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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會上的告白

簡介：一個毐L，一個女神，有可能在一起嗎？

作者悄悄話
這是小弟唯一的短篇，出過係紙言短篇
五年前仲細文筆唔好特就算啦哈哈
我係有少少心底話想講姐
想當年好多人睇完都屌鳩小弟呢個故事好假又唔合邏輯
成件事係現實世界嘅話根本就冇可能
我自己睇番都係咁覺得
但我咁樣寫都唔係無我自己嘅道理
我只係唔想將現實已經有嘅唔如意再放落故事度呈現出嚟
可能大家會話我係一個樂觀主義者
但我知道大家都有講唔出嘅苦係心底裡
當然包含我自己
我會諗如果連創作都係咁悲觀嘅話
咁又同現實有咩分別？
其實創作就好似避風港咁
所以我好感恩呢個世界存在著創作呢件事
總係會將我係失落入面拉返我出嚟
最後不論你覺得好睇又好唔好睇都好
最重要都係要係現實之中搵番自己
唔好覺得所有嘢都係冇可能
正如大家覺得毒撚池冇可能溝到女神咁
但其實冇乜嘢係會冇可能
如果連自己都認定係冇可能嘅話
咁就真係會步入死局

我叫李天池，今年F4。由細到大都係一個天才毐撚，打機勁，唔靚仔同時唔樣衰……

花名：毐撚池

今年九月，本來對生活沒有一絲期待的我，被她感化了……

九月一日

「大家坐低先！今年有個女轉校生會入我地班。」



我心諗：一定又係豬扒la屌……

隨後開門入來ge……

係女神。

大家歡呼……

「大家好，我叫陳雪盈，多多指教！」

成個班入面衹有我一個保持冷靜，因為我對追女失去左希望。

我feel到果位女神望住我……

「老師，唔知可唔可以坐係果位同學隔離？」佢指住我……

「可以。」老師傻眼……

我大概估到老師諗緊乜，應該係：點解會揀毒L

我毐ge程度連校長都好清楚，我好多online game都稱霸第一，上次有個鍾意玩game ge     阿sir
on99咁搵我挑機，佢輸到甩褲，從此唔敢搵我打……

