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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琴晚我見Followers已經去到9999，就諗住等埋佢去到一萬先瞓，點知我等到天荒地老都未有多一個
人Follow，最後仲等到瞓着咗。

一覺瞓醒，Followers終於去到一萬。

我拎住部電話喺個廳鳩叫又鳩跳咗一陣，然後…

陷入沉思。

之前咩都玩過曬，到底今次又可以玩啲咩？

唉，唔理喇，打返鋪機先啦。

我開電腦入Discord，我個Friend一早已經喺到等緊我。

「喂，大作家一萬Followers喇喎！」

佢係啊金，係我中學同學，都係由一開始支持到依家嘅忠實Fans。

「係呀。」我開Game：「打鋪機先啦，一間有嘢要問你。」

「得呀，GOGOGO！」

呢一鋪打咗成個鐘，最後佢贏咗，不過唔緊要，因為我已經拎咗我嘅是日份快樂。

「差少少收皮，好彩頂住咗，最後一波反吸。」佢唞曬大氣：「你唔係有嘢要問我咩？」

「係啊，我想問你一萬Followers有咩可以玩？」我拎部電話出嚟碌IG：「咩都玩過曬，而家都唔知
玩咩好。」

「你俾我諗下。」佢靜咗幾秒：「你好似冇玩過匿名問答？」

「你講NGL？」

「係呀。」

我回憶咗一陣：「好似真係冇。」

「咁仲諗咩？玩啦！」

「即去。」

講完，我就即刻Down咗NGL個App。



整好條Link之後，我就將佢Send咗比啊金。

「喂，啊金！」我喺Discord呼喚佢。

「搞掂喇？」佢問我。

「係啊，你撳Story條Link試下。」

「得，而家撳。」

幾秒之後，我部電話就響咗，係NGL個App嘅通知。

「我Send咗123，你睇下有冇。」佢Offline咗隻Game。

我撳入個App，第一個就係佢個「123」。

「有啊！」我答佢。

「咁你Po得Story架喇，我去做嘢先。」

「Ok bye。」

講完，我就開IG將個NGL Link Po咗喺Story到。

一萬Followers匿名問答活動…正式開始！



二.

喺我鳩坐喺到等人覆我嘅時候，出版社嗰邊打咗過嚟。

唉，又嚟。

今次又搞咩呀？

我聽咗個電話，然後將把聲校返去頹Mode：「做咩呀狗卷？」

狗卷係佢幫自己改嘅花名，都唔知點解佢五張嘢都仲可以咁中二病。

「你搞緊咩？」佢問我。

「啱啱起身，想點？」

「有人擺低咗嘢俾你，返嚟拎。」

「咩嚟架？」我問佢。

「我撚知你。」

講完，佢又Cut咗線。

簡單嚟講，我又要喺屯門搭返觀塘。

搭返去都算喇，仲要唔知返去拎咩。

我沖完涼換完衫之後就落咗樓，食個包就上咗地鐵。

我打返去比狗卷，一響佢就聽咗。

「做咩？」佢問我。

「件嘢用咩裝？」我問佢。

「黑色箱，個邊銀色，好似好Pro嗰隻。」

吓，我無印象有人要俾啲重要到要用呢種箱裝嘅嘢比我。

「可唔可以開嚟睇下咩嚟？」我問佢。

「我睇睇。」

我就咁拎住部電話等咗佢幾分鐘，個腦一直諗緊件嘢會係咩。



嚟。

但係好可惜，我係完全諗唔到。

「聽唔聽到？」佢問我。

「喺到。」

「有密碼鎖，但唔知密碼。」佢開始有少少躁：「邊撚個咁大整蠱？」

「做咩？」我問佢。

「電子鎖嚟，錯三次會鎖一日。」

吓，癡撚線架？

我突然諗起佢堆架生：「你唔係有虎頭鉗咩？唔直接爆鎖？」

「佢都唔係有條鐵嗰種，爆撚啊？」

「我撚知咩屌你，我都未見到件嘢。」我有啲無奈。

「咁你想點搞？」

「等我返嚟先。」

「得，等你。」

個幾鐘之後，我終於返到Office門口，而狗卷都喺門口等緊我。

「個箱喺邊？」我問佢。

「我拎咗去我張枱到，啱啱喺門口搞好似好怪。」佢轉身行入Office。

我喺後面跟住佢：「梗係怪啦，成個賊咁撚樣。」

嚟到佢個位，我就見到個Ipad咁大、一疊A4紙咁厚嘅黑底銀邊箱，而個電子密碼鎖就向住我哋兩個
，密碼鎖上面除咗一至零十個數字，右手邊仲「Enter」、「Cancel」同埋「Back」三個制，而三個
制下面就有紅、綠燈各一盞。



