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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一年嘅除夕特別多人重視，無他嘅，因為正值係百年一遇，跨越一三一四（一生一世）嘅日子。好
多人相信，或者係希望當刻陪伴自己嘅人可以同自己一生一世。
呢一晚，我並冇好似其他人咁出去倒數狂歡，而選擇自己一個留係屋企。呢啲咁重要嘅日子都要留係
屋企嘅人，唔洗問都知冇人約啦！不過呢啲衰嘢就無謂提啦，其實最主要嘅原因都係想係新一年之前
，為過去劃上句號…

由於阿娘同咗我呀爸兩個去咗二人世界嘅關係，悲慘嘅我食完個杯麵之後，就重回電腦嘅面前，不過
並唔係上高登同一眾巴絲打一齊倒數，而係打開microsoft word。

「阿穎，記唔記得我哋點識架？當時嘅我哋原本只係一個seller同個客嘅關係，我從來冇諗過我哋仲
會有其他嘅可能。記得我哋第一次傾電話嘅時候，你對我同阿靜嘅事好好奇，而我亦都滔滔不絕咁將
我同阿靜嘅事講哂俾你聽，係嗰幾個鐘入面，我就好似開咗場冇中場休息嘅talkshow咁……」

係一路打呢封信嘅同時，回憶又再次沉澱到兩年前……

當時啱啱同初戀阿靜分手嘅我，過咗幾個月頹廢都無法形容嘅生活。視兩個sem嘅gpa如無物都不再
講，除咗長年累月咁係房到喊（同鳩叫）之外，仲專登日日去以前同阿靜一齊行過嘅地方嚟虐待自己
。
由於我係從來唔會係屋企人面前表露出任何唔開心嘅情緒，所以我同阿靜分手嘅事佢哋應該都唔知。
不過真係唔知係我掩飾得太好吖，定我兩位高堂遲鈍，好似冇為意阿靜冇再上嚟咁。如果你話佢哋知
道但唔踢爆我啫！咁你就錯啦，因為就係過年前一日，我呀爸竟然懶風趣咁話：

「過幾日叫阿靜上嚟拜年啦！」

我苦笑咗一下：「睇下點先啦…」

但我呀爸唔知我腦海入面浮現嗰幾百字粗口真言係幾想爆哂出嚟…當刻我真係想返入房鳩叫返幾粒鐘
嚟發洩…

雖然失戀嘅頹廢生活就人人都差不多架啦，不過作為我其中一個紅顏知己嘅kate就慘啲…

「5…4…3…2…1…新年快樂！！！！！」隨住電視入面嘅倒數聲完結，所有親戚嘅祝賀聲都此起彼落
，而我亦都拎起咗個電話，打咗俾阿靜…

「嘟…嘟…你已經接駁到……」其實我都只係想親口對阿靜講句新年快樂啫…可惜連個咁簡單嘅願望都
唔俾我實現。為免俾屋企人發現我有異樣，近乎絕望嘅我踏出咗屋企門口……

走咗落樓下嘅走廊…漫無目的咁行，同時打咗俾kate。

「新年快樂~」電話嘅另一端傳嚟阿kate嘅祝賀，而我依然默不作聲…

「做咩呀你？？」



「阿靜…唔肯聽我電話…我只係想親口同佢講句新年快樂都唔得呀……」呢番說話，我係帶住一把好
難聽嘅喊聲講出嚟。

「唉…你又嚟……都算啦，做乜迫人新年流流強姦我隻耳仔呀屌你……」

雖然聽得出阿kate係為咗引我笑，可惜始終笑唔出…之不過，對於佢嘅一番好意，我都作出咗回應：
「屌你，你咪一樣新年流流迫我聽粗口~」

「你迫我嘅！係呢，你而家係邊呀，咁靜嘅？」

「屌你，又提個靜字…」

「對唔住囉，咁你而家係邊呀？」

其實真係唔係我想咁敏感，只係呢個字就好比緊箍咒，有人提起我都會痛不欲生…

「um…算係街掛…」

「啫係係邊？」

「我而家身處係一條就快被清拆嘅屋村嘅一條長走廊到。」

「咁凍，你係咪痴線架？」

「剩係咁你就已經話我痴線，如果我話埋你知嗰環境你咪嚇死？」

「我俾你嚇大架啦，講啦。」

由於當時嘅環境比起鬼屋嘅佈置有過之而無不及，有心臟病，高血壓或孕婦等生物最好跳咗下面嗰句
佢，否則發生任何意外，我只會開香檳興祝地球又唔見咗個人架啫！

「你想像下，一條就拆嘅屋村，入面超過一半嘅屋都已經係空置咗嘅，而啲街燈又因為十幾年冇換過
而變得昏暗，係一條長到幾乎望唔到盡頭嘅走廊望上去，十間有九間屋係冇開燈，一間啲燈係閃下閃
下嘅，再配合埋得8度嘅天氣同寒風，真係隨時有個人影出現都分分鐘嚇到你喊出嚟啦！」

係我將呢個咁陰森恐怖嘅環境完美咁描述出嚟之前，竟然換嚟一個咁嘅答案：「其實你係個咁嘅地方
喊，就算鬼都怕咗你啦！而且，我要收返啱啱話你痴線呢句說話…」

「都知你唔會咁殘忍話我痴線架啦！」

「唔係呀…係因為痴線跟本形容唔到你。」

雖然我啲紅顏成日剩係識得同我（言語上）鬥嘴（當然我唔介意肉體上都鬥啦），但其實大家都係口
是心非架啫。就好似阿kate咁，新年流流，雖然一直怪我係到喊衰哂佢未來一年嘅運，但就一直陪
住我，直到確認我唔會去向閻王拜年先收線。



第二章

而係我同阿靜分手之後，佢嘅一切已經成為我班紅顏如知己同我傾談時候嘅禁語。不過梗有啲仆街鍾
意篤我死穴……

「啊，你知唔知呀，我今日約咗阿靜~」呢番說話，經常出現係阿靜嘅好姐妹----helena嘅口中。

「咁關我咩事，叫咗你唔好同我提起佢咯！！！！！」

「講下咋麻。你唔好話你冇用，分咗手兩個月都仲係咁！」

「你都識講啦，兩個月咋……」

「咁又係，半年後你仲記得佢係邊個先算啦，哈~」

就憑佢呢句，我相信佢身邊啲人個個唔係有間歇性失憶就係冇感情冇血性嘅生物。
雖然我同阿靜分咗手，但就唔知點解同佢位姐妹慢慢熟起上嚟。基於由細到大都係異性堆中生存嘅我
，只能夠解釋為，呢條仆街又冇當過我係男仔……

