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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出櫃－－－－－

「曉峰，你過一過黎。」梓楠把曉峰叫到校園內的一角。
「我見你係我朋友，我先同你講。」
「下…你想講啲咩，懶係認真咁。」
「我係好認真。」梓楠再次強調。
「我係同志。」梓楠平靜地說出這四隻字。

當曉峰聽到之後，他未能及時回應，因為真的很突然。

「我唔知點解，可能我一出世就係咁，我亦都試過問我自己，點解我要做一名同志。但係有啲野係就
係，冇得變。所以我今日就同你講，我希望你可以接受到我係一個同志。」
「一世人兩兄弟，同我講呢啲！無論點都好啦，我都一定會支持你架！」
「不過，你唔會鍾意我架下話？我唔係同志黎架啵。」

梓楠聽到之後，心坎裡震了震。

「唔會，點會姐，如果我真係鍾意你既話，我就一早講左啦。」
「嘩我點知你架，你成日冇啦啦都比啲驚喜我。」

其實於梓楠心中，一早已經預留了個大空位給曉峰住進來。

但此終防不勝防，當梓楠以為最安全的地方，其實才是最危險的地方。
他們想也沒想到，隔牆有耳。
此「消息」，於十五分鐘內，便傳遍整班。
二人回到班後，至知道原來有人聽到。
當然，同學們也很保守祕密，沒有向任何一人透露，但代價便是，梓楠不斷受到班中同學恥笑。



－－－－－第二章：笑話－－－－－

考試前夕，曉峰約梓楠到家中溫習，因為曉峰知道梓楠成績不理想，所以便著緊起來。

「其實，比起溫書，我仲有樣野更加想同你講。」梓楠吞吞吐吐地說。

隨即，梓楠突然捉緊曉峰雙手，於口袋中拿出了一個盒子。
此時，曉峰心知不妙，但仍然願意聽下去。

「嗯？…」
「你…」梓楠好像又想說又不想說似的
「可唔可以，做我男朋友？」吞吞吐吐的句字，終於完完整整地說出來。

說罷，梓楠便把盒子打開，將盒內的心形水晶拿出來，交到曉峰手上。
曉峰聽到之後，像如夢初醒般，不懂回答他的問題。

「你講笑咋…三年啦喂，同一個愚人節笑話講足三年，你唔悶架咩？」曉峰不相信。
「唔係，你冇聽錯。我，黃梓楠，真係好鍾意你。」
「你講笑咋下話…」曉峰依然不相信眼前的任何一件事。

梓楠心知自己再次失敗，便給自己一個好的下台階。

「係喇，都夜喇，我都夠鐘番屋企，咁…下次見喇。」
「嗯…」

一轉身，梓楠臉上便掛著失望和傷心離去。
 
「痛苦」
「失敗」
「等待」
「放棄」
「笑話」
「笑話」
「愚人節」
這些句子，不斷在梓楠腦海中徘徊。

另一邊廂，曉峰回想起，原來這個「愚人節笑話」不知不覺地已說了三年。

中一，梓楠於公園內細聲地跟曉峰說這番說話，曉峰卻當成笑話，一笑置之。
中二，梓楠於無人的班房內再次說出同一個「笑話」，奈何曉峰又把它當成「笑話」，再次一笑置之
。
今年，梓楠於曉峰房間內說出這番話，但一改以往笑臉，認認真真地說出這番話。然而，這次也不例
外。

但曉峰到現在才留意到，每當梓楠說完這「笑話」時，都是帶著同一表情離去，是失望和傷心。



「該走的也走吧。」
「放棄？」
「還是愛你吧。」

梓楠仍未能放下他，所以，梓楠決定再次鼓起勇氣。



－－－－－第三章：殺出個八婆（上）－－－－－

諾宜，曉峰和梓楠的同學，但因樣子醜，像豬一樣，她的鼻是扁的，而且暗瘡﹑青春痘又多，所以在
校內基本上沒有人肯跟他做朋友，就算有也只不過是利用她。
 
於中一時，曉峰有一次在食午飯的時候跟她聊天，跟她聊起來。
後來曉峰得知．原來她是一出生，鼻子就少了一根骨，所以就扁了。
於是，曉峰便非常之同情她。
也許就是這樣，諾宜開始喜歡上了曉峰。
曉峰愈同情她．她便得寸進尺。
 