我亦要強調，我係無課金玩家！

女神行到埋黎，一班狗公gup住我，殺氣好大……

我好耐未試過比咁多人gup住，因為我更本就係黑子老翻……冇存在感……

「你好，你知我叫咩名ga la，咁我阿盈就得la，你呢？」

「李天池，叫我毐撚池la。」



「唔得，叫阿池la！」佢好似好唔鍾意粗口……

「是但你la……」

「今後多多指教！」

「哦……」

我對佢冇乜興趣，我亦唔得閒理佢，我仲要諗吓今晚玩overwatch要點贏。

不過毐歸毐，我打機前都會溫書，上堂認真度高，以前份份成績表衹有A，永遠冇B，但有一個C，人
際關係與溝通能力……

我一生人衹求平安，打機，有工做，唔係想追女。

不過，阿盈改變左我ge心態……

由佢每日ge所作所爲睇到，佢係真正關心身邊ge所有人。

一個月之後，我開始對世界ge睇法改變，我開始識多d朋友，去多d街，對追女有初步ge念頭。

全部都因阿盈而起……

雖然我個毐撚look仲未洗脫，但眾人已經開始肯接納我。

原來……有朋友係一件開心ge事，我第一次感受到，多謝阿盈……

之後我開始打少左機，越黎越多朋友，出超多次街，同時保持成績。

我人生入面……第一次ge開心。



不過最近我覺得自己有d唔妥……

我唔知點解每次見到阿盈ge時候……我心跳會加速，又唔係好敢望佢……

呢個……就係所謂ge愛情……？

爲左確定自己ge心意，我做左d實驗。

多次實驗後，我發覺我真係鍾意左佢……

呢個時候，今日係一月二十日，而我正正有機會……

Ball……

我地學校二月二日搞ball，可能係一個珍貴刷好感ge機會。

於是今日放學我就返屋企沉思。

我家姐見到我on99咁坐係到，於是過黎問……

「男人最多煩兩樣ga姐，一係錢，一係女，你煩邊樣？」

「女啊家姐，我想約佢去ball，但唔知點做！」

「你條低b，咁都要諗，女一定要去追la，係男人ge就咪撚驚la，見到佢就約！」

「等我出去散步消化下先……」

我去左附近ge沙灘。

我企左係舊大石上面四十五分鐘，感受住週邊向我吹過黎ge海風。



每當我有煩惱既時候，我就會去海邊吹風，好寧靜咁諗野。

可能你覺得：食西北風，on9架！

呢個我style，改唔到。

「二月二號，比我同你跳舞，好冇？」

唔掂，搞到我好痴情……

「嗱，我買左飛，舞伴又放我飛機，我請你去，你執到la?」

太寸，佢會唔鍾意……

「二月二ball約定你！」

太求其……

唉……我又唔識跳舞，又唔係好靚仔，仲要有毐撚黑歷史，憑咩約佢去ball……

相反，阿盈唱歌又好聽，跳舞又勁，畫畫又叻，成身上下散發住女神氣質，我應該都係配唔上佢ga
la……

其實搞咁多，都衹係想同佢講一句「我鐘意你」姐……

究竟，我應該要點做……

我唔想比人飛，但想追到佢……

我再諗起家姐講ge野……



你條低b，咁都要諗，女一定要去追la，係男人ge就咪撚驚la，見到佢就約！

正所謂船到橋頭自然直，見步行步la，今次頂硬上la。

我化身保特鳩衝返屋企。

「家姐！」我大叫。

「乜？」

「我決定左二月二追女，教我跳舞la！」

「既然細佬要溝女，就可憐下你la！」

「多謝！」

一月二十一日……

「早晨阿池。」阿盈照樣同平時一樣打招呼。

「早晨阿盈……係la，最近學校咪搞ball ge，我有兩張飛，唔知你可唔可以做我舞伴？」

「嗯……好la。」

第一步成功。

第二步:練跳舞！

「屌你唔好再廢d，又踩腳，痛ga。」

你冇聽錯，我上緊一堂係咁比人屌ge跳舞堂。



「屌你又踩！」

我練基本野練左足足兩日……

手腳協調度較低，成個課程我用左九日，人地用六日，我真係廢，不過都堅持到。

之後我一直都繼續練……

終於到2月2日……

今日唔使返學，六點ball正式開始。

我約左佢五點學校門口等。

四點在家中。

「你唔好撚郁，set埋頭就ok。」

「唔該家姐，我以前對你不理不睬，你都對我咁好，我有d內疚……」

「唔使……第一，我係你家姐a
ma，唔嬲……第二，既然有女仔改變到你呢條毐撚，果個一定係一個好女仔。家姐撐你！」

「多謝……」我開始流眼淚，好感動……

「男人老狗咪撚哭la，唔靚仔la。」

「知道……」

set完頭，收拾好心情後。



Game Start

人生第一次的告白，準備好了……

我四點五十分就到左，我ge宗旨係早到好過遲到。

等左十五分鐘，睇黎冇白等……

「好……靚……」我不經意地感嘆……

一條紅色ge連身裙，一個精美ge髮型，一個自然ge妝……

一個字：perfect 

「阿池，唔知係唔係我錯覺呢，你今日靚仔過平時好多……」

「多謝……你都好靚女……」

「入去未？」

「入去la。」

我地二人一起入去，好多人感嘆……

「喂，毐撚池點執到個look咁靚仔。」

哼，收皮la你，我家姐咁撚勁，唔靚仔d點對得住佢。

「拖住我女神……」

「竟然黎ball。」