三

「你係咪已經入錯咗一次？」我問佢。

「係呀，啱啱入咗0000。」狗卷托住下巴：「你有冇咩諗法？」

「Office有冇碳粉。」

「你用幾多架？啲碳粉好撚貴架！」

「好少啫。」

「你等陣。」

我打直咗個箱，然後等佢拎碳粉過嚟。

幾分鐘之後，狗卷拎住樽碳粉行咗返嚟。

「你想點用？」佢將樽碳粉擺喺枱面。

「我以為你會拎打印機用嗰隻碳粉嚟。」我拎起樽碳粉睇咗睇：「你呢隻直頭係實驗用架喎。」

「我又唔記得咗我以前做咩。」佢反咗個白眼。

佢唔講我都差啲唔記得佢以前係做中學化學老師，後來賺夠咗先嚟做呢邊。

「任用？」我問佢。

佢嘆咗啖氣：「盡量啦，不過都慣架喇。」

咁講好似又係，自從佢入嚟做之後我就一直玩佢啲嘢。

講好聽啲就係搵靈感，講難聽啲就係滿足返我對做實驗嘅慾望，因為我當年好想讀化學但可惜派唔到
。

一開始佢會鬧我，後來佢個標準已經降低到唔好玩到爆炸就得。

我擰開樽蓋，係每一個數字制上面都糝咗少少，然後踎低向個密碼鎖輕輕吹咗吹氣。

有三個數字制上面痴住咗少少碳粉，分別係「1」「2」「6」，而其他數字制上面嘅碳粉就比我吹走
曬。

「醒喎龍仔，雖然成張枱都係碳粉。」佢拍咗拍我膊頭。

我拎紙巾抹咗抹枱：「我諗我知咩密碼。」



「你又知？」佢質疑緊我。

「1、2同6，答案只有一個。」我開始撳密碼。

1、2、2、6

「幫我撳Enter。」我褪後一步。

狗卷撳完個「Enter」制，個鎖就發出咁「嘟」一聲，盞綠燈都着咗。

我用紙巾抹走密碼鎖上面嘅碳粉，然後就瞓返平個箱打開佢。

黑色防撞綿嘅中間擺住一個疑似係戒指盒嘅紅色盒，感覺唔係好對路。

「啊龍你搞咩啊？」佢用個令人好想打柒佢嘅眼神望住我：「做咩有女朋友都唔同我講。」

「我都冇女朋友。」我翹埋雙手：「就算有都唔會咁樣求婚啦大佬。」

「好似又係。」

「有冇回郵地址？」

「冇。」

「咁拎出嚟睇睇先啦，件嘢都寄唔到返去。」



四

我拎個盒出嚟：「咁我準備開佢架喇喎。」

佢閘住我：「喺我開之前，我想問你一樣嘢。」

「想問咩？」

「你條友點知係1226？」

我反咗白眼：「日期嚟架。」

「咩日期嚟？」

我比咗兩隻中指佢：「我生日啊屌你。」

「哦，好啦，咁你開啦。」

老實講，睇到係戒指盒嘅時候，我都有啲緊張，因為我好驚啲讀者送啲好貴嘅禮物比我。

「清空個枱面先啦，比啲儀式感。」

「好。」佢將個盒擺落地下。

而家成張枱得返個戒指盒，咁先有儀式感架嘛。

「嚟架喇喎。」

「請。」

我慢慢打開個盒，開到一半我已經覺得唔係好對路，因為佢有啲閃。

個盒完全打開，喺裡面嘅係一條鍊，鍊上面有隻戒指，戒指上面例牌地有粒鑽石。

「我屌啊！」狗卷望住隻戒指，忍唔住屌咗出聲。