但是有時有些東西，對人好，只會令到自己煩。
 
曉峰非常之喜歡幫助同學，開解同學。而諾宜便看中了這一點，找機會接近曉峰身邊。
 
 
 
 
「曉峰！」
「咩事啊？今次啲數又唔識？」
「係啊，唉，佢要Prove啲Inequalities。」
「哦…明啦，咁樣做架依題，應該係呢－」還未說完，他就被她打斷。
「你不如坐低啦，岩岩先上完PE堂，企係度咁辛苦。」
「哦…咁好啦。」曉峰原本不想坐下去，但無法子，因為剛上體育堂時「咬柴」。

「拿，依條數首先應該要寫LHS=(2a)(3a)…」

諾宜見曉峰教數教到這麼投入,便將自己的手放在曉峰的大脾上。
途中一路教數，她便一路愈放愈入，曉峰感覺到，但沒說什麼

「唉屌，跌左支－」曉峰的話再次被打斷，但又不好意思說不喜歡這樣。
「等我幫你執！拿你唔好郁，一陣整親就唔好啦。」
「啊…唔該…」

但萬萬都想不到，執筆同時，諾宜另一隻手不斷放在曉峰的肉棒上，不斷渣不斷搖。



－－－－－第三章：殺出個八婆（下）－－－－－

「喂我屌你老母啊！」平時溫文儒雅的曉峰變得粗魯起來，因為他估不到原來她的原意原來是這樣，
而不是學習。
「你係度渣乜撚野啊？你冇撚野下話？我一路教你數你隻手就一路愈摸愈入，我都唔出聲啦諗住你會
收手，啊點知我跌左支筆姐，等我仲以為你咁撚好心，你仲要係度又摸又渣我條撚你想點撚樣？」

旁人都看呆眼了，因為平時的曉峰不會是這樣的。
不過，連同學也不相信的是，她居然會這樣。
 
「對唔住…我無心架」
「你冇乜野撚野心－」曉峰的話第三次被打斷。
 
「我真係冇心，我以為有舊海綿先又摸又渣…我完全唔知係…」
「你唔知？海綿？你冇撚野下話摸到都知唔撚係海綿啦下話？你依個咩藉口黎？」

諾宜沒發出一粒聲音。

「你睇下你個姣樣先啦，搵塊照妖鏡照下自己個樣先下。照完之後唔該你同我望下你個閪，個閪，出
晒水啊！」

的確，諾宜並未能自圓其說。
 
在旁的梓楠，看到了這一切的來龍去脈。

「抽水」
「抽水」
 
「你咪撚搞佢啦好冇啊？」
「係度同我扮晒野，你冇野啊？睇住你又摸又渣你同我講依舊係海線？」
「你當佢係咩？海綿？」
「我條仔條撚係比你咁渣？」
「你傻撚左？食左藥未？」

說罷，「啪」的兩聲，諾宜的臉上便留下了兩個大大的手掌印。
 
可惜，死心不息的諾宜還有更進一步的行動，她就像一隻有九條命的貓一樣。



－－－－－第四章：死心不息－－－－－

在小巴上的曉峰，剛跟小學同學聚餐完，所以很累，所以他便打開Instagram，看看他朋友剛剛有沒
有上傳相片。

「心情好的時候，總會有個人令到你的心情變差。」
 
而那個人便是諾宜。
 
 
　　　　　　　　　　　　　Instagram
　　　　　　　　　　　　　你的朋友把你標籤在一幅相片內　　　　　　　　16:58
 
曉峰按了一下，彈出了Instagram的畫面，細小的iPhone 4內顯示出他跟一位女同學的合照。
 
　　　　　　　　　　　　　sarenaaaaa1 今晚好開心！同番班同學見面！ @hfungfungchan
@19kehi @datdamnbiaaatch
 
再向上推，看看有沒有同學留言。
的確，看到有一位同學留言，那不是他的小學，而是中學同學兼煩膠－諾宜。
 

 
　　　　　　　　　　　　　sarenaaaaa1 今晚好開心！同番班同學見面！ @hfungfungchan
@19kehi @datdamnbiaaatch
 
　　　　　　　　　　　　　nokyi_gloria_love_gem Wow!!!!!So
sweetsweet!!　@hfungfungchan @sarenaaaaa1
 
正常的曉峰，看到這些留言通常都見慣不怪。
但面對著這個人，他開始發狂了，因為不是第一次了。
 
他馬上回到主畫面，按進WhatsApp。
 
「頂又係你，你煩夠未？岩岩先係Instagram留完言你依家又搵我」他喃喃自語。
 
曉峰：究竟你係咪鍾意我？
諾宜：係，我係中意你
諾宜：因為估你有中意人，唔想煩你
曉峰：中乜野啊你係咪唔識打字？
諾宜：今又點？
曉峰：今你老豆？今乜野？咁就咁　今乜野今

