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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日）

我輕輕地將她嘴唇黏著的長髮撥開，然後柔聲笑說：「你喜歡吃頭髮嗎，怎樣老是見到你頭髮跑到嘴
 角上了。」

 女孩腼婰地回應：「沒有啊，都怪這裡風太大把我頭髮都吹亂了。」

我們自高中認識，是同班同學，班上男生都公認她是全班最美排名第二。基本上，班主任每一個學期
就會更換座位表一次，但是三年來我跟她竟然能夠連續有三個學期都坐在一起，我經常逗她笑，跟她
聊些有的沒的，她喜歡畫畫，我們還會用鉛芯筆在書桌上畫畫，記得有次我倆合作畫了一座城堡，我

 說住在裡面的是我們兩人。

這三年，我跟女孩感情十分要好，頭兩年考試期間我們經常約在自修室溫習，但如果沒有兩連座位，
便寧可到海傍公園找椅子並排坐。可是，高中最後一年她入選排球校隊後，與一位比我們大一年的排
球隊隊長在練球時日久生情，更成為了別人的女朋友，班上更有傳聞在那年平安夜就奉獻了她的第一

 次給他。

故事就是這樣開始，自她拍拖以來，我跟她單獨相處的時間自然大幅減少，不過有時候還是有機會的
 ，譬如說她跟男朋友耍性子時，便會找我聊些有的沒的。

而這次獨處的原因，是因為考完公開試後，女孩斷然獨自跑到歐洲遊玩兩個星期，結果玩了一個月才
回來，今天正是她回港的日子，她男朋友卻突有急事來不及接機，但女孩帶回來的行李實在太重，她
在機場打給我問我求救，我立刻就答應了，所以現在我們二人身處地鐵車廂裡，而每當列車加速時總

 會有陣涼風從通風口吹進來。

突然又一陣風吹過來，女孩的秀髮又再揚起，不過這次頭髮卻沒有黏在她粉紅晶透的嘴唇上，我心裡
不禁暗忖可惜，失去了另一次機會跟她身體接觸，正當我沉思如何製造下一次接觸時，忽見到女孩澄
大眼睛望著我，問道：「你在想甚麼這麼入神？」

 我還沒有回過神來，她續說:「我還沒跟你說完那天在荷蘭一座公園遇到的趣事啊！之後我見到好多
鴿子在草地上，於是很興奮的衝過去看，結果把鴿子全都嚇飛了，旁邊只剩一個老伯伯呆看著已經飛

 遠的鴿子，原來他在餵鴿子們，然後我看到老伯伯眼神好像閃過一絲怒意，我立即拔腿便逃......」

我耳朵雖然接收著她說歐洲的趣事，但眼睛其實是目不轉睛凝視著她嘴唇，看到她在說話時嘴巴一直
 在跳動，不知為何就是覺得格外好看，竟然情不自禁地身體微微向她湊前想親她一下。

女孩見狀隨即喝道：「哼哼！就說你根本沒在留心聽我講話！」不過女孩並非認真喝罵，而是帶著一
點點撒嬌的語氣。我急忙解釋：「冤枉啦，我是怕你又被頭髮纏在嘴角上，等會兒說話時就真的吃掉
自己的頭髮。」女孩笑說：「哪有這麼誇張啊！」

正當此時，我想到這位置風大，怕她著涼，正想問她怕不怕冷，要不換個位置，就聽到她手機鈴聲在
 響，來電畫面是一位俊俏男孩的照片，她男朋友找她了。

只聽到女孩隔著電話壓低聲線輕柔地說：「你現在在哪啊？」「有沒有想念我啊？」「我有好多話要
跟你說呢，今晚你一定要陪我。」聽著女孩不斷嬌嗲她男友，我不經意地轉個身去，試圖找些東西轉
移自己焦點，便抬頭想看看列車駛到哪兒，猛然發現還有兩個站便到女孩家的車站了，回想起小時候