睇黎低form ge人仲唔知我已經改變左……

冇見識……

「阿盈，請坐。」我請佢坐，唔使佢企。

「唔該……」

我地一直傾計，終於……

「今年度ge ball正式開始！」MC大叫……

成個場ge人都好歡樂，包括我同阿盈。

「May I?」我伸手。

「Sure。」

我地一齊共舞，跳得好順暢。

「你跳舞都幾勁wor……」佢好驚訝……

「家姐教我ge……」

「你有家姐ga？」

「係ah。」

之後我地有個真心話遊戲，被最多人投票ge人要上台講自己最想講ge野出來。

「投票結果！第一名係陳雪盈……ge舞伴李天池！」



大家拍手。

呢個時候，我諗緊表唔表白，我一表白就會成校都知。

我上台後說「大家好，我係李天池，以前係一個死毐男，相信大家都好清楚，但……」

之後靜曬，我講唔出野……

我一直回想同阿盈ge回憶，唔知點好……

突然……

你條低b，咁都要諗，女一定要去追la，係男人ge就咪撚驚la，見到佢就約！

心入面又彈左呢句出黎。

家姐，多謝你……

我知道自己已經冇野好勁，世界上有唔會被飛ge男人咩？

不如我自己試下好過。

「但陳雪盈改變左我，令我對世界ge認知，對朋友ge睇法，對生活ge態度，一一改變，我真係好多
謝佢。」

大家再次拍手。

「雖然，我唔知你係點睇我……」我呼吸後……

「但係，陳雪盈！我愛你！」



「接受佢la。」大家都支持我……

阿盈慢慢行上黎，攬住我……

「我都鍾意你，由我第一日識你ge時候，就知你係好人，其實我鍾意你好耐，衹係唔敢講……」

「傻ge，我講左就得la。」

「嘴佢！嘴佢！」

佢嘴左落我到……

「我first kiss比左你，以後要對我好d啊！」

「梗係la。」

呢個……就係我曾經對佢冇興趣……ge初戀感覺？呢種感覺……好神奇……

表白之後，我地繼續其他ge環節。

講真，呢日可能係我成世過得最有意義ge其中一日，因為我做左一件別具意義ge事，並因此開始初
戀……而唔係稱霸online世界。

我終於從毐撚入面畢左業……

我第一次完完全全走出毐撚世界。

Ball係一個鐘之後完左。

爲左盡男朋友ge責任，送佢返屋企。



途中，我地傾左好多野，大家ge往事，心底話，通通都有。

「其實我唔鍾意引人注目，我衹係想平常d……」

「辛苦你la……」

「不過唯獨你，唔會成日gup住我，又對我好，慢慢就鍾意左你……」

「係咩……？」

「梗係！」

「多謝，不過其實你都影響左我好多，係你，令我走出毐L世界，如果冇你……我應該仲打緊機……」

「自從我識左你，我成個人開心曬，而開始憧憬戀愛，不知不覺咁愛上你……多謝你。」

唔經唔覺，已經到左佢屋企……

「拜拜，星期一見。」

「拜拜。」

我再返自己屋企，即刻同家姐分享威水事蹟。

「我早知你得la，果然係我細佬。」

「點早知咁勁啊……」

「睇ig。」

我同阿盈kiss被偷拍……



擺左係家姐個ig到……

「家姐，你點得到ga...」

「我大把線人la，你老豆老母都知wor……」

「下……shit……」

「阿仔，你終於溝到女la，我地爲你驕傲……」

「咪玩la。」

就係咁，吵左成睌……

星期一……

「早晨阿池。」熟悉的聲音……

「早晨阿盈。」

我地ge故事，將會繼續落去。

我相信我可以照顧佢。

呢個，就係我，毐撚池ge初戀……

完



朋友身份

我們是萬中無一的最好朋友。

「唔洗咁客氣啦，friend呀嘛！」

這一句話，可以算是代表你認同我的溫馨話語，也卻是你把我判刑的證據。

「一齊放學啦，曉童。」

她是紀曉童，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從中三開始便認識她，記得當時是開學，於是老師說要調位，才巧合地把我們的座位偏在一起的。

我是因為成績有所進步才會轉到這個有她的班房。

周遭的環境對於我而言非常陌生。

「你好呀，我叫做紀曉童呀，你呢？」

這位友善的女同學是第一位向我打招呼的人。

「我係黃子禮。」

「咁我係咪應該叫你王子呢？」她變笑邊說。

當時我直覺她是一個怪人，而事實上也沒錯。

雖然我們的性格可說是南轅北轍，但卻意外地投契，很快我們就變得熟絡了。

我們甚至會因為經常在堂上聊天而被責罵，但我們都不當這是一回事。

這是我們相識的第一年。

很幸運地，我們的選修科都是一樣，成績也不相伯仲，很自然地高中也被分到同一班。

「王子你咩班呀？」她問我。

「我B班呀，你呢？」

「我A班喎，睇嚟我哋冇得再一齊上堂lu...」

當初我聽到這個消息時，內心忍忍作痛，但我不清楚這是什麼感覺。

是因為要與好朋友分別嗎？



我流露出了一個悲傷的表情。

「我講下笑咋嘛，我B班呀，使唔使咁唔開心呀？你知我中意講笑架啦。」

「屌你，又玩我！」

雖然被騙使我不爽，但我卻莫名其妙地感到安心。

我認真地看一看她的笑臉，原來一年過去了...

