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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嘩！好靚呀！
 
喺我眼前嘅係一個嬌羞可愛嘅女仔，162cm高，五官端正，有著水汪汪嘅眼睛，紮住ALL
BACK嘅馬尾。唔，外貌上嚟講簡直無懈可擊！就算帶住口罩都靚過好多女仔幾條街。
 
不過咁，我唔係外貌協會主席，我睇人係睇30%樣，70%內涵嘅~
 
「我叫Cloud呀，我2A班架，你呢？」呢個可愛嘅女仔問我。
 
「我…呃…我叫Adrian，3E班。」我怕怕醜醜咁回答。
 
「哦~原來你Form3架，怪唔得知之前無見過你啦。」佢微微一笑，然後佢條馬尾就fing下fing下咁
行返埋佢個位度。
 
Er…你咁係咩意思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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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你真係鐘意佢呀？」細細粒驚訝咁問我。
 
「細聲啲啦！」
 
「Okok~」
 
「可能係，總之我一對住佢就會紅都臉哂同好緊張。」我如實答佢。點解？因為佢係我最好嘅兄弟。
 
細細粒，全名程正謙，比較細粒（廢話），中三都只係1.5米高，帶住方形黑色遠視眼鏡。雖然我哋
而家唔同班，但係都好friend，起碼會一齊食下晏，一齊練波咁。
 
而我全名就叫毛仁希，1.63米高（哈哈，1米6笑1米5），啲同學就不外乎都係一係就叫我英文名Ad
rian，一係就叫我「無人機」！哈哈，我啲同學係咪好有創意呢？
 
吖，重有一樣嘢，就係我之所以會同細細粒咁friend，係有原因嘅，就係…我哋嘅英文名都係Adrian
！哈哈哈，係咪好得意好搞笑呢～
 
「加油呀無人機！我一定撐你架！」細細粒比咗個加油嘅眼神我。
 
「咁你會點撐先？」我瞇起對眼嘅問佢。
 
「至少，我會心靈上支持你。幫緊你幫緊你架。」佢笑笑口咁同我講。
 
唉，咁使你撐！？
 
各位係咪無頭緒究竟我哋喺度噏乜春呢，好，就由幾日前日開始講起。
--------------------------------------------------------------------------------
[04/07/2020 20:24] Mr. Tang: Hello Adrian.
[04/07/2020 20:24] Mr. Tang: Will you be able to help for Open Day?
[04/07/2020 20:25] Mr. Tang: Want to invite you to do some video shooting live.
 
佢一連send咗3個message比我，無非就係叫我去學校嘅Open Day幫手。
 
Mr. Tang，我哋學校嘅Head Of ICT。雖然係咁，但係都會同我哋啲學生打成一片。
 
既然佢都咁叫得我咯，咁我都實在無理由拒絕架啦，我又咁熱心助人（好似係），當然一口答應。
 
[04/07/2020 20:27] Mr. Tang: Adrian, ok to stay behind in the afternoon for lessons 567 next
week from Wednesday onwards?
[04/07/2020 20:28] Mr. Tang: We can buy lunch for you all, so you do not have to go out to
grab lunch.
[04/07/2020 21:00] Me: Okay.
 
跟住？我咪由星期一開始就留喺學校度上zoom囉。



 
當然，就梗係唔淨只我一個比佢叫到啦，仲有一個Form
2嘅男仔，佢叫Curtis，矮矮地，肥肥地，都係帶住個黑色嘅眼鏡。咦？啲特徵好似阿Dee咁喎。係
，係真係幾似，起碼高度差唔多，但如果度BMI嘅話就會有明顯分別架啦，哈哈~
 
仲有兩個同學，都係同我同班，一個Ava，一個Coco。Ava係一個五官都叫做標緻嘅女仔，全級考第
一，都係帶住個圓框眼鏡。Coco就係一個…男仔！點解？好簡單，因為佢全名叫做Iwai Kong
Toshiko，係咪好複雜呢，所以我哋簡稱佢做Coco算。
 
最後，就係一個嬌羞可愛，162cm高，五官端正，有著水汪汪嘅眼睛，紮住all back馬尾嘅Form
2女仔。唔～只可以話係Mr. Tsang識得揀人。
 
「我叫Cloud呀，我2A班架，你呢？」呢個可愛嘅女仔問我。
 
「我…呃…我叫Adrian，3E班。」我怕怕醜醜回答。
 
「哦~原來你Form3架啦，怪唔得知之前無見過你啦。」佢微微一笑，然後佢條馬尾就fing下fing下
咁行返埋佢個位度。
 
嘩，撩我呀你喺度？
 
定抑或只係我諗多咗呢？
 
點都好，唔知以後，我哋會唔會有啲咩發展呢呵！？會唔會…
 
「嗨～Hello～食飯啦無人機！諗咩諗得咁入神呀你？定係喺度昅緊女？」Coco喺我面前揮咗幾下手
，又喺度奸笑。
 
「黐線！我邊有？」我塊臉又不自覺紅哂。
 
唉，我留意到Cloud喺度偷笑！
 
「哦～咁唔好意思喎，誤會咗你添~」Ava仲要笑笑口咁望住我。
 
「其實呢，點解你會叫『無人機』嘅？」Cloud仲含緊注麵，鍔高咗頭咁望住我。嘩，佢對眼真係好
似識得放電咁。
 
「吓？Er…
因為我個名叫毛仁希，讀音就有啲似『無人機』。不過咁，我就都真係好鐘意玩無人機，所以咪會有
呢個花名囉。」話時話吖，點解佢問我咁多嘢嘅？
 
「哦～即係航拍機。」佢好似好有興趣咁問我。
 
「係，我玩嗰部係Mav Air
2，幾好玩。可以最遠飛到10公里遠，鏡頭又有4800萬像素，拍到4K嘅相或者片，又有避障功能…
」我有個缺點，就係當你觸動到我某啲神經，例如無人機，嘅時候，我就會滔滔不絕，講到想停都停
唔到。



 
之但係，Cloud都依然好認真聽。
 
「唔，就係咁囉。」由於我終於都發現到其他人開始覺得唔耐煩，所以我都係唔講落去住啦。
 
「嘩，我都想要…」Cloud越講就越細聲，而且我仲注意到佢臉上閃過一下苦澀嘅面色。
 
點解嘅？既然佢都咁有興趣聽我講無人機嘅嘢咯，點解佢嗰種表情會令我覺得佢同無人機會有段悲憤
嘅故事咁嘅？同埋，佢既然對無人機咁有興趣，佢自己應該都有部先啱架，哦～可能佢都想要姐，但
係佢啊爸啊媽又唔比佢買，所以咪咁嘅樣囉。唔，我真係諗太多啦。
 
定係，我反而諗得太單純呢？
 
「喂喂喂，聽到嗎？聽到嗎？聽到嗎？聲音畫面有冇問題？」唉，要開始zoom啦。
 
順帶一提，呢句嘢係我哋得意嘅Econ老師每次開zoom嘅第一句嘢，風雨不改。
 
「請問大家見唔見倒我而家個screen呀？」Econ老師問。
 
哎呀老師呀咪咁戇…居啦，我點知你個screen係點呀，我又點知係咪睇倒你而家個screen呀？
 
「哈，佢呢條問題同叫冇到嘅同學舉手真係異曲同工之妙！」Coco笑。
 
問完呢條咁無聊嘅問題之後（當然冇人開咪答佢），佢就開始教書lu。
 
「Price一升，quantity demanded就會跌；Price一跌，quantity demanded就升。」
「Price一升，quantity supplied就會升；Price一跌，quantity supplied就跌。」
「Demand＆Supply Curve呢就會係一個cross，中間交叉嗰點就係equilibrium…」
 
哈，以上呢幾句就係我上完Econ堂記得嘅嘢。哈哈，真可笑。不過，最主要原因都只係因為我哋幾
個都喺度傾計，冇諗個聽書。
 
OH，50分鐘終於過去，終於zoom完lu，yeah！
 
「午安呀大家～好，我哋今日呢就會播返大家嘅個人短講片段，等大家睇下大家同學講成點啦~」電
腦出現我哋中文老師嘅聲音。
 
喂，你又話zoom完嘅？你呃人！
 
係，我哋真係zoom架完啦，之不過而家係google meet緊！哈哈哈哈~
 
吖，唔好笑住。今次死火啦，我哋親愛嘅中文老師要播我哋拍嘅片呀。死啦死啦！
 
「黐線架佢，播我哋啲片出嚟！？」Ava大鬧中文老師。
 
「哎唷，我唔使喎。」Coco因為係日本人，所以被列為非華語學生，唔使上中文堂。
 



「收聲啦！識華語嘅非華語學生！唉，仲要連堂中文！」我鬧Coco。
 
係呀，我要上100分鐘嘅地獄中文堂呀！
 
「嗱，呢位同學呢就可以比多啲例子，因為而家你個內容好空泛呀…」
「唔~呢位同學呢，我覺得就可以講多個point，因為其實你而家冇乜内容呀…」
 
…
 
「好~咁今日就到呢到啦，拜拜。」嘩好嘢，100分鐘總算過咗。
 
我哋又傾多陣偈之後，就比Mr. Tsang叫咗去綵排下。
 
不過，喺我哋頭先傾偈嘅時候有2句嘢不停浮現喺我嘅腦海入面，就係…
 
1.「哈，原來我哋都係精英班架！」Cloud講嘅時候仲要望住我。
 
吖，想補充嘅係：我哋學校中一至中三都有2班精英班，分別係A班同E班。Cloud,
Curtis都係2A班，Ava, Coco同我就係3E班。
 
2.「冇呀，我未拍過拖呀~」 Cloud講嘅時候嗰種語氣就令你感覺到佢真係想試下拍拖。
 
點解佢講句一嘅時候會全程望實我嘅？佢一眼都唔望Coco，唔望Ava，唔望Curtis架喎！？雖然佢講
句二嘅時候就只係有意冇意咁望我幾眼，唔多唔少，其餘時間都係望住張枱。但係嗰幾下有意冇意嘅
眼神都只係對住我一個…
 
點解嘅！？有冇人可以解答到我呀？唔通，唔通佢真係…
 
「記住一定要影住個家賓嘅正面，千奇唔好影佢哋背脊。知唔知道？」Mr.
Tang温馨提示我哋。佢呢句嘢完美咁將我抽離思想空間，將我帶返返去現實。
 
「好啦，咁今日係咁先啦，拜拜。」Mr. Tang講完之後就獨自行返入教員室。
 
「嘩~好攰呀今日，仲要搞到咁晏~」Curtis嘆咗口氣。
 
「係囉，而家成7點幾啦！好想快啲返屋企食飯。」Cloud笑住咁答佢。
 
「吖係喎！返去仲要搞掂埋遍作文呀~」
 
「係喎，但係唔係好難姐~半個鐘實搞掂啦。」
 
咦？點解我會有啲唔開心嘅？呢種唔開心，就好似喺度呷繄醋咁。唔！？我喺度呷醋？有咩好呷呀？
妒忌Curtis同Cloud有傾有講？妒忌Curtis同Cloud咁friend？
 
唉~算啦，我都唔知。
 
之後嗰幾日，都係差唔多。大家會一齊除罩（口罩）食飯（當然冇爆群組）、一齊上zoom、一齊傾



呢樣傾嗰樣。總之我哋大家嘅關係都親密咗，包括我同Cloud。而且，我咁大個仔都係第一次因為八
號風球停課而唔開心，因為冇得見Cloud。所以，我可以肯定嘅係，我鐘意咗Cloud。我亦都同咗細
細粒講，所以，呢個插敍部分經已完結。
 
現在為你回到主時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咁我可以點勾引佢呀？直接走落2A班揾佢同佢講『我鐘意妳』呀？」我心急咁問細細粒。
 
「你可以咁做，我不突只唔反對，仲會同你一齊去添！」細細粒奸笑咗下。「不過更理智嘅做法呢係
首先你可以…鈴鈴鈴」
 
唉，當細細粒終於講到重點嘅時候就比一個無情嘅鐘聲恨恨咁打斷咗。
 
唔~我應該要點先可以去擄去佢嘅初戀呢？
 
呢個問題，我諗咗成個晏晝都諗唔到…
 
幾日之後…
 
吖，係喎，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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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2020 20:35] Adrian: 咁聽日見啦
[11/07/2020 20:35] Cloud: 好呀～早啲瞓啦咁
[11/07/2020 21:35] 細細粒: 加油呀！
[11/07/2020 21:36] 細細粒: 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吖講返先，我最後諗嘅plan係咁：

7月12號係星期六，我就約咗Cloud去南生圍玩。

可能你會諗：「吓，之但係你諗咗咁鬼耐就只係同佢去南生圍咁咋！？」

嗱，如果你咁諗嘅就真係太膚淺啦～

我揀約佢去南生圍係因為南生圍真係好靚，有山有水有花有花草仲有雀仔，應有盡有，去過嘅你就會
知，真係世外桃源！而且我哋仲可以一齊喺元朗踩單車入去，係咪好啱我哋去呢～

仲有最重要嘅，係我哋可以喺南生圍放無人機！聽講嗰度啱放之餘，拍出嚟仲好靚添！

[11/07/2020 20:36] Adrian: 9點皇后街等啦
[11/07/2020 20:36] Cloud: 唔～早唞～

皇后街，係大部份西隧巴士轉入西隧前喺香港島中西區嘅最後一個站。

星期六上晝8：55。

「嘩～對…對唔住呀，要你等！」Cloud喘哂氣咁跑過嚟我面前。

嘩~佢今日上身著咗件運動型短䄂衫，下半身就…著咗條…好貼腳嘅運動長褲，
將佢下半身嘅輪廓完美咁show哂出嚟！嘩~好sporty呀。

我？唔使點提，只係簡單嘅黑色短袖衫長褲。

「唔緊要啦，妳遠吖嘛，更何況你都冇遲到～」我冧下佢。

吖，其實話時話吖，點解我一WhatsApp佢約佢出嚟佢就即刻肯嘅？唔係通常啲女仔都會好心思熟慮
，諗過哂度過哂先做決定架咩架咩？而且，我哋計計埋埋都只係識咗一兩個禮拜咋喎。

「上巴士啦～」Cloud催促我。

算啦，都係咪諗咁多啦。

「吖係喎，你有帶Mav Air 2架呵？」Cloud突然間好緊張咁問我。

「Of Course，我特登check清楚係咪冇帶留嘢先出門口架。」



「我仲帶多咗2嚿電添，加埋可以飛差唔多個半鐘。」
「其實，你係為咗我而嚟，定係只係為咗部無人機而嚟架？」

…

唉！死火！佢唔答我之餘仲要擰歪面唔望住我！死得啦今鋪，好尷尬呀而家！

入咗西隧之後，巴士一路經西九龍公路、汀九橋、大欖隧道、青朗公路，最後終於入到我哋嘅目的地
——元朗。

「下一站：形點丨…」

「Cloud，落車啦。」我拍一拍Cloud。

…

咦！？冇反應嘅？佢唔係真係嬲到車都唔落呀嘛！？

我決定拉佢起佢左手走人。嘩，我第一次掂佢隻手呀~好滑！

「做…做咩呀？」Cloud睡眼惺忪咁望住我，完全唔知我哋已經到咗元朗，就嚟埋站。

哈，原來佢係瞓著咗，怪唔得知佢過咗西隧之後就唔出聲啦。

落咗車之後，我哋就開始揾單車鋪租車。

「唔該~租全日吖唔該~」無奈呢間單車鋪人手真係太少，完全冇人理我。

「唔好意思，我哋兩個想租全日呀，邊啲車啱我哋呀？」Cloud索性走去老闆面前同佢講。

果然，求人呢家嘢真係女仔做嘅成功率會大啲，特別對住啲麻甩佬！

擾攘完一輪之後，終於租到2架單車。

So, let’s go！

大半個鐘頭之後，我哋終於沿住單車徑，由一個石屎森林，去到一個環境清幽、安閒自在嘅世界裏面
。

而我哋一路踩單車，一路見到嘅景物都非常有趣，首先係商場，然後到醫院，廟宇，村屋……最後南
生圍。入南生圍嘅馬路亦又本身寬敞嘅2條行車線慢慢變為1條行車線。所有嘅景物，都好有層次感
，好有序咁慢慢映入我嘅眼簾。

「好靚呀呢度～拍低架車影張相吖我哋。」
「停一停吖喺度。」
「你睇下後面座山，幾似富士山！」
「嘩，黑臉琵鷺呀！好得意呀佢哋，咁大個嘴。」



以上全部都係Cloud講嘅嘢，而身為gentlemen嘅我梗係聽佢講啦，停車就停車，影相就影相。仲有
，Cloud一入到去嚟南生圍就成個人笑逐顏開哂，同喺巴士上嘅佢形成強烈反差。

「好呀～」我一一答應佢。

可能你會覺得，Cloud係咪講錯咗富士山呀？富士山喺日本架啵~

冇，佢冇講錯。因為我第一眼望埋去，真係以為係富士山。嗰座山目測都有400-500米高，成座山都
綠柔柔。而山頂對下50米倒就全部被雲覆蓋哂，好似冚咗層棉花咁。

「哈～香港版富士山。」

我哋再踩入多小小，就已經係馬路（南生圍裏面冇單車徑，所以要踩馬路）嘅掘頭路。

我哋想再「發掘」入啲，所以就踩入去入面條凹凸不平嘅「行人路」。

「咦！呢度有笪大草地喎，一陣可以喺呢度抖陣玩陣。」
「同埋放無人機！」

哈，正，等陣玩無人機又得，影下相又得，連坐低喺度瞓下覺都得，而且又舒服啲！

踩過呢條「行人路」嘅時候，就見到一大片蘆葦草田和一排長長的桉樹。畫面係咪好治癒呢？

我哋繼續沿著「行人路」向前踩，無耐就到咗南生圍最出名嘅婚紗橋。

「不如我哋自拍吖？」
「好呀～」

影完相之後，我哋又繼續踩入去。

「肚餓未呀你？」我問Cloud。 始終我未同佢出過街，我唔知咁樣佢攰未。

「梗係肚餓啦，你個肚仲未打鼓咩？」Cloud因為踩緊單車，所以冇擰轉個頭，我亦唔知佢嘅表情係
點。

「吓你肚餓咁你唔喺元朗度食啲嘢先？」
「咁但係我想快啲入嚟吖嘛～」

Er…

好快，我哋就揾到間「餐廳」。點解要括住餐廳？因為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599系列規例：餐飲處所內不得有多於二人同坐一桌；顧客人數上限為通常座位數目上限的五成。

但係呢度我就見3個一枱又有，6個人一枱都有，而且呢度至少坐咗六七成人。

大家知道呢個599G嘅「威力」未呀？ 



「唔緊要啦～啲警察都唔會追到入嚟架啦～」老闆娘同我講。

有勇氣！Respect Respect！

轉眼間，我哋嗌嘅餐蛋麵同豆腐花都嚟哂，我哋就開始狼吞虎嚥！

「唔~好好味呀！」Cloud食到成嘴都係。

「嘩，你睇下你。」我用紙巾幫佢抺返個嘴。

佢呆咗咁望住我，塊臉跟住變得紅卜卜，我哋亦都由此變得尷尬起嚟。

食完埋單之前，雲雲話想去個廁所。殊不知，頭先個老闆娘無啦啦走咗埋嚟同我傾計。

「好温馨啵你哋頭先。」老闆娘同一個食花生嘅態度同我講。

「吓…吓咩呀…」我被佢搞到好緊張。「我哋同…同學嚟架咋。」

「唉，好心你就誠實啲啦。你頭先咁樣仲唔係鐘意咗佢！？你唔好話我知你只係攞佢嚟玩玩下呀！」
老闆娘完全將我心底話講哂出嚟。

究竟佢係識讀心術吖，定係其實我已經好明顯呢？

「主動啲啦。」老闆娘趁Cloud仲未出嚟所以就繼續講。「佢係一個好女仔嚟架，唔好嘥…」

就喺呢個時候，Cloud去完有廁所出嚟。

「好唔好味呀？」老闆娘即刻改口。「下次記得帶埋啲friend嚟食呀！」

比埋錢之後，我哋就沿返住頭先條「行人路」出返去頭先我哋發現新大陸嗰度：大草地。

「嚟啦~快啲啦！」Cloud嘅表情同語氣就好似一個小朋友等食飯咁。

「咪咁心急啦~」我小比翼翼咁攞我部價值連成嘅Mav Air 2出嚟。

「登登登凳~」

我慢慢咁擘開架Mav Air
2嘅機臂，set開個remote同用手機連好部無人機同remote之後，就可以正式起飛lu！

[Ready to take off] 手機嘅DJJ FLY APP寫住。

「FU~FU~」機上嘅4塊葉開始慢慢轉動同加速，無人機終於喺搞完一大輪之後飛起咗！

「Yeah~嚟吖，影下我哋吖！」Cloud開心到癲咁濟。



但其實我臉上都掩蓋唔到我而家嘅興奮！

「唔～呀~試下玩下『環繞』吖不如？」我問佢。

「即係點呀？」Cloud又問返我。

「『環繞』即係我哋部無人機會自己自動圍著拍攝目標（即係我哋兩個）嚟拍片。」我詳細咁解釋比
佢聽。

「吓咁小心喎，佢一陣飛飛下撞到啲樹咁點算呀？」
「唔緊要，呢部無人機有避障功能，顧名思義可以自動咁唔撞埋嘢度，仲自動避開佢哋繼續飛。」
「咁犀利～咁快啲試下啦，唔係就嚟冇電架啦！」

我喺個app度set咗我哋兩個係中心點之後，就撳咗「環繞」呢個掣。

果然，撳完之後架無人機真係自己圍住我哋轉，而且仲要自己避開埋啲樹添！

「跟住試埋『螺旋』同『沖天』咯。」

跟住落嚟佢都係大同小異，喺app度set好之後就開始飛。之不過係飛嘅路徑會唔同，所以拍出嚟嘅
感覺都唔同。

「螺旋」：無人機會以拍攝目標做中心，螺旋形咁轉上去拍攝。

「沖天」：無人機會飛到目標上方之後垂直上升，鏡頭就會俯視住目標拍攝。

聽落係咪覺得好型呢？係，我哋都咁覺得。睇嚟我哋真係心有靈犀呀，嘩哈哈！

「嘩，得返30％電咋，要落返嚟啦。」
「嗯～換電再飛過！」

降落咗之後，就好快咁拆咗嚿電出嚟，插過嚿新電落去。

「又起飛lu~」

「不如今次唔影我哋，飛出去河嗰邊影好唔好呀？」我問Cloud。

「吓？哦~好啦。」Cloud好似有啲唔開心。

佢而家個表情好似好委屈咁。

「唔好咁啦，我入面仲有嚿電架。」

「咁好呀~」Cloud又即刻開心笑翻。

「哈，好似喺度控制緊隻雀仔咁。」而家架無人機飛緊出頭先條馬路到。



「我又想玩呀～」哎喲，Cloud扁嘴呀！

「哦…好…好呀」由於佢扁嘴真係太可愛嘅關係，連我都被佢征服倒。

係被征服到好緊張。

飛多咗陣拍多咗幾條片之後… 

「吓～咁就3嚿電嗱？」Cloud小姐嘅公主病又發作。

係，我哋已經話咁快就玩3粒電啦。睇嚟DJJ真係要改善下啲電池，點解咁快就玩完，又話34分鐘嘅
？

「咁無偈啦，一於坐喺度唞下攞，我又唔想咁快又返返去個石屎森林到。」我提議。

我哋就靜靜咁坐喺草地度唞陣瞓陣，好温韾咁互相住大家。

「下次你仲嚟唔嚟玩呀？」我問Cloud。

…

我望一望佢，原來佢又瞓咗。瞓咗喺我個膊頭上面。佢瞓覺個樣真係零舍得意，零舍可愛。擘大個口
，好似就嚟會流口水咁。

哈，人瞓亦瞓，見佢瞓我又眼瞓；人埃亦埃，見埃落我度瞓我又埃返落佢度瞓。

16：30…

嘩，原來已經咁晏架啦？

「Cloud…Cloud，起身啦4點半啦！」我嘗試拍醒佢，因為真係晏啦，我哋仲要買外賣返屋企食。

點解？點解唔喺元朗食埋先返屋企？

因為…因為又係《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599系列規例嘅「威力」啦～

599，SHOW TIME：

在局長根據第4(1)條指明的期間（晚上六時至明日早上）內，餐飲業務負責人須 ——

(a) 停止售賣或供應供在有關業務的處所內進食或飲用的食物或飲品；及
(b) 如該業務在某處所 ( 或某處所的部分範圍 ) 售賣或供應食物或飲品，供在該處所內進食或飲用
—— 關閉該處所或該範圍 ( 視屬何情況而定 )。

清楚嘛各位？

「唔？」過咗幾分鐘之後，Cloud終於肯擘大對眼。



「行啦，而家4點半啦，我哋要7點之前還車呀，仲要買外賣返屋企食飯呀。」老實講，晚市禁堂食
真係好唔方便，仲好擾民。

「吓，但係我想睇埋日落先呀，難得嚟度。同埋呀，而家5點幾6點就天都黑哂啦，驚咩7點返唔倒去
姐？」Cloud用咗把男人抵抗唔到嘅嬌豔聲線嚟同我講，而且佢仲一路講一路扁嘴！

「唔，咁好啦。」既然佢都講都咁咯，我有咩理由拒絕佢姐。

口不對心，就可以攞嚟形容我。因為，其實我自己唔想咁快走之餘，亦都想同Cloud一齊見證著今日
嘅日落。今日2020年7月12號嘅日落除咗會標誌著晚上嘅來臨，同時都會標誌著我哋情侶關係會喺
呢個日落度正式開始。