九唔搭八的諾宜不斷打「5p字」，令到曉峰怒氣沖沖。
但因他不想說話太直接，所以他便採用了一個較溫柔的態度。



曉峰：其實有啲野冇得夾硬黎，我知你鍾意我好耐，但事實我唔會鍾意你，因
　　　為我鍾意既根本係另有其人，而且你個type唔係我杯茶。你明唔明，我
　　　根本係對你冇feel。唔該你清醒少少。

她看到之後並沒回覆，亦沒有再WhatsApp曉峰。
雖然她選擇了不再找曉峰，但她選擇了用不同的方式去騷擾曉峰。



－－－－－第五章：無形的關心－－－－－

視線轉回梓楠身上，單思的他正在灌酒。
桌上可見到有數十瓶空的酒瓶。
這晚，魔羯座的他不斷胡思亂想，心情不斷下跌。
傷心終於找上門了。
 
「曉峰」
「我愛你」
「無論點都好啦，我都一定會支持你架！」
「我都一定會支持你架！」
「支持你架！」
「支持你」
 
「我決定打多一次比你。」醉了的他鼓起勇氣。
 
拿起桌上的電話，打開聯絡人，再按「我的最愛」名單內的唯一的一個人，撥打給他。
 
剛罵完諾宜的曉峰，看到梓楠這麼夜還打給他，曉峰怕梓楠出了事，接了這通電話。
 
「喂？」
「你做咩唔出聲啊？」
「…」
「我好掛住你。」
「做咩姐你個笑話仲未玩完？」曉峰其實心中一早已知他真的喜歡他。

「可唔可以上黎陪我？」
「你飲醉左？」

「我仲要番屋企…」
「咁算啦。」梓楠掛上電話。
 
「唉…好唔放心佢…」曉峰心想。
「都係去睇下佢。」
 
其實，自從上次愚人節那晚過後，曉峰對梓楠起了一份未能解釋的關心。



－－－－－第六章：愛你，我管不了是禍－－－－－

說時遲那時快，曉峰已到達了梓楠家門前。
 
「依，你又話唔黎既？」
「係啊，擔心你－喂！無事啊你？」
 
還未醉醒的梓楠前來應門，把曉峰嚇壞了，因為他開門之後，便馬上倒在地上。
曉峰即時反應過來，便把梓楠背起。
 
「好…開心…你黎…左。」梓楠斷斷續續地說出字句。
「我…好掛住……」「！」口中吐出嘔吐物，再次暈倒。
 
曉峰馬上抱著梓楠狗衝入廁所，把他放左浴缸內，開水把他淋醒。
 
不久，梓楠醒過來。
一開眼看到曉峰在他眼前，他還以為自己未醒。
 
「點解…會係你既？」迷糊的梓楠如夢初醒。
「你知唔知你嚇死我？你知唔知我好擔心你？你知唔知我好驚你出事？你知唔知你有事我會好驚？」
「對唔－－」
 
梓楠還沒有完成說話，對方便把嘴唇緊緊吻著他的臉頰。當然，那人便是曉峰。
 
「唔好講野…」
「你可唔可以做我男朋友？」
 
這句子竟出自曉峰口中，令梓楠以為他還在夢中。
 
但感覺是真實的。

現場氣溫太高，二人脫下衣服，玉皂相見。

曉峰從後將梓楠擁入懷內，並輕吻他的脖子，再於他耳邊細說：「對唔住，其實我都好鍾意你。」
但面對這情境，梓楠卻一臉錯愕，因為他沒想到，曉峰會如此主動。

冰冷的水灌澈二人全身，他們二人不但感受不到無情的冷水之餘，反而感受到對方暖暖的心，然後給
對方獻上自己的初吻，以及第一次。

「等我幫你。」

曉峰隨即蹲下，然後把他的口張開，再把肉棒放在口內。

梓楠暖暖的肉棒在曉峰口中慢慢遊走，梓楠便配合曉峰，前後前後地不停搖動。

此時，被動的梓楠終於清醒了。



激動的梓楠，將整個身體撲向曉峰，將曉峰壓在地上，然後深深的吻下去。
嘴唇在曉峰的脖子上遊走，不斷地留下深深的吻痕。

現場猶如無人之境，任由他們胡亂妄為。