至於我嗰兩位好「兄弟」，chloe同hailey，雖然係我失戀之後一直都有搵我陪我，不過初戀嘅傷口
，你估真係話俾啲時間就好到架啦咩…更何況我只係一個做兵都被嫌多餘嘅生物。

係我幾經辛苦咁捱過咗聖誕同新年之後，經驗話我知仲有個終極大佬未打…冇錯呀，就係情人節呀…
其實我唔明架，點解下下啲人都要好似有第二個結婚周年咁嚟興祝。明明嗰地球又唔會因為呢日叫情
人節而突然轉得快咗（或者慢咗），但啲情侶竟然可以有超能令到個地球係呢日變得比太陽更光更曬
。

其實我完全唔明訂定情人節條仆街係咩心態。對我嚟講呢一日簡直係將毒撚悲歌同甜蜜戀人嘅矛盾推
至一個更極端嘅境界。有情人係呢日更感溫暖；毒撚就雪上加霜，呢個一石二鳥之計竟然可以做到全
世界嘅人類受惠，諗得出嘅人真係高明。而發展到現代竟然仲可以俾廣告商同商家借機吸血，咁有延
續性嘅計劃，真係唔係人先諗到。

呢啲咁恐怖嘅日子，作為個啱啱失戀，仲係地獄到徘徊緊嘅生物，好應該安坐家中，免受閃光彈嘅無
情攻擊。當然，我係冇咁做嘅。

而且仲特登一日就出咗門口，由最近嘅青衣嘅海邊，到海輝道花園直落尖沙嘴海旁，最後再到荃灣碼
頭，由頭到尾來回咁行咗次。唔識我嘅，聽完一定會話我痴線，但熟我嘅都知，我已經係連青山都唔
敢收嘅生物。

經過咗幾個月非常人嘅生活之後，再難癒合嘅傷口都會開始結疤，我都由第二個sem
break開始，慢慢做返個正常嘅禽獸。

係sem break嘅某一日，無所事事嘅我，係睇睇下pps嘅途中，被淘寶廣告入面，一set
domo嘅擺設吸引住我嘅眼球。

禁到入去，笑一笑：「阿靜…應該會鍾意。」



由於當時我仲未了解到強大嘅google搜尋器原來係可以解答到人類99.99%嘅問題，所以我笑完之後
就開始煩惱，點係淘寶買嘢……

唯一慶幸嘅，就係小弟嘅人際關係網總算唔細，係msn到問咗成個下晝，終於搵到個朋友識人可以幫
我。
朋友：「乜你鍾意domo架咩？」

「唔係，想送俾人啫。」

「但係chloe唔鍾意domo架喎。啊，又係俾阿靜…你真係……」

頒個推理專家大獎俾你好冇…

「我唔否認你嘅推理。」

「呀大少，真係怕咗你，都半年啦，你仲嚟……」

我真係唔知可以應乜好：「得啦得啦，幫我問啦，thx」

呢啲咁唔耐煩嘅回應通常只係會出現係以下呢啲對話入面架啫~
「哎呀，咪成日掛住打機啦衰仔！」
「得啦呀媽。」

「哎呀，早啲瞓啦衰仔！」
「得啦呀媽。」

「哎呀，咪成日掛住玩pad唔打文啦仆街仔！」
「？！」

其實之所以會出現呢啲咁唔耐煩嘅回應，只係因為我哋習慣咗。習慣有人一直係我哋身邊提醒自己，
應該做咩，唔應該做咩，將呢啲提醒視為理所當然。但我哋永遠都會忽略咗講呢啲說話嘅人，隨時都
可能會離自己好遠好遠。所以當下可以做嘅，就只有將每一日都當成自己同重視嘅人所相處嘅最後一
日，可能下一秒已經係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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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sem
break話長又唔夠奧運會咁長，話短又唔夠廣告時間短，係呢啲理應一班人去宿營，旅行嘅好日子，
我依然都係貫徹我痴線嘅行為，繼續行下海邊，籍住海水拍打岸邊嘅聲音，重新聽一次我同阿靜嘅故
事……

望住我哋最後一次約會嘅地方，過去嘅畫面不停咁浮現係我腦海入面。

「阿恆，你話如果將來老咗依然可以一齊坐係到睇日落，你話幾好呢！」
「一定可以！」

「阿靜，如果可以，我想一世都唔離開你呀！」
「傻瓜！」

「阿恆，我之前去過個沙灘好靚架，下次一齊去吖！」
「好呀！」

熱戀嘅時候總係會向對方許下好多諾言，但當離開之後，所有承諾都退成遺憾，深深咁刻係個心入面
，偶爾牽動住自己嘅情緒。

「喂，你又嚟呀，返嚟啦仆街，一沉返冇人救到你架啦！」久違嘅阿強就係我就嚟沉返入憶海嘅時候
將我拉返出嚟。

「挑，諗下嘢都唔俾咩，咁你唔好講嘢啦，講嘢都要經個腦架。」

「你係真係諗下先好，咁難得冇事，你又想沉返落去呀。」

「嗱，我唔認為我冇事架，之不過，傷口呢啲嘢，只係唔掂就暫時唔痛架啫！」

「既然你咁悶，咪約hailey出嚟陪下你囉，反正嗰晚之後………」

係阿強條咸濕仔未講完之前我已經打斷咗佢：「我似係嗰啲當人水泡嘅人嚟咩！何況嗰晚乜都冇發生
過，唔好講到我同佢咁曖昧呀！」

呢頭講完，嗰頭我就拎起個電話：

「嘟…嘟…」

「hailey？一間得唔得閒呀，出嚟食飯吖。」

「ok呀，咁你叫唔叫埋chloe吖？」

「咁我打俾佢啦，7點荃灣地鐵站等。」

嗱，我絕對唔係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嗰啲人嚟架，之不過，大家話哂好兄弟，得閒出嚟食餐都要



理由咩？其實人愈大，要約朋友出嚟短聚就愈難，唔係呢個要陪老婆就係嗰個要開ot。每次約親出嚟
梗會有人問做咩，但係…乜想見下老朋友都要原因架咩……？或者，冇原因嘅聚會先至係友誼嘅憑證
。

至於我同hailey嗰晚發生咩事？簡單啲講就係，我聖誕叫咗佢出嚟陪我飲酒，之後唔知點解會飲醉咗
，又唔知點解會瞓咗係佢張床到，又唔知點解會攬住佢瞓咋麻！但事實係乜都冇發生過！