今日，係一個實驗，測試下我到底係咪真係確確實實徹徹底底咁鐘意Cloud。

唔係老闆娘嗰翻話我先咁諗，我一早已經咁諗。

老闆娘嘅話係一個「助攻」，助攻我更有信心表白。

而事實證明：係，我係由紿至終都鐘意佢。

所以，老闆娘都係功不可抹。

「行啦，去錦田河嗰度睇夕陽晚霞啦，唔好呆若木雞咁棟起度啦。」Cloud同我啱啱相反，成個人精
神抖擻哂。

「哦…哦好呀，好啦咁。」
「諗咩呀你？好似靈魂出竅咁。」
「無…無呀。」

佢用咗一個懷疑嘅眼神望一望我之後，就轉身踩去河嗰邊。

諗咩，咪諗緊一陣點同你講囉！

「嘩~水洩不通呀真係~好有氣氛呀。」Cloud講。

「哈，又未至於水洩不通嘅~係人頭湧湧姐。」我笑佢。

「哼~」嘩，佢個樣好得意呀，好想一嘢…

「嚟吖，自拍吖我哋。」Cloud話咁快就已經攞咗部電話出嚟，打開相機。

「哈，好渣呀我哋。」我自嘲。
「點解呀？」
「你睇人哋個個都攞哂啲好勁嘅相機嚟影，但係我哋就淨係得部電話。」

「噗哧~」Cloud莞爾一笑。「有時候有啲嘢，完美就會變得唔完美；唔完美反而會更完美架。」



吓？完美就完美唔完美就唔完美啦，咩唔完美就完美完美就唔完美呀？

「唔使急住理解啦，遲下你就會知架啦。」Cloud見我極度困惑，所以就咁講。

「嚟吖，快啲影張相啦，唔係個咸蛋黃唔見咗架啦。」

説罷，我就握住佢部機，伸高隻手，對住我哋同咸蛋黃，然後嫣然一笑，並且撳白色圓形掣…

「咔嚓～」

「嘩~好靚呀影得。」Cloud情不自禁笑起嚟。

「梗係啦，唔好唔記得邊個揸機先得㗎~」我自己讚自己。

相入面，主要以後面嘅錦田河同大陽做背景，我同Cloud就搭住膊頭，互相對望並含笑。

畫面係咪好有愛嘅感覺呢？

睇完張相之後，我哋就一齊望住個夕陽。

而家嘅太陽，已經冇哂通紅刺眼嘅光芒。一嚿嚿嘅浮雲，一層層嘅輕紗，朦朧咁半遮住咗太陽。橘紅
嘅夕陽映射出金黃嘅雲霞，最後紅黃溝埋，成為最約麗嘅色彩，令人心曠神怡。

我哋又好有默契咁對望，我知道，時機嚟啦，係時候啦。

我心跳加速，呢個心跳，係15年嚟跳得最快嘅一瞬間。

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各位，我開口啦！

「Cloud，我鐘意妳，我愛妳。」



第三章（上）

我哋互相凝視住對方。

「Cloud，我鐘意妳，我愛妳。」我好慶幸自己竟然有勇氣講出嚟。

我用我最堅定嘅眼神望住佢，佢就眼愕愕咁碌大對眼望住我。

我呢一刻見到嘅，就只有Cloud一個。佢周圍嘅景物到變得朦朧，好似近視然後冇帶眼鏡咁，只係得
Cloud我係望得清楚嘅。

周圍嘅嘢除咗朦哂之外，仲靜止哂，好似比唔知邊個撳咗［STOP］掣咁。成個世界鴉雀無聲，萬籟
俱寂。雀仔，唔再「啾啾」，唔再「吱吱」，唔再「喳喳」；蟬，唔再「唧唧」，唔再「咿咿」，唔
再「喓喓」。水，唔再「淙淙」，唔再「潺潺」；風，唔再「呼呼」，唔再「渢渢」。人，冇再吵鬧
，冇再喧鬧。

「Cloud，可唔可以比我做你女朋友呀？」

佢耷低頭諗咗幾秒，然後可愛噗哧一笑……

「你今日咪問我，我係為咗玩無人機而嚟，定係為咗你而嚟嘅～」
「我而家可以答你：我都係為咗無人機、南生圍而嚟。」

吓？唔係啩？

唔好呀，咪玩我啦！

「但係我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嚟嘅原因，係……」
「因、為、你！」
「所以，我鐘意…唔？」

我不加思索，諗都冇諗（亦都控制唔到自己）就即刻封住佢嘅櫻唇，同一嘢攬落佢度。

雖然佢一開始好愕然咁退後咗步，但係佢並冇抗拒到，呆完之後就攬返住我。

「吱吱、喳喳、呼呼、淙淙、喓喓…」呢個時候，成個世界終於郁返，嗰個唔知邊個終於撳返個［PL
AY］掣。

「不如你鬆手先啦，好熱呀我而家。」Cloud塊臉蛋變得通紅，而且流哂汗。一滴一滴嘅汗洙流喺佢
塊蕃茄咁紅嘅臉度。

我哋鬆開手之後，又拖返住手，一齊望住就嚟收工嘅太陽伯伯。

呢個時候，太陽射出嘅光芒已經唔再殘眼。呢啲橙橙地紅紅紅地黃黃地嘅光芒閃耀動人，映照喺河度
，形成一金黃色嘅條光帶。



唔淨止河係咁嘅色，天空上嘅層雲都係咁嘅色。越近太陽嘅雲，就越紅；越遠離太陽嘅雲，就越黃色
。係呀，漸變色嘅雲呀，仲要漸變得好平均。

睇下睇下，太陽已經只係淨返半邊臉。

好快，連薄暮嘅殘陽都消失埋。夜幕低垂，華燈初上。

我見到Cloud仲係望住緊啱啱日落嘅嗰個位，我就淨係望到佢嘅側面。

而家嘅Cloud，好似昇華咗一層咁。白晳嘅臉蛋，雙瞳翦水嘅眼睛，秀挺嘅鼻，嫩膩嘅嘴，烏黑順直
嘅長髮，緊緻粉嫩嘅肌膚，通通都可以喺美麗動人嘅佢身上都揾得到。

不過我一開始都有講啦，我畢竟唔係外貌協會主席，我睇人呢，就睇30%樣，70%內涵嘅~

所以，我雖然鐘意Cloud嘅樣，但係更鐘意嘅係佢內在嘅美。

善解人意、柔枝嫩條、活潑好動、寛容厚道、赤子之心…

「走啦~返去啦~下次再嚟囉，而家就嚟又暑假。」我催促佢。

「唔~」佢點咗下頭，然後…然後…

然後主動拖住我隻手。

嘩！？而家啲女仔咁主動架咩！？

「究竟你話咩完美唔完美係咩意思呀？」我趁踩緊單車返去嘅時候問佢。

「有啲嘢呢，係你要親身去經歷下，體驗下先至會明個意義架，而果淨係用耳仔去聽，好難明白架。
」佢望返住我。

「哦，好啦。」我似懂非懂咁點咗點頭。

話咁快，我哋喺19:01返到單車舖。

「下次呢，記得早啲啦~」老闆娘提醒我哋。

「唔～唔好意思呀。」

「Adrian，我哋喺度食定係返去你屋企食呀？」Cloud問我。

吓！？去我屋企食！？

咩事呀佢，成個人唔同哂嘅？

「吓…吓…去我屋企食呀？」
「係呀，搭968返到去香港島第一個站落車就返到你屋企啦喎，唔去你屋企唔通仲去筲箕灣（佢屋企



喺筲箕灣）呀？」
「哦…哦…咁你肚餓未呀？」
「又唔係好肚餓姐～一係返去咯，坐都坐得舒服啲，又有冷氣。」
「咁返去啦～食咩呀你想？」
「我想食米線。」
「咁米線陣咯～」
「好呀～」

上咗巴士之後，我哋求其揀咗兩個位坐低，跟住就…

「聽下歌好冇呀？」
「好~」

「手牽手 一步兩步三步四步　望著天 看星星　一顆兩顆三顆四顆　連成線 背對背默默許下心願
看遠方的星是否聽得見 手牽手　一步兩步三步四步　望著天 看星星　一顆兩顆三顆四顆　連成線
背對背默默許下心願 看遠方的星如果聽得見　它一定實現…」

就…瞓着咗。

「牽著我 一起走吧 不管了 風有多大 想去哪 現在出發 等什麼呢 有火光 一起去闖 不害怕 別人去講
就這樣 人間蒸發…」

「一起長大的約定 那樣清晰 打過勾的我相信
說好要一起旅行 是妳如今 唯一堅持的任性…」

「你幫我扭開度門吖，我冇手呀。」由於我攞住兩袋米線，所以梗係冇手啦。

吖係，我哋已經落咗車，買完米線陣，搭完，企喺屋企門口啦。哈，我哋效率真係快。

「Ok, no problem. 」

我問你，2020年夏天嘅時候，你返到屋企第一時間你會做啲咩？

唔使諗，答案梗係…

除口罩啦！

「開冷氣啦，好熱呀。」Cloud成件衫連口罩已經濕哂。

雖然我都係，哈哈。我諗大家都係，尤其係夏天。

搞完一大輪之後，就終於食得嘢lu~

吖，順帶一提，阿爸阿媽同細佬由於齊齊去咗Staycation，所以今晚呢間屋呢…

都只會得我同Cloud兩個人。



（我唔跟埋阿爸阿媽去Staycation嘅原因只係因為我唔想去，而且如果我去又要再book多間房，並
唔係我同佢哋鬧交而唔帶我去）

所謂「有食唔食，罪大惡極」。不過，我都係一個行得直企得直嘅男人嚟架嘛（好似係），所以我都
唔會對Cloud做啲咩嘅，除非…

「哈，你發吽哣個樣真係好搞笑。你阿爸阿媽呢？」Cloud又一路含緊住條米線一路問我。

我頭先嘅嘢話比佢知，然後佢就又驚又喜咁話：「咁我咪可以留喺度瞓囉。」

嘩~佢究竟食錯咗啲咩藥呀，咁開放嘅？喺我屋企瞓喎！

不過，正合我心意。

「喂！唔準做個啲嘢架吓！唔係嘅話我大嗌架！」Cloud扮到好嚴肅咁同我講。

之但係，我理得佢嚴唔嚴肅吖。咦！？我頭先我咪話過：「我唔會對佢做啲咩嘅~」

但係，有exceptional case，就係…

除非佢自己挑起事端。

「你咪嗌囉~你就算嗌破喉嚨都唔會有人理你架啦。」我順勢唧落佢條腰到。

係呀，就憑佢懶係嚴肅咁同我講嗰句，我就已經覺得佢係挑起緊事端啦。

「嗯~喂呀~」

「喂呀雲雲，唔好嗌啦，你越嗌我就越興奮，越興奮就越停唔倒架啦~」

「好囉好囉~」佢突然哄個頭埋嚟，我哋嘴唇嘅距離只係得返1-2cm。「但係雲雲呢個名幾好聽喎，
你以後就咁嗌我啦。」

「好呀雲雲。」

「睇咩電視好呀我哋？」雲雲問。

「流行經典五十載。」
「好呀，睇下我哋邊個可以捱到最後唔熄電視吖。」
「黐線！咁算啦，唔好啦！」
「咁睇咩呀？無人機？」
「咁不如睇《玩很大》吖，幾好睇架。」
「吓？玩很大？咩嚟架？」
「台灣嘅一個綜藝節目。」
「哦，好呀。」

説罷，我就純屬咁喺手機YouTube度撳入玩很大個channel然後揀咗第231集（香港、珠海），然後



放上電視到睇…

趁雲雲好専心咁睇梗呢個第一次睇嘅節目嘅時候，我攞部手機出嚟睇下…

咦！？原來細細粒有send到message嚟喎：
[12/07/2020 19:36] 細細粒: 得唔得呀今日？
[12/07/2020 19:56] 細細粒: 得啦咁即係~
[12/07/2020 19:57] 細細粒: 唔答我即係得啦~
[12/07/2020 20:46] 我: 得咗！Thank you very much！

「嘩，好得意呀個片頭動畫，好似Mario。」雲雲顯然睇得開心，雖然只係播咗頭20秒。

「瓜瓜瓜瓜瓜瓜瓜~中意嗎～用瓜～起！」片頭動畫終於播完，開始節目lu。

介紹完汀九橋同青馬大橋之後，終於開始分隊同玩遊戲。

「嘩哈哈哈~一輸就跌返落去係咁loop係咁loop。」
…
「嘩，好似好好玩咁喎條滑水梯！」
…
「好得意呀啲企鵝！」
…
「哈，佢哋啲廣東話真係得意！」
…
「嘩，成十一點九啦，瞓覺啦。」雲雲話。

「瞓覺？我哋涼都未沖呀！」
「咦？係喎，哈哈。」

當睇完3個鐘嘅玩很大嘅香港、珠海之旅之後，我哋就準備逐個逐個去沖涼。

當然啦，睇得最投入嗰個梗係非Cloud莫屬啦，佢真係睇到眼都唔眨（Um…又未到咁勁嘅~係全程望
實部電影姐），更何況呢2集（呢次香港珠海之旅分開咗2集）我又唔係第1次睇。

不過睇得最開心嘅肯定係今次。

「雲雲，呢啲衫啱唔啱你著呀？」由於我同佢嘅身形都叫做不相伯仲，所以我就求其攞咗幾件我嘅衫
比佢。

「唔～好呀～」佢滿意咁點咗下頭。

「咁我哋邊個沖先呀？」
「嗯~我想沖先呀。」
「哦，咁你咪沖先囉。」
「咁你呢？」
「咁我咪等你沖完先沖囉…」



咦！？佢咁問我好似有啲嘢咁喎！

「你陪我沖啦~」唉，雲雲真係食錯藥呀，咁大膽嘅今日！

「吓！？」吓，我都未講得切「不如我哋一齊沖吖~」佢就已經叫我同佢一齊沖涼。

「哦咁算啦，唔陪我就算。」雲雲轉身就行入廁所。

「唔係呀，我『吓』嘅意思係我諗嘅嘢同你一樣。」我喺佢入廁所之前就從後攬住佢。「咁一齊沖啦
我哋，哈哈。」

我一路講就一路…

一路…

一路除佢件衫。

但係，雖然佢塊面已經紅哂，耳仔都變得血紅色，但係佢都冇抗拒到我擅自除佢件衫。

我而家就喺度諗：帶佢返屋企又試過，沖涼又準備一齊，咁一陣會唔會更進一步，再激情四射呢？

「唔公平呀，你有得除我件衫，我又要除返你件衫！」雲雲講完之後就即刻拎返轉面除我件T-shirt
。

嘩~佢淨係帶住個bra對住我呀！

跟住，我哋好快就除哂啲衫佢。坦誠相見，可以用嚟形容我哋而家。

「等我除埋對con先啦～」我即刻洗手搽蜆液，然後準備擘開對眼。

「吓！？原來你帶con架！？」雲雲驚訝咁望住我。

「係呀～矯視嗰啲隱形眼鏡囉～」其實都有好多人咁問過我，每一次問我，我都係咁答。

「除出嚟比我睇下～」

我終於洗完對手，準備除出嚟。

「好呀～將對con揼比你！」我除完對con，然後比佢睇下見識下。

「哈～好安全呀你～」雲雲笑我。

「緊係啦，唔洗乾淨對手嘅話阿米巴變形蟲入眼架！」我話。

「沙沙沙…」我哋跨咗入浴缸之後，就打開個花灑。

我望住赤裸嘅佢，佢就紅都臉哂好怕醜咁耷低頭唔敢直視我。



嘩，驟眼睇落佢啲肌膚真係又白又嫩，白裏透紅呀！

「咦！？」我突然問佢。「點解你隻右手手臂到有條疤嘅？」

「吓！？」佢望咗望佢隻手臂。「哦～我啊媽話係因為我幾歲嘅時候同個小朋友爭嘢玩爭到打交然後
就有咗條疤喎～」

「嘩～咁曳嘅你細個！？」

「哼～根本就唔關我事，係佢搞到我咁！」佢又無啦啦嬲喺上嚟。「好彩呀，條疤唔係顯眼住咋～」

「哦～好啦～」我即刻停止咗呢個話題佢。

講完之後，我哋就一路眼都唔眨咁對望住，好似人哋嗰啲鬧唔眨眼比賽咁。

算啦，我都係忍不住啦，一嘢攬埋一絲不掛嘅佢到。

「我愛妳。」我望住佢認真咁講。

佢突然間鍔高頭望住我…

「咁即係你之前唔鐘意我啦？」

Um…講錯嘢添…Er…

「係呀，因為你之前唔除衫比我睇。」
「而家你終於比我睇到你全身，所以我先開始鐘意妳。」

將錯就錯，不嬲都係我嘅強項。

「哼～不可原諒！」

佢講完之後就用力捏落我到。

「喂！停手呀！嘩！好疼呀！」我大嗌。

其實點解而家好似反客為主咁嘅，跟本係雲雲主導哂嘅？

「知錯未？」
「知啦知啦～縮手啦！」

佢終於肯放返開隻手，然後「哼」咗一聲。

哼，你咁搞我呀嘛，睇下一陣我點搞到你欲仙欲死！

「幫你搽沐浴露好唔好呀？」我問雲雲。



佢點咗下頭，然之後我就唧咗坺沐浴露搽喺佢個肚到。

嘩！佢啲皮膚真係滑捋捋，冰肌玉骨！令我一摸上癮，一滑入魂。

搽咗十秒倒之後，我忽然獸性大發。由於我隻手喺佢個肚上面，所以我就開始唧佢。

「嗯～停呀～喂呀～」佢喺度大嗌。

哈，原來佢好怕唧（其實我都係），仲唔比我搞到你生不如死！

「哈哈～」我諗到呢度不禁暗笑咗兩聲。

而雲雲就不斷咁掙扎同大嗌，可惜佢又唔夠我大力，又冇人幫到佢。

我唔再淨係唧佢條腰，而係摸魂佢全身，唧魂佢全身。

死啦，好似過咗火添，不過算啦，我已經控制唔到我自己啦~

「喂~」
「嗯～」
「嘩～」
「呀～」

佢終於比我搞到失平衡，成個人挨咗落我到。我亦都受唔住佢而跟住跌低瞓低埋。

我哋嘅姿勢極之奇怪，雲雲就瞓咗喺我上面。

「嗱，下次唔準架啦，曳曳呀無人機~」雲雲翻轉身對住我，佢啲頭髮就咁垂哂落我塊臉到。

唔~係髮香呀！好香呀！

「快啲啦，起身搽嘢啦，好晏啦，唔攰咩你？」雲雲順勢拉返我起身。

「哦，好啦~攰，梗係攰啦！」

話雖這說，但係我諗我哋今晚都唔會瞓倒覺架啦。

沖完涼之後，我哋終於喺點幾兩點嘅時條出返去客廳。

「快啲閂返哂啲窗簾啦~雖然而家夜蘭人靜。」由於我哋兩個都冇著衫，所以都係開返啲窗簾好。

「吓，但係出面人影都冇隻喎。」
「閂你就閂啦～」

「咁你攞比我嗰啲衫我一陣著啦。」雲雲就咁將堆衫坺喺執邊。



「唔使啦，衫呢啲嘢你可以忘記咗佢架啦，今晚你都唔使着啦～哈哈哈哈～」我笑住咁望住佢。

不過佢好似唔知個「驚」字點寫咁，反而仲越行越埋我到，然後好誘惑咁講…

「想做咩呀你？」

我又忍唔住錫咗落佢到，而且仲伸埋條脷過去…

就係咁，呢個刺激嘅一晚就咁過去咗。

10：00…

「Hey, wake up! It’s already ten
o’clock！」雲雲無啦啦一嘢跳上嚟我到，然後哄個頭埋嚟催我起身。

咦！？好乖呀佢！仲係一絲不掛，冇自己走去著返啲衫。

「哎呀你比我瞓多陣先啦，好攰呀我！」我都係繼續瞓喺到。

唔係我唔想起身，而係我根本攰到起唔到身呀～

「鬼叫你琴晚唔瞓覺喺到搞我咩～起身啦，我想去銅鑼灣呀今日。」佢繼續催我起身。「Be quick
please！扭扭擰擰成個女人咁～」

好啦，我終於坐倒起身啦。

「起咗身」之後，佢又扯我出去客廳食早餐。不過，我比佢更大力，調翻轉頭扯返佢落張牀到。

跟住，我就攬實佢瞓咗十幾分鐘。

13：00…

我哋兩個終於食完早餐出到去銅鑼灣，血拼計劃，開始！

開心嘅係，我可以又拖住佢又可以乘機攬住佢。

夜晚，我嗰Staycation3人組終於返翻屋企，我亦都同佢哋講我終於脫單。當然啦，係佢哋講過話比
我拍拖我先敢同佢哋講架嘛～

至於雲雲呢～Er…Um…我都唔知，哈哈哈哈～

不過我諗佢屋企人都會好似我啊爸啊媽咁比佢自由掛，唔係嘅話雲雲點會咁快應承我呢呵～

係囉，佢嘅嘢唔駛擔心啦～

跟住落嚟嘅個幾2個月，我哋都係不時就WhatsApp下，耐不時就出嚟行下，只係我哋去嚟去去都係
銅鑼灣呀，尖沙嘴呀，旺角呀，完。



唔係啲沙灘呀，泳池呀我唔想去，我哋都好想去，畢竟而家係夏天，梗係想跳落啲水到啦。

但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宣布：

｛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情發展，為配合政府整體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的安排，以符合《預防及
控制疾病條例》（第599章）的規例，康文署暫停開放轄下部分康樂和文化場地／設施，直至另行通
告。｝

即係啲咩沙灘呀，圖書館呀，球場呀，泳池等等冚唪唥都因為XX肺炎而落閘。

海洋公園迪迪尼？唔使諗，都閂哂門。

好快又到9月1號，即係zoom開學啦～

點解？因為羊局長（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JP。代表性事件：自行釋法，香港無三權分立）宣布繼續暫停面授課堂囉。

「新一個學年，希望同學可以起呢個咁艱難嘅時期繼續努力，不過最緊要都係保持身體健…」哈，zo
om又彈咗出去啦。

［現重新為您連接］果然比我哋學校估中咗，zoom真係大癱瘓，不停彈出彈入。

不過不外乎都係嗰啲嘢架啦，叫大家繼續努力呀，唔好鬆懈呀，保持身心健康呀咁架啦～我聽第9年
啦！

過咗9月1號，9月2號就正式開始上堂，又早上8點15分上到下晝1點25分。

雖然好似好上好耐咁，但係中間都有2個小息，而且…

你都唔會真係100％專心上堂架啦，有部電話喺你隔離喎！

不過對於我嚟講最好嘅都係有得同雲雲晏晝出嚟！

好快又到9月尾，羊局長宣布，中小學二、三、四級別、幼稚園低班、幼兒班面授課堂於9月29日起
恢復面授課堂。

唔～我應唔應該開心呢？

好唔容易比政府控制到個疫情咁好，所以11月都係要測驗，嗚嗚～

所以我就要留喺屋企温書冇得同雲雲出去玩啦～

嗚嗚～唔要呀～唔濟呀～

「你好似中三架啦呵！？」就連雲雲都同你同哋一樣喺度取笑我！



哼，你哋根本就唔明！

11月5號，我哋終於測完驗lu，好嘢～唉～

「好嘢～」：係終於可以擺脫屋企，擺脫notes，擺脫測驗。

「唉～」：係我…我physics（物理）唔合格…

嗚嗚… 

我而家中三，中四就要揀科。我本身對physics有好感，諗住揀嚟讀。但係而家唔合格係完全打擊、
擊潰我對physics嘅信心。

「咁你一時失手姐，份卷得嗰20分你攞7分，肯定係一時失手啦！份卷咁小分係好易失手唔合格架嘛
。」雲雲安慰我。

好，傷心嘢講到呢度，講返今日先。

今日我哋就book咗去海洋公園玩，順便散下心。

搭完海洋列車睇完嗰條都唔知睇幾多次嘅片之後，我哋終於抵達高峰樂園。

「玩呢個先好冇呀？」我指住一個有個好大個小丑嘅機動遊戲。

「『動感快車』呀嘛，好呀～」原來雲雲都幾大膽架喎（我指玩機動遊戲）！

擠完酒精搓手液之後，我哋跟住條好長嘅排隊路線行，然後一直上樓梯去到上過山車嗰個位，沿路暢
通無阻。

暢通無阻，換句話講，即係根本無人排隊。

「坐邊好呀？」雲雲猶豫緊揀邊排坐。

「坐最後吖，最後最刺激最好玩。」我行去最後嗰排，即係第七排個等車位度。

「點解最後最後玩嘅？唔係最前最好玩架咩？」雲雲不解。

「嗱第一，係咪用越快速度衝落同一條斜路度就越驚吖？」
「係呀。」
「第二，同一架過山車行緊嘅時候係咪會同一速度吖？」
「咁梗係啦。」
「第三，同一時間嘅第一卡車同最尾卡車嘅位置係咪會唔一樣？」
「唔通呢？」
「好啦，咁你想像下啦啵，就攞越礦飛車嚟做例子：過山車『咔咔咔咔』咁上完去之後，就會轉個彎
入平路，然後再俯衝落去。

好，問題嚟嗱：同一時間當第一卡車已經向下衝嘅時候，最尾嗰卡仲喺條平路度慢慢行緊。第一卡車



度喺度慢慢咁衝落去，過出車就會慢慢加速；第二卡車衝落去嘅時候，過出車再加速；如此類推去到
最尾卡車，過山車就會係加到最快速度。所以最尾嗰卡用倒最快速度衝落斜。

啱啱我問你第一條問題，你話過用越快速度衝落斜就越驚架嘛，咁最尾嗰卡車咪用倒最快速度衝落去
囉，所以最驚係坐最尾嗰卡囉。」
「吓，咁過山車係同一速度架嘛，咁咪同一速度衝囉都係。」
「係，係同一速度，但係位置唔同。當過出車用緊最快速度嘅時候，前面嗰啲卡已經衝完斜路上緊斜
。咁上斜就用咩速度都唔驚架啦，但係最尾嗰卡仲係落緊斜，用緊最快速度落斜，所以咪最驚係最尾
嗰卡囉。」