她的樣貌也產生了改變，雖不能稱作傾國傾城，但那水汪汪的眼睛，加上精緻的五觀，已經足以使我
如掉進深淵般，看得非常入迷。

「你仲企係度做乜呀，要上堂啦，行啦。」

她拉著我的手在走廊上奔跑。

我默默地看著我們的手，究竟對你而言，我是你什麼人呢？

我喜歡你嗎？我自己也不清楚，但這種心跳加速的感覺使我感到疑惑...

「唔好跑咁快啦博鬧咩！？」我笑著說。

「怕咩呀，都比人鬧咗成年啦。」

我們的日常就是如此無腦，簡樸卻很快樂。

不幸地，我們今年不能再一起坐，但也無阻我們在課餘時間大吵大鬧。

「長時間並無大突破
差了什麼 一拖再拖」

「你係咪同王子拍緊拖呀？」有一位同學問曉童。

「唔係呀，點解咁問呀？」

「我見你地日日形影不離，十足十糖黐豆咁嘛。」

「唔好諗咁多啦，你答佢啦王子，我哋係咪拍緊拖呀？」

「有...冇呢？你話啦。」

「你真係識講笑呀哈哈。」曉童笑說。

我有一剎那真的想回答有，但我知道這不是事實。

難道你真的對我沒有意思嗎？



紀曉童...

就這樣，渾渾噩噩又過了半年，我與她的距離也更近了，但也只限於最好的友人。

「請問如何令你喜歡我
從來我並無動搖過」

我幾乎肯定自己是如何看待她的，但我依然不知道究竟我在她心中到底是什麼地位...

今天一切如常，沈重的學業依然正在蠶食我的校園生活。

在放學之前，我也是一如以往地與曉童在學校作樂，就這樣捱過了一星期的最後一日的上學日，準備
迎接美好的周末。

好不容易撐到回家，回家後當然二話不說地衝去洗澡。

洗澡有助舒緩壓力，洗滌心靈，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

至於洗澡過後的活動當然就是要躺在床上玩電話，這才是生活！

你有一則未讀訊息。

是曉童的訊息。

曉童：你可唔可以扮我男朋友呀？

......

這是什麼意思？

我打電話給她，經過一番解釋，我大致上瞭解事情的來龍去脈。

一位在C班名叫Bosco的人想追求曉童，但曉童並不喜歡他，但不知道如何拒絕，也不敢獨自面對，
於是便請求我的幫助。

曉童有難我當然不會坐視不理，畢竟她是我珍重的人。

Bosco約了她明天出去訴說自己嘅心聲，她則希望明天我會跟她一起去拒絕他。

雖然心有不甘，但也算是一個機會吧。

「換禮物 所有花都送過
感動一下有麼 孤獨再多」

即使是假裝，我現在也算是她的男朋友吧，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卻開心不起來。



我認為自己已經病入膏肓，再也不能喝止對你的愛意，但為什麼你卻不以為然...

你真的不知道嗎曉童？

我就是因為愛你，才會為了你豁出去呀...

竟然要假裝你的男朋友...

如此荒唐的事情，如果不是你的請求，我一定不會答應。

「無回報亦不錯」

我一直思考著這個問題，直到明天的到來。

～～～

「頂你又遲到，成日都係我等你！嬲架！」

曉童嘟起嘴，在我眼中，她生氣時也是非常可愛的，加上她忍不住笑的語氣，添加了一份稚氣。

「sor，不嬲遲開架啦，你又唔係第一日識我。」

「快啲行啦，佢到咗啦，而家係佢眼中唔係你遲而係我呀，我咁樣會冇晒形象架。」

「怕咩姐，冇形象就不嬲架啦，好啱你呀。」我笑道。

她輕輕地打了我一下，並說：「仲講埋晒啲風涼話，快啲行啦！」

我很清楚再反抗她的話她就會生氣，於是便不再說話，只是默默地跟著她的步伐走去找那個Bosco。

走了好一段路，終於離遠看到Bosco了。

「做咩停低？佢係前面喎。」我問。

「拖住我。」

「下？」

「你唔記得咩？今日你係嚟扮我男朋友呀嘛。」

「扮...呀。」

我掩飾不了自己失望的表情。

「乜我好失禮你咩？咁嘅樣嘅？你唔想可以講架嘛。」

你誤會了，我不是這個意思呀...