但係嗰晚之前，我同佢嘅關係總係有種講唔出嘅怪異感覺，雖然依然好似以往一樣一齊嬉笑打罵，依
然成日傾電話，但…始終好似多咗道牆係我哋中間咁……

到咗夜晚，嗰兩位出名“準時”嘅大小姐竟然早過我係到等。當佢哋一見到我走埋去，佢哋就開始用
我可以聽到嘅聽量講嘢：

Chloe嘴角微笑咁話：「hailey呀，不如我哋估下呢條友今日又去咗邊吖！」

「好呀，輸咗請食糖水！」

點知佢哋好似夾埋咁，同時答：「海輝道公園！」

我懷疑其實係咪我個身某個地方裝咗個gps，而個gps係顯示俾全世界睇，以前阿靜又估到我去過邊
，而家兩位大小姐又估到……

我嘆一下氣之後話：「咁同時估中，啫係打和啦，冇贏冇輸，好嘢，玩完。」

點知chloe話：「唔係呀，我哋贏咗，你輸！」

吓？！

「你講錯定我聽錯？」

「總之你就輸咗，一間嗰餐糖水，多謝先啦~」

而hailey都和應chloe：「多謝阿恆~」

仆街，呢啲咁公平嘅遊戲，我有得贏咩？所以話，啲死港女真係俾人縱壞哂，咁霸權嘅嘢都做得出，
恃住自己係娘娘就洗到啲兵盡哂，真係痴線。不過最痴線都係啲做兵嘅仆街，唔去縱佢又點會壞呢！
古語《歌詞集，張智霖篇，你太善良節》都有云啦：「受騙的那個比騙徒更混帳。」縱容港女者比港
女更喪盡天良！

所謂錯就要認，打就唔好企定。我承認chloe係我縱壞，咁唔代表我錯哂架喎！公主病得兩種特徵架
啫，一係有錢，一係靚女，而又有錢又靚女嗰啲跟本本身就係公主，何來病之有呢！所以我服役多年
嚟只係服從公主啫，並唔係縱壞佢！

係食緊飯嘅時候，hailey突然問咗個嚇到我幾乎將啲飯由個鼻到噴返出嚟嘅問題：

「如果chloe而家話鍾意你，你受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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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我聽完條問題，都未接收得切，chloe已經以0.2843秒去搶答咗：「食屎啦hailey！無啦啦擺我上
枱！！」

「問下咋麻！咁激動做乜！唔通俾我講中咗？！」

「多謝先啦，呢條死咸濕仔留返俾你好啲！」

「喂喂，我講咗幾多次，唔好成日死咸濕仔咁叫我啫！我明明係個色魔，你無啦啦降我咁多級，點對
得住一眾良家婦女呀，一間人哋睇少咗我嘅殺傷力而受到傷害你點負責呀？」

聽完之後，佢哋例牌咁白咗我一下眼，跟住chloe話：「hailey呀，不如我哋轉枱啦，呢到無啦啦有
個痴線佬搭枱都有嘅。」

唉，我呢兩位大小姐真係好失望，識咗我咁多年都仲話我痴線。我明明就係好正常，明明同佢哋一樣
，點解係要針對我啫，雖則我聰明絕頂，又口甜舌滑…口才了得先啱，鄙人才疏學淺，將就下啦，不
過就算我幾多優點都好，都冇罪架！

之後都係一如既往，食完飯之後hea陣再食糖水再hea陣先返屋企。不過真係唔知係咪我心虛定多心
，每次都覺得hailey有啲嘢，但又唔知點講，三人行嘅感覺話變咗質又唔係，但話同以前一樣又呃到
人呃唔到阿強。

而每次出完街，都一定係我同hailey先送chloe返屋企，跟住我再送佢搭車。呢段路簡直就好似玩緊
場心理攻防戰咁，兩個人每講一句嘢都要諗清楚會唔會出玩尷尬嘅成分，種心理壓力分分鐘大過啲人
偷食俾人爆大獲。

當送完chloe公主安全返到佢屋企之後，hailey問：「係呢，你ok吖麻？」

「下？」

「我指你今日又走去行…」

「ok啦，傷口呢啲嘢，唔掂咪唔痛囉，哈哈~」講完之後，突然又變返冷場。

過咗陣，hailey又問：「係呢，頭先食飯問你條問題你都未答我喎！」

「點答啫，又唔會真係發生。」

「咁當啦，如果而家有女溝你呢？」

「我第一時間建議佢去驗腦！！」

「咁你就錯啦，你應該去叫嗰啲人去做全身檢查，鍾意得你嘅應該都係有絕症，想係臨死前積下福！
」



唔經唔覺又已經行到去小巴站，睇住hailey上車之後，我收到個好熟口面，但又唔記得乜水嘅電話。

「阿恆…聽日得唔得閒呀？」雖然電話另一頭嘅聲音有啲哽咽，但跟據我嘅聲音識別系統，我大概認
得就係當年小六嗰陣差啲就同咗我一齊嘅女仔，cindy。

當刻我諗嘅並唔係點解佢喊同點解會係搵我，而係…佢點會有我電話。

「你點知我電話架？」我都知人哋喊緊仲問啲咁嘅嘢係好仆街，不過…我的而且確係仆街嚟架麻。

「吓…？」「我問人咋麻。」

「哦，咁搵我咩事？」

「聽日得唔得閒，我想見你。」

出乎意料地，我完全冇泛起任何心甜嘅感覺，反而俾呢句說話勾起我同佢嘅過去，不禁令我百感交集
。

「如果你冇搬嘅話，我而家係你樓下。」

「咁你等我15分鐘得唔得？」

「嗯。」

係等cindy嘅時候，我同佢嘅過去就好似有部投影機將啲影象投射係我眼前咁。記得當年，每日同佢
返學放學都行過呢條路，雖然已經過咗好多年，但同佢嘅回憶依然好清晰咁呈現係我眼前。每日為咗
可以同佢一齊返學而早成半個鐘出門口嘅日子；每日都打電話叫佢起身嘅日子；因為懶而叫佢幫我做
功課嘅日子……一切一切我都深深咁刻係腦海入面。