「啪啪啪啪……切…切切切……」上一輪過山車已經凱旋歸來，下面塊板都升咗上嚟。

升板上嚟嘅原因係因為動感快車係一個雙腳懸空設計嘅過山車，所以要升塊板上嚟等我哋可以「腳踏
實地」。

坐咗上過山車之後，雲雲冇預警講…

「你又話你physics唔合格嘅？」雲雲再三檢查好包住我哋嗰嚿嘢係咪真係包實佢。「頭先講到似模
似樣咁啵。」

「喂喲唔好講呀！」我大聲喝罵。「呢啲嘢phy咩sics吖，小學生都識架啦！常識！常識呀OK！？」

「好啦好啦，sorry。」雲雲可愛咁對我伸一伸脷。「咁而家咪玩過山車衝走你啲唔開心佢囉。」

「啪啪…切…」之後，就開車行出去上斜。

上完斜之後落咗小小再轉彎，就係驚心動魄旅程嘅開始。

「嘩…！」過山車衝落斜之後就嚟個360o轉一個O字圈，然後就用風馳電掣嘅速度再衝上斜。呢條上
斜上到最高嘅時候就會將過山車成架翻轉向地下，跟住又直衝落去。

呢個位係我最心都離一離嘅位！因為上嘅時候將你翻轉，面向南朗山，面向一架架纜車。衝落去嘅時
候就會好似跌緊飛緊落山咁，令我魂飛魄散。

當然啦，呢個只係我嘅幻象，當然唔係跌落飛落山啦，貼實條軌架。

「飛」完「跌」完落山之後，過山車會上小小，跟住又向下衝。由於過山車係奔逸絕塵咁行緊，所以
呢下向下衝雖然唔高，但係都非常恐怖！petpet真係離開咗張凳，呢下就真係飛落去！

然後嗰啲就唔再多講，因為經歷完前面膽戰心驚嘅洗禮之後，後面就已經唔會再驚。

衝完最後一條斜路再上返斜轉個U-turn之後，我哋就被急煞停，然後又轉個U-turn入小丑屋，即係
頭先上車嗰度。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當架車緩慢地拍好位，升塊板上嚟之際，我終於忍俊不禁，笑到嘔咁濟。
因為雲雲成個頭比架過山車扐（fik6）到散哂。



「唔準笑！」

「啪！」解開前面安全扣，再攞包實你嗰嚿嘢之後我就即刻起身，走人去攞袋，點知…

「X！」
「X！」

我同雲雲都好大聲，好同步咁喺眾目睽睽之下嗌咗句粗口。唔同嘅係我係嗌嘅係「尸」字部嘅中文字
；雲雲嗌嘅係「頁」字部嘅中文字。

事關我哋貪快貪放便想快啲落過山車，就忽略咗我哋前面嘅一嚿嘢。

如果你有玩過動感快車，你就會明白，離開嘅時候，一定會特登「曱」起身走。因為…

因為坐喺度嘅時候你下體前面有個硬掘掘嘅嘢，如果你走嘅時候唔多加注意嘅話，你下面就會撞埋去
，不堪設想又不堪人目。

但係呢啲不堪設想又不堪人目就發生咗喺我同雲雲身上，簡直X到爆！

有人用可憐嘅眼神望住我哋，覺得我哋好慘；有人用嘲笑嘅眼神望住我哋，一臉幸災樂禍嘅目光；有
人用鄙視嘅眼神望住我哋，可能覺得我哋好冇家教。

點都好，呢班人全部都X街嚟架！你試下過嚟撞一次吖，我就睇下你點有家教法。

下落樓梯走嘅時候，雲雲無啦啦好細聲咁同我講嘢。

「嗚…好尷尬呀頭先。好痛…」都唔知雲雲係下體定心痛。

「吓！？乜你痛架咩！？」

「黐線！」雲雲睇嚟好火爆，突然間好大聲。「戇X架設計呢嚿嘢嗰條友都！收X啦佢，X你老X！」

「X佢個肺，都黐X線架！嗱，唔係，如果你話佢嚿嘢係有用嘅就都情有可原吖。咁但係而家你嗰嘢
根本都冇X差用，整嚟靠X呀！」我都比佢整嬲埋一份。「X你老母！」

「X佢個街！」

講到呢度，我哋已經差唔多落到去下面出口個閘機。我哋一路行就一路沿途繼續用粗口鬧爆個設計師
，我就唔寫出嚟啦，唔係嘅話就差唔多全部都係「X」嚟。

出完閘之後，佢就一枝戰咁衝入廁所，可能唔想再X落去。

10分鐘之後，佢終於set返好個頭之後。不過佢就冇扎邊，放哂啲頭髮落嚟。

咁啱得咁Q喺佢行出廁所嘅呢個moment，有陣微風吹過，吹起咗佢烏黑嘅長髮。

微風繼續吹，冇停度。佢啲頭髮越吹越飄逸，甚至有幾條吹走去佢嘅嘴唇度。



聰明呀風神，多謝多謝！請受我一拜！

「好靚…」我眼都唔眨咁望住雲雲，然後不禁暗暗感歎。

「我係咪好靚呀？」雲雲行埋嚟問我。

咦！？雲雲你幾時去咗學讀心術架！？

「Yes, of course.」我順勢拖住佢隻手。

我哋跟住揀咗玩雷霆節拍，雷霆節拍簡單嚟講其實就係一個彈弓狗，一個快速彈弓狗。

求其搵咗卡坐上去之後，我坐出面，雲雲坐入面。

至於點解要咁坐…一陣你就會知。

工作人員遁例將安全欄「啪」一聲咁鎖實之後，就準備開始轉。

「雷～霆節拍快將啟動。乘客請安坐於車廂內，以及緊～握安全扶手。多謝合作…」

「呼～～～」呢架七彩飛船開始全速瘋狂轉動。最大問題係，而且條軌唔係平路，有高有低，會上上
落落，所以會開始拋出去咁。

「雷霆節拍根本改錯名，應該叫愛情節拍。」有個好百掛嘅同學曾經同我講過。

嗰時我仲未明點解，不過到度呢一刻，我終於醒覺，終於恍然大悟。

離心力——係一種向心力嘅反作用力，顧名思義就係將你拋離中心。雖然離心力唔實則存在，不過
唔緊要啦。呢個太複雜，唔理佢住。

例如，當你本身圍住一個點轉緊，但係離心力就會扯走你，令你向外跌遠離個點。

呢種離心力都出現喺我哋而家玩緊嘅呢個愛情節拍。雲雲就成個向外跌，挨咗落我度，我趁機伸手摟
住佢。

我見差唔多全部坐入面嘅人都宅哂落坐出面嗰個度。

鬼咩，呢個愛情節拍轉到咁的快。轉得越快離心力就越大，離心力越大就會令脆弱嘅我哋越「抵抗」
唔倒，越「抵抗」唔倒就會個個都瞓哂出去。

所以我一定要坐出面，輕嘅一定要坐入面。唔係嘅話就真係要壓死個輕呀！

「呼～～」七彩飛船開始減速，雲雲都可以坐返好，唔係宅住我坐。

我將以上嘅嘢講咗比雲雲聽，點知佢又串我…



「呢啲係physics啦掛～」
「唔好再講啦！」

依照我對愛情節拍嘅認識，而家係休息，「彈弓狗模式」。一陣又會再加速，嚟第二round，「轉到
你暈模式」。

「呼～～～」果然，我哋由「彈弓狗模式」轉轉轉，轉去「轉到你暈模式」。

不過今次係「轉到你暈模式」2.0，仲轉得黐線過第一round。

「嘩～」雲雲由成個瞓咗落我度。佢顯然玩得好盡興，相反我就好辛苦。

「好重呀你雲雲！」
「你講咩話！？」
「哦冇冇冇冇，我話你輕到好似條羽毛咁呀。」
「係咩～」
「係呀～」

「咁physics呢！？」雲雲調皮咁講。「動感快車又衝完，愛情節拍又轉完，應該衝到轉到唔記得哂
啦～」
「冇呀，動感快車唔記得咗三成，愛情節拍一成，仲有六成呀！」我失落咁講。
「咁咪再去玩其他嘢囉，務求令你嗰六成都要灰飛煙滅！」雲雲將成個人攬實我隻左手手臂。

我忽然覺得，有佢呢個女朋友真係好。我寧願physics唔合格都要攞倒佢！

我哋行咗落去下面海洋天地揾嘢玩。我哋揀咗個最少人嘅機動遊戲玩，海盜船。

但係原來少人玩，唔係咁好。

一架可以容納54個人嘅海盜船而家淨係坐咗7個人，計埋我同雲雲坐咗7個人。

一個阿婆，當55kg；兩個細路，當夾埋45kg；兩個後生女仔，當夾埋115kg；我同雲雲，夾埋100
kg。

所以即係呢架船淨係裝咗315kg，就喺度係咁扐係咁扐。扐到20米咁高，再由20米45o拋返你落嚟
。

我同雲雲坐最後嗰排。誇張嘅係，我哋前面嗰排竟然係冇人坐。

「嘩，架船咁輕漂漂，一陣咪好驚！？」我趁安全欄自動落嚟嘅時候講。

「唔知呢？」

「沖天搖擺船即將啟動，乘客請保持挺直坐姿，及緊握安全扶手。The Crazy Galleon will start
soon, please sit in an upright position and hold on to the safety bar…」

工作人員check完之後，海盜船開始微微前後擺動，跟住越扐越高。



「咦！？唔係吖，一樣都係咁高咋嘛～」當已經扐近乎45o到咁高嘅時候我講。

「係囉，同之前一樣咁高咋嘛～唔係越輕就扐得越高架無人機～」雲雲認同。

然後扐第二下嘅時候…

「喂！？點解高咗嘅喂！？嘩…」雲雲攬實我。

「係囉，真係扐得高咗架喎！」我好似啲科學家發現新事物咁極度振奮！差在冇伸開手臂大嗌。

但係今次肯定扐到唔只廿米，我諗廿一二米倒。

再扐到三四下，海盜船開始越扐越矮，玩完lu。

「沖天搖擺船尚未停定，乘客請勿落船。The Crazy Galleon…」
「乘客現在可以落船…」

「點呀？扐走咗幾多成呀？」攞返袋之後，雲雲問我。
「一成呀，仲有一半。」我望返住佢講。
「好嘢～」雲雲開心到彈咗下。「仲有一半咋，好快就幫你清空！」

我心諗：明明係我唔合格，點解好似你仲緊張過我咁嘅！？

或者，呢樣就係佢人見人愛表現，同時都係我鐘意佢嘅嘢。

「去玩跳樓機好冇呀！？」我等佢彈完之後問佢。
「吓…」雲雲其實未玩過跳樓機，所以有啲驚。「唔～好啦～」
「我陪住你咪得囉，使乜驚姐？」我温柔咁講。
「唔～」雲雲滿意咁點一點頭。

慶幸嘅係，我哋一入到去就坐得落跳樓機，避開咗膽顫心驚嘅排隊環節。

「咁邊忽好呀，完全冇心理準備就玩！」雲雲嬲嬲地咁講。

「嘩，你真係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知唔知我第一次玩嘅時候係喺度等咗兩round先到我坐上去玩架，
排緊隊嗰時，真係會不寒而慄！就算夏天都呀，對腳都騰騰震呀！」我唔係恐嚇，我係親身經歷過。

「點會呀希希！？」雲雲依然唔信。

「嘻，等緊嘅時候，望住下面個轆係咁轉係咁轉…」
「無啦啦邊度走個轆出嚟呀？」

「跳樓機下面嗰個呀，一陣你可以出去睇下。」由於我哋已經坐低咗，所以見唔倒我口中嘅轆。「個
轆轉呢，就會轉郁上面扯咗我哋嗰條纜。換句嘢講，就即係個轆操控住我哋嘅上落。

好喇，當我喺度等緊嘅時候，就望住呢個轆喺度瘋狂轉動，轉到『焚焚』聲，仲要夾埋上面凄厲嘅叫



聲，你可以唔驚咩！？」

講到呢度，工作人員已經幫我哋兩個check開哂安全帶嗰啲嘢，準備上去接受酷刑。

「焚焚焚焚…焚焚焚焚…」跳樓機疾速上升，上到20層樓咁高先肯停。

「壋！…」

接住落嚟呢三秒，就係人生最驚又過得最慢嘅三秒。

都唔知邊鬼個咁鐘意嚇人又鐘意玩人，要升到上去之後停三秒，然後先至跌落嚟。

「好…驚…呀！」雲雲驚到牙都震哂。

佢緊張咁拖實我隻手，而且恰埋對眼唔敢望前面。佢就好啦，第一次玩就有得拖手，我第一次玩都冇
呢個福利呀！

我哋揀咗望住海嗰邊坐，因為根據我嘅唔知第感，feel倒望住海玩係冇咁驚。

「望下海。」我眺望出海，今日個天好清，海天一色。

只可惜，當雲雲慢慢擘開對水汪汪嘅雙眼，已經三秒，夠鐘！

「切！」

「吖！！！」
「嘩！！！」

我哋兩個同時放聲尖叫，慶幸嘅係，把聲冇沙度，仲可以用嚟喺其他機動遊戲度嗌。

果然係「極速之旅」，我哋整整浪費幾秒鐘嚟由廿層樓咁高垂直降落到底。跟住又升返上大概8層樓
咁高，然後又跌返落去。再升返上大概3層樓高，再緩慢降落。

就咁，呢場「極速之旅」終宣告完結。

「嘩…好驚呀！上到去停喺度嗰下真係驚到屎滾尿流呀！」雲雲回憶緊頭先喺上面嘅恐怖經歷，歷歷
在目。「跟住第一次嗰下跌落嚟呢，真係失重感滿分！pet pet完全脫離張凳！」

「嘩！睇嚟你仲意猶未盡啵！再嚟多次吖～」事實上我哋已經行咗入去隔離嘅機動遊戲排緊隊。

「好呀！不過其實係真係驚嗰一下（廿樓跌落嚟嗰下）架咋喎！跟住嗰啲都係濕濕碎，easy汁。」
雲雲自信咁講。

跟住，佢又無啦啦轉咗個話題…

「今次『極速之旅』又幫你戥走咗幾多成？」雲雲又含情脈脈咁望住我。



「Er…三成囉。因為好有刺激性呀！」我答。

講到呢度，上一輪已經玩完，我哋可以入去。

我哋玩嘅呢個，係海洋公園最新嘅機動遊戲——狂野龍捲風。

顧名思義，就係令你好似入咗龍捲風或者水龍捲咁係咁扐你。

「咁大座嘢，睇嚟都花咗唔知幾多位數字。」我望住眼前呢座又新又靚又大嘅「風車」。

呢個狂野龍捲風嘅設計似一個風車。下面貼住地下嘅，有枝支柱，支柱上面有一枝巨型鋼臂，鋼臂嘅
另一端就黐住六排凳，大概係咁。

佢可以3-D轉動。一，鋼臂轉，枝鋼臂會一齊轉郁我哋六排凳；二，六排凳轉，六排凳會一齊唔知順
時針定逆時針轉；三，排凳360o轉，每排凳都會各自不停自己係咁轉，係360o轉，好似洗衣機咁。

我都知我形容得唔好，所以最好都係上網睇下，哈哈。

「What！？又係呢嚿戇X！？」我指住頭先玩動感快車撞倒嗰嚿嘢。

即係坐喺度下體前面嗰嚿呀！

「嘩X！」

小心翼翼坐咗上去之後，工作人員就埋嚟幫我哋撳掣，然後上面嗰嚿嘢就落嚟包實我哋，再扣埋安全
帶，就開始上去扐。

「呼…」果然係新機動遊戲，噪音都細啲。

嗰枝鋼臂開始慢慢「法」我哋上去，然後再開始3-D轉動。

「嘩～」
「嘩曬～」
「吖～」

「法」咗唔知幾耐，終於慢慢越「法」越慢，然後降落。

「嘩！其實都唔知自己喺度做緊乜，『法』嚟『法』去根本都唔知『法』咗去邊暑。」我呻。

「係囉，淨係記得通常就會喺底部「停」…」
「因為佢枝鋼臂又轉，我哋六排凳又喺度唔知順時針定逆時針轉，所以有時就會兩個轉動抵銷咗，好
似停咗咁。」
「嗯，跟住咁樣停完之後就會即刻好力咁『法』你上上面。跟住有時仲會張凳270o轉！由望下面向
後『法』，『法』去望前面。」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係咪而家連嗰兩成都冇埋喇？」雲雲又用佢水汪嘅大眼望住我。



「唔…」我故意戲劇性停咗一停。「係呀！」
「YEAH！」雲雲興奮到成個撲落我到攬實我。

我哋繼續玩其他嘢。5點半嘅時候，我哋近乎玩哂所有有開嘅嘢。

「不如我哋落去睇下啲『小獴狐』好冇呀？」雲雲趁搭緊海洋列車落威威天地嘅時候同我講。

「嘩哈哈哈～哈哈哈…」我又笑到停唔到，周圍啲人都望咗過嚟。

「笑咩姐你？佢哋咁得意，唔睇咪算囉。」雲雲又好似好嬲咁鬧我。

「唔係唔係，去睇，梗係去睇啦～但係人哋叫小狐獴，並唔係小『朦糊』呀，嘩哈哈哈～」我終於於
控制到自己唔笑去講呢句嘢。

哈哈哈哈～我留意到頭先周邊望過嚟嘅人都掩口而笑。唔知係咪因為咁，可愛嘅雲雲竟然喺我耳邊又
鬧咗句粗口…

「X你個X！」

笑住笑住，我哋已經到咗威威天地嘅全新展館——「小狐獴與大象龜之旅」。

洗完手入去之後，就見到好多得意得可愛嘅小狐獴（差啲打錯，哈哈）。有啲喺度跑嚟跑去，跳嚟跳
去；有啲瞓喺出面曬太陽（有室內有室外，中間有通道）；有啲喺度挖沙（雖然啲沙係咁跌返落去）
；有啲喺度逼入個類似廁紙筒嘅嘢到唔知做乜，有啲就企上嚿石到郁都唔郁好似罰企畀人影相。

我亦都留意到雲雲喺度揸住部手機係咁影係咁影。其實，真係有咁好影咩，我都係影咗幾十張要咋嘛
。

哈，啲小狐獴真係千奇百怪。相反對面嗰2隻大象龜就顯得好冷靜，非常之淡定。一係唔郁，就算郁
都只係喺度彳亍。

「多謝光臨海洋公園…」哈，原來已經6點啦，要講拜拜lu～



第三章（下）

轉眼間又到咗11月尾，我哋香港人親愛嘅政府又再次不敵XX肺炎，喺十一月二十九日宣布：

｛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繼續惡化，將在星期三（十二月二日）暫停全港幼稚園及中小學（包括
特殊學校及提供非本地課程學校）的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直至學校的聖誕假期開始。｝

哈，我哋又返去zoom啦～

唉，都唔知要開心定傷心好。

又迤咗兩個星期zoom之後，就就到聖誕假lu～

2020年嘅聖誕真係好特別，除咗要帶住個口罩同有班高官係咁叫住人唔好聚集之餘，就係好凍…好
凍。

可能因為前幾年都係暖冬，就算聖誕節都只係17-18度倒，但係今年嘅聖誕就得返16度（前嗰幾日1
1度）。

好，講完。

12月21號，羊局長又出場lu～：

｛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仍然非常嚴峻，政府有需要繼續採取嚴厲的措施應對疫情，教育局宣布
所有幼稚園及中小學在聖誕假期結束後，繼續暫停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直至二○二一年一月十日。
｝

嘩，即係1月4號又要zoom啦，新一年都要繼續zoom。

而呢個聖難得唔係Lonely Christmas，就梗係約雲雲出嚟玩啦。

[23/12/2020 21:36] 雲雲: 咁聽日沙田等啦～
[23/12/2020 21:37] Me: 好～早唞～

（首先喺度講聲對唔住，因為我哋兩個都太唔自律，唔留喺屋企同心抗疫，令到第四波疫情沒完沒了
，我哋對此深感抱歉，敬請閣下原諒。）

我同雲雲就約咗喺12月24號出嚟踩單車同去大尾督放無人機。

12月24號11：00…

「踩邊邊呀？」雲雲問我。

我哋已經喺沙田公園嗰3間單車鋪嘅其中一間租好哂單車，準備起步。

「嘩，好凍呀～」雲雲凍度騰騰震。



「吓！？又唔係好凍姐，可能呢度大風姐。快啲踩啦咁，踩住就唔凍架啦～」其實今日都有15-16度
。

講完之後，我哋終於開始踩。

「你想去邊度食吖？」我問雲雲。
「一係就去科學園度食，一係就去大埔。雲雲你揀啦。」
「Er…咁去科學園啦，還掂我未去過。咁究竟踩邊邊呀？」
「Turn right.」
「OK, thank you. 」

「咦！？你踩單車都踩幾好喎，邊個教你架？」我哋嘅速度極快，係咁爬過一隊隊『車隊』（即係一
羣單車咁），左穿右插（又未到咁誇張嘅）。花咗唔使15分鐘就踩到沙田馬場出面近城門河嘅單車
徑，而且準備到「交通黑點」之一嘅轉彎上斜。

「啊爸囉，我細個嘅時候佢成日同我踩單車架。」雲雲拎轉個頭答我。

「哦，好啦～」

踩到去科學園之後，我哋就求其揾咗間餐廳食晏。

「嘩，不如喺度放無人機吖，放出去吐露港影出嚟應該幾靚架喎。」食完飯之後，我哋準備出去攞返
架車繼續踩。

「Good idea~」但係既然佢咁提議，咪喺度玩下先囉，而且我都對雲雲講嘅嘢躍躍欲試。

「Flu~」我將架無人機升到咁上下高度嘅時候，就向著吐露港嘅方向飛出去。

「嘩～好彩部機有避障咋，唔係炸咗機都唔知發生咩事。」無人機已經遠到肉眼唔會見得到嘅距離，
足夠影得哂成個科學園加小小隔離啲新樓。

玩完之後，我哋繼續向北踩。不過無奈時間真係過得太快，轉眼間己經要返翻去還車。

還完車就上咗182返上環，然後同上次一樣，返我屋企食飯。不過唔同嘅係，今次我所有屋企人都喺
度。

上到巴士之後，我哋就帶住咗同一次set耳機一路聽歌一路傾偈。

「我想要你到我的世界 兩個人十指相連心與心更貼切 總會愛出那一種永遠 珍惜你來到我的世界
錯過的情人卡片換一種感謝 是你讓我相信這一切…」

「好冇玩呀今日？」雲雲喺搭緊182返去嘅時候埃住我問。

「Baby baby 心動的感受 跳過避開以後 緊張的牽你手 城市擁擠中拉你走…」

「好玩～梗係好玩啦～同你喎，同你做咩都好玩架啦！」我係真心架！



「咁我哋就要一齊大個，一齊去旅行，一齊有一個家庭。」雲雲笑住咁望住前面講。

「一起長大的約定 那樣清晰 打過勾的我相信 說好要一起旅行 是妳如今 唯一堅持的任性…」

「你溝過幾多女仔呀？」雲雲又問。
「冇呀，你係我第一個女朋友！」我即刻回應。

「焫焫焫焫焫焫著 情愛似燃油炸藥 鋼鐵剎那變脆弱 別對我微微笑著 引爆著 然後說不約…」

「係咪架，咪呃我喎～」
「係呀，真係呀～」

「你不曾發覺 你總是用右手 牽著我 但是心卻跳動在左邊 你和我之間 的遙遠 永遠隔著親切
愛少的可憐 伸出右手 想陪著你向前走 感受 你愛我的心跳在左邊 那麼深深愛你的我 相信你
會了解…」

「咁，有冇暗戀過其他女仔呀？」
「Um…都有嘅～」

「好想知道 你的一百分會給怎樣的人 親愛的你 不要再陌生 增加我戲份 我想問 親愛的你 把感情升等
朋友變成情人 可不可以告訴我標準 不要讓我一直等…」

… 

我哋就喺呢個話題到由沙田講到去上環，然後就各自返屋企食飯。

過多幾日就2021年，不過香港就冇煙花睇，乜嘢都取消哂，只好睇台灣嘅誇年直播。

唉，又2021年啦，唔知林鄭幾時落台呢？

「新年快樂～」嘩，台北101放煙花啦。

放完煙花之後，OH！八三夭出嚟啦！

「想見你 只想見你 未來過去 我只想見你 穿越了 千個萬個 時間線裡 人海裡相依 用盡了 邏輯心機
推理愛情 最難解的謎 會不會 妳也 和我一樣 在等待一句 我願意…」

「東區 東區 東區 舞曲不要停 東區 東區 東區 PA-PA-PA PARTY 東區 東區 東區 拜託不要停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 東 東 東區…」

「我不想改變 殘酷的世界 我只想不被 這世界改變我不管明天 夢想多遙遠 未來在哪邊 我只要
不遺憾的今天…」

「搖勒搖勒搖勒搖 你扭我扭 又累又餓又像狗　搖尾又擺頭 搖勒搖勒搖勒搖　你扭我扭
有淚有爽有快活　搖勒搖勒搖…」



嘩，好眼瞓呀～睇完直播之後就即刻倒頭大睡。

元旦，我又約咗雲雲出街，不過今次係去旺角血拼。

「嘩～點解每次出嚟都凍成咁嘅！？」雲雲問。

不過呢，今次我都真係覺得凍，只係得11-13度。

「咁怕凍嘅你？」雖然我都凍，哈哈～

「係，所以我要你嘅愛的抱抱。」雲雲講完之後就即刻喺呢個人來入住嘅地方相擁起嚟。

「好想…好想可以一路攬落去，non-stop咁一路攬落去。」雲雲無啦啦講咗句咁感性嘅嘢。
「點會唔得呢，我係9；你係3。」我摸摸佢個頭安慰佢。
「吓，即係點呀？」
「我係9；你係3。就算我，除咗你，都係你。」我喺佢耳邊講。
「嘻，口甜唇滑~」講完之後，佢即刻錫咗我一啖，順便伸手抱住我條腰。