 跟家人去旅行回來時，總覺得這程地鐵要坐很久，怎樣為何今次好像頃刻便到。

女孩最後對著電話說：「我落車啦，你要站好等我唷，不准跑掉。」就這樣掛了電話，跟我說她男朋
友正在車站等她。列車閘門打開之際，我們一前一後步出車廂，她好像刻意地保持距離，不消一會，
就看見一個熟悉的男孩站在遠方，正滑著手機。

女孩一見到男朋友，飛奔似的直衝撲向男朋友討抱。我從後看著她奔跑時的姿態，才留意到她上身是
一件黑色貼身長袖衫，外面再搭一條吊帶格紋連身短裙，而且大腿位置有一個小開叉，配襯著一對米
白色綁帶涼鞋，一雙白皙長腿的背影在我眼前表露無遺，只覺得她好像比起高中時更懂得打扮，看得

 我有點入神，沒來得及跟她男朋友打個招呼。

「謝謝你接她機。」她男朋友跟我道謝。「剛好我有空嘛。」我說完之後，即留意到女孩已經依偎在
男朋友身旁，而一隻粗實手臀纏綿著她的幼小蠻腰，兩人含情密密地對望了一下。

「今晚吃甚麼，我在歐洲學會了煮很多東西呢，你一定要留晚點。」女孩嚷著她男朋友，就像急不及
待回家過二人世界，畢竟他們也有一個月沒見面了。「謝謝你來接我，再見了。」接著女孩向我揮揮
手，她男朋友也向我點了頭，便提著行李轉身離開了，他倆走到一個轉角位時，只見女孩驀然回首向
我扮個鬼面，然後便雙雙離開了我視線。

明明我跟她一起相處這三年，我也一直當她是好朋友，怎地這躺旅行回來後，從接機，地鐵裡，再目
送她男朋友接走她時，內心好像有股莫名的悶氣在迴盪著。
 



第一天（夜）

送別女孩後，我坐地鐵回家路上都在反覆問自己，明明以前中學時期看著他們在纏綿，親嘴和擁抱也
沒覺得甚麼，為甚麼今天看到她被人攬腰的時候會有一點點失落的感覺。想著想著，又覺得她是我的
好朋友，怎麼可以這樣胡思亂想，但突然腦海又泛起女孩跑向男朋友時的身影，她所穿的連身短裙，
根本難掩她臀部的曲線，莫講話那對雪白的長腿，然後再回想到她長髮黏在嘴角的模樣，說甚麼也難
以將這些畫面拋諸腦後。

離開地鐵站步行回家時，我又在想，他男朋友這麼久沒見女孩，今晚肯定會將她強抱在床上，一手扯
掉她白天穿的吊帶連身短裙，再伸手沿著她大脾內側向上遊走，通往腿間深處最隱秘的地帶，也不知
道她喜歡粗暴的，還是溫柔的被撫摸著，說不定她也應該餓久了，又當著我面前對著男孩說叫他留晚
一點，說不定一回家就立即主動獻身了。想到這裡，猛然覺得自己怎樣一直對她有性幻想，便竭力不
再多想。

回到家已經天黑，簡單煮個肉醬意粉就吃，再看到雪櫃有盒快過期的牛奶拿來就喝，然後滑了一回手
機就想不如找套電影打發時間。雖說現在科技發達，網絡上有成千上萬的電影供我選擇，但霎時間要
選一套我想看的，又一時拿不定注意，隱隱約約總希望找到一套女主角跟女孩一樣美的電影來看，卻
談何容易。

不知過了多久，手機突然傳來一道訊息，竟然是女孩傳來一張照片。甫一打開照片，只見兩碟並排放
好的忌廉蘑菇意粉，麵條上還鋪了一層煙肉和蔥花，即想到這是她今晚親自下煮的成品，又覺得兩碟
意粉裝飾地別出心裁，應該放了很多心思。腦海卻突然轉個邪念，她喜歡吃忌廉汁意粉，想必她男朋
友也知道這點，會不會今晚乘機......