呢個冇同我真正發展成情侶嘅女仔，我冇去估佢發生咩事，更加冇去諗點解佢要搵我，我只知道，佢
依然係我會關心嘅人已經足夠。



第五章

坐係cindy樓下呆等其實真係好痛苦，商場又落閘，夏天啲可愛嘅昆蟲又完全漠視社會嘅規模，成11
點幾都仲係到大合奏，都唔知邊條友懶醒咁約人而家出嚟！

隔咗陣，終於見到個疑似cindy嘅生物，雖然咁耐冇見，但個樣同小學都係差唔多，只係已經冇咗嗰
種稚氣同增添咗一份青春少女嘅氣息。

「冇見咁耐，你好似冇乜點變喎。」對住呢個曾經最熟悉嘅人，呢刻竟然冇嗰種好尷尬嘅感覺，反而
份親切感依然存在。

「係囉…不過…點解你好似老咗好多咁嘅？」

我苦笑咗下：「咁每個人每日都係到變老緊架啦！」

點個cindy依然咬住呢個問題唔放：「唔係咧，你個樣睇落似三十幾四十啦喎！」

由於佢已經唔係第一個人咁講，所以我已經放棄爭論呢個問題。

「ok，fine！呢啲叫成熟囉咁！言歸正傳，搵我咩事都好，可唔可以搵個有冷氣嘅地方先，呢昆蟲係
咁大合唱我真係頂唔順。」

「嘩，你咁多年都冇變，仲驚昆蟲架！」

「傻啦，呢啲唔係驚，只不過我嘅音樂造詣不嬲好低，唔太識欣賞呢啲咁美妙嘅樂章，我哋行啦。」
最後，我哋係附近搵咗間24小時嘅網吧坐低咗。

「阿恆，知唔知點解我想見你？」

「哦，我知，你一定係做緊個毒撚係重遇舊情人之後嘅反應嘅研究，然後想搵我做實驗咧！」你唔講
，我梗知啦天才。

「哈，我哋都算舊情人咩？」

我報以一個微笑作為回應。

「阿恆，你有冇憎過我？」

我一秒嘅猶豫都冇就答：「冇。」

「點解？我知你嗰陣因為緊張我先咁易呷醋同成日管我，我仲咁鬧你……」

「咁我的確有錯吖麻，而且如果你冇鬧過我，以我嘅性格，咪又係會俾第二個人鬧~」

「咁我的確有錯吖麻，而且如果你冇鬧過我，以我嘅性格，咪又係會俾第二個人鬧~」



「哈…我開始明當日點解你會咁做…多謝你當時咁全心全意去愛我……」

我依然用微笑去回應。

之後，我哋突然靜咗落嚟，各自係到睇facebook。過咗陣，電話又響起chloe專屬嘅鈴聲----孤單心
事。

「喂，你嗰邊咁嘈嘅，你未返到屋企咩？」

「我同cindy係網吧。」

「吓！！！佢做咩無啦啦搵你嘅？」

「你又知一定係佢搵我嘅！其實我都唔知做乜。」

「睇你而家個心都得返啊邊個邊個架啦，點會有心機搵其他女啫！」

「得啦得啦神探，聽日搵你啦！」

「咁你今晚唔返屋企呀？」

「似係啦，係咁啦，拜。」

一收完線，cindy就好奇咁問：「佢知我係邊個咩？你又會同佢提起我嘅？」

其實cindy個名，我諗識咗我6年以上嘅人真係冇乜邊個唔知……我同佢嘅一段小小嘅故事都俾我對住
唔同人分別重複咗咗幾百次，而家已經達至連我啲兄弟都倒背如流之境。

「係呀…你好出名架！我個個知己都識你嘅~」

「唓！頭先嗰個，又係女仔嚟架？」

「嘩，咩又呀，講到我好多女咁嘅…」

「你小學開始已經係啦，扮咩啫！」

「咁係因為冇人當過我係男性ok？」

「都唔知你有乜咁特別，可以成日咁多女係身邊！」

「魅力呢家嘢，以現今科學係解釋唔到。」

睇到呢到，我知實有人心諗：「屌，好悶呀，咩垃圾故嚟架。」但又唔敢講出口怕俾人屌，我明架，
唔緊要架，睇睇下就慣架啦！

而我對住cindy，亦都係到諗：「屌你咁啫係叫我出嚟做乜鳩呢？唔係純粹想我聽啲已經唔重要嘅說
話呀……」我開始後悔…點解我唔返屋企攤係張床到同我個chloe公主傾電話，而要係網吧用住啲仲廢



過屋企嘅電腦。

係我發緊呆，唔知做乜嘅時候，cindy無啦啦開咗勁舞出嚟。

「好耐冇玩啦，一齊玩咯！」

係半秒間，我鼻頭一酸，啲眼淚差啲流出嚟。

我好激動咁話：「我點都唔會再玩。」

「做咩呀你…」

「冇…」

不過我都講過啦，愈冇嘢就愈有嘢，成日扮哂冇事嘅人咪又係想俾人氹下先講。所以，係cindy氹咗
我3分鐘至30分鐘左右，我將我同阿靜嘅故事，一五一十咁話哂俾cindy知。



第六章

就係咁，我不知不覺講咗成晚。其實原本諗住佢冇事我就走架啦，不過住係東涌呢啲外太空最大嘅壞
處就係通宵車好貴，對於我呢啲條底褲穿窿穿到得返條橡筋都要日日著住佢嘅死窮鬼，唯有勉為其難
同隔離嘅舊情人傾計。

到咗第二朝，我想啦啦臨趕頭班車返寢宮瞓覺嘅時候，cindy用一副楚楚可憐，又帶點誠懇嘅樣講：
「我哋識咗咁耐，好似未試過一齊食早餐架喎，如食埋先走啦。」

我再一次敗係佢個懇樣底下。

我相信睇緊呢個故嘅生物，應該會有人覺得cindy想食回頭草，甚至會認定我係嗰啲饑不擇食嘅禽獸
，不過你哋實在誤會咗我啦。

首先，我係個正人君子嚟，乘人之危嘅嘢一定唔會做。第二，雖然我咁講好仆街，不過都市傳說話佢
中學嗰陣啲仔換得仲快過換月曆，試問我咁乖，點會接受到呢啲同連詩雅同一個層次嘅生物呢。

當我好悲哀咁食完個仲貴過我搭通宵巴士嘅早餐之後，就送咗佢返屋企。8年前，8年後，同一段路
，同一個人，但所有嘢都已經今非昔比。人類永遠係失去先識珍惜，得唔到嘅至覺珍貴，或者有啲嘢
，就算重新開始都已經無辦法同過去一樣，可能呢啲就係遺憾之美……

雖然經過呢晚我冇即刻看破紅塵，但個心好似釋懷咗好多…

返到屋企，通咗成晚頂嘅我理應攤落床就瞓得著，不過…我典咗成半粒鐘，依然處於肉體好攰，大腦
好精神嘅狀態，我暫且稱之為精神病。

而既然咁痛苦，梗係搵啲藥食下架啦，所以我拎起咗電話：

「嘟…嘟…」

「嗯？」想當年第一次聽到chloe未瞓醒把聲，我係興奮到不禁露出形同金魚佬式嘅笑容。不過再燦
爛嘅煙花都有凋謝嘅一日，morning call咗咁多年，金魚佬都變咗古惑佬。