「咪屌住先。」我扮曬冷靜：「嗰枝筆仲喺唔喺到？」

「鑽石測試筆？」

「係。」

「我去拎。」

講完，佢就行咗去拎嘢，而我就開Whatsapp問啊金。



「啊金。」我要Confirm佢得閒先。

「係，咩事？」

「我想問有冇辦法知NGL個留言係邊個留？」

「有啊，好似可以買Plan。」

「有冇用先？」

「有啩，我唔知。」

「Thx。」

我撳入NGL搵咗陣，終於搵到啊金所講嘅Plan。

我諗都冇諗就買咗，然後就去睇下句「I Miss you」係邊個Send。

「找不到用戶。」

多鳩謝，你嘅資料真係好有用。

呢個時候，狗卷拎住枝鑽石測試筆行咗返嚟：「預熱咗喇。」

「直接吉佢啦。」我同狗卷講。

狗卷將個筆頭一嘢吉落粒鑽石到，枝筆即刻響咗。

「拎去鑑證，可能係莫桑石。」我合返埋個盒：「我有冇稿未交？」

「冇呀，做咩？」

「咁你有冇嘢做？」

「冇呀，做咩？」

「咁行啦。」

我未等佢答我，就已經拎住個盒拉住佢行咗出門口。



五

「你老友間鋪有冇開？」我問佢。

「梗係有，係咪你比錢先？」狗卷摸咗摸褲袋：「我冇帶銀包架。」

「得啦，我依家淨係想知佢係咪真嘢。」

「咁直炒上去啦。」

我哋拎住個盒行咗過隔離嗰棟工廈，點知上一手無閂門，部根本唔識郁。

我拉住狗卷直接跑咗十層樓梯，直闖佢老友間鋪。

一推開門，我兩個就坐咗喺地下，唞曬大氣。

間鋪嘅設計好簡單，得個長方形嘅玻璃櫃。

玻璃櫃裡面擺住零零碎碎嘅鑽石，而前面就有兩張木櫈，跟住玻璃櫃側邊就有道廚房嗰啲木門仔分開
出面同入面。

企喺裡面嘅係一個成頭白曬仲留埋鬚，個樣有幾分似蔡瀾嘅啊伯，佢係啊聖，係狗卷以前教書嗰陣時
嘅同事，依家就做鑽石鑑定同買賣鑽石。

「喂，搞咩啊？」啊聖行咗出嚟：「比人追斬啊？」

「叫咗你咪講呢啲。」我睥咗佢一眼。

「好啦，咁做咩啊？」

我伸手過去將個戒指盒擺喺玻璃櫃上面：「搵你鑑嘢。」

「你哋唞順條氣先啦。」佢拎咗兩張木櫈過嚟。

「咁我哋喺到等你？」我坐上木櫈。

「可以啊。」佢行返入去：「咁你哋坐低等啦。」

「唔該你啊啊聖。」狗卷爬上張木櫈到坐低。

講完，啊聖就打開個盒，然後拎咗張墊出嚟將條鍊擺上去。

喺呢個時候，我諗起一樣嘢。

「我有IG架嘛。」



我隨手影咗張相，加咗句「邊個寄鑽石戒指比我咁癲？」就Po咗個Story出去。

「邊有人會自爆架。」狗卷反咗個白眼。

「試下啦。」我收埋電話。

我都知有人自爆嘅機率好低，但而家咩線索都冇就咩都試下啦。

喺佢鑑定嘅過程中，已經有唔少人DM我，但都係得唔到任何有用嘅資訊。

希望真係唔係讀者寄比我架啦，因為我真係受唔起，畢竟我都只係個冇咩文化嘅人，只不過誤打誤撞
做咗作家。

 