雖然知道女孩並非第一次下廚，但我從來都沒有收過她下廚的照片，料想到她今晚定然是心情很好，
又或者是想給我知道她廚藝真的進步了不少，於是我讚了她一下：「隔著手機屏幕也聞到很香，可惜
我沒得吃。」不知道怎地我內心硬是想加這一句「可怕我沒得吃。」是在吃醋嗎？

隔了一陣，手機也沒有再響，難道我嚇到她嗎？唉，不管怎樣，短訊傳了出去就沒辦法收回，就隨便
找了一套電影看，是王家衛執導的《阿飛正傳》，就覺得戲中的張曼玉那清純的模樣跟女孩有點神似
，又很羨慕張國榮的浪子性格以及花言花語的技巧，一擊即中的虜獲女主角的心，如果我有他一半功
力，不知道又能否像張國榮挑逗張曼玉這般，把她芳心騙過來。

胡思亂想了一會，總覺得自己越來越離譜，怎地今日一整天在對女孩有非份之想，而且又有點後悔剛
才那句多餘的「可惜我沒得吃」，只是想刪除又沒辦法。

電影播完後，是時候準備去洗澡睡覺，忽然看到手機彈出一條未讀訊息。

「誰叫你沒問我～」是女孩傳過來。

「啊，我忘記了我買了一份手信送給你的。」僅接著上一條訊息。

她這樣是在邀請我品嘗她親手煮的菜嗎，我還來不及反應，她又再傳來訊息：「明天我們到中學老地
方吃飯好嗎？你一定要來喔，手信帶給你，下午十二點等～」

等了兩小時她沒覆我訊息，還以為她生了我氣，但是女孩接二連三的訊息經已把我的疑慮通通除掉，



我想立刻覆他，但當想到這樣好像會給她知道我很著緊，就沒有張國榮了的放蕩不羈，於是便決定還
是洗完澡再覆她。

「好吧！明天見。」梳洗完後，還沒吹乾頭我就拿起手機覆她。

「好耶～明天見～晚安～」怎知道剛放下電話，她已經秒覆我，還附帶三條蛇仔標點符號，這代表她
 很期待嗎？



第二天（日）

平時習慣遲到的我，今天竟然早了十分鐘到，我家與以前讀書的中學相距一個地鐵車站，而女孩跟她
男朋友則是住在中學附近的私人屋苑，兩人算是鄰居，而那個老地方是我跟女孩以前午飯時經常去的
舊式茶餐廳。為甚麼這間老茶餐龐會成為我們的老地方？因為這裡有她最愛吃的忌廉蘑菇意粉。

早到的我看見茶餐廳門前約有幾個人在等位，心想今天怎地星期日也這麼好生意，不過沒差吧，反正
我早到十分鐘，等一會兒應該就有位子。這時候我望著斜對面的幼稚園，那個方向正是女孩住的屋苑
。

不消半刻，在幼稚園旁路上，有一位秀色迷人的女孩子進入我的視線範圍內，若不是昨天一直暇想著
的女孩又會是誰呢？她今天換了白色圓領短袖TEE恤，配搭一條牛仔熱褲，綁帶涼鞋仍是昨天所穿的
那雙，斜揹著一個黑色皮製手提包，還有她高中時最愛紥的雙馬尾。她那對玉皙的長腿在陽光照耀之
下比起昨天更顯白滑，而且在牛仔熱褲和綁帶涼鞋的完美配搭下，完全突顯出美腿修長的形態，再加
上她愛打排球的緣故，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窈窕的身段以及全身曲線比例近乎無可挑剔，唯一可以
挑剔的，就是如果胸部發育得更好，就接近完美了。

我發現自己根本無法控制眼球離開女孩的雙腿，當她看到我時便向著我這邊加快步速過來，我也隱約
看到她胸前的那對小籠包在衣服內微微顫動，直至她停在我面前，我才刻意到把目光轉移到她可愛的
臉蛋，但已經生硬得不知道講甚麼開場白好，便隨便跟她打個招呼：「早晨。」女孩輕輕捶了我胸口
一下，天真爛漫地說。「早甚麼啦，太陽伯伯都跑到頭頂上啦。」說罷隨即一個小跳步躍在我面前，
我們彼此之間的距離又再近了一點，甚至能夠聞到她身體所散發的香氣，問道：「你有發現我今天有
甚麼不同嗎？」