我主動牽起她的手。

「出發啦。」

我跟她很快便走到Bosco的面前。

「你約我女朋友出嚟做咩？」我裝作兇狠地問他。

「車，原來有仔嘅，冇嘢啦，係咁先。」

...

正一狗公黎。

「好勁呀你，咁快就嚇到佢走咗。」曉童讚我。

「係佢狗姐，唔關我事架。」

說真的，幸好她有找我陪她來，若她們單獨見面真的會很不妙...

「你咁幫得手，我請你食飯啦。」

「好呀。」

走到餐廳的過程中，我們都沒有鬆開對方的手，很自然地便走到了餐廳的門前。

「請問兩位係咪情侶？我哋餐廳而家promote緊個情侶優惠套餐...」

我心想：「有冇咁老土呀...？」

我和曉童對視了一下，然後她就回答了是。

「好啦，呢邊請。」

她剛剛說了是嗎？

是真心話嗎？

我真的很想知道。

「曉童。」我叫出了她的名字。

「咩事呀？」

「頭先你答佢果陣，你係點諗架？」



「有咩點諗啫，你唔係介意掛～」

「唔係呀，只係想...」我欲言又止。

「你想知咩呀？」

我真的很想知道！

至今為止，你究竟是如何看待我的。

「我想知係你心目中，我係一個點嘅存在。」我終於鼓起了勇氣開口。

「最好最好嘅朋友，萬中無一嘅朋友。」

「你...唔會介意啲人點睇我哋架咩？連啱啱嘅店員都話我哋係情侶喎。」

「唔會呀，有咩好介意姐，我地咁friend，俾人講下又唔會少咗忽肉嘅。」

「咁假如，假如今日同你表白嘅係我，你會點？」

我感受都自己的心跳已經得到前所未有的速度。

「我唔會拒絕你，都唔會接受你。」

「此話...何解？」

「因為我唔想同你因為咁而疏遠，但係我又冇想拍拖嘅心。」

「即係我都唔得？」

「冇話得唔得，但呢啲嘢冇得強求嘅。」

說罷，我沉默了。

此時，食物剛好送到我們的餐桌。

「諗咁多做咩呀，食嘢啦，都過咗去啦，慶祝今日嘅逃脫計劃大成功！」

「嗯...」

「無緣者姑息我或拒絕我
同情我變了你負荷」

所以終究都是不行嗎？

時間來到現在...



我們剛剛考完期末試。

「終於甩難啦！」我在班房大叫，以宣洩那無窮無盡的壓力。

「見你咁攰，請你飲我啲私伙嘢啦。」

我從曉童手中接過她親自炮製的檸檬茶。

「多謝...」

「唔洗咁客氣啦，friend呀嘛！」

又係呢句。

我很快便清空了她給我的那瓶檸檬茶，然後道：「一齊放學啦，曉童。」

我們在學校門外漫步而行。

「真係攰死我啦！」曉童大聲地說。

「係囉，又話自己冇溫書，扮晒嘢。」

「唔溫書都可以攰架嘛！」招牌式的無力拳打在我的身上。

一路上我們又在吵吵鬧鬧，已經是我們的日常了。

「係喎，我有啲嘢想同你商量呀。」

「咩事呀。」我問。

「朋友是 朋友吧
和你身份不進化」

「我呢，聽日諗住同樂仔表白呀。」

「下？」

「坐我隔離果個呀。」

為什麼...

「你又話...冇中意嘅人嘅...？」

「我都唔知呀，但感覺今次真係有feel啦，遇到啱嘅人咁，呢幾個月嘅相處令我感覺好舒服。」

終於，你要離開我了嗎...紀曉童...



「王子啊，我最信得過你先問你意見架咋，你覺得點？」

「幾好呀，中學係要拍下拖先青春架嘛...」

我不想再知道更多了。

「咁你呢，你有冇中意嘅人呀？」

別再問我了...

「你淨係識話我，你自己咁樣都冇青春啦～」

不要再說了...

「嚟啦，講嚟聽下啦～」

「收嗲啦！」

我忍不住大聲地罵她...

