲品？
還是先在門口待一會。

他們打掃的打掃，整理貨架的整理貨架。
是做給閉路電視看的嗎？
又有幾多高層真的會看閉路電視？
如果裡頭真的有影帶。
希望昨天在公司上facebook沒被發覺，前天也有上哦……好像每天都上幾次……
應該沒關係吧。
看雜誌？好像也看了很多遍；
玩機遊戲？好像也玩了很多Round；
為甚麼那麼悠閒？

會出事嗎？應該不會吧。

十一時，又遲到。

很多車，真的很多車。
呼吸有點困難。
如果可以用鰓呼吸就好了。
至少水裡沒有閉路電視，不管它有沒有影帶。
每天不停喝水都蠻辛苦。
水跟咖啡，還是喜歡咖啡。

為甚麼咖啡店裡的職員，仍在忙著打掃及整理貨架？
如果現在入去，點杯Mocha，會否打亂他們的步伐？
但現在入去就是幫他們開單，咖啡店也要跑數吧。
一杯咖啡喝一小時，咖啡店一天開十二小時，座位三十個，一杯咖啡平均四十元……合共……

蛋糕、咖啡豆，當一天兩萬生意，還有外賣。
咖啡鋪應該不太在乎我這張單。還是去便利店看雜誌較好。

咖啡店不是應該悠閒的嗎？
為甚麼要跟跑數掛鉤？
雖然很奇怪，但就算他們不太在乎我這張單，也是做生意，做生意不是等同跑數嗎？
或者，至少應向我這裡望一眼。



都是在門口等好了。

十一時十五分，又遲到。



方大同

李美芬把耳筒戴上，按電話上的PLAY制。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都是方大同的好聽。
真想聽一聽他唱現場，如果是許志安也不錯。
上次唱K忘了點這首歌，都是他不好，點滿一頁Band Sound，明明我不喜歡。
兩個人唱K根本不好玩。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All I wanna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One thing that can be sure……

這個站為什麼這麼多人上車？
不如換一換髮形，Bob頭好像不錯，但可愛路線不太行，想作嘔；剪短好嗎？
對面的小孩胖胖的，肯定很討厭。
短髮好像蠻不錯；及肩應該最適合我，哪就不用剪。
可以染一染。
今晚又要追劇，十四集，還有六集，很慘哦。
女主角的髮形其實不錯，但前陰很長，每次出街都要捲一捲，太煩了。
男主角跟他早點表白不行嗎？
最後不能一起也是自找！
染紅色還是啡色呢？女主角是啡色，但Sandy也是啡色，最討厭。

If you were mine everytime
You could be the one to make me feel alright
Day or night

是何時下載這首歌？記不清。
Bed and Breakfast真的很棒！
是甚麼國家組合？
好像又肥了，一會還是不要點蛋糕。
但我有Perrier，只坐會否雙計？
但再叫飲品又不化算，都是他不好。
上載youtube到fb應該可以有LIKE吧。
還有四分三支Perrier，還有一站。
對面位大叔已經望了我三個站！下車時要怒視他一下，他真的很過份！
總之一早走到後一卡！
天氣熱穿薄點也不行，真希望這些大叔快點盲。

十一時，剛剛好。



落單

陳偉強進入咖啡室。

座在窗口旁，一會兒看見她就可以叫她入來。
為甚麼咖啡室的檯都這麽矮？
拿咖啡方便點嗎？
談天會方便點嗎？
每次想拿咖啡都要微微把身體向前傾，喝一口放下，還有一口蛋糕呢？
腰骨不好的公公婆婆甚麼辦？
難怪會來的都是年輕人。

為甚麼過了十一時咖啡室還沒有客人？
好像包場一樣。
不如先點杯飲品。
為什麼咖啡名字總是不好諗，總覺得咖啡店員每次收到Order後都會在心裡笑我。
這算是恥笑嗎？
為什麼我要被恥笑？
這不算是恥笑吧，只是英文讀不好……Latte是英文嗎？Cappuccino不是意大利文嗎？Mocha也不是
英文吧。因為我身在香港，所以不能像台灣的曉翎說拿鐵、卡布奇諾和摩卡嗎？
但我的國語也很爛。

點蛋糕也好像用英文會帥點。
麵包還是蛋糕？
用中文還是英文？
雜誌，要配一本雜誌才像樣，車誌、八掛雜誌、潮流雜誌、體育雜誌、旅遊雜誌………還是英文報紙
？

要像外國人。
可是沒有Mac Air。
要買嗎？
三年前已經跟她說會買，待會去看看。
希望不要下雨，下雨也不是重點。

四十元，Mocha最易讀。
蘋果批，中文最易讀。
甜味撞甜味，Mocha可以少甜嗎？都是不要說出口。



芝士蛋糕

李美芬站在咖啡室對面馬路。

星期日也這般冷清，這間咖啡店也一般般。
他在看甚麼？

天開始陰。
是因為今天穿不到那條白色貼身短裙？
還是因為在地鐵被大叔望了三個站？
搞不清。
如果我一直站著，會否待到下雨？
下雨的話，我便混身濕透，對面馬路的小狗也會濕透，報紙檔的檔主也會手忙腳亂，下雨不好。