「唔...今天比起昨天老了一天。」天啊，我知道塵世間有多少男人栽倒在這條世紀難題上，而我一時
半刻又看不出她有甚麼不同，所以只好先故意逗她一下，拖延時間。

「BEE
BEE，錯啊，我每天都這樣年輕貌美，再估啊～」女孩又再輕輕的捶我，這下比剛才見面時的那下溫
柔了一點。

「啊...我知道了，你今天比起昨天更美。」我很享受被女孩輕捶的感覺，所以隨口說了一個逗她的答
案，希望她又再輕輕捶我一下。

「又錯啊，不過我喜歡這個答案。」果然她又再捶我一下，力道又再比剛才第二下輕，倒像是伸拳觸
碰我似的，而不是捶過來。「你再估。」女孩看著我笑說。

這時候我跟她四目交投，心跳突然加速，被她秀麗的五官、可愛的臉蛋吸引住，又覺得她臉蛋跟她雙
腿一樣白裡透紅，竟然衝口而出地說：「為甚麼你去歐洲旅行一個月，皮膚仍然可以這麼白？」女孩
頓時漲紅了面，避開了我的眼神，我也知道自己失言，正想道歉，此時見她尷尬地雙手撥弄著她的辮
子，靈光一觸之下立刻注意到了，我即壓低聲線說：「我一早知道了，你今天化了眼妝，而且換了唇
膏的顏色，很好看，跟你很襯。」

只見女孩嘟起了嘴，臉蛋比適才更顯紅潤，在陽光下照耀下更顯迷人，我差點忍不住想親她一下，又
想到她說要送我一份手信，我便問道：「你買了甚麼手信給我？」我聲線也不自覺地變得溫柔，跟平
時與她聊天的截然不同。「你別心急，等等再告訴你。」女孩在賣關子，這次我就真的絞盡腦汁都想



不到了。

這時女孩又再問我：「那為甚麼你這麼早到？」我霎時間竟被她問得啞口無言，生怕被她發現我早到
是因為內心想早一點見到她，於是我只好反問她同樣問題：「那你又為甚麼這麼早到？」畢竟我沒有
張國榮的俊俏，又沒有他戲中飾演阿飛的口才，更何況她已經有男朋友，這些機會又怎會是我的，只
怕弄巧成拙，我只好收斂一下，只聽到茶餐廳老闆娘在叫號，有位子了。

原來她男朋友昨晚才將舉家移民英國的事情告訴她在吃飯閒聊之間， ，而且比原定計劃更提早一個月
，即是數天後就要離開香港。她男朋友舉家移民，是否代表女孩與他之間的情侶關係也會告一段落嗎
？

我再仔細觀察女孩的眼神，也發現其實她面容偶爾也會閃過一絲失落，她應該是很傷心的吧，只是在
 壓抑著？



第二天（夜）

吃過午飯後，我們回到母校，繞著外圍走了不知多少個圈，她一直跟我分享歐洲旅行的經過，再沒提
她男朋友的事，她的聲線和語調甚是動聽，我越聽越覺得舒服。直至我們閒逛到附近的遊樂場，我知
道那是女孩最喜歡的地方之一，她才突然轉過話題說：那時候她喜歡蕩韆鞦，而她男朋友又愛後面伸
手把她推得更高，雖然起初覺得凌空的感覺很害怕，但每次她男朋友的力度都拿捏得剛好，讓她感到
有滿滿的安全感，慢慢習慣了便覺得刺激好玩。

我這時候在想，蕩韆鞦這個遊戲，根本就是男女之間身體接觸的好機會，她男朋友肯定乘機扶摸著她
的纖腰，要麼再向摸上的話，就可以輕易觸碰女孩的乳房。

此時女孩跑到韆鞦上準備使勁搖晃，不過我沒有像她男朋友的走到她後面幫忙推，而她只是輕輕的搖
晃著，想必在懷念以前的甜密時光吧。我抬頭望向天，過了半刻，只見斜陽漸落，天空泛起一片淡薄
霞紅，但覺夕陽暫然短暫，卻教人迷醉，好像跟女孩單獨相處的時光似箭，但卻教人快活。又想到女
孩整天總是記掛著她男朋友，內心又變得酸溜溜的。