我悟住了自己的嘴巴，她的動作也靜止了。

「咁惡做咩喎...」

「對唔住！」

我不是想罵你的，真的不是...

對不起，曉童，我只是愛你啊...

我立即轉身，拔腿就跑，因為我知道現在的黃子禮面對不了她。

「喂，王子！你去邊呀！」

我沒有理會她的呼叫，一直跑一直跑，直至到足夠遠離她為止。

「點解，點解唔係我。」我在回家的路上不斷問自己。

回到家後，我沒有做任何事，包括我最愛的洗澡。

我躺在床上，擁抱著枕頭。

眼框中突然掉下了什麼東西，潮溼地劃過我的臉頰，是眼淚，不甘的眼淚。

淚水漸漸不受控，有如洪水般爆發出來，沾濕了我的枕頭...

「點解你揀佢唔揀我...點解...」



最終，我依然只是你的萬中無一的那個朋友嗎？

「也許這一世都這樣嗎」

朋友...朋友...只是朋友...嗎？

床邊的電話有訊息傳來，不用問也知道是她，但我真的沒有勇氣面對她...

剛才還這麼大聲罵她...

我連做朋友的資格，也沒有了...

這世上不會有這種如此任性的朋友...

就這樣，我把自己困在房間裡，直至到明天的早上...

「嘟嘟嘟...」隨著手機的鬧鐘響起，我也睡醒了。

我拿起手機，還是敵不過誘惑，看了她的訊息。

說不在意是假的。

是一則語音訊息。

曉童：「王子，你有冇事呀？尋日突然之間咁走咗，真係嚇親我啦。你唔使咁驚喎，我又唔會因為有
男朋友而疏遠你嘅，我地永遠都係好朋友嚟架嘛～我..冇咗你..唔得架...冇咗你，以後邊個係我上堂訓
著果陣叫我呀！邊個同我一齊係班房癲呀...仲有你...你話過要一直飲我沖嘅檸檬茶架嘛...係你講架衰
人！我唔想冇咗你呀...」

傻豬嚟嘅，呢啲嘢你第時有男朋友仲使乜我做呀...仲要喊到豬咁...

我咁樣搞喊自己鐘意嘅人，真係算什麼男人呀...

「如果你愛他 沒說話
我等你某天出嫁」

既然她如此重視我，我也總不能讓她感到失望吧...

我立即走到浴室洗澡和刷牙，整理好自己的儀容，準備去迎接她。

在校門前。

「早晨...曉童。」

「衰人，你做咩唔睇又唔覆我呀！」又是那記招牌拳擊。



「尋日好攰呀嘛，咪即刻跑返去訓覺囉。」

「係你尋日話一齊放學，然後又揼低我一個人！」

「我錯啦我錯啦好未，對唔住大佬。」

「哼！知就好啦！」

我們慢慢地步入學校。

「今日你係咪要表白啦...？」我問。

「係呀，諗住趁第一堂空堂去。」

「嗯，加油呀...」

最終，我和你的關係，只限於好朋友...

「然後我送上賀吻
親密無奈最多一剎那」

甘心嗎？當然不甘心呀...

不甘心得要死了。

可是感情這回事，就是如此。

既然當不成情侶，唯有以朋友的身份在她身邊吧...

「你放心啦，我地點都係一世朋友嚟架嘛，我唔會重色輕友嘅。」她舉起了自己的手指尾。

「一世朋友。」我也舉起手指尾，與她的手指未勾在一起，然後蓋上印章。

「祝你好運。」

「有王子保佑我，仲使驚？」她笑著說。

這樣就好了吧...

完了吧...如無意外...

很快便到了空堂的時候...

我呆呆地坐在圖書館的角落閉目養神，嘗試讓自己不去在意。

但那當然不可能。



這是我第一次覺得空堂很討厭...

「叮噹叮噹」隨著校鐘響起，終於完了...

「了無...牽掛嗎？」我望著窗口說。

我慢慢地走出圖書館，走回自己班房所屬的樓層。

忽然，有一個身影閃過我的身旁...

「曉...童？」

她跑下樓梯。

「曉童！」

我立即追在她的身後，一直跑到到2樓時才終於追上了她。

「你跑去邊呀！」我捉住了她的手。

她轉過身來看著我...