「起身啦仆街！」
「嗯…」
「屌你咩，起身啦仆街！」
「嗯…」
「起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然後每2分鐘打一次去重複以上對話十幾次左右，呢粒藥應該會醒。

Chloe清醒後第一句並唔係串我，而係：「嘩，你係咁早起身定啱啱先返屋企呀？」

「啱啱返到嚟，典咗好耐都瞓唔著，見掛住你咪打俾你囉。」

「多謝先啦，你掛返你個邊個邊個啦。」「係喎，佢噚晚搵你咩事？」



「基本上呢，噚晚就…………………………………………就係咁上下啦。」我將成晚係網吧到聽埋啲禪佛偈
嘅事，講咗俾chloe知。

「咁啫係搵你做咩呀？」

「佢應該又因為啲仆街有第三者而分手掛。」呢個係我嘅結論。

然後，chloe真係可以完全發揮安眠藥嘅作用，聽佢講演講咗半粒鐘唔夠…我瞓咗。

不過我要為chloe講返句公道說話，佢講嘢真係好有趣架，一啲都唔悶架，係我眼瞓咋麻！大家知啦
，我同689一樣，從來唔講大話嘅！

瞓醒之後，見到我託佢幫我搵人買嗰domo公仔嘅fd係msn搵咗我好多次。

Fd：「佢話會開團購咁買，咁你ok嘅就過數去佢戶口啦。」
「喂喂，收唔收到？」
「死咗未？」
「……」

過完數之後，我簡單咁回咗句：「真係麻煩哂你~感恩~」

大家唔好奇怪點解我咁好禮，呢啲只係對普通朋友嘅掩眼法嚟架啫。所以話，睇關係呢家嘢，識睇一
定係睇對話，既方便又快捷。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其實我都唔知乜嚟。總之時光飛逝，等咗成個月嘅嗰set麻煩的domo都苦無
結果，眼見其他人陸續係個status到留言話收到，我就更加心灰。

我打開msn嘅話話視窗，搵我個fd講：「唉，成個月我都未收到嗰set咗囉…」

「但我見到佢話寄咗出去架啦喎。」

「係吖，我都見到啲人話收到添……」

「可能你住得遠，要耐啲啫…」

「算啦，我出咗名地獄黑仔王，仲係黑到有pattern嘅添……」

「我幫你問下啦。」

「唔該。」

基本上我對呢set嘢都已經絕望架啦，不過做人嘅嘢，點估到衰運會由呢set嘢開始，將我推到去一個
更谷底嘅層次先得架……



第七章

對於嗰set應該已經消失郵局中嘅domo，我除咗表示遺憾都唔知可以俾咩反應好。不過為咗阿靜嘅
生日禮物，我約咗一個小學同學windy出嚟陪我揀禮物。

嗱！我知你哋諗乜架，又想講：「屌，又係女。」吖麻。但你哋真係怪錯咗我啦，我已經盡量將啲女
嘅數目減至最低，避免陰陽失調架啦，放過我吧。

Windy作為其中一個極少數仲有聯絡嘅小學同學，當然有佢嘅原因架啦。

「咩呀？又買嘢俾阿靜？你癲夠未呀，佢唔會同返你一齊架啦，你醒下啦。」windy係電話中講。

唔洗我講，我諗大家都明咩原因啦！

「就咁嘅，生日禮物嘅嘢，心意嚟架啫，我邊敢諗同返佢一齊。」

「你話你廢唔廢吖，又要唔敢諗同返人一齊，又要送嘢俾人！」

話雖如此，結果咪又係口裡說不，身體就出咗嚟。

其實我完全估唔到，明明係我約佢出嚟買公仔，但點解會係我陪佢睇咗3粒鐘衫。

「小姐，我好似約你出嚟陪我搵domo公仔架喎。」

「好心你咪咁執著啦，而家帶你睇下其他嘢，俾意見你咋！」

下……係咩……？

「喂，你睇下呢件靚唔靚？」「喂，呢隻色襯唔襯我呀？」「喂，呢套衫咁襯好唔好睇呀？」「喂，
…………」

但最後竟然俾佢回一句絕句嚟將我秒殺。

「算啦，你啲眼光咁差，問你都哂氣！」

嘩！得呀，哂咗咁多條氣，呢啲嘢我真係何止識條春呀，我識條鐵添呀！

不過好彩，又真係係陪佢兜兜下期間，俾我係一間我都唔知應該稱呼為咩鋪頭入面見到隻差唔多有半
個人咁大嘅domo。呢刻嘅我有如狗公見到女神向自己招手般，一邊流口水一邊衝埋去（又可能冇咁
樣衰嘅）。

係我好興奮咁買咗隻公仔之後，我依然要承受行街睇衫之苦。呢個故事教訓，約人出街真係好睇對象
同做咩，唔係只會令你陷入萬劫不復之地。當然，你唔好問點解唔約返hailey同chloe，關係上我真
係好難約呢兩條友去買禮物俾我前度架喎！

返到屋企，見到msn又俾人轟炸：「佢話叫你直接打俾佢同佢聯絡。」



「ok，thx。」

我望住個鐘，12點幾唔係好夜啫……我諗。

不過，我邊有咁仆街先得架，所以只係sd咗個sms俾佢：「唔好意思呀，我係收唔到setdomo嘅人
呀，幾時方便可以打俾你？」

點知9秒9都冇佢就回咗我啦：「um…我瞓啦，不如聽日我4點打俾你？」

如是者，到咗第二日4點，佢打咗俾我。

「係，你好呀，我真係到而家都未收到，咁點算？」

「er…我真係寄咗架喎…或者咁吖，我退返錢俾你吖。」

其實既然我買咗個公仔，嗰set嘢真係可以無視，但唔知點解個心總係有種覺得只要係阿靜鍾意嘅，
我都想買嚟俾佢嘅感覺。

「唔係錢嘅問題…而係…我係想買嚟送俾我個ex架…」

「咁我出錢幫你訂過吖…」

「咁又唔好，寄失又唔係你錯，我黑仔啫……」所以我從來唔信男女平等，如果換轉係個男seller，
仲講得出呢句嘅唔係錢多就係基嘅！

「下，咁好似對你唔係好公平喎…」

「唔緊要啦，反正我黑開架啦，哈哈~」

「係呢，我可唔可以八卦下你同你個ex嘅事？？」

對於難得有人自投羅網，又多個俾我發表嘅渠道，我當然非常樂意分享架啦。於是，我又將我同阿靜
所發生嘅故事一五一十咁同佢講哂。其實諗返起都幾憎自己，阿
靜唔鍾意我做嘅嘢我一直當成法律咁去遵守到今時今日，偏偏佢最憎我成日同人講我同佢嘅事呢點，
我就好似吸毒咁介極都介唔甩。好似上個故咁，我又犯咗法架 啦…