曉峰一個轉身，把梓楠反壓在地上，雙手摸索著梓楠的胸肌，再吻下去。

梓楠已經沒有任何防禦力可言，只能配合曉峰的動作。同時，曉峰已對準位置，準備進入探索。

「我好驚痛…」梓楠無力地說。
「唔緊要，我會保護你。只要有我，唔洗驚。」

梓楠把第一道防禦線放下了，任由曉峰處置，讓二人合二為一。
因為，愛你，我管不了是禍，未想過是為何。

「啊！」「呀！」「啊！」「呀！」「細力啲…」

肉棒在洞中穿梭，不停進出進出。

「你係唔係出自真心先想同我拍拖？」
「係，我真係想同你拍拖！我會好好咁鍚你。你信我。」

聽到這句之後，梓楠把自己的最尾一道防禦線亦放下了，因為，他知道，曉峰已經屬於自己的。

「啊！」「呀！」「啊！」「呀！」
「啊！」「呀！」「啊！」「呀！」
「啊！」「呀！」「啊！」「呀！」

這晚，這屋內，啊呀啊呀不斷在屋內徘徊。

這晚，這屋內，二人的關係已不止是密友。

而是男朋友，一對情侶。
 



－－－－－第七章：過去－－－－－

完事後的第一個清晨，
二人起床了。

他們二人到了樓下商場的大型食物廣場，
買了食物，便找了個座位，二人安坐下來。

二人四目對望，非常恩愛。
同時，曉峰亦選擇誠實地，向梓楠說出過往的感情史。

「係呢…有樣野，我一定要坦白同你講。」
「講啦，依家我地有咩唔講得，你既秘密姐係我既秘密！」

曉峰嚥下口水，一五一十地向梓楠說清楚。

「其實，我一早已經係同志。比你更早。」
「睇得出啊，你個樣已經話左比我知，有樣睇嫁傻仔，你估我唔識分咩。」

「我，以前仲有過一個男朋友，而依個人係拔拔。」
「我以前同拔拔個陣好開心架，日日都去玩，我地仲一齊買左張全年證去利露娓樂園玩，差唔多暑假
日日都去玩，玩極都唔悶。」
「拔拔對我好好，成日帶我周圍玩，一有啲Joint School
Activities都帶埋我去，所以我識到好多朋友。」
「如果冇佢，我諗我冇今日既我。」

「咁唔怪得你地兩個個陣日日放學成枝箭咁走左出去，想追你地都追唔到。」
「咁我依家咪比你追到囉！傻仔。」

「不過，我地只不過維持左半年。」
「我到依家都仲好記得個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正是我生日當日，亦正是我們分開的日子。
　
　個日，我推晒所有朋友既約，因為拔拔話只想同我慶祝。
　個日，我上左佢屋企，
　屋企入面，掛起晒我同佢既相，錫錫既相，拖手，咩都有，咁當然我同佢就未咩過啦。
　我心好暖，因為冇人為過我咁做，包括屋企人。
　我地一齊唱生日歌，一齊餵對方食蛋糕。
　食完蛋糕，我即刻沖過去拔拔到，攬住佢。
　「我今年既願望，就係你。」
　之後我就鍚左佢一啖。」

「幾感動啊，有佢依個男朋友真係好。」

「可惜，事與願遺。



　估唔到三色台啲野又會咁岩發生係我地身上，都唔知好笑定喊好。
　就正正係我鍚緊佢個陣，佢媽咪開門。
　
　「你做咩搞我個仔啊！？」
　「唔係我Auntie我同拔拔係真心相愛架！」
　「我個仔點會鍾意你？佢唔係Gay架！
　　你個死Gay佬快啲走，以後唔好再見我個仔！」
　
　佢講完之後我仲比佢打左餐，佢仲痴線到想拎把刀斬我。
　咁個晚，拔拔佢偷偷地打比我，話分開一陣先，依家情況唔允許我地再繼續一齊。
　而到依家，我地都仲係冇機會係番埋一齊。」