下雨不好，我現在過去不就解決了嗎？
不能就此解決，那可以就這樣解決！
難道現在轉身走，一切就會好？
很亂，突然很亂。
對面的小狗不怕雨嗎？
望著天空，骨頭也不會就此掉下來，會從天上掉下來的只有雨點，雖然你很可愛，但你再不走，就太
遲了。

太遲了，十一時三十分。遲了半小時太遲嗎？
五分鐘是遲，一分鐘是遲，三十分鐘應該不會例外。
但還未想現身，或許跟小狗一樣，望著天，他期待的，跟我一樣嗎？

昨晚的韓劇，說到女主角好像知道男主角身世，不是一早知嗎？
如果我不是穿這條碎花裙，把半個心口，小腿及肩膀露出，剛才也不會被大叔望三個站。
留陰根本不舒服，但我也不能剪Bob頭，那是對自己的考驗。

三十三分，要進去吧。
小狗仍在望天，真的期待淋一場雨，還是另有目的。
很可愛，真的很可愛。
很想摸一下。

Cappuccino、芝士蛋糕。
Cappuccino、芝士蛋糕。
Cappuccino、芝士蛋糕。

還是進去。

Bed and Breakfast不是我杯Cappuccino，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不由方大同的嘴巴唱出，會動聽嗎？



沒有聽過……真的沒有聽過。

Cappuccino、芝士蛋糕。



又遲到

陳偉強拿著Mocha和蘋果批坐下，示意剛進入咖啡室的她先落單。

又遲到，這壞習慣就是不能改。
不能改的不只這些。
還有胡思亂想和姿整。

三年前那天，下著雨，沒有傘子，就躲進咖啡室。
很討厭鞋裡裝滿水的感覺，雨不停，打烊也不能叫我離開。
但總要點些東西喝。
四十元，Mocha最易讀。
蘋果批，中文最易讀。
甜味撞甜味，Mocha可以少甜嗎？都是不要說出口。
原來三年也沒有變。
也沒有變的必要。

她也是點同一樣嗎？

這個背影為什麼突然不同了，是高了、瘦了嗎？
沒可能，前天才見過面。
是髮型變了、衣著品味變了嗎？
不知道，不知道她會否問我她有甚麼轉變。
千萬不要問。
我甚至自己有沒有轉變也答不出。

是要下雨嗎？

說不定會有昆蟲爬進咖啡室，要轉個位置，還是不轉。
買東西為什麼這麼久，也不就一杯飲品一碟食品。
又不是很多人。

很熱，這杯Mocha很熱，要是咖啡杯沒有耳朵，
我決不會喝下它。
咖啡杯的耳朵有其實用途嗎？
是否用來保護咖啡杯，好使我這些男人不用碰到它的臉。
還是在偷聽喝咖啡的人的心事？
很文藝，不如記下來，或許有用。
或許無用。

九人更新了Facebook。
真無聊。

「又遲到！你點了甚麼。」



勇氣

李美芬進入咖啡室，看著咖啡室內的他。

先點咖啡、再點蛋糕，沒事的。
又不是第一次在這咖啡室點蛋糕。
Cappuccino、芝士蛋糕。
要十分鐘吧。

剛才的小狗有食物嗎？
要不要叫一個批給牠。
狗能吃批的話，住在這店外豈不是不會餓死。
如果我住在這裡會怎樣，會有人給我批嗎？
會有人開韓劇給我看嗎？
為什麼韓劇總有人死，為什麼韓星那麼喜歡自殺。
他們不是喜歡，是沒有選擇。
可以選的話，誰會願意完結一件事。

昨日Andy說我精神有問題，不要再看韓劇。
韓劇是病毒。

你才是病毒。

今天的Cappuccino為甚麼沖這麼久？
沖咖啡、打奶泡、拉花。

為何一到這裡人就變了，是適應，還是防備。
剛才在家、在地鐵，思緒都沒現在的亂。
一定是你，一定是你。

小狗，可以讓我摸你一下嗎？
這刻，可能只有你能給我勇氣。
如果咖啡沖完，你還未走，就當你送我一口不用還的勇氣。
要不拿本書，要不拿起電話。
你在看著我吧。

請不要下雨，不想也不用那些無謂的沙沙聲作Background Music。
你在看著我吧。

是Cappuccino，完成了。
芝士蛋糕也放上那張圓檯上。

「不要分手吧。」

討厭，為何下大雨，我的勇氣花光了。



******************************************************
同路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