「你真係好長情呀！」呢個係阿穎聽完之後嘅第一個反應。

無錯，阿穎，呢個故嘅女主角，我相信應該都係有史以嚟最遲出場嘅女主角。係我開呢三個幾鐘冇中
場休息嘅talkshow入面，我除咗知佢叫阿穎之外，仲知佢只係得17歲，係個好單純（好傻）嘅小妹
妹。

聽完佢嘅回應之後，我不禁笑咗下…其實分咗手半年對我嚟講真係唔算耐，何況係我世界入面，如果
真係愛一個人，有一世時間都只係好短…好似我對chloe
咁，6年時間，你話耐咩？我唔覺。或者可能只係得我咁痴線，係21世界仲玩痴情，但所謂嘅愛情，
唔係應該就係再多嘅磨擦都只係將彼此嘅棱角磨走，然後每一



對都磨合成「唯一」嘅天下無雙架咩？

我相信唔會有人一出世就識得玩人，但就係因為價值觀嘅改變，過往壞咗就修補返佢嘅觀念，已經演
變到今日壞咗就換過佢嘅奢侈。如果當初我同阿靜嘅關係出現咗裂痕嘅時候，我同佢可以一齊修補呢
條裂痕，今日會變成點？

不過我深明理想與現實呢點，同初戀同諧白首呢啲咁科幻嘅諗法，自從同阿靜分手之後，連同所有諾
言都一齊被打破。我依然相信有梁祝有羅蜜歐與朱麗葉，但只會出現係科幻小說入面。

面對佢嘅回應，我只係簡單咁答咗句：「多謝。」其實我好想講，你聽埋我同chloe嘅故事先讚我都
未遲。但我冇咁做，因為我知道無論我點講，都冇辦法表達我對chloe呢幾年嚟嘅愛意……

就係呢一日，足以影響我一生嘅人不知不覺咁闖入咗我嘅生命。



第八章

自從同阿穎傾完一次電話之後，我哋都慢慢開始會sms講下其他話題，不過嗰陣嘅我，無論講乜都離
唔開阿靜…同chloe。

身位人渣界嘅學習對象，我係將我花心嘅事實話咗俾阿穎知，而可能呢位小妹妹入世未深，唔明白人
性為何物，佢係完全接受唔到我咁仆街。

「下…乜你咁都得架咩？你講嗰個chloe知唔知你咁花心架？」阿穎聽完我嗰番「偉論」之後，個世
界好似俾我崩潰咗咁，意圖垂死掙扎，想我否定呢件事。

「佢識我第一年已經知。不過花唔花心真係咁重要咩？啲死港女講到懶清高咁一心一意，迷啲泡菜仔
咪又係迷到乜水都流哂出嚟！搶佔道德高地就係人都識架啦，分別在於呢班人大把都其身不正，一時
唔偷雞就做保長咁雞咋麻！」

「嘩，乜你講個係人都咁衰咁架…我識嗰啲都唔係嘅…」未自過世面嘅小妹妹依然唔相信我所謂嘅社
會現實。

「我係眼中，呢個世界所有生物都係仆街，分別只係在於被開發與否同程度之別。我又冇女，點解唔
可以花心？就算我係世紀賤男都總比嗰啲掛住個君子面具嚟食女嘅撚樣好啦！再者，迷韓星迷到上哂
腦嘅死港女唔通思想上真係冇出軌？點解我花心，就有問題，迷韓星嘅花痴就肯定係抱住迷偶像嘅心
態先？」我其實冇扯火架，只係討論得比較激烈啫！

「我唔知應你咩好……」

「算啦，唔好講呢樣。講樣你更加估唔到嘅嘢你聽啦~曾經，chloe係講過一句說話令我堅信我嘅花
心錯唔哂。」

呢句係轉述chloe嘅原句：「我真係唔明點解你可以花心得嚟又對我哋每一個都咁好。」

我唔敢講我對佢哋好好，但至少無論任何一個任何時候有問題，我都「I'm ready I'm
ready.」而同阿靜拍拖嘅時候，我亦都冇再去諗chloe，好定唔好，我只可以將所有對我嘅評價留返
俾我重視過嘅每一個人嚟定奪，但至少為求令佢哋開心，我盡咗力。

而chloe一句簡單嘅心底話，已經令我覺得做算做咗咁多年兵，其實都好幸福。

「可能佢就係因為你咁花心先唔同你一齊咋！」

我突然感受到萬箭穿心有咩感覺……

「挑，你話呀，佢係嫌我毒矮柒肥樣樣齊，驚拖住我出街俾人以為佢拖住個弱能人士先唔受我咋。」
嗱，我冇曲線踩啲弱能人士架，明肛社唔好又搶道德高地呀。

「咁又唔好講到嗰個女仔都睇樣咁，你個ex咪又係同咗你一齊~」

吖，我屌…呢句係踩我定安慰緊我…



「所以我一直認為佢當時應該係撞親個腦，或者隻眼有嚴重近視，後期醫返好所以飛咗我。」

「咁係你識啲女仔嘅問題啫！我都唔睇樣架！」

個個女仔都唔睇樣架，只係唔知點解又會咁啱見到個男仔個樣冇嗰種男朋友嘅feel咋麻，咁啱對嗰啲
相貌平凡嘅男人冇feel咋麻，絕對冇睇樣架！正如其實好多人去到夜總會，帶埋啲女出街，上埋酒店
房都係純粹談心架啫，絕對唔係叫雞架！