「你肚餓嗎？要不要找點東西吃？」我也難免受到這個情景所影響，連找些話題逗她笑的能力也被封
印住，但我也在想，只要她願意的話，我便一直陪伴著她。

「嗯，有點點肚餓。」女孩說：「不知道學校附近的宵夜小販檔還在嗎？」。那些宵夜小販檔是我們
以前考試前溫習後經過光顧的，特別在冬天時候醫肚子簡直是一流的。

「自從考完試之後我都沒再來這邊了，不如一起去找找看。」我說罷後，便動身回到學校附近，期盼
能夠從遠處便看到那堆熟悉的小販檔照明紅燈，結果真的給我們遇到了，隨之而來更是陣陣噗鼻的蠔
餅香味，那是女孩最喜歡吃的。她興奮得拉著我手臂跑到小販檔前，炒烏冬、車仔麵、糯米飯的小販
檔由左至右整齊排列，我倆即被四圍所散發的蒸氣重重包圍著。

「好香啊～」女孩已經目不轉睛地盯著她的最愛—蠔餅檔，我平時喜歡吃炒烏冬的，但今晚卻不願
意離開她半秒，那怕只是短暫分開點自己想要的食物也不願意。

「我怕我一個人吃不完一份，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分享？」女孩輕輕的扯我衣袖在問我，如此正中我
懷。

「我怕我會我把你的都吃掉。」我說。

「我就知道你不捨得我變胖的。」女孩笑說。

「你身材這麼好，其他女人一早羨慕死了。」我說著說著，開始拾回狀態，又忍不住想挑逗她一下。

「你怎知道啊，難道你一直在偷看我。」女孩說完後，我看到她臉蛋又漲紅了，不知道是因為附近蒸
氣多還是溫度熱，或是其他原因。

我們只點了一塊蠔餅，離開這個熱烘烘的範圍，邊走邊吃，我讓她先吃，第一口她不慎給燙到嘴唇，
到我吃完之後，我輕輕吹涼一下才遞給她，就這樣你一口我一口的。

「最後那一口要留給我啊。」女孩說。我刻意只咬一小缺，留給她的最後一口要份量充足，能滿足到



她的。

這次是我第一次跟她分享同一份食物，也是第一次知道她喜歡吃最後一口的，只是當想到她以前一定
經常跟她男朋友這樣你來我往，甜蜜及酸澀的滋味同時間湧在心頭。

正當此時忽然聽到她突然「啊！」的一聲慘叫，「好痛！」女孩神情甚是痛苦，「好像有東西插了進
來…」她伸手提起右腿，翻起鞋底來看。

原來一根鐵釘穿過她的綁帶涼鞋，直插進她右腿腳底，涼鞋已是血跡斑斑的，她眼睛水汪汪忍住眼淚
，明顯是痛得很厲害，我連忙扶她到旁邊的花槽坐著，看這情況像是挺嚴重的，在昏黃的街燈底下，
也不好確認她被鐵釘插進多深，看來是不太可能再站起來，更莫講話走路了。

危急之際，我猛然想起以前化學老師教過，被鐵器所傷後果可大可小，如果不幸患上破傷風症，嚴重
的需要截肢。當想到這裡時，我心越覺害怕，我真的不敢想像女孩截肢的慘狀，於是當下不加思索，
直接把她公主抱起，向著最近的醫院飛奔過去。

女孩被我這樣一抱有點驚愕，我連忙跟她說：「要快點進醫院，要是得了破傷風便太遲。」我不敢多
想破傷風的後遺症，頓時感到全身充滿氣力，不能夠容許自己雙腿有半點怠慢。幸好附近最近的醫院
只離這裡約三四個街口，雖然跑了一回兒漸覺雙手乏力，但說甚麼也不敢鬆手。

跑到半路，我察覺到方才由於抱她的動作過於衝動，原來右手手掌正貼在女孩的半側左胸，雖然隔著
衣物，還是能夠辨別得出她所穿戴的蕾絲胸圍。突然眼前的行人綠燈轉成紅燈，我連忙剎停腳步，情
急之下，右手力度掌握得不太準確，竟輕輕捏了她乳房一下，好柔軟啊。