喺呢條人來人往嘅街道擁吻，有人鄙視，有人羨慕，有人鼓掌，有人歡呼，但都冇阻我哋繼續攬住錫
落去。

雖然隔住口罩，但係我都感受到佢口唇嘅温度。呢一吻，好甜！

甜過馬卡龍，甜過泡芙，甜過Tiramisu，甜過Baklava，總之比任何嘢都嚟得甜。

「好想…好想可以一路攬住錫住落去，唔好停，keep住成世。」雲雲感觸咁講。

「我都想，一定會。」呢個，係我對妳最真摯嘅承諾。

錫完之後，我哋又繼續行街。

「嘩，好得意呀呢個。」
「咁你咪自己買囉。」

…

「靚唔靚呀我？」
「幾襯喎你同呢件衫又真係！」

一路掃街掃到五點幾六點，又係時候走lu。

走嘅時候，雲雲無啦啦問咗我條好深奧，又好引發思考性嘅問題，就係…

「你覺得我哋幾時先返到學呀？」

各位，係咪好深奧同好引發思考呢… 



「我點知呀，睇先兆囉。」

所謂嘅先兆，就係我同雲雲諗咗咁多日傾咗咁多日討論出嚟政府會喺停課同復課之前嘅言行舉動。

例如：復課嘅先兆就係康文署嗰唪唥嘢會一次過開翻哂。所以即係如果康文署啲嘢重開，就即係我哋
可以執定書包返學。

停課嘅先兆就係：

羊局長嘅一句：「我哋現階段冇計劃停課。」

以為我亂噏廿四呀？黐線，你就亂噏廿五！

根據過往例子，羊局長喺11月26號就口口聲聲話冇計劃停課。不過呢，過咗3日之後… 

｛政府今日（十一月二十九日）宣布，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繼續惡化，將在本星期三（十二月
二日）暫停全港幼稚園及中小學的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直至學校的聖誕假期開始。｝

哈，政府轉呔嘅速度真係異於常人呀！

血完拼之後，我都就各自返歸食飯lu～

1月4號，羊局長又有嘢講：

｛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依然嚴峻，教育局決定所有幼稚園及中小學在2021年1月10日後，維持
暫停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直至本年學校農曆新年假期開始。｝

不過，聰明嘅羊局長又諗倒啲新嘢喎！

｛中學方面，學校可安排個別級別學生(包括中一至中六)
回校進行半天(上午或下午)的面授課堂或進行考試，而全校每天可辦兩節半天的課堂。每半天回校的
學生的數目以全校最高限額的六分一的學生為限。為避免同學們出外用膳，學校不可安排同一級別學
生進行全日課堂或考試，即上下午每節半天課堂的學生需為不同的班級。｝

Um…羊局長呀，其實你諗緊啲咩呢吓？唔比人返學但係又比人考試，唉… 

而我哋學校嘅安排更「有趣」。

我係中三（其實都已經講過次），考試日期係1月18號至2月9號；但係雲雲係中二，考試日期係2月
22號至3月9號。

即係話我農曆新年新年假期可以放鬆可以玩，但係雲雲就要留喺屋企温書。

[07/01/2021 15:47] 雲雲: 唔緊要啦，到時你上嚟我屋企陪我温書好冇？

係喎，咁我又可以借啲綺去佢屋企啦，哈哈～



正月初七，雲雲約咗我上去佢屋企陪佢「温書」。

「叮噹叮噹～」我已經企我喺佢門口前面。

「希希，生日快樂～」等咗幾秒之後，雲雲就打開度門。

「生日快樂雲雲～」我衝上前攬一攬佢。

今日係正月初七，人日，亦都係我生日…

我唔係喺度講緊廢話呀！我係真係農曆正月初七出世架！

「嘩～咁你咪少咗個生日囉！」雲雲知道我係人日出世知後搞笑咁講。

「你啊爸啊媽呢？」我行暈哂佢屋企都唔見人。

「唔喺度呀，出哂去拜年。」佢帶咗我入房。

嘩，佢張枱真係亂到唔知點形容呀，成張枱都係一疊疊notes同書。

「點計呀呢題？」佢指著一題factorization嘅題目。

「半年有多啦喎，有冇發育到呀？」我用右手摟住佢條腰，哄個頭埋佢塊臉到。

「黐線，我要温書呀，咪搞啦…嗯～」

雖然我隻左手就好聽話，但係隻右手就變本加厲，唔聽話咁係咁摸佢上半身。

「曳曳呀希希～」佢塊臉又變得通紅。

我諗都冇諗就咀咗落佢到，由於佢冇say no，所以我就乘機攬埋佢到。

「嗯～」唉，我隻曳曳手又喺度摸佢。

不過今次唔同嘅係我隻手摸魂哂佢全身。

過咗陣之後，我哋就正式開始温書。

「嗱，你要factorize佢嘅話咪抽個2a出嚟囉…」
「你呢到要用聯立方程，你咪首先set兩條equation出嚟先囉…」
「係啦，咁你set咗（1）係a=2b+3呀嘛，咁你咪跟返呢條式代個a入（2）囉…」
「不如我哋聽下歌吖～」

「Baby             
    --    love  --     love…」

「都佩服自己 敢去留住你 漆黑裡看似無晨曦 糟蹋蜜月期 很痛恨自己 得愛情去養活你 不捨 不棄



我一早知道要爭氣…」

「這一秒 喧鬧裡 我摸著你的臉 一起尋找你想尋找的那種堅決 下一秒 我淚決 潰堤在那間書店
太多自以為我以為是 錯覺…」

「一起長大的約定 那樣清晰 打過勾的我相信 說好要一起旅行 是妳如今 唯一堅持的任性…」

「沿途在 修理著熄了的曙光 祝你在亂流下平安 真愛是任何形狀 對付百孔千瘡 誰能望穿我
這種堅壯非堅壯 形勢壞透只好對抗 由我硬撑著 使你心安…」

「就算再吻一次亦難避免　嘴邊只感受苦澀 遺憾是越努力捉緊這碎片 越難令它重現
就算再說一世的經典　這種感覺仍可改變 請不要再悼念從前　講分手不必講 再見…」

「抖陣先啦，你都攰啦。」我同雲雲講。

「好呀，食啲嘢吖。」雲雲完全同意。

「嘩嶰～」我撳撳下電話，然後見到啲非常荒謬嘅東東。

「咩事呀！？」連本身走開咗去攞綠茶餅嘅雲雲都走咗過嚟睇下做咩事。

「齊打疫苗誇啦啦，一起保障你我他。」

「嘩哈哈哈～」
「嘻嘻嘻嘻～哈哈哈哈～」

我哋兩個喺度瘋狂傯笑，笑到停唔倒咁濟。

不過之後再諗返起，就覺得一啲都唔好笑。

「齊打疫苗誇啦啦，一起保障你我他。」呢句嘢其實已經係香港政府，香港政府嘅水準之上架啦！我
哋應該要多加鼓勵，而唔係喺度恥笑！

相信政府，唔怕！

「是次2021年度疫苗小學生創作比賽呢，係獲得空前嘅成功。」我用司義嘅語氣讀出。「我哋都收
到好多好好嘅作品，相信令一眾評判都需要絞盡腦汁而去分出勝負。」

「係啦，事不宜遲，我哋而家立即宣布今次創作比賽嘅冠軍！」雲雲又學我做司義。「冠軍係，『齊
打疫苗誇啦啦，一起保障你我他』由，林鄭月娥同一眾司長一同獲得呢個獎項！恭喜哂恭喜哂！」

「嗚嗚～」我扮林鄭行上頒獎台領獎。「好…好多謝…咁多位…咁多位中国香港人…嘅支持…嗚嗚…」

「啪…啪…啪…」全場觀眾都拍爛手掌。

係拍：爛手掌。



「但係真係架，如果有得打疫苗嘅話你會打邊隻呀？」雲雲問我。

「呃…有得打先算啦…但係我就一定唔會打『禾斗興』，打嘅話就可能打『BioTech』或者『阿萊斯
特』囉。」我答佢。

「唔～」雲雲微微點一點頭。「哦，同我諗嘅一樣。」

「好啦，齊温數學誇啦啦，一起高分你我他呀。」我拍一拍雲雲個頭。

然後，我哋又繼續温書…

「嘩～話咁快就又6點，我要走啦，拜拜。」我要返屋企食飯lu～

「好啦拜拜～」雲雲喺我走之前仲攬咗我下。



第四章

正月初九，我又去雲雲屋企。

「喂～我到咗你屋企樓下啦～」我打畀雲雲。

「哦咁我落嚟啦。」咦，點解佢咁悶悶不樂嘅？

唔～咁我一陣就冧到佢開心啦，佢可能温書温到炆妏地姐。

咦！？佢落嚟啦喎，佢真係好似喊完嚟咁喎。

佢跟住就拖住我行咗出海旁，但係我哋全程都冇出聲，而且我都唔敢出聲，又有種不祥嘅預計感。

「毛仁希呀…」

吓！？佢唔係嗌我希希架咩？做咩無啦啦嗌我全名呀？

「我哋…我哋…」

佢做咩講嘢咁吞吞吐吐呀？

「我哋都係…」

佢有咩苦衷呀？

「唔好…」

咩事呀！？

「再一齊啦。」

點解呀？琴日明明都好好架！

「吓？」

雖然我已經知道咗事實，但係我唔想接受！

我唔要接受呀！

「點解呀雲雲？」我對眼已經對唔到焦，好攰呀成個人。

「嗚嗚～你聽我講啦，但係當故事聽就好啦…」

我想喊，但係又喊唔出。



「聽完之後，就唔好再嚟揾我啦。」

當我都未反應得切嘅時候，佢已經開始講緊…

-----------------------------------------------------
［雲晞晴視覺］

大家好，我係雲晞晴，即係希希嗌嘅雲雲。

細個嘅時候，同你哋一樣，我爸爸媽媽都好錫我，重來都好遷就我，幾耐乎我想要咩，嗰樣嘢就會出
現喺我眼前。

我亦都有個「青梅竹馬」，佢叫阿賢。人哋眼中係青梅竹馬，因為老實講其實我哋都幾襯，但係我哋
兩個實際嘅關係根本形同路人，互不理睬。

你問我點解？可能係因為我啊媽成日都喺我面前係咁讚佢，讚佢之餘仲要攞我嚟比較，順便踩埋我一
腳，所以比著係你你都憎佢啦，係咪？

而且，當我第1日見佢嘅時候已經有種預感係唔會同佢做到朋友。人哋朋友係一齊行街踩單車，我哋
係一齊打交嗌哂交。

好，講返我爸爸媽媽先…

就如你頭先所睇到，我細個嘅時候佢哋好錫我，我同佢哋嘅關係都好好。不過到我越嚟越大，反叛期
又到，同佢哋嗌交嘅次數慢慢同阿賢嗌交嘅次數追平。

導火線喺小五嘅時候出現：因為我呈分試考得好好，我話想要部無人機，佢哋跟住就買咗比我，之不
過，我玩咗一次都唔夠就已經比我掟爛咗，幾千蚊亦隨之唔見哂。

我唔開心之餘，阿爸阿媽都好失望，同好嬲，係咁鬧我，雖然我大部份時間都冇出聲，但最後終於忍
無可忍，駁返佢轉頭。

經過呢次之後，我哋嘅根本就係水火不容。郁一郁就嗌哂大交。

我就喺度諗：究竟我係咪真係同人相處有問題呢？點解身邊嘅所有人同咁唔鐘意我嘅？我嗰時仲差啲
有抑鬱症。

到到小六嘅時候，比我識倒個對我好好嘅男朋友，佢叫阿俊。如果唔係佢成日陪我傾偈成日陪我玩，
我就真係會有抑鬱症。

佢仲同我講咗句刻骨銘心嘅嘢：「唔開心嘅時候咪諗下我囉，諗下我你就會開心啲架啦～」

之後嘅一兩個月，當我同阿爸阿媽嘅關係平常翻啲之際，我就同佢哋講咗阿俊嘅事。

之但係…

「唔得，唔可以！你點可以自己喺學校識男朋友架？你而家小六架咋！如果佢對你做咗啲咩咁點呀？



我又未見過佢，點知佢係咪好人呀…」

黐線，阿俊如果係壞人嘅點會成日同我傾偈對我咁好呀？

「唔知，總之你要同佢分手。仲有，唔可以同第二啲人拍拖，就算要拍嘅都係同阿賢，佢係真係一個
好男仔，而且會對你好好。」

唉～要我同阿賢一齊嘅話不而去死算。

我將呢件事同咗阿俊講，雖然佢真係好失落，不過佢依然笑住咁同我講…

「唔緊要啦～咪做返朋友囉，我條件又冇你咁好，你第時都要揾過另外一個架啦。」

雖然呢句嘢你哋聽落好似係一句安慰嘅說話，但係我聽落就係一把劍，一把無形嘅劍，直插喺我個心
到。

而且，我同佢跟本唔可以繼續做朋友，或者咁講，我根本就已經唔可以再同佢做朋友，因為我已經冇
面見佢。見到佢嘅時候，我都會擰歪面唔敢望佢。所以，我哋就由本身情侶搖身一變陌生人。

可能你會話：點解你唔瞞住你阿爸阿媽繼續同阿俊拍拖呢？

但係你諗下，我嗰時得小六，又邊夠膽吖？而且，我都唔想又同阿爸阿媽啲關係咁差，所以就做咗呢
個決定。

上到中二，又比我我識到一個令我又心心眼又心動嘅男仔，佢就係毛仁希。

佢比我嘅感覺同阿俊好唔同，但係又有幾分相似。

如果話阿俊係個大哥哥咁照顧我，希希就係細佬咁成逗我開心。

要我2揀1嘅話，我都會揀細佬。

佢個人一企起度，就已經魅力四射，乜都唔做我就已經可以將煩惱痛苦拋諸腦後。

所以，我真係好鐘意佢，愛佢愛到不能自拔。

佢帶我去南生圍，又帶我去海洋公園。同佢一齊，係我最開心嘅時候。

仲記得喺南生圍嘅時候，我不自覺咁講咗句嘢…

「有時候有啲嘢，完美就會變得唔完美；唔完美反而會更完美。」

我都唔知我點解會講咗句咁嘅嘢，因為我不嬲都係諗嗰句講嗰句。

好，到最後講返我點解冇啦啦會同希希分手。

唉～



前日，即係正月初九，希希去咗我屋企同我温書。不過，原來阿媽冇去到親戚屋企拜年，結果就比佢
知道我比咗佢上嚟！

所以等希希走咗之後，阿媽就走出嚟好嬲咁同我講…

「你點解會帶咗個男仔上嚟架！？你有冇問過我呀！？男朋友！？我有話比你同佢拍拖咩！？」
「即刻分手！」

What！？

「吓？唔好啦阿媽～」我喊住咁同阿媽講。

係，今次我就真係瞞住咗阿媽同希希拍拖。唉～雖然我都知遲早會比佢發現，所以我就想可以做嘅嘢
都快啲做，啲咩上佢屋企呀，一齊瞓覺沖涼呀，都快啲試，因為我知道呢一日好快就會到。

不過，原來要講分手係咁難。佢同我講完之後，我就將自己反鎖喺房到，係咁喊係咁喊，原全冇心情
温書，希希教我嗰啲嘢已經跟住啲眼淚係咁流哂出嚟唔見哂。

正月初九，即係今日，我終於有勇氣講倒出嚟。不過，我對眼已經泛起淚光。
-----------------------------------------------------
今日天氣好好，個天好藍，再加小小好白嘅雲。望過維港對面嘅將軍澳都勁清楚。只係，啲風吹埋嚟
好凍，吹到我越喊越勁。

「我哋做翻朋友啦好冇？等你阿媽比你拍拖嘅，先再喺翻埋一齊啦。」真悲慘，明明係我講分手，但
係就要佢嚟安慰翻我轉頭。

而我？我就淨係識得攬住佢喺度喊。

返到屋企之後，我又想喊，喊我無能為力，喊我已經無勇氣再同佢做朋友，以後同佢只會再變陌生人
。之但係，我已經喊到眼淚到乾哂，再喊唔出。

到而家我先知，原來想喊但係喊唔出，先係最可憐架。

三月九號，我終於考完試，不過今次一定唔會考得好，就算真係返到學校考試嘅時候，都依然無心情
，成個人失魂落魄。雖然啲friend都係咁問我咩事，但係我都係隨便應佢哋幾句，我實在唔想再比人
知我因為阿媽而要同希希分手。

考完試返到屋企之後，阿媽無啦啦捉住咗我同我講咗啲嘢，不過我都係無心情聽，因為不外乎都係要
哦下次再努力啲嗰啲架啦。不過…

…

「吓？真係架？咁我而家行架啦～」我好興奮咁問阿媽。

「係呀，快啲啦～」



雖然心中仲有好多疑問，梗係覺得怪怪哋咁，不過唔緊要啦，有得見希希最緊要！

講完之後，我即刻求其擸咗件衫換，然後用最快速度去希希屋企。
-----------------------------------------------------
［毛仁希視角］
正月初九…

「我哋做翻朋友啦好冇？等你阿媽比你拍拖嘅，先再喺翻埋一齊啦。」喺我講完呢句之後，佢就自己
一個返返屋企。望住佢個背影，我諗今次真係玩完啦我哋。

我唔係唔想喊，而係我唔想再喺佢面前喊。佢喊埋我嗰份就得啦。

等佢個影都唔見埋之後，我就自己喺度吹下風，聽下歌。無聊嘅時候就行下，攰嘅時候就坐下。

「像熟悉的音樂 我假裝無所謂 細想在耳邊 無法入睡 但故事的情節 無預警的翻頁 幸福的畫面
逃得好遠

作者到底他是誰 我為何要妥協 任你在我人生撒野 下筆如此的果決 就散落記憶成了碎片

我也想忘了我是誰 重新再來一回 哪有那種什麼絕對
但就是不忍心你為某人好累

這一秒 喧鬧裡 我摸著你的臉 一起尋找你想尋找的那種堅決 下一秒 我淚決 潰堤在那間書店
太多自以為我以為是 錯覺

最多恨的詩篇 蔓延我的整頁 帶著詼諧 自我消遣

回憶是一個盜賊 偷走我的一切 寂寞倒是流了一些 哪管我手無寸鐵 就判了死刑成了殘念

我也想忘了我是誰 重新再來一回 哪有那種什麼絕對但就是不忍心你為某人好累

這一秒 喧鬧裡 我摸著你的臉 一起尋找你想尋找的那種堅決 下一秒 我淚決 潰堤在那間書店
太多自以為我以為是 錯覺

決心愛得更純粹 越是深夜越想起我們曾經相戀 揮霍青春的瘋癲 回不去的可愛笑顏
就在此刻終於成了紀念 世界崩塌崩潰止不住心碎

這一秒 喧鬧裡 我摸著你的臉 一起尋找你想尋找的那種堅決 下一秒 我淚決 潰堤在那間書店
太多自以為我以為是 錯覺

這一秒 喧鬧裡 你摸著他的臉 再多不捨得不可得也只能道別 下一秒 我淚決 揮別在那間書店
那些自以為我以為是 成全～」

咦！？點解首歌好似喺度講緊我咁嘅！？

「曖昧讓人受盡委屈 找不到相愛的證據 何時該前進 何時該放棄 連擁抱都沒有勇氣



只能陪你到這裡 畢竟有些事不可以 超過了友情 還不到愛情 遠方就要下雨的風景

到底該不該哭泣 想太多是我還是你 我很不服氣 也開始懷疑 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個真實的你

曖昧讓人受盡委屈 找不到相愛的證據 何時該前進 何時該放棄 連擁抱都沒有勇氣

曖昧讓人變得貪心 直到等待失去意義 無奈我和你 寫不出結局 放遺憾的美麗 停在這裡

曖昧讓人受盡委屈 找不到相愛的證據 何時該前進 何時該放棄 連擁抱都沒有勇氣

曖昧讓人變得貪心 直到等待失去意義 無奈我和你 寫不出結局 放遺憾的美麗 停在這裡～」

「嗚嗚～」我都係忍唔住喊出嚟。

「和朋友一如往常 唱唱k歌 下一攤宵夜火鍋吃吃喝喝 那狂歡一成不變一樣快快樂樂
一樣失真的夜晚和清晨 那生活勉強還能自得其樂 而關上燈獨自一人
嘴角笑著眼眶為何溼了

我怎麼哭了 當我偶然想起了 想起有你的時刻 哼起你最愛的歌 點了你愛的菜色 為什麼哭呢
明明撫平了傷痕 好好過我的人生 絕不是因為你那無心一句最近如何

那孤單其實沒有想像殘忍 找個人逛街玩樂都是選擇
但睡前那句晚安我該對誰說呢 一想到這心就不堪負荷

那生活勉強還能自得其樂 而關上燈獨自一人 誰會在乎我的喜怒哀樂

我怎麼哭了 當我偶然想起了 想起有你的時刻 一起看過的景色 還沒實現的旅程 為什麼哭呢
明明撫平了傷痕 好好過我的人生 絕不是又想起了 我們曾相許的永恆

我不再哭了 當我漸漸習慣了 習慣偽裝著快樂 習慣再愛一個人 就算不那麼狂熱 你愛著誰呢
要比我們更深刻 完成我們未完成 為你的幸福犧牲 也算愛的一種美德

我衷心祝福你的 可是我卻怎麼哭了～」

算啦，唔聽啦，連啲歌都喺度串我！

雲雲呀，我真係好鐘意你呀，你係我嘅初戀，不過我哋就只係維持得半年幾。

點解要咁對我呀，嗚嗚～

農曆新年假之後，仍然係繼續zoom，不過我都係成日諗住雲雲，佢喺我個腦海入面根本揮之不去！

我亦都有同細細粒講我同雲雲嘅事，佢仲約埋我出嚟傾下添。

不過依我對佢嘅認識，佢約得我出嚟唔會只係為咗呢樣嘢，一定會有佢嘅嘢都想同我講。

我哋求其搵咗笪地方坐低之後，我就開始講我同雲雲嘅事…



「就係咁啦，不過我睇我應該會同阿俊情況一樣，都唔會一齊翻架啦～」我垂頭喪氣，冇心情咁講。

唔係我唔想喺返一齊，而係我覺得機會率好低。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與其仲喺度每日期望復合，不餘一早打定輸數。

「我又唔覺得喎，其實阿Cloud都大個啦，呢啲嘢阿媽可能會比翻佢自己決定架啵～」細細粒唔同意
我嘅意見。

不過佢都有佢嘅道理嘅～換轉係我嘅話都會咁講。

「唔～點都好啦，你今日叫我出嚟都係因為有嘢想同我分享下架啦係咪？」我已經唔想再喺雲雲呢個
話題到繼續討論落去。

「Of course～哈～真知我心～」細細粒笑咗笑之後繼續講「我鐘意咗Ava。」

「吓！？」
「唔使吓啦，我好清楚我自己係真係鐘意咗佢。」
「咁…咁你鐘意咪鐘意囉，關我咩事呀？」
「你同佢同班呀嘛，咪幫下我囉～」
「好～你介唔介意比Coco知？Coco同Ava都幾熟架。」
「哦，你咪叫佢又幫下手囉～我唔介意。Thanks BRO～」
「不過話時話嗱，點解你會無啦啦鐘意佢嘅？」
「你知我係搭118返學放學架嘛，跟住原來Ava佢都搬咗去長沙灣。所以我哋就成日搭巴士嘅時候撞
倒，跟住傾下傾下嘅時候又發覺其實我哋都幾夾架啵…」
「咁你話你哋夾係只係你係咁認為吖，定係你都覺得佢都對你有啲好感呀？」
「Um…即係起碼佢唔會抗拒我囉～會肯同我傾偈囉～」
「哦好啦，咁我就幫下你同叫埋Coco幫手啦～」

「多謝多謝～」佢最後雙手合十多謝我，而後就走咗lu～

然之後我就即刻Signal
Coco話比佢知。然之後佢就話約咗我哋4個（細細粒、Coco、Ava、我）3月9號出去下街培養下感
情咁喎～

不過問心嗰句我就真係唔想牽涉其中，啱啱先同雲雲搞成咁，如果佢哋最後真係一拍即合嘅話我咪慘
做電燈膽！？

咦！？3月9號喎，唔知雲雲點呢？話哂佢都考完試啦～唉～我都無權干涉～

三月九號…

唉～不過而家已經冇得同雲雲出去玩啦，淨係可以zoom完之後同嗰4條友出去。

「叮噹叮噹～」咦，點個撳門鐘呀？



我喺度門隻眼度望出去，嘩～

我真係嚇到呆咗！

「咩事呀你？呆到邊咗碌木咁嘅！？」呆咗唔知幾耐之後，我細佬終於嗌翻醒我。

打開咗度門之後，我緊係即係問佢做咩…

之但係我都未開倒口，我就已經比佢個口冚住咗。而且我仲比佢攬住埋！

好尷尬呀呵！？不過最尷尬嘅都係我阿媽同細佬喺到望住我哋。

「做…做咩事呀你？」鬆開手之後，我即刻搭住佢個膊頭問佢。

「哦…其實係咁嘅…」
-----------------------------------------------------
［雲晞晴視角］
嗰日我同希希分咗手之後，我就返咗屋企係咁喊係咁喊，但係阿媽都無理到我。