面對阿穎呢啲完全漠視良心嘅答案，只有一笑置之。

不知不覺間，又到6月尾，仲有兩個星期左右就係chloe生日，亦都係我最悲哀嘅日子。

「今年又送啲咩俾chloe好呀……」電話另一頭嘅hailey近乎無視我嘅狀態，一邊食薯片，一邊睇劇。

「喂喂，幫手度度啦大佬！！」

「唓，你年年都剩係識送公仔架啦，除咗史迪仔，你識送咩吖！」

「有！將自己綁個蝴蝶結之後當禮物送俾佢！」語畢，hailey係另一頭完全靜哂。我已經可以完全想
像到佢白完一下眼之後繼續若無其事咁睇劇，實行膠都費事派俾我。

「不如咁啦，你買咩，我夾一半算啦！」

「你上年已經咁講架啦，仲有成兩星期，咁急做乜啫，到時你都未諗到先咁做啦，唔係一間你後悔我
都唔會俾返錢你架！」

不過就係chloe生日前幾日，發生咗段小插曲。

話說嗰晚，我同chloe如常咁傾電話。唔知大家有冇試過，每當到夜晚，個人就特別多愁善感，乜嘢
寂寞失落通通出哂嚟。

係同chloe傾傾下電話期間，我提起阿靜。

「如果而家仲同緊佢一齊，你話幾好呢…」我望住漆黑嘅夜空，不自覺諗返起曾經就係呢張床上面，
攬住阿靜，望住同一片天。

「車，你嗰時冇同到佢一齊咪乜事都冇囉！」

Chloe嘅說話一瞬間將我嘅憤恨集結埋一齊：「係呀，我唔同佢一齊咪冇事囉。如果唔係因為你，我
點會同佢一齊呀？我就係想證明俾你條死港女睇我係會有人鍾意咋！！！！！！！！」

隨住我嘅話音一落，連空氣都好似靜止咗咁。

冷靜落嚟次後，我發現我頭先嘅橫蠻無理攪到而家形成咗個收唔到科嘅局面。而家彷彿邊個開聲先，
嗰個就輸咗咁。



而係隔咗唔知幾耐，chloe首先打破沉默：「sorry呀…」

嘩！唔知太陽聽日會唔會係西邊升起呢？面對住一句咁估唔到嘅答覆，我突然唔識俾反應，直頭好似
lag機一樣，所以我係冇應到機。

「喂！？」chloe繼續叫我。

我唔係唔想應，只係我突然間乜都反應唔切啫。試諗下，呢頭好唔理性咁去鬧完一個自己迷戀咗咁多
年嘅女神，佢竟然冇趕我出軍營，仲同我講sorry，咁嘅環境，美國中情局嘅超級電腦都會lag機啦！

「嗯…」

之後繼續沉默…

過多陣，chloe話：「我瞓啦，你都早啲瞓啦，拜。」

「嗯…」

直到佢生日嗰日之前，我哋都冇搵大家。

而就係chloe大小姐生日正日，我原本以為chloe同hailey過就得，點知hailey打俾我。

「喂，你嚟唔嚟架！」開聲嘅係chloe。

「咁你想唔想我嚟吖？」

「我而家問你呀，你過唔過嚟呀！」

「咁你想唔想我嚟先得架！」

以上對話大概loop咗3分鐘至30分鐘左右，途中有好幾次我心甜到唔識接落去。可能我覺得，可以陪
佢過正日生日嘅人，其實算係一種身份嘅肯定，總好過佢生日，永遠都唔關我事吖……

終於，我把口敵唔過我嘅身體，我出咗去。



第九章

經過上年係海洋公園做咗成日私人物品管理員嘅我，為咗阻止上年自己嘅悲劇發生，於是用咗九萬幾
個理由（分別係冇錢啦，冇銀啦，冇金啦，再用各國語言唔同鄉音嚟表達）。而chloe可能礙於幾日
前嘅事，所以佢都冇異議，結果…我哋三個同平日一樣，係條街唔知俾乜咁就過咗。

但生日蛋糕呢啲例牌嘢，我點會唔記得吖，我趁chloe同hailey去咗廁所，用咗9.99秒嘅速度飛咗去
間麵包鋪到，買咗個蛋糕。就係chloe行出嚟嘅時候，我點起蛋糕上嘅蠟燭，一邊行近佢一邊用我美
妙絕倫，繞梁三日嘅相反嘅聲線去唱生日歌。

望住chloe笑到肌肉抽筋咁款，我覺得我個蛋糕買得非常值得。

就係我唱完嘅一刻，chloe笑住咁話：「仆你個街，紙包蛋糕嚟嘅！」

係呀，係紙包蛋糕呀，有問題咩？！而且，我唱歌嘅地點，正正係chloe屋企附近，我相信佢未來一
個月都應該唔洗出街見人。

「咩啫，健康呀，你話減肥架麻，cream又冇，朱古力又冇，又細份，呢個蛋糕直頭為你度身訂造架
啦！」

你哋唔好以為呢part只係玩佢，其實已經準備咗個真蛋糕呀。直到嗰晚送埋佢返屋企，佢全日所收到
嘅禮物都只係價值4蚊嘅紙包蛋糕。我對chloe嘅愛，大家真係有目共睹架啦，為咗可以令佢有個畢
生難忘跑生日，我攪盡腦汁，用盡心血先諗呢個咁絕妙嘅計劃，諗返都不禁想讚自己絕頂聰明。

就係chloe生日後兩日，阿穎幫我再訂過嘅domo亦都到咗，不過因為佢又要補課，而我嘅booking
又排到2046，所以好難約出嚟交收。

經過無數次嘅改期，終於約咗係8月6日。

其實到呢一刻為止，呢個小妹妹對我嚟講都不過係個脅持住我份禮物嘅生物。不過在於天下男兒皆咸
濕嘅理論嚟講，點會冇幻想過佢咩樣吖。

而每逢講親女呢樣嘢，熱衷於呢個話題嘅阿強都會興奮到7孔流精。人哋未出發先興奮，但阿強未見
面都已經精盡人亡…

阿強：「屌你點解唔叫條女俾張相你睇啫！」

「我做乜要睇佢張相呢？」

「女呢啲嘢，識多個冇壞架麻！」

「你唔俾人哋係侏羅紀穿越時空架？」

「咁可能人哋樣靚腰幼腳長身材正呢！！」阿強愈講，個樣就愈淫賤，直頭已經係去到用個腦去強姦
緊個幻想出哂嘅生物咁。



「第一，影相嘅嘢，你唔係信呀！？第二，有都唔到你食啦仆街。」

雖則阿強啲思維真係好唔要得，小妹妹都唔放過（我唔否認小妹妹嘅價值較高），但講真，對一個未
知嘅生物，係人都好奇架啦，只不過唔同人好奇點唔同啫。

當時我係到諗：如果佢係個靚女都幾好喎~如果靚女得嚟又帶種傲嬌嘅感覺，咁就真係完美啦（to
me you are perfect）！

到咗8月6日，我為咗阿靜嘅生日禮物真係作出咗好大犧牲，足足推咗46個學生妹，72個model，由
此可見我真係幾愛阿靜呢！

回歸正題，由於我哋約咗係九龍塘站到交收，而個站又出名多人嘅關係，我跟本冇辦法靠推理去估邊
個係阿穎。係呀，我係咁無聊架啦，唔通真係傻下傻下咁企定定等人咩，唔用下腦啲時間點過！