我偷偷看了女孩反應，只見她目光斜上盯著我看，不作聲，我連忙避開她的眼神，但又情不自禁地再
偷看她，她仍然是盯著我，卻是柔情蜜意的眼神，好像沒有怪責我的放肆。

只覺得我已使出平生氣力，終於看到醫院大門，沿路來女孩不時低聲呻吟，因為是顛簸的路程弄得她
傷口在發痛吧。「快到了，撑著啊。」我忙道，一鼓作氣地闖進醫院大門，穿過一條走廊來到急症室
，向當值護士猛說：「請你救救她，她被鐵釘刺到，怕會有破傷風。」我對著櫃頭窗口接二連三地跟
護士說快救救她，護士也沒我辦法，即幫我們作簡單登記及領取籌號。

當我將她抱到附近的椅子坐時，才發現她右腿的鞋子連同那根鐵釘也不見了，女孩看到我錯愕的表情
，笑說：「剛才在路上弄掉了。」看到她赤裸的右腳，我覺得不好意思，跟她連忙道歉，又關心她傷
勢：「痛嗎？」女孩微笑回說：「沒那麼痛了。」但覺突然一陣體香噗鼻，原來是女孩挨在膊頭，輕
輕的跟我說：「謝謝你。」

此刻我跟她肌膚互相接觸，能夠感受得到她的體溫，忽然之間，只聽到她輕輕哼起歌來：

沉在愉快，時日越走越快
祈望可以，被你瞭解
讓我寄生，在你天空世界
我願意不走，也不出界。

當下這間候診室，仿彿只剩下我二人。



等不了多久，便輪到我們的籌號，我慢慢扶著女孩半拐半走的來到應診室，醫生先幫女孩檢查了一下
傷口，在消毒時女孩一直在抓緊我的手腕。應該很痛吧？我在旁連忙安慰。接著我問醫生：「醫生，
會有破傷風嗎？」醫生安慰說：「不用擔心，等下注射免疫球蛋白後，一般都沒事的，不過我還是建
議是留院一晚觀察，如果沒甚麼特別明天中午就可以出院啦。」

聽到醫生說沒有大礙，我才放鬆下來，但又聽到要留院一晚，我又感到很內疚。離開應診室後，簡單
辦理過入院手續，便見女孩躺在病床上被推進病房，我萬般不捨地凝望著她，臨別一刻，我向她說：

 「明天一早我會來探你的！」



第三天 （日）

天剛亮，鬧鐘便響，我不敢賴床，一下子就從床鋪中彈起來，簡單梳洗後立刻出門，首先想到的是要
 買早餐給女孩吃，因為我也不清楚醫院有沒有供應早餐，就算有，也一定很難吃。

星期一的早上路邊的食肆經已在招待著上班族，我跑到粥麵店買了一碗白粥，卻擔心味道太淡，又跑
到另一間熱狗店買了一份潛艇漢堡，最後經過馬路旁邊的報檔買了一支寶礦力。剛好營養、味道、水

 份一併俱全，可以出發到醫院了。

甫到醫院，我直接搭升降機到女孩的病房樓層，時候還早未到探訪時間，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除了
 偶然有護士經過之外，這個空間冷冰冰的，想到她一整晚待在這個環境一定很難受。

我每隔一陣子就伸手摸下白粥的發泡膠碗，試探一下溫度有沒有轉涼，翻覆幾次之後，我被告知可以
進去病房了。我提著女孩的早餐，跟著護士的指引來到女孩的病床前，她睡在病房的最角落位置，感