到今日，即係考完試啦，我都知自己一定會考得好差，因為冇咗你之後，我根本完全冇心情温書。

阿媽從來都係一個觀察力好好嘅人，我冇心機温書佢亦都一清二楚。

跟住今日一考完試，我就攤起張床度無動力去郁，書又唔使温啦，但係就冇咗希希同我出街。

之但係，我入咗房之後阿媽就即刻走埋嚟同我講…

「你係咪好鐘意毛仁希？」
「係。」
「咁你同翻佢喺埋一齊啦。」

嘩～我真係傯咗眼，反應唔切

阿媽繼續講…

「其實呢，我嬲係嬲你唔同我講你要拍拖，仲帶埋佢上嚟屋企。你六年級嗰時我話唔比你拍拖，係因
為我真係覺得你太細個，而且我都會等你一到中學，就放手比你決定。

如果唔係考試，我就會一早就比你哋喺埋一齊架啦，係因為我唔想佢阻住你温書姐。

見佢咁有心機同你呢個人温書，我都知佢係真係會對你好。

所以，快啲揾返佢同佢喺翻埋一齊啦～」阿媽最後笑住咁拍一拍我。

「唔～」雖然仲有好多嘢唔明，不過算啦。

「吓？真係架？咁我而家行架啦～」我好興奮咁問阿媽。



「係呀，快啲啦～」

講完之後，我即刻求其擸咗件衫換，然後用最快速度衝去希希屋企。

「銀河上 邊跌宕邊看緊對方 跨宇宙又橫越洪荒 不怕在盡頭無岸 遠近我都護航 還能互安慰
不必天氣多清朗 狂雨暴雪一起對抗 任歲月再壞 不致心慌～」
-----------------------------------------------------
［毛仁希視角］
「哦～」我好難以置信，咁似啲電視劇劇情嘅？

「咁但係呢…」我將我要同嗰4條友出去嘅事話比佢知。

「哦～咁咪我哋一齊去囉～咁仲好添～」佢甜甜一笑，然後翹住我隻手同我阿媽講「咁我哋出去啦～
」

Um…佢真係唔驚我阿媽架喎！

「好呀，拜拜！」阿媽對於我要出街完全無意見。

「咁我哋而家去邊呀？」搭緊嘅時候，雲雲問我。

「哦，我哋而家去咗中環食飯先，一陣就去赤柱囉～」話咁快，我哋已經行出咗棟大廈。

一路行過去中環嘅時候，我哋就一路聽住歌，一路拖住手咁傾住偈咁行。

「牽著我 一起走吧 不管了 風有多大 想去哪 現在出發 等什麼呢 有火光 一起去闖 不害怕 別人去講
就這樣 人間蒸發…」

行到Donki前面，就見到佢哋3個。佢哋都呆咗咁望住我哋兩個。

簡單咁講翻我哋嘅事之後，M記食。

「好呀！食姜B餐！」兩個女仔不約而同大叫。

「国安大法巨無霸，一国兩際夾青瓜。愛国治港加bacon，中国香港笑哈哈。」我哋三個男仔又不約
而同一齊背。

「国安大法巨無霸～」
「一国兩際夾青瓜～」
「愛囯治港加bacon～」
「中国香港笑哈哈～」
我哋喺條街一路行去ifc，一路學姜濤跳。

雖然話就話學姜B跳，但係其實我哋只係喺度亂咁un下un下，亂咁揮下手，郁下手。完全同跳舞扯
唔上關係。



雖然沿途受盡路人奇怪嘅目光，但係都無阻我哋繼續得意忘形咁跳落去。除咗一件事…

「警察呀喂！」Coco機靈咁大嗌。

「Oops～」我同雲雲即刻彈開，保持1.5米安全社交距離。

行到去M記之後，有個充滿「霸氣」嘅阿姐走出嚟充滿「氣勢」咁問我哋。

「請問你哋有冇download『傷心出行』呀？」阿姐問我哋。

「冇。」
「冇。」
「No.」
「冇。」
「梗係冇。」

「哦，冇唔緊要，填返紙吖咁唔該。」職員即係遞咗張form同筆比我哋。

填完之後，我同雲雲一枱，Ava、細細粒同Coco一枱，就開始嗌嘢食。

「姜B餐。」結果我哋嗌咗5個姜B餐。

等攞嘢食嘅無聊之際，我哋不約而同望去門口。

呢個時候，有幾位OL入嚟食。阿姐循例問佢有冇download「傷心出行」，佢哋話有，跟住佢哋就
攞喺部電話對住個「傷心出行」嘅QR
code。Scan完行緊入餐廳嘅時候，佢哋就即刻用最快速度撳咗下手機嘅中下位置，然後再喺手機嘅
大概中間位置撳多咗下…

「哈哈！政府疫情兩大發明。」雲雲無啦啦嗡咗句咁嘅嘢出嚟。

「邊兩大呀？」我不解。

「一，低功耗Wi-Fi定位電子手環；二，『傷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佢講。

…

「哦。」

呢個時候，嘢食有得攞lu，我哋就開始狼吞虎嚥。

食完之後，我哋行返出交易廣場搭260去赤柱。

「嘩，好靚呀～」雲雲塊臉貼到塊玻璃實一實。

我哋過完香港仔隧道，又過埋海洋公園之後，就入到深水灣。



「嘩～真係好靚～」雖然我成日都嚟，但係我都真係幾覺得好靚。特別係雲雲！

不過老實講，今日天氣咁好，又有陽光，咁樣曬落啲海水到又真係幾靚。

啲水就好似變咗塊鏡咁，不停反射閃閃生輝嘅太陽光，再加埋隔離啲綠油油嘅山，同啲好似玩具咁嘅
船，真係靚到無得頂。

轉咗唔知幾多個彎上咗唔知幾多落咗唔知幾多斜之後，終於嚟到赤柱。

落咗車之後，再穿埋過個商場之後，就落到條海濱長廊，即係H&M出面。

嗱，嚟到啲咁嘅地方，就梗係要…

影相架啦，係咪？

不過原來唔係，係要入H&M睇下衫。

睇到我哋呢3個男入都睇到炆炆地嘅時候，我哋就出咗去出面玩無人機。

「喂，不如圍住棟美利樓影吖～」
「飛出海影翻返嚟啦～」
「我哋一路沿住海旁行然叫佢（無人機）跟住我哋嚟飛吖～」

玩玩下嘅時候，嗰3個女人就神出鬼沒咁無啦啦出現喺我哋後面，搞到我哋心都離一離，就連個無人
機都感受到佢哋嘅氣場然後無啦啦飛遠走咗。

「嘩嘩嘩～」我即刻控制返架無人機（當然唔係聲控啦），架無人機幾千蚊架！

玩完笑完之後，我哋就跟住一齊入市集行下。

「嘩～好得意呀呢個！」
「嘩～假貨嚟嘅～」
「我靚唔靚呀？」

講下講下，我哋已經成功由市集頭掃到落市集尾。我哋幾個男人就梗係冇買嘢啦，係佢哋兩個女仔係
咁試衫係咁問我哋件衫襯唔襯佢。

快樂嘅時光總係過得特別快——太陽伯伯又準備收工返屋企啦。

「嘩～好靚呀呢度睇日落，不如睇埋先走啦～」我提議。

「好～」佢哋連聲叫好。

橙黃色殘眼，又耀眼嘅陽光映照喺我哋每個人身上。風，又跟住陽光一齊吹埋嚟。

我忍唔住攬住雲雲，之但係，我都未轉倒身對住佢，佢就已經搶先一步伸對手嚟我之條腰到緊扣住我
。



「我真係好鐘意你，原諒我啦好冇？」佢用佢最誠懇嘅眼神望住我。

佢郁下郁下嘅櫻脣，飄逸嘅烏黑秀髮，碌下碌下嘅眼珠，雙瞳翦水透水似的。根本國色天香，冇得頂
！

但係我又冇得錫佢，起碼有6隻眼望實我哋兩個。

「冇，冇得原諒，因為我根本冇嬲過你。」我都用炯炯有神嘅眼神望住佢。

我一講完，佢就哄咗塊臉埋嚟，臉貼臉。

吖唔係，我哋塊臉中間仲有口罩架！哈哈～

雖然隔住口罩，但係我都感受倒佢個嘴唇嘅温度。都唔知話係個口罩差定係只係我嘅錯覺。

當我哋分翻開嘅時候，太陽已經返咗屋企，淨低嘅只係金黃色嘅雲霞。

「嘩～你哋真係當我哋係電燈膽！」
「你哋有冇考慮過我哋架！？」
「好sweet呀！」

佢哋3個都喺度串我哋，不過唔緊要啦，起碼佢哋都話有禮物比倒我哋。

「影得靚唔靚呀呢幅相？」Ava將佢部電話個mon向住我。

嘩，佢都真係幾識影相，影得唔只靚，仲好有意境。

「靚呀，好靚，send比我吖你，唔該。」我答Ava。

將相係喺我哋頭先臉貼臉嘅時候影嘅，咁相裏面嘅我哋當然係相擁住攬埋咗一嚿。但係因為我哋後面
係個好落日熔金嘅太陽，所以我哋就背咗光，淨係忍若見到我哋嘅輪廓，不過都好明顯係喺度「錫緊
」 。

唔知大家想唔想像倒呢？不過想唔想像倒都好，總之知道將相係好靚就得架啦，哈哈～

都係唔知有幾靚呀？咁我可以話你比你知，如果第時真係同雲雲結婚，我都一定要攞返呢張相出嚟，
就係咁靚，完。

睇完之後，我哋就搭返260出去中環，然後自返歸。

就係咁，我同雲雲又變翻好似之前感咁親密。或者雲雲真係講得啱，有時候有啲嘢，完美就會變得唔
完美；唔完美反而會更完美。

我哋之前好完美咁拍拖，所以就有咗啲唔完美嘅事出現，例如有啲拗撬（雖然好快就解決咗）；但係
我哋經歷完呢次唔完美嘅事件，就令到我哋嘅感情更完美。



我哋5個嘅感情（對雲雲係愛情，對Coco、細細粒、Ava係友情）都因為呢次「赤柱之旅」而變好，
得閒就會約出嚟玩。

而我都發現，細細粒同Ava都friend咗好多，可能已經準備好一齊。

某一日，我哋又約咗出嚟去細細粒屋企玩。

玩咩？就係…

打麻雀。

可能你會問：「5個人點打麻雀呀！？」

但係原來嗰日Coco唔得閒，所以就得返我哋四個。

上到細細粒屋企之後，一張電動麻雀枱就現身喺我眼前。

嘩，真係有錢！

坐好之後，佢哋2個女仔就開始七嘴八舌咁問…

「我唔識打喎？」
「係咪話同魔力橋玩法一樣架？」
「複唔複雜架？」
「點All In架？」
「哂冷？」
「係咪一賠十六呀？」

唉～我真係反哂白眼。不過之後我終於聽到啲正常返啲嘅嘢…

「咩係二五雞呀？」
「清一色即係點呀？」
「打廣東牌呀？」
「點解十三么就十三番嘅？」
「大四喜難唔難架？」

…

原來佢哋只係攞咗張說明書出囉睇，所以問嘅問題比較貼近麻雀呢玩意。

「好好好～我教你哋啦。」我喝停佢哋，廢時佢哋問到夜晚。

（識打麻雀嘅朋友可以skip咗下面。）

「首先呢，麻雀一共有136隻牌（唔計花）。筒子、索子、萬子都有一至九。即係有一至九筒，一至
九索，一至九萬。除咗筒子、索子、萬子，仲有『字』：｛東｝、｛南｝、｛西｝、｛北｝、｛紅中
｝、｛發財｝、｛白板｝。而每一隻都有4個copy，所以夾埋就有136隻牌。



然之後，打麻雀一開始就會每個人都有13隻麻雀牌。然後每輪都你嘅時候都要摸一隻返嚟，然後打
返隻出去。當人哋打隻牌出去嘅時候，就可以嗌：『上』（只可以係『上家』（坐自己左邊嘅玩家）
打嘅牌先可以嗌）、『碰』、『槓』或者『食』。」

「『上』：3隻牌連著。自己摸到有2隻連著嘅牌，然後有人打一隻可以同你嗰2隻牌又連著，就可以
嗌：『上！』。例如：首先自己摸到｛七萬｝、｛八萬｝，然後有人打｛九萬｝，咁就可以嗌：『上
』。『上』完之後要將嗰3隻牌打開放喺麻雀枱到。

『碰』：3隻牌一樣。自己摸到2隻一樣嘅牌，然後再有人打同你手上嗰3隻一樣嘅牌。例如：自己摸
到｛發財｝、｛發財｝，然後再有人打｛發財｝，咁你就可以嗌：『碰！』。『碰』完之後要將嗰3
隻牌打開放喺麻雀枱到。

『槓』：4隻牌一樣（分明槓同暗槓）。

『明槓』：自己摸到3隻一樣嘅牌，然後再有人打同你手上嗰3隻一樣嘅牌。例如：手上有｛五筒｝
、｛五筒｝、｛五筒｝，然後再有人再｛五筒｝，咁就可以嗌：『明槓！』。『明槓』完之後要將嗰
4隻牌打開放喺麻雀枱到。

『暗槓』：自己摸到4隻一樣嘅牌。例如：自己摸到｛白板｝、｛白板｝、｛白板｝、｛白板｝，咁
你就可以嗌：『暗槓！』。『暗槓』完之後要將嗰4隻牌冚埋放喺麻雀枱到，可以額外加1番。

『食』（『食糊』）：砌到兩隻一樣嘅牌，即係眼，再加4個3隻牌（碰）或者4隻牌（槓）為一個嘅
組合，例如：
｛紅中｝、｛紅中｝ ［眼］
｛二筒｝、｛二筒｝、｛二筒｝ ［碰］
｛五萬｝、｛五萬｝、｛五萬｝、｛五萬｝ ［槓，明槓或暗槓］
｛二索｝、｛三索｝、｛四索｝ ［上］
｛西｝、｛西｝、｛西｝ ［碰］
咁就可以嗌：『食！』。」

「仲有，如果你係自己已經摸到3隻連著或者一樣、4隻一樣嘅牌，就唔需要擺出嚟比人睇。」

「如果係『自摸』（自己摸到牌返嚟『食糊』），就係令外嗰3個人一齊輸分比『食糊』嗰個人；『
出衝』（有人打隻牌出嚟然後用嗰隻牌嚟『食糊』），就係淨係嗰個人輸分比『食糊』嗰個人，其餘
兩個人就唔受影響。」

「咁食糊嘅方法呢，有『雞糊』（『是但食』）（0番）：除咗『眼』之外，可以『碰』、『上』、
『槓』都得；『平糊』（1番）：除咗『眼』之外，全部都係『上』；『對對糊』（3番）：除咗『
眼』之外，全部都係『碰』或者『槓』…」

再講完「混一色」、「小三元」、「大三元」、「清一色」、「小四喜」、「大四喜」、「十八羅漢
」、「九子連環」同「十三么」之後，我哋就終於於開始打牌。

「除咗呢啲糊法有番數之外呢，仲有啲嘢可以加番。例如：『自摸』，就可以看到加1番；『紅中』
、『發財』、『白板』（即係『碰』到｛紅中｝、｛發財｝、｛白板｝一個加1番……」



講完之後，我哋就開始抽位坐。

「好，你哋打開隻牌睇下自己係咩位啦～」我洗魂哂枱上面嘅｛東｝、｛南｝、｛西｝、｛北｝，然
後將啲牌放喺佢哋面前。

「吓，抽嚟做咩架？」雲雲問我。

唔靜止雲雲，我忍若見到佢個個個頭上面都有個好大嘅問號。

睇嚟我又要解釋一輪啦…

「打麻雀要打十六圈，第一那局係『東風東局』，第二局就係『東風南局』，跟住再打多兩局就到『
東風北局』，再去就係『南風東局』，如此類推打到『北風北局』，就打完計數。」

我打開手上嘅牌，我抽到｛東｝。

佢哋都打開佢哋嘅牌，雲雲係｛南｝；細細粒係｛西｝；Ava係｛北｝。

「即係呢，我係坐東位，雲雲你坐我右邊南位；細細粒你坐我對面西位；Ava你坐我左手邊北位。我
打出嚟嘅牌，你哋個個都可以『碰』、『槓』同『食』，但係只係得雲雲可以用我打出嚟嘅牌嚟『上
』。同樣地，雲雲打出嚟嘅牌大家一樣可以『碰』、『槓』同『食』，但係就只係得細細粒可以用雲
雲打出嚟嘅牌嚟『上』。」

「第二樣嘢，呢鋪係『東風東局』換言之跟住就係『東風南局』，但係唔一定係下鋪，因為如果係『
東局』，而坐『東位』（我）又食糊，就會繼續係東局。又例如：而家係『西局』，但係坐『西位』
嘅朋友又食咗糊，就繼續維持係『西局』。」

「明白冇？」

「哦～咁不如我同你打鋪先吖～睇下係咪真係咁玩？」細細粒同我講。

「哦，好呀。」我答佢。

好奇怪咩？係，我都覺得，因為呢個環節都係跟住我哋嘅劇本嚟做，我哋係一早夾好架。

點解要咁？因為我要比佢食糊，然後Ava就會讚佢好犀利呀，等佢哋嘅感情再進一步。

仲有，其實我一早已經教識咗細細粒打麻雀，然後就叫佢盡量食啲高番數啲嘅同要做「混一色」或者
「清一色」，因為咁樣我先容易知道佢要啲咩牌，然後「助攻」。

好無聊咩？但係呢個係真係我哋嘅計劃嚟架喎！

「好，咁我就係東位你係西位啦，我先架啦。」我講完之後，就撳麻雀枱嗰個高科技嘅制。然後，4
棟牌就出現咗喺我哋面前。

嘩～好犀利呀！



跟住我就擲骰，然後就根返粒骰嚟攞牌。

「點解要擲骰嘅？同點解係你擲嘅？」Ava問。

「因為你要根據返你擲嘅骰嚟決定喺邊度攞牌。例如：我擲到8，我就要從上家的前面嗰棟牌開始跳
過8棟牌，然後由第9棟嘅第9張牌開始攞起。」

「跟住，邊個擲骰就睇嗰鋪係咩局。例如：今鋪係東局，所以咪東位（我）擲囉。」

講完之後，我就攞咗14隻牌（庄攞13＋1隻牌，因為我打先），細細粒就攞咗13隻牌。

（識打麻雀嘅朋友skip到呢到好啦。）

嘩，好唔靚呀啲牌：3隻筒，4隻萬，3隻索，4隻字。

不過唔緊要啦，還掂我都係要比佢食糊架啦～

｛東｝我打。
｛三索｝細細粒打。
｛九索｝我打。
｛五索｝細細粒打。
｛紅中｝我打。
｛五筒｝細細粒打。
「碰！」我嗌。
｛七萬｝我打。
…
咦！？佢停低諗喎！

｛三筒｝細細粒打。
｛八筒｝我打。
｛九索｝細細粒打。

唔知大家有冇發現，細細粒從來冇打過萬子，而且我一打萬子佢就即刻停低諗，所以佢係做緊萬子。

咁我就打哂啲萬子出去益下佢啦～

｛八萬｝我打。
「碰！」細細粒嗌。
…
｛三萬｝我打。
「碰！」細細粒嗌。
…
｛一萬｝我打。
「食！」細細粒笑住咁嗌。

「嘩～11番呀！」我驚訝咁望住佢。



雖然我一開始就知道會係佢食糊，但係我都估唔到佢會食倒11番咁多！

佢啲牌係：
｛三萬｝、｛三萬｝、｛三萬｝ ［碰］
｛五萬｝、｛五萬｝、｛五萬｝、｛五萬｝ ［暗槓］
｛八萬｝、｛八萬｝、｛八萬｝ ［碰］
｛二萬｝、｛二萬｝、｛二萬｝ ［碰］
｛一萬｝、｛一萬｝ ［眼］

「點解11番呀！？」雲雲不解咁問。

「因為佢食到『清一色』＋『對對糊』＋『暗槓』。『清一色』：7番；『對對糊』：3番；『暗槓
』：1番。所以7＋3＋1＝11番。」我解釋。

「嘩～好犀利呀你！」Ava搭住細細粒個膊頭讚佢。

好嘢！計劃成功啦！我見到細細粒都比咗個多謝嘅眼神我。哈～我真係勁！

「好啦，咁我哋開始打啦～」雲雲講。

哼～我跟住就唔會讓你架啦細細粒！

「好呀～」我講。

今局係「東風東局」，所以係我做庄。

嘩～今次手氣好咗好多，抽到6隻筒子，咁一於做筒子啦。

｛三萬｝我打。
｛三萬｝雲雲打。
｛紅中｝細細粒打。
｛四筒｝Ava打。
「上！」我嗌。
｛七索｝我打。
｛二筒｝雲雲打。
「碰！」我嗌。
｛南｝我打。
「碰！」細細粒嗌。
｛北｝細細粒打。
｛九筒｝Ava打。
「上！」我嗌。
｛北｝我打。
「碰！」雲雲嗌。
｛一筒｝雲雲打。
「槓！」我嗌。

心水清嘅朋友應該會知，我已經得返一隻牌，叫緊糊，叫…



叫…唔話比你知。

｛發財｝我打。
「碰！」Ava嗌。
｛九筒｝Ava打
「自摸｛五筒｝！」我嗌。

係，我叫｛五筒｝。

「咁係咪8番呀？」雲雲望住我啲牌問。

嗱，你哋幫我計下啦…
｛四筒｝、｛五筒｝、｛六筒｝ ［上］
｛二筒｝、｛二筒｝、｛二筒｝ ［碰］
｛七筒｝、｛八筒｝、｛九筒｝ ［上］
｛一筒｝、｛一筒｝、｛一筒｝、｛一筒｝ ［明槓］
｛五筒｝、｛五筒｝ ［眼，自摸］

所以就係「清一色」＋「自摸」＝7＋1＝8番。

「係，8番，啱。所以跟住都係『東風東局』。」我答雲雲。

哈，電動麻雀枱真係好，唔使我哋自己洗牌同疊牌！

攞完14隻牌之後，打開嚟睇…

唔～都ok嘅～

4隻筒，2隻索，3隻萬，4隻字。

咁～唉，一於都係做筒啦。

｛8索｝我打。
｛5筒｝雲雲打。

呀！！！我要「上」呀！

不過雲雲唔係我上家，我冇得上，嗚嗚～

我只可以眼白白咁睇住隻｛五筒｝被遺棄。

｛五筒｝細細粒打。

求下你啦，Ava，學佢哋打｛五筒｝啦！

五筒！五筒！五筒！



｛五萬｝Ava打。

What！？

中「五」但唔中「筒」！？

我遺憾咁抽牌然後打…

｛一索｝我打。
「上！」雲雲嗌。
｛南｝雲雲打。
｛八筒｝細細粒打。
「碰！」我嗌。

好嘢，破冰啦！

｛四萬｝我打。
｛六萬｝雲雲打。
「上！」細細粒嗌。
｛九筒｝細細粒打。
「上！」Ava嗌。
｛南｝Ava打。
｛北｝我打。
「碰！」細細粒嗌。
｛二筒｝細細粒打。
「唔…」Ava諗。
｛九萬｝Ava打。

Oh！死啦今鋪！

Ava同我都做筒子，但係佢係我上家，佢可以「上」細細粒打嘅筒子，但係我就冇得「上」，因為Av
a根本就唔會打筒子。

｛五索｝我打。
「上！」雲雲嗌。

唉，即係我又唔可以打咁多索子，唔係嘅話我就會比雲雲攞哂啲牌。

｛一索｝細細粒打。

喂你仲打索子！？

｛二索｝Ava打。

嘩你哋個個真係唔知個「驚」字點寫架喎！仲打索子！



咦！？但係雲雲完全無動靜喎！

咁我又打先。

｛二索｝我打。
「上！」雲雲嗌。

唉！我真係蠢！

同埋雲雲已經就嚟搞掂啦，手上得返4隻牌。

｛九筒｝雲雲打。
「槓！」我嗌。
｛紅中｝我打。
「食！」雲雲嗌。

唔係嘛，我竟然輸咗比佢！？

「咁係咪『混一色』呀？」雲雲攤開牌問。

｛一索｝、｛二索｝、｛三索｝ ［上］
｛五索｝、｛六索｝、｛七索｝ ［上］
｛二索｝、｛三索｝、｛四索｝ ［上］
｛八索｝、｛八索｝、｛八索｝ ［碰］
｛紅中｝、｛紅中｝ ［眼］

「3番，『混一色』。唉呀你差啲就可以看到5番架啦。如果你唔『碰』｛八索｝，而係變埋『眼』
跟住｛紅中｝唔係『眼』係『碰』咁嘅話就可以看到變『混一色平糊』再加『紅中』咁就加2番。」
我講。

「即係點呀？」
「即係如果你咁食：
｛一索｝、｛二索｝、｛三索｝ ［上］
｛五索｝、｛六索｝、｛七索｝ ［上］
｛二索｝、｛三索｝、｛四索｝ ［上］
｛八索｝、｛八索｝ ［眼］
｛紅中｝、｛紅中｝、｛紅中｝ ［碰］
咁你就可以食到5番。」

「所以跟住係『東風南局』，雲雲做庄係咪？」Ava問。

「Yes～」我答緊嘅時候，雲雲已經撳咗個制。

「雲雲你攞14隻喎。」我提雲雲。

咦！？今次啲牌都唔差喎！有6隻字，4隻萬，1隻索，2隻筒。



｛東｝雲雲打。
「碰！」我嗌。
｛九索｝我打。
｛三萬｝雲雲打。
「碰！」我嗌。

「喂！夾埋嘅你兩個！」細細粒指住我哋鬧。

「證據呢？我哋冇夾通。」我心平氣和咁答佢。

「哼～」Ava望住我。

｛二筒｝我打。
「碰！」細細粒嗌。
｛七萬｝細細粒打。
「上！」Ava嗌。
｛八筒｝Ava打。
「碰！」細細粒嗌。

哈，佢哋就真係夾埋！

「希希～」雲雲拍咗拍我，然後細細聲咁同我講。「我要索子呀！」

咦！？咁啱啦，我做萬，佢做索，就可以互補不足。

細細粒見我同雲雲喺度竊竊私語，佢哋又學我哋喺度通水。

所以好完美咁，而家已經變成2打2。

｛二萬｝細細粒打。
「碰！」我嗌。
「上！」Ava嗌。

OH！我同佢同時嗌。

咁就梗係…

梗係我要啦隻｛二萬｝。

（如果同一時間有人叫「碰！」同「上！」，就會係「碰」優先攞牌。）

｛五索｝我打。
「碰！」雲雲嗌。
｛紅中｝雲雲打。
「槓！」我嗌。

冇錯，我又得返1隻牌啦。



｛三筒｝我打。
｛白板｝雲雲打。
｛發財｝細細粒打。
「食！」我攤開牌。

｛東｝、｛東｝、｛東｝ ［碰，門風、圈風，加2番］
｛三萬｝、｛三萬｝、｛三萬｝ ［碰］
｛二萬｝、｛二萬｝、｛二萬｝ ［碰］
｛紅中｝、｛紅中｝、｛紅中｝、｛紅中｝ ［明槓］
｛發財｝、｛發財｝ ［眼］