「原來係咁…」

「不過你信我！我會好似拔拔對我咁對你！我唔會比你受到傷害！我發誓！」
「唉得啦得啦，十幾歲人仔咁後生講埋晒啲野咁撚老套。」

真的叫人羨慕，羨煞旁人。
 



第八章：傻豬

「喂，起身啦傻豬。」
「做咩咁叫我姐你個傻豬。」

二人開心地叫著對方傻豬。

「夠鐘番學啦，黎啦刷牙先啦。」

無論刷牙也好，上學也好，上課也好，二人的對話也離不開「傻豬」二字。

──「男子和男子，怎能親密如此」

這天，他兩在班上手拖手，羨殺旁人。
這天，諾宜走出來，爭曉峰。
這天，他兩在班上吻著對方。

「Wuu!」全班看到這個情況，不禁為他們祝福。
「我會支持你地架！」同學甲說著。
「我地唔會歧視你地架！」同學乙說著。

「唔得！我唔制！點解！？」諾宜大喊著。

諾宜似像發了瘋，不斷把同學的書包﹑文具﹑書包，全都丟在地上。

「原來有人妒忌。」曉峰用著甜蜜的語氣說著。
「妒忌咩姐，佢睇下佢咩樣先啦，佢咩皮？」
「我揀你都唔揀佢啦，我點會鍾意佢？」曉峰笑著說。

「你唔係佢架，你係我架，你咪撚同我爭曉峰！」依然大喊著。

不斷ff的諾宜，不停地大喊著「曉峰係我架！」。

突然，諾宜從口袋中拿出介刀，慢慢走向梓楠，道：「你條仆街！」

話還沒有說完，諾宜使拿起介刀，沖向梓楠。
曉峰為了保護自己心愛的人，便合著眼﹑閉著氣，走到梓楠面前，準備為他擋下這刀。

「唔好啊！」
不足一秒，旁邊便沖出一個影子，為曉峰及梓楠擋下這一刀。

而這個人便是拔拔。

「啊！」
諾宜並沒有放開，反而再插更入。
「啊！屌！」



刀，插中了他的手臂，深紅色的血液慢慢從他手臂流下。

拔拔沒有說話，他向前走了幾步，大叫一聲「你條八婆！」
「我同你講你咪撚再搞佢地兩個！」

之後，拔拔默默無聲地走出班房。



第九章：「我同梓楠，有冇得共存？」：上：拔第一身角度

我慢慢行到去更衣室，好奇怪，入面一個人都冇。不過算，我就入去就坐左係度。
我真係唔知點解我會咁傻，為左佢地兩個擋左依一刀。
可能，我真係為左佢地，咩都做得出，因為我真係好鍾意佢地兩個。