「你做咩喊呀...」

「唔好望住我啦，好醜呀...」

「唔望唔望...」

我們走到2樓走廊的角落。

「我失敗咗呀...佢話佢已經有中意嘅人，乜我真係咁差咩...」

「係佢有眼不識泰山姐，我地曉童不知幾好呀！」

「衰人，呢個時候仲係度笑我！」

是機會嗎？

我還有機會嗎？

「我冇笑你呀！」

我用我的雙手捉住她的臉龐，讓她正視我。

深呼吸...

「係我眼中，你就係最好嘅。無論周圍嘅人點講都好，我依然覺得你係最好嘅女仔！紀曉童，雖然你



成日做埋晒啲無聊嘢又鬼死咁暴力，但我都係好鍾意你！」

終於坦白了...

「下...？」

「你唔使答我，我知道呀，我地係萬中無一嘅好朋友呀嘛，你講過好多次啦。你知唔知我每次聽到都
覺得好矛盾呀！你知唔知用朋友嘅身份去愛一個人有幾辛苦呀？你唔知唔緊要，你唔答我都唔緊要，
我自己都知道咁樣講出嚟係無用嘅，亦都有可能影響我地日後嘅友誼，但我真係唔想見到你咁樣，對
自己無晒信心，呢個根本就唔係我識得嘅紀曉童！我而家唯一只係想你知道，即使全世界無人中意你
，我都會係你身邊，永遠支持你，因為我愛你。」

...

她沒有任何表示。

「你唔使諗咁多嘢架，好朋友呀嘛。」

我再次舉起了自己的手指尾。

「你有咩事，我都會撐住你！」

「嗯。」

她再次與我勾起手指尾。

「我哋係萬中無一嘅...？」我問。

「最好朋友。」

再次蓋上印章。

你不愛我也無所謂。

只要你讓我留在你身邊就足夠了。

我已經離不開你了，因為你已經獨佔了我的心窩...

所以我不會放棄你，紀曉童。

永遠都不會。

以後就讓我繼續在你身旁守護你吧...

我是你，紀曉童萬中無一的最好朋友，黃子禮。



地下情 I

「你幾時得閒呀？」

「呢排都忙呀，我得閒再同你講啦。」

「你已經忙咗兩個禮拜啦，仲未搞掂咩？」

「呢排上莊好多嘢搞嘛，遲啲請你食返餐好架啦！」

「你話架。」

「唔講住啦，陣間再打比你啦。」

「好，拜拜bb～」

「拜拜～」

如果愛是有限期的，我相信我和她可以突破限期。

她是我第一個女朋友，緣分彷彿就像追著我，一但點燃了愛火，終將冇辦法熄滅。

她雖然很奇怪，約會的時候總是喜歡與平時的裝扮不同，是說希望和我在一起的時候能夠變得比平時
特別。

這個理由其實挺好笑的，但我也認為很可愛。

我和她是透過一個大學迎新活動認識的，對於內向的我，她願意主動與我搭話，更加出乎意料的是我
們興趣相投，一拍即合。

很快我們就在一起了。

我們沒有公開，她說希望能夠低調處理，我亦表示尊重，畢竟這是我們的事，根本毋須讓太多人去知
道。

沒錯，只要我們幸福就夠了。

我一直都以為是這樣的。

直至到這件事發生...

「我有啲嘢想同你講。」我的大學宿舍室友說。

「唔係想宣布出櫃中意咗我掛，我唔會接受架喎，你知我幾愛我女朋友架啦。」

他面色一沉，搖頭表示：「我今日係好認真嘅。」



「咁係咩事？」

「係咁嘅，我見到你女朋友同第二個男仔出街喎。」

他是唯一一個知道我有女朋友的大學朋友，因為同房真的很難不暴露。

「唔好搞笑啦屌...」

「我係認真架。」

「你講乜撚嘢呀！」

我衝過去捉住了他。

「你睇下啦，雖然同平時個look唔同，但擺明就係佢，我呃你做咩。」

我接過他給我看的電話，顯示著一張照片。

是我的女朋友，和一個陌生的男人...

而且的確和平日的打扮很不同。

「點解佢哋會拖住...」

我在親眼目睹後，心臟彷彿要碎裂似的。

「我都話冇呃你啦，我係為你好咋，你同佢講清楚啦。」

我一語不發的坐著，不知道應該如何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