 覺保留了一點點的私人空間。

「你沒事吧，還有沒有在痛。」我望到她面容有點憔悴，昨天紥的雙馬尾已經放了下來，長髮篷鬆鬆
的披散在她肩膀上，像是剛睡醒的樣子。

「還有少許痛，不過下床走路也沒問題啦。」從她懶洋洋的聲線聽得出，雖然有點倦，但還是挺精神
 的。

「吃早餐囉，我買了白粥跟漢堡包。」邊說邊拆解食物盒，然後拿出一支寶礦力開蓋後遞到面前：「
 補充水份啊。」

 「你在賣廣告啊？」女孩溫柔地笑道。看到她會說笑，我也放心不少。

 「你自己的那份呢？」女孩指著枱面上的食物，也真的剛好每樣只有這麼一份。

 「啊！我完全忘了買自己的。」我抱著頭說。

「傻瓜，你坐上來，我們一起吃，我也吃不了這麼多。」她屁股向內側移進一格，示意我跟她一起坐
，我鞋子也未趕得及脫就爬上病床跟她並肩坐在一起。突然又覺得如果給醫生或姑娘見到甚是不雅，

 我又下床先把病房布廉全都拉好，才脫下鞋子陪她一起坐在床上。

我提著半匙滿的白粥，小心翼翼的遞到她嘴巴前。「你先吹一下，我怕燙。」女孩笑說。啊，我怎地
 這麼笨，忘記了應該先吹涼才餵女生吃。

接下來每一口我都落足心機地吹涼，這才遞給她吃，就算後來碗裡白粥不再燙了，我也是繼續這樣做
。「都涼了，你還吹！」女孩捏了我手臂一下，不怎痛，反而有股甜意，我說：「要給你嚐嚐我的口
水。」我故裝把口水吹到白粥上，她又再捏我一下，這下確實有點痛的，但是甜意比剛才那下重一點

 。

我也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枱面上的食物也差不多吃完了，我簡單收拾一下食具，順手將手機充電器
遞了給她，看到她手機接上電源後便隨即覆了幾句短訊，我不敢多看，害怕看到自己不情願見到的，
並祈盼著只有我一人知道她進院的事，要不然等一下她男朋友出現在面前，撞見我跟她如此親暱那怎



 麼辦。正當這時候，女孩從她的手提包拿出一本精裝的小畫簿，著我快點觀賞。

「昨晚我手機沒電，沒事幹，便想到不如畫畫消磨時間。」女孩柔聲說，我對她要獨自一人在醫院留
夜還是感到抱歉。「你看，這些都是我昨晚畫的。」她慢慢翻揭畫簿跟我逐頁介紹，全都是用鉛筆素
描繪成，有人像也有卡通人物，後面還有一些充滿異國色彩的風景。「這些是在歐洲畫的。」她向我
解釋說，我回想當年跟她在課室書枱上畫畫的片段，有時候隔天回來看到我們的作品被校工擦掉，挺

 可惜的，不過我倆又會馬上重新補上另一幅傑作。

此時，我偷偷看她一眼，發現跟她臉頰的距離從來沒有這麼近，她忽然興致的說：「喂～你不是問我
你的旅行手信嗎？」她把畫簿翻到最後一頁，含羞答答地遞給我：「你自己看。」便即雙手掩面，不

 敢直視那頁。

原來是一幅覆蓋全頁的寫生素描，一對穿著校服的男女坐在長椅上互相依偎著，男生用左手攬著女生
的纖腰，這對情侶是背靠著畫面的，前方則是一條鋪滿密密麻麻鎖頭的鐵橋，我認得出這是巴黎情人
橋，明顯是女孩在巴黎畫的。世界各地的愛侶均慕名以來將愛情鎖繫在情人橋上，寓意至死不渝的愛
。只是我不知道眼前這對男女是誰，但見圖中女生髮型正是女孩愛紥的雙馬尾，便認出她在畫自己，

 那麼抱著她的必定是她男朋友吧？我疑惑地轉望著女孩，看見她還在害羞避著我的視線。

我回首再次望著畫簿，這才留意到男生左手原來有一點黑痣，我再望一下自己左臂，我手臂上黑痣的
 位置跟畫中的男生竟剛好一模一樣的，陡然醒覺畫中的男主角，要不是我又會是誰。

女孩嬌聲的說：「我沒有真的買手信給你，但你不可以生氣的喔。」我看著她腼婰的樣子，就不自禁
地親吻她那粉紅色的唇瓣。只聽到她輕輕發出「嗯」的一下呻吟聲，沒有反抗，我也不再保留，左臂