我好痛。
心好痛。
手好痛。
但係我心最痛。

見到自己鍾意個兩個咁樣比人搞，講真，我唔好受。

正當我想走番出去個陣，曉峰就走左入黎。

「點解你要咁傻，你知唔知我好心痛？你做咩為左我地兩個擋依刀？」
「當係我贖罪，舊年十二月。我愛你。」

愛，真係可以令人盲目。
愛，真係可以令我盲目。

「你唔好咁傻得唔得。」
「過左去唔好提啦。」

“We’re Still Are Made Of Greed.” –Imagine Dragons : Demons
人，總係貪心既。
曉峰亦唔例外。

佢突然鍚左我一下，之後同我講

「我真係好鍾意你地兩個，你地兩個可唔可以唔好離開我？」
「可以，但係…我同梓楠，有冇可能共存？」
「我話得就得。」

人，總係貪心既。
我都係。

曉峰，對唔住，舊年十二月。
曉峰，對唔住。
曉峰，我愛你。

佢攬住我，一路撫摸我，好似想為左佢既過錯，同我道歉，同埋安慰我。
我終於忍唔到，我一野錫左上去，同佢打茄輪。

因為我好耐冇鍚過佢。
依種感覺，令到我好懷念。



──「終於一次，他撲過去，四目對望，然後除下襯衣。」

我噤低佢，四目對望，一路錫佢，一路除自己件衫。

「黎啦…對唔住…拔。」

曉峰自己起身，將我條jer放入佢個口度，係度含。

「再入啲！」
曉峰係咁叫我放入啲。
終於頂到去喉嚨。

「好舒服啊！」
「綁起我。」

佢叫我咁做，我就綁起左佢。
可能佢想贖罪，其實唔洗咁做。
我唔忍心自己傷你。



第九章：「我同梓楠，有冇得共存？」：下：梓楠第一身角度

過左十五分鐘，我開始擔心佢地兩個，我就開始行出去搵佢地。

我行到去更衣室門口，突然聽到
「好舒服啊！」
「綁起我。」

我聽到之後，突然有種「我就係第三者」既感覺。

果然，我真係第三者。
我見到入面有兩個男係度搞，一個比人綁起左，一個比佢含緊。

而依兩個人，就係曉峰同拔拔。

佢地兩個見到我，我呆左係度。
眼淚係我眼框度徘徊，終於忍唔住，流左出黎。
現場dead-air成分鐘，直到我出聲。

「…我唔明，其實我先係第三者？」

曉峰原本想出聲但係拔拔已經出左聲。

「你唔係，我先係你地兩個之間既第三者。」
「咁點解你岩岩要為左我同曉峰，擋個刀？」
「因為，我鍾意你地兩個，我唔忍心睇住你地兩個受傷。」

我心諗，三色台啲台詞真係幾時都用得著。

再次dead-air，今次到曉峰出聲。

「你地兩個，可唔可以共存，唔好離開我？」

我聽到之後，喊得好勁，收唔到聲。

「可以！」
「可以。」

可能我地兩個真係好鍾意曉峰，我唔知呢，我呃唔到我自己。

我開始慢慢向住拔拔行過去。

行到過去，我一路撫摸住佢塊面，望住佢個可愛樣，細細力咁錫左佢一下。

原來愛，真係可以令我付出一切。



古語有云：「男兒膝下有黃金。」，但係依一刻唔係。

我問拔拔

「你可唔可以放手？」
「你起身啦…其實我鍾意既係你地兩個。你地唔好離開我…你地兩個陪住我，我就覺得好安全，我愛
你…」
「特別係你，梓楠。」

我聽到依句，我心動。
我唔知依種係咩感覺，佢真係好鍾意我地兩個，仲要特別指明係我。
但係點解？

係我仲思考緊依個問題既時候，拔拔隻手就一路沿住我脊骨，一路向下摸。
佢一路摸，就一路用條jer磨我條校服褲。我雖然唔有啲唔慣比人咁摸，但係佢一路咁摸一路磨我，
就係好舒服。