「哈，你自己都係攞咗｛發財｝去做『眼』，又係冇咗碰嗰1番。」雲雲嘲笑我。「有口話人冇口話
自己。」

「咁但係我嗰時得返｛發財｝1隻咋嘛，冇得『碰』啦嘛，一定要用嚟做『眼』架嘛。」我解釋。

「即係跟住係『東風東局』，細細粒做庄係咪呀？」Ava問我。

「係呀！咁聰明嘅你！？」我串佢。

…

唉～今次啲牌就真係要爛都黐線。與其喺度慢慢砌「雞糊」，不如「棄糊」諗下自己點樣唔輸算。

總括而言，我咁鋪嘅策略就係輸少當贏…

咦唔係喎！我即刻䁽下雲雲啲牌…

Wow！我諗我啲手氣真係過雲雲度，佢做「大四喜」、「小四喜」簡直一流！

｛東｝細細粒打。
「碰！」雲雲嗌。
｛五筒｝雲雲打。
｛一萬｝細細粒打。
｛九萬｝Ava打。
｛北｝我打。
「碰！」雲雲嗌。
｛五索｝雲雲打。
「上！」細細粒嗌。
｛六筒｝細細粒打。
「上！」Ava嗌。

…

就係咁，我哋由「東風西局」打到「北風南局」…



「好攰呀～玩其他嘢啦～」雲雲打咗個喊露。

「係囉～你哋都贏硬架啦～」細細粒望住我同雲雲講。

係，我哋都真係穩操勝券，因為我同雲雲個分數係正數，細細粒同Ava個分數都係負數。

所以話我同雲雲係壓倒性勝利！

Congratulations！

幾個星期後，就已經到暑假。

換句話，即係今學年完美完結。

細細粒、Ava、我升上中四；雲雲升上中三。

我哋中學有樣好得意嘅規則：中一至中三同中四至中六嘅校服係唔同。

所以，無論如何我哋中三嘅校服（除非留級）都要報銷。

跟據傳統，我哋會互相做一個「動作」，就係寫衫。

趁一切 都正好 撮合無盡 的偶然來盡興——有位勁鐘意容祖兒嘅男同學寫喺我件衫度。

與她牽手皆老——有位個頭亂到成個鳥巢咁嘅女同學寫喺我件衫度。

與她白頭到老——有位比一個花名叫「桔」嘅女仔飛嘅男同學寫喺我件衫度。

珍惜眼前的她——細細粒寫喺我件衫度。

永遠在你身邊——雲雲寫喺我件衫度。

永世的好朋友——Ava寫喺我件衫度。

寫完之後，中三真正咁又喺口罩之下完結。

暑假完返嚟，如無意外已經係高中嘅中四啦。



第五章

「即係我哋係8月21嘅08：15飛，搭AC520 …」雲雲攞部電腦出嚟講。
 
暑假嘅時候，我哋親愛嘅香港政府終於搞到個「旅遊氣泡」(TRAVEL BUBBLE)
，可以免14日疫就可以周圍玩。
 
由於淨係有亞洲，所以我哋就決定去泰國布吉。
 
「我要去玩水！」雲雲同我講。
「我要去陽光海灘！」我同雲雲講。
 
我哋已經初步睇哂啲行程（機票、酒店等），而家我同我啊媽就去咗雲雲屋企到傾，同埋…
 
比錢。
 
「…8月25號嘅20：45，我哋就搭返AC594返嚟香港，就係咁啦～」咦，原來雲雲已經講完啦喎！
 
「如果ok嘅話就可以book架啦～」雲雲對住佢啊媽講。
 
「等我哋再睇下先～」我啊媽講。
 
…
 
過咗陣，兩位啊媽終於詏掂數，過程真係「火花十足」！我同雲雲就喺梳化度打機，周不是就望下兩
位「金主」然後苦笑下咁。
 
最後，我哋嘅行程大概係咁： 08：15-12：00Hong KongPhuket,21/08
（AC594）13：00-SPLASH JUNGLE PARK 09：00-16：00SPLASH JUNGLE22/08
PARK 18：00-KARON BEACH & DINO PARK(MINI-GOLF) ALL TIMEOUT ISLANDS &23/08
PATONG BEACH 10：00-18：00FLYING HANUMAN (ZIPLINE)＆PATONG24/08
BEACH 17：15-19：30PhuketHong Kong,
（AC520）8月19號，雲雲、細細粒、Ava同我又約咗出嚟玩。
 
等等，想補充嘅係缺席咗好耐嘅Coco，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佢呢？
 
Coco已經返翻日本，所以大學之前都唔會返嚟（旅行除外）。
 
記得嗰日送佢機…
-----------------------------------------------------
「其實點解你要返日本嘅？」我問Coco。
 
「冇呀，阿媽話想返翻去日本喎，佢話…」Coco哂頭咁答我。
 
「哦～ok～」我打斷咗佢。
 



「唔～」
「記得得閒就返下嚟呀！」
「Of course！」
「拜拜～」
 
望住佢行入禁區之後，我就喺度諗：
 
原來身邊嘅人去第二度生活係啲咁失落嘅感受。
 
即係好似你落樓下食嘢，最鐘意食而且去親嗰度就食嘅嗰樣嘢突然消失咗咁。
-----------------------------------------------------
8月19號，12：01
 
「嘩嘩嘩！走咗呀架9號！」我望住架9號嘅車尾。
 
「搞錯呀～」雲雲好歎咗口氣。
 
新巴9號線，唔係九巴嗰架，來往筲箕灣同石澳。
 
之但係我哋4個唔係去石澳，而係去鶴咀。
 
鶴咀，香港島東南端，詳情請參閱維基百科。
 
「你呀細細粒，去咩廁所呀，搞到又要等多三四個字啦！」我攞部電話出嚟睇。
 
「係！係我錯，對唔住，我唔應該去廁所。」細細粒舉高兩雙手。
 
「哈哈～」Ava笑到眼都擘唔開。
 
嘩～好靚…
 
咦等陣！點解我會無啦啦諗埋啲咁嘅嘢嘅！？
 
「做咩呀你！？」雲雲冷不防問我。「你對眼啱啱住邊個呀？吓！？」
 
死啦死啦，女人發火，非同小可！
 
「冇呀，我…我…我…」我連環救火。
 
「我咩呀我，鵝呀你係！？係咁『我』、『我』、『我』！」雲雲好似仲嬲。
 
唉，救火失敗。所以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不過呢，雲雲而家嗰樣真係好Q好得意。鼓起泡腮紅都面哂咁望住我，真係唔係個個頂得順。
 
「我…我去屙個尿先。」我即刻走嘅原因有二：第一，廢時又激嬲雲雲；第二，我驚佢越嬲個樣就越
可愛我就會忍唔住錫佢。



 
「嘩X你吖！有口話人冇口話自己！」細細粒搭住我個膊頭鬧我。
 
「我又要去！」雲雲拉著我隻手行。
 
佢個樣依然係嬲爆爆，不過係可愛嘅嬲爆爆。
 
唉，我都唔知點好。
 
「其實你嬲咩姐吓！？」
「哼～唔理你呀！」
 
好失敗？我都覺得。
 
轉個頭，巴士已經兜到去鶴咀，然後就慢慢行入去lu。
 
「幫我影張吖！」行咗都唔夠500步，雲雲就叫我同佢影相。
 
「吓！？」
 
「唔影啦咁！哼～」雲雲即刻走咗去。
 
死啦，雲雲好似真係有啲嬲喎！
 
嗚嗚，不過最慘嘅，係後面嗰兩條友喺度食花生！
 
「哈，底死！」
「又激嬲返佢！」
 
「我應該點呀Ava？」我用誠懇嘅眼神望住佢。
 
「去呵返佢囉。」Ava仲喺度笑緊我。
 
乜真係有咁笑咩？我就笑唔出啦。
 
「How？」
「Use your mouth. 」
 
…
 
「幫我影張相先！」Ava已經比咗部手機我。
 
「Okay！Deal！」我拿拿林幫佢影相。
 
「咔嚓～」求其幫佢影咗幾張之後…
 
「A～希希～」雲雲又無啦啦走返過嚟拖住我隻手。「快啲幫我影啦～」



 
吓！？
 
佢上一秒唔係唔理我架咩？點解下一秒就唔同哂嘅？
 
不過算啦，佢唔嬲就好啦！
 
一段時間之後，就落到下面石灘——鶴咀海岸保護區。
 
「咔嚓～」
「咔嚓～」
「咔嚓～」
 
喺石灘影咗唔知幾多張相之後，就嚟到真正嘅「鶴咀」——嚿突出海嘅礁石度。
 
「哦～呢個就係蟹洞呀！」
 
蟹洞，係一個比海水浸蝕嘅海洞。
 
所以話大自然真係犀利，海水竟然可以「蝕」個半圓形出嚟，所以就形成咗一隻「眼」。
 
「嘩！好靚呀！」
「快啲埋去影相啦，而家冇人呀。」
 
「咔嚓～」
「咔嚓～」
「咔嚓～」
 
影完之後，就跟住嚿礁石「行」出去海角…
 
吖，唔係「行」，係「爬」。因為根本無條行倒嘅路，而係得啲唔規則嘅石。
 
「嘩！點行呀呢度！？」
「吖！」
 
細細粒都叫做行倒，但係兩個女仔就比較勉強，都係要我扶。
 
「你將隻右腳踏上嚟呢嚿石度啦，然後再捉住我隻手用力踩上嚟啦。」我同雲雲講。
 
唉，其實好難行咩？搞到好似喺度攀石咁。
 
扶完雲雲同Ava之後，就終於上到最高，然後可以向下行落嚿礁石最督督嗰個位。
 
跟住…唔使講都知靚到無得頂啦，真係天涯海角喎！
 
「嘩！小心跌落水呀！」
 



由於係海邊，所以嗰度勁大浪！我哋都係除咗鞋先企出去影相。
 
企到最出海嗰嚿石度，真係好舒服。不時都會有啲浪濺上你隻腳度，太陽晒落嚟雖然熱到可以煎蛋，
但係又有種講唔出嘅温暖。
 
呢種温暖，唔太熱，就好似…
 
雲雲咁。
 
「影完啦，你過嚟睇下。」
「哦，好呀。」
 
但係因為太晒，所以根本睇唔到係影成點。
 
不過唔緊要啦，而家睇飽佢好過睇相。
 
肉眼，總好過相；現場，總好過隔住個mon。
 
今日個天好清，東瞻西望，風光迤邐，一望無際嘅view靚到無得頂！
 
但係，時間總係鐘意喺呢啲要流得慢啲嘅時候先至流得好似山洪暴發咁快。
 
「嘩，原來已經4點幾咯，上埋去睇埋啲塔就要搭翻9號出去啦。」
 
結果，又係要行返到先嗰條「路」出返去，所以即係又要我扶呢個扶嗰個落去。
 
嗱，我唔係喺度嫌棄我要做啲咁嘅嘢，而係…而係…
 
算，無嘢，總之我冇嬲啦。
 
「吖！」
 
不過，今次就冇咁好彩，Ava爬落山嘅時候不慎拗倒腳腕。
 
而我就即刻好似啲跌打司父咁幫佢捽下隻腳。我識捽係因為我都試過咁傷，所以我就認住啲捽法然後
copy返落佢到。
 
「嘩！好痛呀！」Ava大嗌。
 
「哎呀唔係嘅話就好難行返出去架啦。」我安慰返佢。「你而家試下起身行下睇下係咪行得好啲冇咁
痛？」
 
「嗯，冇咁痛啦。」佢對我微笑。「唔該哂你。」
 
雖然Ava隻腳已經冇咁痛，但係我哋回程嘅速度相比入嚟嘅時候都係減慢咗好多。
 
終於喺6點幾，可以迫到落筲箕灣…



 
冇錯，係迫落筲箕灣，因為架巴士真係迫爆，好彩冇超載咋！
 
落到筲箕灣之後，我哋就各自散去。
 
幾日之後嘅8月21號，香港國際機場。
 
「好嘢！去旅行啦！」雲雲一枝戰咁直衝去禁區入閘嗰個位，想追都追唔住。
 
唔係我唔夠佢跑，係因為我要攞住兩個篋。
 
「唉，你跑還跑呀，自己攞返住自己個篋啦。」我暗暗歎氣。
 
「咁唔怪得佢嘅，香港人最鐘意就去旅行，但係因為嗰個XX肺炎，搞到我哋成年半都淨係可以用困
住喺香港度，有得去旅行就梗係興奮啦！」細細粒幫我攞其中一個篋。「你唔係唔想去呀嘛！？」
 
吖係，細細粒同Ava雖然唔跟我哋去，但係都專程嚟送機。
 
「黐線！我梗係想去啦！」我想去旅行想到發夢添呀！
 
相信大家都係！
 
「哎呀，sorry！」我唔小心撞到一個C9。
 
「哈，真係迫爆呀個機場，一陣你哋肯定delay呀！」Ava望住塊航班資訊顯示螢幕（Flight
Information Display）。「你睇，今日幾多機！」
 
「咁我哋係咪要將呢個功勞榮歸於林鄭特首呀！？」
 
「多得佢，香港人對佢嘅信望上升咗無限咁多percent呀！」
 
「哈哈哈，又零分變做一分！」
 
唔信係無限咁多percent？咁我哋嚟一齊計下數啦喎。
 
Percentage change（百分比轉變）
＝（新舊）舊100％
＝（10）0100％
＝10100％
＝ERROR
 
如果你撳計數機，應該出嚟嘅答案會係［ERROR］、［錯誤］等等，總之係計唔倒。
 
但係數學叻嘅朋友就會知道答案係無限（∞），因為任何數0就係無限，∞！
 
不過呢個就題外話啦，好，講返我哋準備搭飛機先。
 



「拜拜，記住玩得開心啲呀！」細細粒向住我同雲雲揮手。
 
說罷，我哋就入咗禁區，行埋e道過關。
 
「777閘口，咦，即係要搭嗰架無人駕駛列車喎！」雲雲住指住我哋班機隔離嘅閘口number。
 
「Yes，行啦。」
 
「前往700-800閘口…請在此下車。」
 
10分鐘之後，我哋終於順利到達777閘口。到嘅同時，已經開始登機！
 
「嘩！我哋真係啱啱好！」雲雲喺我哋行緊登機橋嘅時候感歎。
 
「39A、B，呢度呀。」我指住第39行嘅兩個窗口位。
 
坐低之後，我哋就準備養足精神，即係…
 
聽歌瞓覺。
 
50分鐘之後…
 
冇錯，係50分鐘，你冇睇錯我亦都冇打錯。原因係因為控制塔太繁忙，太多機，所以我哋要喺要喺
架飛機度等50分鐘。
 
DELAY NO MORE！
 
嘩，但係呢50分鐘呢，真係地獄！我哋前前後後嘅家庭幫我哋呈現環迴立體聲，相信啲話可以自動
降燥嘅耳機都敵唔過啲環迴立體聲。所以搞到我哋想瞓都瞓唔倒。
 
DELAY NO MORE！
 
「救生衣係咁樣著嘅…」
「現在機艙服務員會為你指示逃生出口…」
 
…
 
「Ready to take off！」
 
好嘢，喺機長講完呢句咁重要嘅嘢之後，架飛機終於又龜速行去跑道變成豹速喺跑道度衝刺然後拋上
天空。
 
「好眼瞓呀，瞓覺啦。」雲雲挨咗落我個膊頭度恰埋對眼。
 
「一起長大的約定 那樣清晰 打過勾的我相信 說好要一起旅行 是妳如今 唯一堅持的任性…」
 
「手牽手 一步兩步三步四步　望著天 看星星　一顆兩顆三顆四顆　連成線 背對背默默許下心願



看遠方的星如果聽得見　它一定實現…」
 
「這一秒 喧鬧裡 我摸著你的臉 一起尋找你想尋找的那種堅決 下一秒 我淚決 潰堤在那間書店
太多自以為我以為是 錯覺…」
 
…
 
「…多謝閣下選乘本航班，我哋好高興再次為您服務。」
 
「哈哈…喊～終於到啦。」雲雲伸咗個懶腰。
 
「唔，跟住仲要慢慢排隊過關！」不過我仲係我睡眼惺忪。
 
事實上，我哋瞓得著已經好犀利。因為再講多次，前前後後嘅小朋友完美咁為我同雲雲呈現環迴立體
聲。
 
之但係，我哋依然照瞓得着。
 
所以，我哋兩個都係「瞓教」架！哈哈哈…
 
吓！？唔好笑咩！？
 
「噹噹～呼～」好嘢，飛機終於停好個位，而且安全帶盞燈都熄埋。
 
所以，我哋即刻企起身打開我哋頭頂嗰個櫃攞返我哋個袋。
 
十分鐘之後，我哋終於行出飛機，經過登機橋返入機場。
 
入到機場，第一時間就梗係…
 
去廁所啦！
 
難得地，雲雲話女廁竟然唔使排隊，所以慳返好多時間。
 
再行到海關，幸運地，我哋浪費咗50分鐘嘅青春喺度排隊。
 
當出到去攞返自己行李嗰2條運輸帶嗰度，已經有「有心人」將我哋機嘅所有行李搬哂落地下。
 
出到機場，已經成點幾兩點。我哋即刻叫Grab（Uber啲friend）去Splash Jungle Park。
 
Splash Jungle
Park，飛濺叢林水上樂園，係一個布吉嘅水上樂園加度假村。除咗水上樂園，仲有泳池咁。都係嗰
句，詳情請參閱google。
 
10分鐘之後（其實根本同機場超近），我哋終於到大堂等check in。
 
Check完in上酒店房擺低啲篋同食埋個lunch之後，我哋已經急不及待跳落啲水度玩。



 
返翻酒店房換好衫同搽完太陽油之後，我哋即刻衝去水上樂園。喺呢一刻，我終於體驗倒咩係分秒必
爭。
 
「玩邊條好呀？」入到水上樂園之後，我哋行上一個台度，上面有好多滑水梯玩。
 
個台嘅三樓同四樓都有滑水梯，唔使畫公仔畫出腸都知道，四樓嗰啲肯定激好多。
 
「玩條普普通通嗰啲啦，啱啱食完飯好濟呀！」我指住一條可以坐雙人水泡滑落去而且喺三樓嘅滑水
梯。
 
「好呀！由冇咁驚滑起。」 雲雲睇落好期待，但係一秒變臉。「但係我哋都冇水泡！」
 
「咦！係喎！」結果我又要跑返落地下抽個可以坐兩個人嘅水泡上嚟。
 
「嘩！睇你個樣好辛苦咁喎！哈哈！」雲雲根本喺度幸災樂禍。「幫你影張相先。」
 
嘩大佬！個水泡唔係好重，但係好大嚿呀！話攞得好輕鬆都偷笑。
 
「一陣你嚟同我一齊攞呀！」我兇佢。
 
但係佢好似從來都未驚過，只係好可愛咁對我伸一伸脷。
 
好困難咁將水泡搬上滑水梯上面再雲雲坐前面我坐後面之後，我哋就等工作人員指示。
 
「Go！」工作人員叫我哋。
 
「喂！郁下啦你！」我叫雲雲。
 
事關個工作人員叫我哋落去，但係我哋根本就郁都郁唔倒，更何況話瀡落去！
 
由於我哋阻住咗後面，個工作人員終於翻咗下白眼之後就「出手相助」。
 
「哈！好廢呀你！」雲雲仲响度笑。
 
I do think so！哈哈！
 
無幾耐，我哋已經衝到落去。
 
「擦…」好彩我係坐後面！因為我哋一衝到落去嘅時候，真係水花四濺。不過雲雲坐我前面，幫我擋
哂啲水花。
 
「吖！」啲水花真係食中佢塊臉豬燈，佢即刻揾手勃返臉上嘅水。
 
「哼！」佢用兇恨嘅眼神望一望我。
 
相反，我就一啲「傷害」都冇。



 
請問我做錯咗啲咩呀？
 
「你個身軀太龐大啦，所以幫我擋哂啲水呀。」
 
佢再用兇恨嘅眼神望我，不過今次係兇恨2.0，升級做兇神惡煞，好得人驚呀呀呀！
 
望完之後，佢就氣沖沖咁一個走咗去。
 
截至現時為之，佢今日已經有兩次自己走咗去嘅記錄啦，不過一次係開心到走咗去（喺香港機場），
一次係嬲到走咗去。
 
吖吖吖！唔好諗呢啲嘢住啦，追返佢氹返佢先！
 
我即刻快步追返佢然後從後攬住佢，喺佢耳邊講：「對唔住，我都係想氹返你咋，唔係想激嬲你呀，
我…」
 
「乜你覺得我真係有嬲咩？」佢拎轉個頭順便錫咗我一啖。
 
「吓！？」我反應唔切，企咗喺原地唔識郁。
 
「唉，冇救啦～」雲雲無奈拎咗幾下頭。
 
而家諗返我嗰時真係蠢咗，我應該打蛇隨棍上去拖住佢雙手。不過無奈事實係，我當時就真係個腦la
ke咗機。
 
「行啦希希，我想玩嗰兩條高啲刺激啲嘅滑水梯呀。」雲雲即刻拉返我隻手上頭先個台度。
 
「呢條吖，Super Bowl，睇落幾得意。」我提議。
 
「好，就呢條啦。」
 
Super
Bowl係一條滑水梯嘅名。我哋會坐住水泡衝落一個「碗」度，「碗」中間有個窿，即係出口。我哋
嘅「目標」就係轉到去個出口度然後到下一個玩。
 
結果我哋又重覆返頭先嘅步驟，首先好困難咁坐上個水泡度，然後工作人員出手相助我哋出發。
 
「嘩！」
 
衝到落個碗之後，出口係太陽，我哋係地球，我哋圍住「太陽」公轉。而公轉梗嘅時候，唔知乜水咁
聰明整啲水柱出嚟射落我哋度，好似有人揾水槍對住我哋射咁！
 
不過今次唔好彩嘅係，啲水唔會淨係射前面嗰個，所以今次我都被遭殃！
 
「咦，就嚟落倒去啦喎！」由於我哋公轉咗幾圈之後已經無力再轉，我哋就越轉越埋個出口。
 



「落去啦落去啦！」好嘢，我哋已經可以走lu。
 
「嘩！！！」之但係，事實同想像總係差天共地。我哋啱啱好轉過咗個出口呀！
 
不過呢樣都唔係最慘，最慘係…
 
「我哋點轉返去個窿度呀？」
 
最慘係我哋停咗呀！
 
「哈，好尷尬。」我忍若睄倒有鄙視嘅目光，亦都有嘲笑嘅目光。
 
「Shake啦，shake your body，shake郁個水泡。」雲雲講。
 
「唉，頭先喺上面嘅時候我哋連shake落去都唔得呀，何況呢度呀雲小姐！？」
 
無耐之後，終於有救星出現啦！
 
頭先個工作人員又出手相助，佢赤身瀡落嚟推郁我哋去個出口。真係好偉大呀，佩服佩服！
 
唔嘥時間，我哋即刻搬返頭先個水泡行樓梯上台度玩另一個更刺激嘅滑水梯——Boomerango。
 
Boomerango，我哋會由10幾米坐住水泡直衝落地下，然後衝落嚟嘅位能轉成動能衝上去對面都係
差唔多10米高嘅牆（當然冇可能會翻倒牆）。衝上牆衝到冇加嘅時候，即係冇哂動能嘅時候，就會
掉返轉頭跌返落出口。
 