 攬著她的嬌腰，這一刻兩人緊靠在一起，跟畫簿上的男女主角一樣。

 至於這粒黑痣，是在甚麼時候畫上的，又何必深究。



後記

我們在病床一直依偎著，互相摟抱著對方腰間，我跟她不時對望，卻又害羞得立刻轉移視線，過了良
久，情到濃時的一剎那，我手掌從她纖腰徐徐向上探索，剛感受到女孩嫩滑飽滿的乳房外緣時，卻被
旁邊的腳步聲所打斷，原來是護士在幫對面床的病人點午餐，暗叫怎樣護士姐姐來到這麼不合時候，
但見女孩也流露出失望的眼神，她連忙整理一下衣服，我拿起手機查看時間，才驚覺原來快到中午。
 

這時我醒起還有一件東西是要帶來給女孩的，「你看，你的鞋子我找到了，那你等會兒就不用赤足走
路啦。」我從紙袋裡拿出女孩昨晚甩掉的綁帶涼鞋，女孩驚訝地問：「你是怎樣找到的？」我有點得
意的說：「因為我喜歡你穿這雙鞋子，我捨不得所以就回到路上找它回來。哼哼，你要怎樣報答我呢
？」說罷，女孩即湊到我面前輕吻親了我，跟她柔軟唇瓣接觸的瞬間，只覺非常舒服，好像有種酥麻

 的電流閃過全身。

 「我要換衣服啦。」女孩輕聲說。

 「那我在外面等你？」我立刻跳下床，把她鞋子放妥在地上，準備讓出私人空間給她更衣。

女孩壓低聲線，在我耳朵旁邊細語：「不用，你閉上眼睛就好了。」我立刻來一個誇張的動作將雙手
 掩著眼睛，示意我已經閉好雙眼了。

「不准偷看喔。」女孩柔聲再說。我開始聽到衣物布料所發出的磨擦聲音，猜想女孩正把病人服脫掉
，再換上昨天的衣著，又聽到一下清脆的拉鍊聲，這是她穿上那條牛仔熱褲的聲音吧，但我說甚麼也

 不敢偷看，只是光聽聲音就有無窮暇想，然後就聽到女孩在耳邊輕說：「可以了。」

我雙手一挪開，首先是一雙光滑白腿映入眼廉，我忍不住從下以上打量著女孩纖軀的誘人曲線，還有
 她剛剛草草梳好的秀麗長髮，這款懶惰髮型，令我不禁想到女生在床上完事後的狀態。

 辦過出院手續後，她說還是有點累，我向她提出不如來我家坐坐，她爽快答應了。

醫院距離我家不遠，這幾天我家又只剩我一人。從她的嬌媚神態我可以看出來，這一刻我們二人在心
裡好像有個共識：暗忖剛才被護士打斷了情濃雅致，只想找一個隱蔽的地方，延續我們還沒完成的事

 情。

我拖著她小手來到我家門前，女孩彎下身子把鞋子脫掉，脫鞋時候長腿向後九十度角彎曲時的艷態，
讓整個畫面變得非常性感。只是她彎底身子時，肩膀上的手提包便快要掉下來，還好我反應敏捷馬上
幫她托著，好讓她方便脫鞋子。不知怎地，我總覺得她在刻意放慢脫鞋的動作，好像故意在誘惑著我
。鞋脫好後，我扶她起身，她抬頭時看到我在凝望著她，便開始嬌媚地撥弄著她的秀髮，像等待著我

 把她拉進屋裡。

這晚過後，當年班上的傳聞是真是假，我已經有了答案，但答案是甚麼不再重要，反正這時的我，早
 已經忘記她是別人的女友。

————————
全文完



敬請期待《殘酷暗戀物語（最終部曲）》
殘酷暗戀物語（二部曲）的完整版已於紙言及Penana同步上載，多謝大家支持。
連登討論區亦連載當中，歡迎留言及正評：lihkg.com/thread/3158130/page/1

https://lihkg.com/thread/3158130/pag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