等咗陣，阿穎終於打電話嚟。

「hello，我到咗啦，著白色衫架，你呢？」

聽完之後我即時掃視方圓幾百厘米嘅範圍，俾我見到有個女仔個樣傻下傻下咁周圍望，直覺話我知係
佢。

我慢慢走向佢嘅方向，一邊同佢講：「唔好再周圍望啦，你個樣好傻呀~」

而佢亦都好似已經發現到我一樣，話：「哼，明明到咗都要特登唔出現，係到笑人！」

走到佢面前嘅時候，佢遞起手上袋嘢：「嗱，你嘅寶貝呀！」

我呆咗三秒，跟住個頭不自覺咁向下望咁望：「仲係到呀~」

唔知阿穎係真痴定假呆，佢竟然好似聽唔明我講乜咁：「咩呀，咪呢件囉。」

俾佢嘅單純打沉嘅我只有一臉無奈咁接過佢手上袋嘢。而我同佢嘅關係，原本應該就呢一刻開始就結
束，但偏偏，緣份令到我同佢開展咗一段科幻嘅故事。

係交收完之後，我哋理應各行各路，但由於我作為一隻正常嘅雄性生物，面對住一個不單止有幾分姿
色，仲要純過蒸餾水嘅生物，我嘅大腦中樞神經跳過哂所有成敗得失嘅計算，直接控制咗我講咗句：
「反正出到嚟，不如一齊行陣吖。」

「ok吖，反正我溫書都溫到好攰！」我得到個完全估唔到嘅答案。



第十章

第十章

一時之間反應唔切佢嘅答案嘅我，結果帶咗佢去一個同任何人出街都絕對係最有利嘅地方----書店。
真係無論三歲定八十，男女老幼，識嘅唔熟嘅都唔洗擔心冇話題，因為入到書店之後，啲氣氛已經令
你被收聲。

雖然好想可以同佢多啲交流，但望住佢一入到書局就走咗去英文書嗰邊，自覺我同佢之間有好大條鴻
溝，唯有自己死返去中文文盲嘅禁地。

係我行到差不多盡頭嘅時候，見到有本李天命的唔知咩藝術，初頭以為個算命佬轉咗行做藝術家，點
知睇睇下見到連隻龜都唔見，再望一望個書櫃櫃寫住哲學類，我恍然大悟。難怪啲風水命理咁抽象，
任你講乜都得啦，原來有哲學根基係到有見及此，我相信柏拉圖呀，阿里士多德之類嘅哲學家一定測
風水命理嘅高手。

不過係我連點可以入行做一個（呃）風水命理嘅大師嘅一章都未睇到嘅時候，阿穎突然出現係我隔離
：「咦，你睇緊啲咩呀？」

「好似係個風水師用哲學教你煮餸。」

「吓！？咁得意，得架咩？我又睇！」跟據我識咗佢個幾月嘅關係，我相信佢真係唔係扮傻，佢跟本
就係醫返都哂藥費。

「得架！嗱，你而家走去個收銀到念魔咒，念完就可以得到李天命教煮餸嘅名額一個
。」阿穎聽完之後，彷彿先開始明白，我一開始講本書嘅時候已經係玩佢。

當阿穎察覺到自己俾我整蠱之後，即刻雙手遮住塊面，不過我睇得出，佢傻笑得好開心。

望住阿穎嘅舉動，我都不禁笑起上嚟：「唉，救命，你返火星啦，地球好危險架！」

「衰人！衰人！衰人……」阿穎邊講邊拍打我。

突然間，一種好熟悉嘅感覺浮現係我腦海入面…

「衰人！成日蝦我！」每次同阿靜玩完之後，佢實會搶咗個受害者嘅角色嚟做。

「邊有蝦你啫！明明就係你蝦我！」而我係俾人咬完，「吱」完仲要做埋罪人。

阿靜…我…突然好想俾你咬返啖……

「喂喂？」

我回神望向阿穎，苦笑咗下：「我諗起，以前阿靜都好鍾意叫我做衰人。」

「er…sorry…」



「傻啦，啊，不如去食嘢啦~」

「好呀。」

不過對又一城稍為有啲認知嘅人應該都知道除咗個food court
之外，其實係冇嘢好食（實情係都唔見得個foodcourt有嘢好食）。

係食緊飯嘅時候，我收到阿kate一條令我哭笑不得嘅sms：「喂，你聽日生日，我特登請咗假陪你興
祝呀，你冇約人架可？」

我望一望個日曆，之後伏咗係枱到鳩笑咗好耐，直到阿穎差啲call青山我先收斂下。

阿穎：「做咩無啦啦笑到咁？」

我將條sms俾咗阿穎睇。

阿穎一臉驚訝咁問：「原來你聽日生日呀？」

阿穎講完我又繼續笑…

阿穎：「做咩啫，有人陪你過生日咋麻，洗唔洗笑成咁？」

「問題係…佢記錯咗我生日呢……」一邊講，我繼續一邊笑到收唔到聲。

「吓？！」

「係呀，大大話話都識咗咁多年，咁都記錯得，真係好過份囉！」我依然忍唔到笑…

「咁你幾多號生日架？」

「佢請早咗一日。」

「咁都唔係好過份啫！」

我大概笑咗半粒鐘，直到斷氣咁滯先肯收聲。

當我將記錯日子呢啲咁殘忍嘅事實sd咗俾阿kate之後，佢打咗俾我：

「你講笑咋？」

「唔係咧小姐，你真係柒咗！」

「哼，咁算囉，我消假返工囉！」

「年輕人，咁你又唔好咁衝動，你一番美意，邊捨得咁對你~」



為免唔會冷落我面前嗰位小妹妹，只好忍痛收線。

阿穎：「咁你生日點慶祝架？」

仆街啦…我十幾年嚟嘅生日，除咗上年叫特別啲，俾人強吻之外，真係冇興祝過喎…

「冇興祝過！生日呢啲嘢，有幾咁特別啫，個地球又唔會因為我而轉慢啲，個世界又唔會圍住我而轉
，一起身都係嗰個太陽，嗰個天，有乜好興祝！」我用咗0.8346秒去度咗個咁冠冕堂皇嘅理由去掩
飾冇人陪我過生日呢啲咁悲哀嘅過去。

「咁今年咪有得興祝下囉~」

我又俾阿穎嘅單純天真秒殺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