簡單嚟講即係類似海盜船咁呀！
 
「哇，好攰呀，help！」好重呀個水泡！
「幫緊你幫緊你。」
 
「吖！」
「OH My God！」
 
Boomerango呢條滑水梯係一開始就入咗隧道然後會轉一個圈，轉完之後就可以重見天日，並且成9
0o咁直咁直衝落下面。
 
喂，我都驚到腳騰騰震呀！
 
「啩，好似就嚟飛出起咁嘅！？」
 
不過呢，設計Boomerango嘅建築師真係去到好盡
我哋衝上塊牆到真係好似就嚟飛出去咁！埲牆先得嗰最多11米高，但係我哋嘅動能就扐到我哋上9米
幾高。
 
攞到好盡呀吓設計師，Respect Respect！
 



但係又真係幾刺激幾好玩…吖唔係「幾」咁簡單，係「勁」。
 
跟住嘅滑水梯就…無咩特別，所以喺度就唔講住啦，廢事變旅遊書呀。
 
玩過哂咁多條滑水梯之後，我哋得閒就係咁loop係咁loop上面嗰兩條滑水梯，因為特別好玩同特別
刺激，而且仲特別啱我哋兩個玩，可以坐雙人水泡。
 
得閒就落條「漂流河」到「漂」下。
 
「喂，點解唔郁嘅喂！？」我同雲雲坐咗上水泡到，但係根本「漂」唔郁！
 
「正常吖。」我索性落水，唔再坐喺上面唔知做乜。「我去過嘅所有『漂流河』得一條係真係郁嘅姐
，就係新濠影匯嗰條。」
 
「落水游啦～」我㧬雲雲落水。
 
咁當然我知雲雲識游水我先至咁㧬佢啦，唔通真係浸親佢咩！
 
雲雲求其將水泡坺埋一邊之後，我哋就一齊喺呢條「漂流河」度游水。
 
「吖，條漂流河又唔係真係唔識郁架啵，我哋都游得快咗。」雲雲講。
 
我哋游嘅步伐、速度都好一致。游緊嘅時候，就好似周圍有海豚圍住我哋游，圍住我哋伴舞咁。
 
除咗海豚伴舞，仲有交響樂添。
 
唔好話我妄想症，係想像力豐富姐。
 
好彩條「漂流河」唔太多人，可以比我哋兩個平排游。
 
再得閒就去個人工做浪池到拋下醒神下。
 
今次呢個人工做浪池就冇呃人啦，真係喺特定嘅時間有浪。
 
「嘩！」
 
我哋喺特定時間嚟咗呢個人工做浪池，仲要行咗去啲唔係好企倒嘅地方。
 
所以一個大浪冚埋嚟，我同雲雲就成個飛起咗。不過落地就慘啲，落地嘅時候就當然企唔穩。
 
我好彩喺落地前吸咗啖氣，所以冇濁親。但係雲雲就冇我咁聰明，搞到係咁咳。
 
「咳咳咳…咳咳…」
 
「你冇事呀嘛！？」我用我最大力氣抱起雲雲上返岸。
 
救生員顯然係高估咗我，淨係望住我，完全冇諗過幫我。



 
不過我又真係唔使佢幫手都搞得掂呢件事！
 
我放咗雲雲喺一張沙灘凳度，等佢抖返順啖氣。
 
「希希你好型呀你頭先！」雲雲終於講倒返嘢。「不過原來你可以咁樣公主抱起我架。」
 
「咁你輕呀嘛，同埋著得少衫…」
 
「哦，即係我要著得少衫你先抱我啦係咪呀吓？」
 
「呃…」
 
「哈，玩你咋。快啲落去再泡多幾下啦。」雲雲扯住我隻手落去。
 
「唔係呀，我哋應該好似池入面啲人咁穿個水泡落去，咁咪唔驚又濁親又剩囉。」我拉返住雲雲去攞
水泡。
 
穿完水泡之後，我哋即刻跑入人工做浪池到。
 
「咦！？浪呢！？」
 
唔幸運地，我哋一落到去人工做浪池度，個做浪嘅特定時間就完結。
 
「哈，落嚟打個吉！」
 
「去玩滑水梯好冇呀咁？」雲雲問我。
 
「唔～好呀。」
 
玩玩下，話咁快就到夜晚。
 
我哋決定求其嬲住條酒店毛巾就行返酒店房沖涼，跟住再去食飯。
 
返房各自，係各自，係各自梳洗完之後，我哋上咗架高爾夫球車去餐廳食嘢。
 
間餐廳喺酒店裏面，食泰國嘢。去到嘅時候，啱啱好係日落嘅時間，風景已經非常靚。加埋餐廳出面
有條大概200米嘅路，兩旁種滿椰子樹。右邊椰子樹嘅隔離係一個都幾大嘅水池。
 
入到餐廳之後，由於仲早，我哋有幸坐倒一個喺個水池隔離嘅位。
 
原來喺水池再望出去，係一個沙灘。
 
「哦，出面個沙灘咪就係邁考沙灘囉，打卡熱點嚟架！」雲雲興奮咁講，對眼發哂光。
 
「咁我哋一陣出去睇下先。」我講。
 



「睇下嗌咩食先啦，好肚餓呀。」雲雲拎起個餐牌睇。
 
「嘩，好吸引呀～」
「咁貴架～」
「唔食呀～」
「好似好好味咁～」
 
經過一番熱烈嘅討論之後，我哋得出嘅結論係：菠蘿炒飯、雞串、冬陰功。
 
等緊嘢食嚟嘅同時，我哋兩個坺低哂啲袋走出去出面影相。
 
「咔嚓～」
「咔嚓～」
 
之但係我哋都仲未影夠嘅同時，個天已經黑哂。我哋無奈入翻去等篤下機等嘢食。
 
都唔知係我哋香港人效率太快吖，定係泰國人效率太慢，我哋等咗差唔多成半粒鐘連個雞串都未到。
 
「不如我哋入返去入面坐咯～」雲雲指住間有冷氣嘅房。「好熱呀我～」
 
「好呀～我都大汗揼細汗！」我接住問侍應可唔可以坐入去。「Excuse me, can we…」
 
「Sure.」侍應話好，然後幫我哋搬啲嘢入去。「Let me help you.」
 
搬好哂啲嘢入去同撻著埋部冷氣之際，菠蘿炒飯、雞串隨即熱焫焫嚟到。
 
「哇，啲雞串燒到啱啱好！」
「好味呀，同喺香港食完全唔同級數！」
 
食到一半，辣到你飛起嘅冬陰功終於到咗。我嘗試咗一細啖…
 
「咳咳咳…哇…水…水…water water…please…」我辣到嘢都講唔倒。
 
飲咗我諗200ml水之後，個口終於冇咁辣，可以講返嘢。
 
「唔係呀，唔係太辣咋嘛。」雲雲又飲咗一啖。「係咪你咁啱食倒嚄辣椒咋！？」
 
我唔忿氣再多羹飲…
 
咦～又真係唔太辣喎，應該係廚師見我哋咁細個應該唔會食得好辣，所以先連譚仔十小辣都辣過呢碗
泰國冬陰功。
 
食飽飽，就緊係要郁下消化下架啦。「出起出面沙灘睇下咯～」雲雲講。
 
之但係出面沙灘真係咩都冇，冇燈，冇人，得草，得樹，得海浪聲。
 
「黑鼆鼆冇嘢睇嘅～」雲雲周圍望。



 
「啪啪啪…」
 
雖然冇燈，但係經過瞳孔隔咗陣放大咗之後，隱若見到一個個浪大力衝上岸邊，最後變成白色嘅泡退
返落海。轉過頭又湧返上嚟，沒完沒了嘅循環。
 
「算啦，走啦，返去啦～」我淨係想快啲離開呢個咁恐怖連人影都冇隻嘅地方。
 
「唔～」雲雲拖住我隻手返去。
 
皇上不負有心人——居然比我哋諗住返去嘅時候揾到新大陸！
 
「好靚呀呢個無邊際泳池～」雲雲大嗌。
 
我哋揾到嘅新大陸，係一個橢圓形泳池。雖然唔係好大，但係勝咗而家冇人，可以包場玩！
 
「嗯，仲要有燈添。」泳池嘅周邊仲要綁咗啲可以變色嘅LED燈，成為一片漆黑中嘅色彩。
 
「咦，我哋而家唔係著緊泳衣架喎。」我哋件泳衣喺袋裏面。
 
「咁咪換咗佢囉～」雲雲一講完再除咗身上面件短袖衫！
 
「吓！？你唔驚…」
「你睇下周圍，人影都冇隻呀！」
「咁不如…唔好著啦，直接游咪得囉。」
「黐線，而家冇咋嘛，點知一陣有冇人嚟呀！？」
「吖，你又啱喎。」
 
用咦幾分鐘著返件濕嘅泳衣之後，我哋就開始喺呢個無人嘅泳池暢泳。
 
到到十點幾，我哋決定返酒店房聽日再嚟過。
 
沖完涼吹乾埋個頭之後，我哋就熄燈瞓覺。
 
根據我嘅習慣，瞓覺之前我都會諗一大堆無聊嘢。根據統計，人最多時候，就係喺瞓着之前同沖緊涼
嘅諗嘢。
 
而家嘅我仲係輾轉反則，我就喺度諗：
 
究竟我點同雲雲一齊去旅行嘅呢？我唔係唔想同佢去，而係我哋竟然真係發夢咁去得成！多謝天父，
多謝上帝！
 
最要多謝嘅係：啊媽！如果唔係佢贊助，我哋根本無可能有錢去！
 
好，多謝完畢。廢事變咤叱。
 
「我要多謝fans！多謝花姐！多謝MIRROR！多謝ViuTv！多謝903…」



 
「吓～要唱歌啦，唔係仲有5秒咩！？」…
 
吖，唔係唔係唔係，呢句唔係！copy錯嘢對唔住！
 
唉算啦，今日舟車勞頓，好攰，好攰，好…
 
「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咕嚕咕嚕…吐…」
 
嗯？咩事呀？
 
「咦，你醒啦？」雲雲喺廁所出嚟。「快啲洗面刷牙啦，唔係嘅話趕唔切落去食早餐架啦！」
 
「吓！？哦。」我緩緩落床，行去去廁所。
 
「Be quick please！」雲雲厭我太慢，直接推我入廁所閂埋度門。
 
廿分鐘之後，我哋攞埋篋離開呢間瞓咗一晚嘅房去酒店大堂check out，然後再去食早餐。
 
早餐係酒店自助餐，其實都係食嗰啲嘢，咩腸仔蛋呀，冇人食嘅炒飯呀，冇郁過嘅炒麵呀等等。
 
唯獨有樣超新奇，令我大開眼界嘅嘢出現咗！
 
唔知大家有冇去過灣景國際（The Harbourview）
食自助餐，如果有去過嘅話應該會記得嗰度有部「pancake機」，一撳掣就會自動幫你現場整一塊p
ancake出嚟。
 
而呢部嘢竟然喺呢間酒店嘅自助餐出現咗！
 
「嘩！部機上面啲字仲係寫繁體中文嘅添！」雲雲一見到部機就話。
 
食完呢場咁「驚訝」嘅早餐之後，我哋當然繼續喺水上樂園到玩爆佢啦！
 
玩到晏晝5點，係時候要離開呢個渡假村，去布吉最最最熱鬧嘅地方——芭東！
 
我哋再一次叫Grab走，唔知呢度啲司機係咪都鐘意揸長途架呢。明明冇比tips但係都近乎我哋一call
就即刻有時司肯接單。
 
「其實呢，我哋而家唔係去芭東呀，我哋係去卡隆呀。」雲雲揶揄我。
 
「OH～乜係咩～」我一自己個後腦。「A～是但啦，咪一樣，都係隔離咋嘛～」
 
卡隆同芭東中間隔咗座山，所以我話佢哋喺隔離。就好似淺水灣同深水灣咁，又係喺隔離又係隔咗座
山…
 
吖唔係喎，隔咗座山咪即係喺隔離囉！廢話太多，對唔住。
 



咦！？但係喺隔離又唔一定係隔咗座山架啵！所以…
 
隔咗座山，等於，喺隔離；
喺隔離，未必等於，隔咗座山。
 
好似落雨同地濕嘅關係。
 
落雨，地就一定濕；
地濕，唔一定落過雨。
 
呢個，就係命題邏輯（propositional logic）。
 
「嘩～好深奧呀，好攰呀，好眼瞓呀，哈～喊～」雲雲聽到一頭霧水。
 
「正宗港女一名…」我細細聲講。
 
「咩話！？你話咩話！？」但係原來雲雲聽力好好。「你試下講多次！」佢仲哄個頭埋我度。
 
「瞓你呀瞓啦～」我一手推開雲雲個頭。
 
「你咁嘈人哋點瞓呀。」雲雲不慌不忙疾我一句，雖然唔知咁樣叫唔叫「疾」。「但係玩滑水梯真係
好攰！」
 
佢挨咗落我度瞓，我又順便挨返住佢。唔知個司機會唔會覺得我哋太殘眼而要帶返個太陽眼鏡呢～
 
「梗係啦～」我摸一摸佢個頭。「我哋差唔多每一次玩都行成四層樓梯，不時呀行都行都你攰啦！不
過我哋有得玩所以咪唔察覺囉。」
 
「你又對耶～」雲雲無啦啦講咗國語。「水啊（型呀）～」
 
哈，佢仲要變埋台語添，咁唔爭在講埋韓文日文泰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俄羅斯文印度文西班牙文啦～
 
「謝謝謝謝。」我又用國語回應。
 
「其實呢，」雲雲又轉返做廣東話，而且突然變得感性喺嚟。「好似真係發夢咁，可以同你一齊去旅
行。」
 
「係咩，我發夢都嚟唔切呀。」
「咁我哋跟住就要再繼續去埋下一個地方旅行，就聖誕節去北海道啦，我想睇雪呀。」
「咁快就諗定下一次！？今日係第二日，過咗2/5個旅程咋喎。」
「哎呀唔好理啦，如果我哋可以聖誕去到北海道，就可以一年內都去魂陽光海灘、冰天雪地啦！」
「又陽光海灘，又冰天雪地，哈哈～」
 
「一起長大的約定　那樣清晰　打過勾的我相信 說好要一起旅行　是妳如今　唯一堅持的任性…」
 
瞓醒之後，我哋已經到達我哋嘅目的地。
 



「Wake up！」司機叫我哋。
 
經過個幾兩個鐘嘅遙遠車程，我哋嚟到卡隆。
 
望出去一大片沙，仲有一棵棵椰子樹。有啲椰子樹仲吊咗個千秋添。
 
我哋check in完放啲行李之後，就行出沙灘隔離食夜晚飯。
 
嗰度有大概5、6間餐廳，但係我哋懷疑根本係同一個老細，啲menu完全一模一樣！
 
「都係google translate。」我望住一個叫做「菠蘿裏的海鮮炒飯」嘅菠蘿炒飯。
 
「是但啦，咁求其揀一間啦。」雲雲好肚餓。
 
食完之後，我哋返酒店瞓覺，準備聽日嘅行程。
 
「咦！？8點幾咋啵！去游下水呢不如！」我提議。
 
我哋即刻換件泳衣落去游水，好彩……好彩……
 
「好彩我哋落咗嚟游咋！」雲雲望住前面個酒店泳池大嗌。
 
呢間酒店有幾個泳池，而且每一個泳池都好大！啱哂我哋兩個游水！
 
游到10點幾，我哋無啦啦走咗出去出面沙灘坐喺度。
 
我哋平排坐喺沙度，仰望住片繁星滿天嘅星空。
 
「嘩，我哋未見過咁多星星！你睇下，好似仲有條銀河添！」我指住上面條「光帶」。
 
今晚月色好靚，月光如水，皎如日星，好啱我哋走出嚟。
 
「好靚呀，喺香港一定見唔到。」雲雲用將手放喺望住星空嘅雙眼前。
 
「影低佢囉。」我攞部電話出嚟。「咁光，應該影到嘅。」
 
「與其用部電話嚟影低佢，我會用我對眼嚟影低。」雲雲仲好專注咁望住星空。「我本生俱來對眼，
一定好過部唔會跟實我成世嘅電話。」
 
睇多陣睇到我哋條頸都痛之後，我哋返翻酒店房沖涼、瞓覺。
 
「聽日，就終於真係可以『陽光海灘』啦！」我瞓喺床望住天花板講。
 
「起身啦！」雲雲一嘢跳咗上我度。由於我嗰時其實仲未瞓醒，所以真係比佢嚇咗一跳。
 
「你睇下，今日個天幾靚幾清！」雲雲順便打開窗廉。
 



我一開始望唔倒，瞳孔仲係好大。慢慢等佢縮返細之後，我遁眼望出去…
 
嘩！真係天公做美！藍天白雲，海天一色！簡直望出去就好似喺度睇緊動漫畫嗰啲景咁！
 
我哋立即用九秒九速度刷牙、洗臉、換衫、搽太陽油……終於比我哋喺十點幾，出到去卡隆沙灘。
 
「嘩！！！」我兩行鼻血差啲湧咗出嚟。
 
雲雲雖然出面著咗件T-shirt，但係都忍若見到T-shirt裏面，係一件純白色嘅三點式泳衣！
 
「好靚呀！」雲雲對海大叫。
 
軟綿綿嘅細沙，清澈嘅海水，一坺坺白泡，形成一個令人心曠神怡嘅沙灘。
 
我哋行出海邊，任由海浪冚落我哋嘅小腿度。有啲「勁」嘅浪，就冚到上我哋嘅膝頭；「弱」啲嘅浪
，就只係掂一掂到我哋隻腳板。
 
但係，無論個浪有幾「勁」有幾「弱」，都總會退。就算一個勁浪冚到上我條褲度都好，都總會退返
落海，再等下一個浪冚上嚟，唔可以持續落去。
 
「好慘呀啲浪，永遠衝到上岸都只係嗰一剎那。就算好大力咁衝上嚟，大力到衝到我差啲跌低都好，
都擺脫唔倒要走嘅命運。」我望住啲浪除除咁講。「衝到上嚟想摸索下，但係咩都揾唔到就要返翻屋
企。」
 