「好舒服啊…繼續磨！」
佢一路磨我，我一路錫曉峰。
呢次，到曉峰同我講

「我好鍾意你地兩個，你地兩個我都唔可以放棄…你地…唔好離開我…」

拔拔終於忍唔到，終於除左我條褲，幫我含。
「你舒唔舒服啊？洗唔洗再入啲？」
「好啊，唔夠入，慢慢黎。」

佢今次真係頂唔順，拔拔今次走到去我後面，拎起條jer，對準再插入去。

「啊！」

佢一插入黎，我即刻扯到好行。老實講，我鍾意比拔拔入多過比曉峰入，因為拔拔碌野夠大夠長夠粗
，啲位岩岩好。我唔係話曉峰細，只不過冇比拔拔入咁舒服。

我比拔拔插到行晒，頂唔順，就出就出咁。
我就行前去，對準再入，今次到我入曉峰。
今次係我第一次入人，我終於知道入人係咩感受，窿入面好舒服，軟林林。

我﹑拔拔﹑曉峰，我地三個，今日發生左一段不可告人既關係，愛既証明。
我地三個不斷發出呻吟聲。
「啊啊！」
「拔，大力啲，好舒服。」
我，一路插，一路幫曉峰打。

我真係抗拒唔到，一個曉峰，一個拔拔，一個大隻，一個可愛加靚仔，今次真係Jable到冇得再J。

「啊！好舒服！」我地三個異口同聲咁講左出黎。



我地終於射左。
愛既証明。
証明到，我地既關係已經唔止pure friendship，唔止密友。
而係情侶，三個人既感情。

「我愛你。」

我地三人再次異口同聲咁講出同一句野，可能依啲就係由細玩到大，兄弟之間既默契，同埋情侶既認
定。

我地終於，真真正正咁搵番自己。
終於，搵番自己真心鍾意個個。



第十章：完了吧，如無意外。

事隔沒多久，曉峰主動地約諾宜出來。

諾宜到了約定地點之後，便先自行找座位坐下來，靜待著曉峰。
高一百層的空中花園，背山面海，正正對著維多利亞港。
再向下看，看到一粒又一粒的人，就像螞蟻在爬行一樣。

真漂亮。
「如果我第時同曉峰結婚，係依度搞個婚禮就好啦…」心中不禁嘆息著。

正當諾宜沉醉於這個迷人的風景時，曉峰也來到了。

「望緊咩啊，望到入晒神咁既？」
「冇啊，我覺得個view好靚姐，如果我可以－－算啦都係冇野。」諾宜差點把剛想到跟曉峰結婚的
主想說出來，不過算了，她也明知沒可能的。
「哦…點啊，近排點啊？」
「冇啊，幾好－－」她好像說到嘴邊，但又害怕似的。
「聽講你地曉峰同拔拔行得好埋，點姐係咪三角戀？轉左校咩都唔知啊唉。」
「哦…係啊。我地三個係拍緊拖。」

其實，這次曉峰約她出來，原意並不是跟她說這些。
曉峰只想一刀了斷，但又怕不好意思。

「係呢，我想送本書比你睇。」
隨即，諾宜便從她的背包中拿出一本書，而書名為《我的愛是無可救藥》。

「希望你明白我係咩心情。」

這可麻煩了，由此舉可見，諾宜仍然是很愛她。
曉峰的同情心又來了。

一言不發的曉峰，終於都出聲了。

「係呢，其實今次，我約你出黎，其實係有目的。我想搞清楚，我地之間既關係。」

她，瞼紅了。
他，不耐煩了。

她，激動了。

「我知你仲鍾意我架！」

她，終於忍不住了。
她撲過去，雙手擁著曉峰背後，吻了他的嘴唇。



現場靜止了。
時間靜止了。
旁人的動作也放下了，並把視線慢慢地轉移到他倆身上。

一秒﹑兩秒﹑三秒﹑四秒﹑五秒…
曉峰聽著時間的聲音，一秒一秒地流走，同時，
亦都醒過來了。

「唔係啊，我諗你誤會左，我根本冇鍾意過你。」
再續：「我根本只不過當你係朋友。」

「所以我今次係想你清楚我同你係咩都冇，希望你明白。」
「好喇我走啦，我放低一千蚊比你，當我請你食今餐，記住啊，我仲當你係朋友架！」

朋友。
朋友。
這一詞不停在她腦海中徘徊。



第十一章：後悔跟你說再見

「再見喇，曉峰。」

她的動作緩慢了下來。
她細細地品味著手中的咖啡，慢慢地含著。
她緩緩地把手中的咖啡杯放下，站起來，爬上欄杆。

閉上眼睛，然後在心裡數著
「五﹑四﹑三﹑二﹑一﹑零。」

再見了，曉峰。
來生有緣再見。

向前一躍而下。

「我仲會當你係朋友架！」
「朋友」
「朋友」

「你好啊，我叫諾宜啊！」
「你好啊，我叫曉峰啊！」
「你地好啊，叫我拔拔得架啦。」
「你地好，我係梓楠。」
「我係穎琳。」
「我係綽林。」
「我係林寶，唔係堅尼。」
「We're On Each Other's Team!」

「係呢，你最近點啊？」

零零碎碎的記憶忽然在她的腦海中浮現，往事彷如昨天發生似的。

「曉峰…我好鍾意你！」
「唔係啊我冇心架！」
「我愛你。」
「我想送本書比你睇。」
「希望你明白我依家既感受。」
「單身的媽媽需要安慰。」
「你的老婆會恨死這個網站。」

我後悔。
我後悔。
我後悔。

「只想會有日可能



　與你共姓的身份
　要回望這生
　也有你陪襯。」

可惜，往事如煙。
鐘已響過一覺睡醒。
最終都不能一生一世。
現在捉得緊的也只有空氣。
人們的聲音也告訴她，到地了。
旅程也來到終點了。

再見了。

「我後悔啊！曉峰！唔好啊！」

一切也太遲了。

「砰！」的一聲，一個實體，轉眼間已變成肉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