「所以我哋唔要做浪，唔可以只係嗰一剎那，要係持續落去。」雲雲堅定咁講。
 
「唔！」我滿意咁點一點頭。「嚟吖影張相吖，好靚呀呢度！」
 
我哋慢慢坐喺海邊，伸長隻腳浸住海水，再攞枝自拍神棍出嚟影相。
 
我哋臉貼臉甜蜜一笑。咁啱喺手機倒數完影相嘅一刻，一個浪又冚咗上嚟。
 
「咁識睇時間嘅個浪～」我指住個浪。
 
我哋一路沿住沙灘行，去我哋嘅目的地——DINO PARK。
 
呢度係一個以恐龍為主題嘅mini-golf公園，所以入面都有好多1：1（大概係）嘅模型。
 
攞完桿同波，我哋一路直入。入面好多樹，一眼就知好多蚊。
 
「咦！？點解已經part3嘅？」我望住一塊寫住mini-golf嘅牌問。
 
「我哋已經行過咗啦。」佢比我更快洞悉到事實，調返轉頭行。
 
去到part1，我將個波擺喺一塊黑色板上面，即係起點，然後揮桿。
 
前面嗰啲都好簡單，最多都係有個坡仔，有個彎要轉，有個隧道要穿過等等。唔撻Q嘅話可以兩三桿



就搞掂。
 
但係我同雲雲都係第一次打，所以撻Q根本成日都發生，家常便飯。
 
但係去到part7，就有條1米倒嘅斜坡要上，大概1：3。
 
咁好正常，我第一下揮桿上唔倒斜坡，掉返轉頭轆返落嚟。
 
打第二桿，我用多咗力去揮。但係由於有啲揮咩咗，結果就…
 
「噗通～」
 
結果，我將個波「法」咗落水。
 
喺條斜坡嘅隔離，就係一條人工嘅溪仔，我就將個波打咗落條河到。
 
「嘩哈哈哈……哈哈哈哈……」雲雲直程笑到腰都彎埋。
 
「哈哈……」我只好苦笑。
 
好彩條溪唔深，我伸手落去就攞到。但係成件事真係好糗，好糗！
 
執完個波再翻越斜坡，終於去到佢嘅終點。之後嗰啲都唔算太難，起碼冇又跌落水！
 
打完都就嚟五點，我哋又要返酒店攞行李走，叫grab去芭東。
 
我哋求其叫咗架篤篤車返酒店，然後又去芭東。
 
去到芭東，終於比較城市！有商場，有BigC，有曼谷包，有酒吧，仲有冷氣。
 
我哋當然快快手check-in，然後去BigC瘋狂購物。
 
薯片、杯麵、零食等等都喺我哋嘅戰利品廣泛出現，目標係塞爆個篋佢。
 
返酒店瞓過靚覺，聽日就係我哋嘅重點行程，出外島！
 
我哋跟咗個一日tour，包去PP島同蛋島。
 
早上8點，我哋準時喺酒店大堂等個tour嚟車我哋去碼頭，然後搭船出島。
 
但係搭船出島嗰50分鐘，真係黐線，泡到到黐線！
 
呢度布吉個海係同我哋香港十號風球嘅維港一樣，成個海都係白頭浪，之但係而家嘅布吉係天浪氣清
。
 
「嘩，而家就真係海天一色！不過天上面嘅白色係雲；海上面嘅白色係白頭浪。」雲雲笑言。
 



好不容易捱過50分鐘之後，我哋終於「到達」PP島。
 
所謂嘅「到達」唔係上PP島。我哋停咗喺近岸，埋邊係一個綠油油嘅峭壁，另一面就係大海。
 
我哋就咁行落船浮潛。好嘢！終於都可以落船啦！
 
天助我也！今日啲水超清，驟眼睇落呢度水深都有五六米，但係都清澈見底。
 
「好靚呀！」雲雲係咁攞部電話出嚟不停影相。
 
水底有好多唔同顏色嘅珊瑚，黃色、藍色都有。
 
唔講已為睇緊《海底奇兵》，多莉（擬刺尾鯛）、MO仔（小丑魚）我都搵得到。
 
至於比利（白鯨）、阿亨（七爪魚）同沙沙妹（鯨鯊）就未見得到啦。
 
見識完呢個咁美麗嘅海底世界之後，我哋就真係上岸去PP島食lunch同行一陣。
 
搞掂完我PP島我哋又出發去蛋島。去蛋島果然係呃錢，首先登島要比錢，然後浮潛啲水又好鬼濁，
都唔知去嚟做咩！
 
五點幾黃昏時份，我哋返到芭東。第一時間去睇沙灘到玩下，比浪衝下。
 
但係呢個沙灘同卡隆沙灘差得遠，可能因為呢度太多人，太多污染，好鬼污糟，周圍都係垃圾，水質
又唔靚。卡隆沙灘就完全調轉，冇垃圾，水質靚。
 
25/8，09：00。
 
「醒啦！」雲雲又化身成人肉鬧鐘，不斷催我起身。「今日最後一日啦！醒呀！」
 
「Yes! Yes! Yes! 」我即刻就算幾眼瞓都好都要起身。
 
我哋又跟住一個玩飛索嘅tour，所以又係要喺酒店大堂等車接我哋。
 
去到FLYING
HANUMAN，即係玩飛索嗰到度，我哋當然要聽咗個安全講解先，然後再著咗啲安全裝備加個頭盔
。
 
著完之後我哋就行去第一個checkpoint，係飛索。
 
「嘩咁長嘅喂！」雲雲捉住我。
 
「咩呀，唔係好長咋嘛，好好玩架。」我嘗試鼓勵佢。
 
斷估條繩長100米，即係我哋要飛100米。恐怖嘅係，中間係條河，我哋會飛過條河。
 
「唔會有鱷魚跳上嚟掛。」我望住中間條河。



 
當然，呢句嘢雲雲梗係聽唔到啦，嚇死佢咩。
 
好彩，條河係冇鱷魚。玩緊飛索嘅時候聰明嘅我當然攞部電話出嚟拍低佢啦，仲有selfie。
 
「其實唔驚吖，係咪。海洋公園啲機動遊戲你都夠膽玩咯，呢啲濕濕碎啦。」我同雲雲講。
 
「嗯，又好似真係唔驚。」
 
跟住嗰啲都係咁，只不過有啲係垂直降落，有啲係玩滑板（滑板喺條繩索上面行），去到最後一個c
heckpoint，就係戲肉。
 
最後一條雖然都係飛索，但係長成500米，而且可以兩個人一齊飛，叫做「蜜月飛索」。
 
我會趴喺度咁飛，雲雲就騎喺我上面坐喺度。
 
飛出去嘅時候，好jeng，終於有雲雲同我一齊，相信雲雲都係咁諗。
 
我把握時間一齊selfie，今次唔同第一次，有雲雲一齊已經天差地遠。
 
「呢張相要做wallpaper！」張相好靚，雲雲太可愛啦！
 
玩完食完水果之後，我哋就落返芭東，跟住，就要返香港啦。
 
我哋沙灘度求其搵咗個位坐，望住夕陽，心裏面肯定唔捨得。
 
「呢四日，過得好快，仲快過自己眨眼，好唔捨得呢度呀。」雲雲望住我講。「唔知我哋下一次係幾
時可以再一齊咁去旅行呢？」
 
「你話冬天吖嘛。」我仲記得雲雲喺搭緊車去卡隆嘅時候講過。「冬天我哋一齊去北海道，就可以一
年之內又陽光海灘，又冰天雪地。」
 
「但係，我驚，實現唔到。」雲雲拎轉頭冇望我。
 
「咁呢啲嘢我哋控制唔到嘅就唔使理啦，理嚟都冇用架啦。但係我哋要珍惜我哋有，我哋控制到嘅嘢
吖嘛。」
 
「唔～」雲雲將頭輕放落我個膊頭度。
 
好温馨，好有愛。
 
其實問心嗰句，我又唔驚咩。但係真係學我話齋，珍惜眼前嘅嘢，永遠冇錯。
 
喺就嚟見唔到太陽嘅時候，我哋終於要走啦。夕陽嘅下垂，終於標示住我哋今次陽光海灘旅程嘅完結
。
 
上到飛機，我哋當然又瞓着咗。一醒返，已經降落香港國際機場。





第六章

「Hello，玩得好唔好開心呀你？」我細佬成個撲咗落我度。

我同雲雲一攞完行李行出去接機大堂，就見到我哋啊媽，同我細佬。

「嗯。」我攬返住我細佬。

「玩得開心就好啦。」我啊媽喺後面講。
「不如一齊去食飯啦，而家七點幾。」雲雲媽咪接住講。

「唔～好呀～」我同雲雲一齊點點頭講。

跟住兩位啊媽就各自獨自帶頭行去搭S56去東涌食飯，我同雲雲行後面，細佬跟咗我啊媽行。

「你覺唔覺……有啲奇怪呀？」雲雲拉一拉我件衫問。

「唔～」我微微點一點頭。

其他人睇或者唔覺，覺得好正常，但係如果係睇自己啊媽嘅，一眼就睇得到。

點解佢哋兩個會各自行唔傾偈嘅，我啊媽平時好鐘意同人講嘢，好善談，有咩可能唔講嘢架！

「有啲……有啲唔妥。」我晝住眉頭咁講。

恐怖、不安充斥住我哋，就連吸啖氣都驚啲。但願，只係我哋諗多咗。

返到出東涌揾咗間餐廳坐低食之後，我阿媽開始嚴肅咁講……

「琴日加拿大Albert College嗰邊send咗message嚟啦，佢accept咗你啦。」

「吓真係架！？好嘢！」我興奮大嗌，但係又即刻覺得有啲唔妥。「咦咪住咪住，我幾時可以去讀呀
？」

喂唔好呀……唔好而家呀，我要同雲雲一齊多陣呀。

係，雖然問心我真係好想過去嗰邊讀，上年我跟交流團去過Albert
College，嗰度真係我夢寐以求嘅中學。

但係我而家寧願留喺香港同雲雲喺一齊呀！就算嗰度有幾靚有幾好，都唔夠雲雲靚，唔夠雲雲好。

大家唔好話我諗都唔諗就自己表白，然後又自己走鬼咗去加拿大，我諗都冇諗過佢會收我啲又差又唔
聽書physics又唔合格嘅學生。

不過現實係，我嘅夢想竟然成真咗！



「今個9月，所以即係後日夜晚我哋就會搭飛機去加拿大。」媽媽面無表情講。

只可惜，我而家嘅夢想唔係去Albert College到讀，而係想同雲雲一齊。

「吓……」我同雲雲一齊「吓」咗出聲。

「哈哈……」雲雲阿媽無啦啦壞笑喺咗上嚟。「跟住就到你啦喎晞晴，唔使咁驚訝架一陣。」

「你知唔知你右手手臂條疤係邊個整架？」雲雲阿媽問。

「哼，記仇到。」我阿媽講。

唔通……唔通……唔通……

「就係坐你隔離嗰位啦。」雲雲阿媽毫唔修飾咁講。

「係……係……原來係你呀！！！」雲雲驚訝咁講。

哈哈哈哈，今次噩夢同夢想都一次過成真啦。

［雲晞晴幼稚園K3時候視覺］

「我要同希希落去下面玩呀！」我拉一拉媽咪隻手。

「好呀，你等等呀。」媽咪攞起部電話擺咗埋耳邊。「毛太，今日得唔得閒呀？我個女話想同你個仔
落去下面公園玩呀。」

「好呀，咁我而家帶雲雲落嚟啦。」媽咪等咗陣講。

落到去樓下嘅公園，熟悉嘅面孔出現喺我面前。

呢個公園唔算大，但係就起得好靚。公園中間有個魚池，魚池中間仲有個涼亭，隔離有棵松樹。除咗
魚池，呢度仲有瀡滑梯、石春路等等，都算配套齊全。

「咦，雲雲好靚喎今日！」希希媽咪温柔烏低身望住我講。「我哋買咗架無人機呀，你同希希一齊玩
吖。」

「係呀，你睇下。」希希好配合咁攞架無人機出嚟。

其實架無人機只係一架好細架嘅小型四軸飛行器，同埋無鏡頭，淨係攞住個類似PS4咁嘅遙控嚟控制
。

「嗱，你首先呢，就將個桿拉咗落左下面先……」希希細心咁教我。

「嘩，好得意呀。」我學識之後就真係試下起飛，跟住就控制到架無人機向前向後，向左向右，向上
向下飛。



而當我哋興奮咁玩緊嘅時候，兩位阿媽即刻行埋一邊坐低閒話家常，講下揀咩小學，講下間小學功課
多唔多咁。

我同希希因而變得無皇管，所以……

悲劇就往往喺呢啲時候發生。

「喂，你玩咗好耐啦，到我啦。」希希唔耐煩咁同我講。

「咩呀，你平時都有得玩啦，比我玩多陣啦。」我都開始唔耐煩。

「比我呀！」希希開始郁手嘗試搶我手上嘅遙控。

「唔呀！我要玩呀！」我轉身背脊對住佢唔比佢搶到遙控。

就喺呢一刻，由於我忙住同希希爭遙控，所以遙控就冇人控制，而且可能仲比我亂咁將枝桿推嚟推去
，無人機一嘢刮咗落我隻右手手臂度。

由於架無人機嘅螺旋槳片係冇嘢保護，即係槳片外圍冇護罩，所以塊高速轉動緊嘅螺旋槳片就令我右
手多咗條永久嘅疤痕。

我喊咗好耐，因為真係好疼。大量嘅鮮血從我隻手上留出嚟，足以形成條血軌，由傷口一路到手指尾
。

從傷口走出嘅血一路跟住前血（之前嘅人叫前人；之前嘅血叫前血）開通路線係咁流係咁流。唔知啲
血係咪太耐不見天日，竟然撳咗五分鐘先止倒。

搞掂完我之後，兩位阿媽無啦啦開始嗌交，細個嘅我同希希都唔知佢哋喺度嘈乜，淨係好似轆木咁棟
咗喺度。佢哋好似話係我阿媽話係希希整到我，要佢負責；希希阿媽就話係我嘅問題，因為我唔比佢
玩。

跟住，佢哋就好似真係嗌起咗交嚟，我就再冇見過希希。

［雲晞晴現在2021年暑假視覺］

「吓……吓……吓！？」我驚訝到不得了。「原來係你整架！？」

原……原來係你呀！！！雖然已經咁多年我已經差唔多對呢件事違忘，而且開始接受，但係而家我真
係冷靜唔倒。

「對……對唔住。」希希同樣驚訝，不過都不停道歉。

跟住，我哋就各自返咗屋企。

沖完涼阿媽同我講：「所以唔好幫同嗰個衰仔一齊啦，唔係嘅話可能你塊臉有多條疤都唔定架！

我知你而家失戀好唔開心，但係你都要顧及下自己先得架，又多條傷痕你自己都唔開心架，唔好感情



用事。

繼我話你同阿賢啦，佢又識錫你又識睇住你，同佢喺埋一齊我就安心啦。

總之唔可以再同毛仁希一齊呀，你同佢唔會一齊架。」

「……唔……」我冇嘢講。

撻上張床度，當然轆嚟轆去都瞓唔着。

唉，我都唔知應唔應該嬲好。一方面我又真係勁嬲整傷我嗰條友，冇啦啦喺度刮傷我。但係另一方面
我知道係希希整傷我，我又突然可以怒氣全消，佢可以無罪特赦。

諗返佢對我咁好，咁錫我，我又同佢一齊經歷過咁多，我又真係嬲唔落。

佢做過對我好嘅嘢又完全可以完美咁冚住哂我條疤。

所以而家就好似變咗我外在嘅軀殼要我憎希希，但係我內心其實一啲都唔憎佢。

我應該，點好？

或者學炭治郎咁講？心係人嘅原動力，要仔細聆聽自己心裏嘅聲音？（鬼滅之刃第一季動畫第26集
）

唉算啦好攰呀而家，好眼瞓……好眼瞓……

第二日醒返，係晏晝12點幾。

醒返第一個念頭，就係想去見毛仁希。

我即刻走去阿爸間房到問佢可唔可以出去，但係佢竟然唔喺度，落咗去下午買lunch。

等佢返返嚟之後我即刻捉佢入房問佢：「我想出去揾毛仁希呀，我出去啦。」

「喂喂喂，等陣先。」但係阿爸即刻叫停我。「媽咪而家喺屋企呀，佢都唔會比你出去架啦。」

「咦係喎。」我諗深一層又覺得係。

「唉其實呢，你係咪真係咁鐘意佢呢？」阿爸冇啦啦問我。

「係呀，你又唔比我出去呀？你哋個個都唔比我出去，點解要咁樣限制住我姐？唔好話比我知咁樣係
對我好呀，咁樣只係親情綁架咋，對我一啲都唔好囉。佢走架啦，佢要去加拿大架啦，點解見一見佢
，見一面都唔得姐？」

「我唔係唔比你出去，我係想你諗清楚，係咪真係鐘意佢，唔好三分鐘熱度。你知啦，如果你都係揀
佢嘅話你媽咪就一定唔鐘意架啦，所以你要諗清楚。不過見你咁講即係諗得清清楚楚啦，咁就記住啦
，唔好之後又放棄佢呀。」



「呃，對唔住呀，我頭先太激動……」

「一陣五點度，你媽咪就會出去，你就趁嗰時出去啦。跟住嘅嘢，就比我啦。」

轉眼間下晝五點鐘，我懷著阿爸嘅一句話衝咗出屋企，即刻去揾希希。

「記住諗清楚自己跟住要做咩，心思熟慮之後就唔好後悔啦。」阿爸摸摸我個頭講。「『我哋因為守
護所愛嘅人事物而脆弱，但亦因為佢哋而強悍。』——《鬼滅之刃》。」

佢約咗我去東涌，我唔知點解係呢度，不過唔緊要啦，見到佢我就算要去到天涯海閣我都要去。

一路搭緊東涌綫嘅時候，我不禁拎轉頭望出塊玻璃，今日個天真係灰暗到不得了，都唔知話係天助我
也定係天意弄人，呢片天空竟然同我嘅心情連埋咗。

我想見到你呀希希，就算我要同阿媽關係疏離，就算要我同你只可以視像，zoom、google
meet都好，我都唔可以冇咗你。

雖然衰啲講句，你唔係好似啲電視劇、小說、動漫咁係喺我啲咩低迷時期都出現，係喺我生活平平常
常咁出現，但係卻比咗我又平平常常變到起起伏伏嘅經歷。我哋一齊去過海洋公園，一齊去過旺角銅
鑼灣，一齊去過布吉，都係我青春中嘅不平常。

呢啲咁嘅甜蜜經歷，已經唔可以被任何人抹走。一齊嘅經歷，寫低咗拍低咗影低咗，但係，依然唔及
刻低咗喺心裏面甜蜜。

佢哋唔係寫喺手上咁簡單，而係已經刻在我心底裏面。

係——刻在我心底的記憶。

所以我更唔可以冇咗你，我唔要令生活變返以前嘅無無聊聊。

「海內在知己，天涯若比鄰。」我哋好快就會分開，一個喺亞洲嘅香港，一個喺北美洲嘅加拿大，但
係我相信我哋嘅心靈一定係連繫住，用愛去深深連繫。

［毛仁希視覺］
我拖住雲雲温暖嘅左手。

我幾驚，驚雲雲嚟唔到，咁我就連去加拿大前最後見佢嘅機會都冇咗；驚見到面之後唔知講咩，對唔
住，定係咩？

「唔好意思呀，我遲咗……」雲雲仲同我道歉。

「傯妹，我點會怪你。」

我哋長途跋涉嚟到東涌唔係冇原因，只因我想帶佢去一個地方。

「食咗嘢先啦，你都肚餓啦。」我哋行入東薈城食晚飯，然後去東涌站巴士總站上車。



沿途我哋都冇乜點講嘢，處於極度沈默嘅狀態。人哋睇落都以為我哋嗌緊交。

我哋上咗11號（新大嶼山巴士），巴士一路由市區慢慢行轉入村屋，然後上山，開始上「過山車軌
道」。

天色越嚟越暗，可惜今日多雲，睇唔到日落。

好快到咗下橫壟，就係我哋嘅目的地——水口。

入到水口，天色已經完全昏暗，好彩我哋有手機電筒，唔係嘅話真係咩都睇唔到。

「唉最衰咁多雲啦，唔係嘅話就應該可以好似我哋喺布吉咁睇到星星。」我歎氣。

我哋行出冇水嘅地方坐低，就好似，我哋喺布吉卡隆沙灘咁。

「好似我哋喺布吉嗰晚咁呀呵～」雲雲同我諗嘅嘢一模一樣。「之但係，咩都唔同哂。」

相信唔識讀心術嘅人都會清楚聽到雲雲講呢句嘢時候嘅傷感。

「你覺得，我哋仲可唔可以繼續一齊到？」我平靜咁問佢。

「唉……」雲雲靜咗幾秒之後答我。「呢樣嘢我都諗咗成日。如果我要咁任性同你繼續喺埋一齊，我
就會同阿媽嗌交；如果我要咁任性同你繼續喺埋一齊，我哋就冇得好似而家咁朝見晚見。

不過，呢啲失去嘅，都唔夠你！」

我哋四目相投，唔眨眼咁對望住。

「我想繼續同你一齊呀，異地戀咪異地戀囉！同阿媽嗌交咪同阿媽嗌交囉！信我啦，我哋一定會一齊
倒架，去到大個唔會散！」雲雲哽咽。

「但係，如果我哋仲要咁任性一齊，咁就會要犧牲好多嘢……」我已經唔夠膽望住雲雲。

雖然我私心都想繼續唔理一切放任同佢一齊，但係咁樣代價實在大到不得了，所以……

所以對唔住啦雲雲，我哋唔可以咁自私…… 

「係，但係我哋都唔忍心呢一年嘅經歷就咁灰飛煙滅架！我唔會，我唔會就咁就完呀！」佢突然雙手
捉住我塊臉，將我塊臉擰向佢。「點都好，係我錯都好，我都要同你喺埋一齊！」

我終於再次明白到原來我呢個人喺雲雲心中有幾咁重要，雖然已經知得太遲。

「愛」呢門嘢，原來愛得深嘅話就唔可以話冇就冇，話散就散。因為，我哋嘅心，已經緊緊連繫住，
任何人都無法干涉。

算啦，我都係想繼續自私落去啦咁樣，我都唔想冇咗你呀！



「唔~我應成你！我一定唔會揼低你，我哋一定可以繼續落去！」我望實雲雲答。

「一起長大的約定 那樣清晰 打過勾的我相信 說好要一起旅行 是妳如今 唯一堅持的任性…」

「嗱你話架，唔準呃我呀！」雲雲捉住我隻手講。

「唔呃你，呢條係《水口約例》。」我講。

「嘻嘻～」我哋相繼而笑。

「以後記得多啲返嚟呀！」雲雲講。「唔好拋低我一個人喺香港然後自己就走咗去加拿大。」

「唔～我一定會得閒就返嚟，隔離21日都返嚟！」我應承你，我唔會拋棄你。「『無論你喺世界嘅
邊個地方，我一定會，再次去見你架。』——《你的名字》。」

「嘻～」雲雲甜甜一笑。

「『因為唔願失去你，所以寧願世界繼續瘋狂落去。』——《天氣之子》。」雲雲講。「我寧願屋
企變地獄，阿媽變魔鬼，世界變瘋狂，我都唔可以同你分開。」

「銀河上 邊跌宕邊看緊對方 跨宇宙又橫越洪荒 不怕在盡頭無岸 遠近我都護航 還能互安慰
不必天氣多清朗 狂雨暴雪一起對抗 任歲月再壞 不致心慌～」

原來，有個對自己不離不棄，又將自己攞到好重要嘅人係一件咁幸福嘅事！

「我冇一日懷疑過你，而家都一樣相信你，今後都唔會變。」——《刀劍神域》

「有冇咁誇張呀，我唔想喺條JR路軌上面跑去個鳥居度飛上天喎。」我講笑。

無錯，雖然呢度唔係《天氣之子》；唔係《刀劍神域》；唔係《你的名字》，我唔會喺嚿雲到飛落嚟
；唔識二刀流；唔會唔記得咗對方個名，雲雲唔係晴女；唔係血盟騎士團嘅副團長；唔會炸爆個變電
站。

但係我哋都可以比帆高陽菜，比桐人亞絲娜，比瀧三葉幸福！

滴……

我哋互相攬住大家。

滴滴……

我哋互相擁吻。

滴滴滴……

我哋心連心。



滴滴滴滴滴滴……

「唉，真係落雨！」我望住傷心落淚嘅老天爺。

「祈禱吖！」雲雲捉住我隻手合十，望上天空。「我相信一定會雨過天晴嘅！」

「吓！？但係而家夜晚嚟架啵，點『晴』呀？」

「嘻嘻……」雲雲仰天微微一笑。「咁我哋就等到出太陽晴天啦。還掂你係聽晚先飛呀嘛，咁我哋就
一齊到聽日啦！」

「你真係黐線架……」我無奈一笑。

不過，我都幾鍾意。

我哋跟住安靜喺嚟，繼續雙手合十向天。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

滴滴……

滴……

……

「吓唔係啩！？真……真係……雨過天『晴』！？」我驚訝到口窒窒，望下星星，又望下雲雲。「『
下呢安娜』（晴れ女，晴女）！？」

「唔～」雲雲點一點頭。「『嘩打絲蛙』（私は，我係）」

「吓！？」我若有所思望住啱啱橫過我哋傷心落淚嘅一大嚿積雨雲。「你唔會一陣就飛咗上去啩？咁
睇嚟，上面又真係似有個青青草原啵……」

「你好想我飛上去咩吓！？」雲雲好似好嬲咁望住我。「好唔想見到我咩！？」

「唔係唔係唔係，根係唔係啦，『而耶而耶』（いいえいいえ，唔係唔係），『阿呢呀阿呢呀』（，
唔係唔係）。」我連忙解釋。「我係話我哋一齊飛上去呀……唔係淨係你上去呀！」

「好啦，今次信你啦。」雲雲滿意點一點頭。「但係你話架，我哋要一齊飛上去呀，唔可以食言！」



「『嘩加打嘩加達』（分かった分かった，知道）。」I promise you!

講咗咁耐無聊嘢，吹咗咁耐水，我哋終於口乾，一齊好有默契咁抬頭仰望明亮嘅星空。

終於，好似布吉咁，睇到星星！

繁星密布嘅夜空，映入我哋眼簾。無數粒珍珠無規律閃爍起嚟，雜亂但唔令人討厭。

呢個滿天星斗嘅天空，足夠消耗我哋十五分鐘嘅青春，放鬆十五分鐘。

「雖然布吉嘅星空係我見過最璀璨嘅星空，但係我都係最鐘意香港嘅。香港雖然冇布吉咁靚，但係都
比佢好。」雲雲講。

「唔～」我同意。

突然，有個浪衝到上嚟我哋隻腳到。由於我哋除咗鞋，所以feel到個浪嘅温暖。

「起身啦，落水玩！」雲雲見狀就扯我起身。

「我同你講都冇帶泳衣……」我無奈咁講。

我突然諗到啲嘢，然後望住佢。

「唔著咪得囉，呢度得嗰少貓三四隻咋嘛～」說罷雲雲就伸手除咗佢件上衣佢。

「喵～」

雖然雲雲講嘅「少貓三四隻」，但係佢絕對係形容緊貓，呢度水口係真係淨係得幾隻野貓，而人影就
一個都見唔到。

「吓～」我都係唔係咁想啵。

「唉～」雲雲已經除淨啲內衣褲。

突然，佢伸手將我件衫拉起，拉過隻手除咗我件衫。

「喂呀！」

「唔～你唔係唔同我除衫玩水呀嘛？」雲雲扁住嘴噗固頭埋嚟用嬌慎嘅聲音講。

好……好可愛呀！

「哦唔係，梗係同啦！」試問我有拒絕嘅權力同機會咩？

「嘻嘻～」雲雲暗笑一聲，然後再除埋佢僅餘嘅衫佢。

踏入水度，有種喺布吉嘅感覺。雖然布吉嘅沙灘更靚，更水清沙幼，但係，我都比較鐘意香港嘅。



「濺…」雲雲一手將水潑落我度，搞到我塊臉又係沙又係水。

「你好嘢！」我立即回敬佢。

一輪潑水大戰立即展開，現場坐無虛席，有三四隻貓。

嗰幾隻貓咪就睇到「喵喵」聲，睇嚟睇得勁興奮！我同雲雲就玩到手攰，久久舉唔起手。

「嘩，好攰呀！」我同雲雲玩完之後就瞓咗起啲沙上面，微風輕輕吹過嚟，好舒服！

「我哋今晚係咪咁攤喺瞓呀？」雲雲翻身望住我。

「唔～而家都冇車返去啦，咪喺度囉。人一定要有次難望嘅經歷吖嘛。」我同雲雲講。

「喵～」有隻白貓好似認同我咁。仲爬咗上我個身度企喺身。

「嘩你做咩呀你？」我竟然同隻貓對話。

我坐返起身，隻白貓攤咗起我兩隻大脾度。

雲雲見狀坐埋咗我，順勢輕輕撫摸下隻貓。

「考Q呀！」隻貓被雲雲摸咗幾下之後再放鬆啲身體，繼續比我同雲雲摸。

摸多陣之後，我哋就瞓低返攬埋一嚿瞓着咗
……



終章

［九年後］
「想你的時候抬起頭看看星空 你應該就在不遠的地方也看著我 說好了 等等我 我們要一起……」

呃放心，雲雲冇死到！只係我哋一個喺加拿大，一個香港。雖然分隔兩地七年讀書，但係當我哋一齊
諗起大家嘅時候，都會抬起頭向天仰望。知道雖然唔係起同一個地方，但係其實我哋都係望住同一片
天空，就好似雲雲喺我隔離，我喺雲雲隔離咁。

兩年前，即係2027年，我終於喺加拿大讀完大學返嚟香港。一返到嚟香港，雖然好多嘢多唔同哂，
物換星移，但係慶幸我同雲雲對大家嘅愛仲喺度，冇唔同到。

「有時候有啲嘢，完美就會變得唔完美；唔完美反而會更完美架。」

所以，兩年前我就同雲雲結咗婚。當大家都猶豫點解我哋要咁早結婚嘅時候，我同雲雲反而覺得我哋
實在結得太遲，可能因為我哋已經我去咗7年嚟周圍拍拖周圍玩啩。

而今日，就係我哋個女嘅百日宴。即係100日之前，雲雲已經順利誕下我同佢嘅結晶！

「Congratulations!」細細粒一望到我同雲雲個BB女就大嗌。

時至今日，細細粒已經一啲都唔細粒。所謂：矮仔特別有潛力。

「嘩！好得意呀！」Ava都走埋嚟抱下BB。

跟住仲有幾啲朋友都嚟咗，大家就「安然無恙」咁喺度傾陣偈。

不過大概5點幾，細細粒突然氣急敗壞咁講：「大家快啲走啦，你哋睇下！」佢展視部電話比我哋睇
。

「好好好！」大家聽罷即刻執嘢，然後同我哋拜拜。

「你哋都快啲啦，比BB聞到就唔好啦！」細細粒都催我哋快啲返屋企。

「唔～我快快手執開啲嘢就走啦！」我即刻用最快速度執返開哂啲嘢。

「得啦，等我哋嚟啦，快啲揸車返屋企啦。」一個好後生嘅工作人員同我哋講。

「唔該。」我同雲雲多謝完之後即刻落停車場攞車，然後揸車離開灣仔。

揸緊車返屋企嘅時候，雲雲緊張咁問我：「究竟你喺加拿大做咗啲咩唔見得光嘅嘢呀？快啲講！」

「好好好，但係唔係啲咩唔見得光嘅嘢囉。」我無奈咁講。

［2020年8月26號，香港國際機場］
「小心啲呀喺加拿大，著多啲衫呀。」雲雲雙手攬住我講。「仲有唔好唔記得我呀，唔好走去識其他



女仔呀！」

「唔～」我回應。

「咦哈囉～」Ava攞住個大篋行埋我哋度。

「哈囉。但……但係點解你會……喺度嘅？」雲雲問。

「佢同我一齊去加拿大囉。」我答雲雲。

「上年個交流團我同毛仁希一齊去架嘛。」Ava補充。

「吓……哦……」雲雲失魂落魄咁自言自語。

「做咩呀你？」我問雲雲。

「冇……冇嘢。」雲雲答。

跟住經歷完十幾個鐘頭嘅飛機，到到第一日開學。

「HI, Adrian.」Ava一入到班房就同我打招呼。

「Hello.」我同佢打返招呼。

「你同雲雲而家點呀？」Ava冷不防問我。

「咪日日FaceTime下，傾下偈咁囉。」我已經好掛住雲雲。

「哦……」Ava好似好失落咁走咗去。

第二日…

「你仲好鍾意嚿雲咩？」Ava問我。

第三日…

「其實嚿雲有咩好呀？」Ava問我。

第四日…

「嚿雲有咩係好過我架？」Ava問我。

終於到到第五日…

「究竟嗰嚿雲有咩好過我姐？點解你個心會仲放咗喺佢到架！？」Ava激動咁問我。

「吓……」我仲係唔知佢想做咩。



「我鐘意你。」Ava雙瞳翦水咁望住我。「忘記咗佢啦，你哋都唔會維持到架啦！」

「咁但係……」我開始有小小被動搖。

「你哋維唔維持到你自己心入面最清楚。仲有，我哋邊個先可以比到愛同幸福你，你自己都最清楚。
」Ava哄到勁埋，搞到我紅都臉哂。

［2027年，屋企］
「吓………………」雲雲仲係呆咗咁望住我，比唔到任何反應。

「不過，我真係好衰。」我內疚咁講。「同Ava一齊咗幾個月之後，我哋就分咗手。同佢一齊嘅時間
，令我明白到，原來我心裏面真係裝唔落兩個女仔，我淨係鐘意你一個。」

「賤格！」雲雲大喝一句。「竟然傷害我哋兩個女仔嘅心，衰人！」

「『告咩』（ごめん，對唔住）。」我誠懇道歉。

「哼，看上你識得返返嚟香港揾返我嘅份上，我就寬恕你啦。」雲雲無啦啦又哄個頭埋嚟。「不過，
你而家冇同佢仲有交情架啦呵！？」

「冇！梗係冇啦！」我緊張到牙都震埋。

「唔～咁煮嘢食啦。」雲雲說罷就走咗入廚房。

到到夜晚10點幾，本來熟睡中嘅女女都被嘈醒。

「嗚嗚嗚……」女女喊得好凄厲。

「砰砰砰……」煙霧溺漫。

「唔使驚架，我哋喺你身邊呀。」雲雲攬住女女安慰佢。

「砰砰砰……」白煙籠罩香港。

「希望你，唔好比強權壓倒。」我輕輕摸摸女女個頭。

「唔好比絕望壓倒。」雲雲接住講。

「相信希望，喺呢瘋狂嘅堅持到底。」我同雲雲異口同聲講。

「年輕人，呢個世界本來就係瘋狂架，儘管去做你認為正確嘅事啦。」——《天氣之子》

「砰……砰……砰……」

香港人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