六

過咗一陣，啊聖擺低手上嘅工具。

「過嚟。」啊聖除低眼鏡。

我兩個行去玻璃櫃前面，等啊聖公佈結果。

「第一件事，啊龍你近排好有錢？」啊聖吸咗啖氣：「真係鑽石嚟。」

「屌啊！」我驚訝到忍唔住屌咗出聲。

「唔好屌住先，我仲有嘢要補充。」啊聖清咗清喉嚨：「粒鑽石雖然得一卡，但顏色、淨度同切工都
可以話係一流。」

「不如直接啲。」我完全聽唔明佢噏乜：「粒嘢值幾多錢？」

「座底十五雞，同埋有樣嘢我唔知你有冇發現。」

「咩嘢？」

「隻戒指個內環有刻字。」佢將隻戒指推埋我到。

「咩字？」

佢比咗隻中指我：「自己睇啦屌你！」

「哦，好啦。」我挨前：「Forever love,YML.」

「吓，YML？」

「做咩？」

「點諗都唔會係YML。」

「點解？」

「龍仔你全名唔係楊浩龍咩？」

「唔係啊，我十八歲先改做浩龍，以前叫慕龍。」

「研究呢啲做咩啊？」狗卷插嘴：「座底十五雞，賣返出去點都有十雞啦。」

「唔得啊，件嘢係讀者架，咁貴我唔收得。」

「賣啦屌你，你三個月人工嚟架大佬。」



「唔得，我一定要還返去！」

「都冇回郵地址，還乜撚？」

「等陣先。」啊聖伸隻手過嚟分開我哋兩個：「我想知舊嘢邊到嚟，你哋都未同我講過。」

「狗卷你講啦。」我有少少嬲，唔想講嘢。

「講啦狗卷。」啊聖將隻戒指推埋一邊。

「冇啊，今日返Office，就見到有個黑色箱擺喺門口，裡面裝住嘅就係依家喺枱面呢隻戒指。」狗卷
有啲唔忿氣。

「啫係唔知邊到嚟嘅？」啊聖問。

我哋靜咗幾秒，然後狗卷終於開聲。

「係，但係舊嘢都嚟到我哋手啦。」狗卷嘆咗啖氣：「搞咁多做咩啫，賣咗佢咪算囉。」

「咁有冇證書？」啊聖開始黑面：「無證書的話，基本上係冇人會收。」

「咁你想點？」狗卷有啲無奈。

「今次我撐龍仔，還返佢。」

「Ok fine，你哋話事啦。」

講完，我就同啊聖擊咗個掌。

 



七.

「咁問題嚟喇，到底個黑色箱上面有咩資訊？」

「我上到去淨係見到上面擺咗張紙寫住『啊龍收』」狗卷再補充：「成個Office得龍仔個名有個龍字
，咁我咪叫咗佢返嚟囉。」

「我好似諗到啲嘢。」我托住下巴。

「請講。」啊聖翹埋雙手。

「如果係得一張紙寫住嘅話，咁就唔係冇回郵地址咁簡單。」

「你意思係有人親自拎個箱上嚟。」啊聖Get到我想講咩。

「無錯。」

「你哋門口應該有裝閉路電視，睇唔睇到？」

狗卷耍手：「無啊，我哋嗰棟啲單位唔裝得。」

「唔緊要啦，你哋帶我返去睇下個箱先。」啊聖起身。

「吓，你唔洗睇鋪咩？」我問佢。

「你覺得我呢間鋪好多人嚟？」佢笑咗笑：「行啦。」

講完，我哋就行咗出去等佢落閘。

過咗一陣，我哋就返到嚟Office。

狗卷將個黑箱擺返上枱：「就係佢。」

啊聖打開個箱，然後撳咗撳舊防撞綿。

「舊防撞綿好似可以拎出嚟。」

講完，啊聖就捉住防撞綿嘅兩邊抽起咗佢。

喺防撞綿下面，有一張白色卡紙。

「龍仔拎嚟睇下。」啊聖將舊防撞綿擺埋一邊。

我拎起張卡紙，卡紙正面寫住「慕龍收」

反去後面，雖然得兩行，但係都夠曬震撼。



「慕龍我愛你，你生日嗰日我包咗間餐廳，希望你會嚟搵我。」

「What the Fuck！」我忍唔住鬧咗出聲。

「做咩？」啊聖搶走張卡紙睇咗睇：「香港真係好多癡線佬。」

「但係連鑽石戒指都送埋過嚟，又唔似純粹發癲。」狗卷望住我：「龍仔你有冇頭緒。」

「如果佢係叫我慕龍嘅話，我唯一可以肯定嘅係佢喺我十八歲改名之前就已經識我。」我翹埋雙手：
「如果係咁嘅話，我可以去搵一個人問下。」

「咁仲等咩啊？行啦！」啊聖搭住我膊頭。

「你哋留喺到搵下其他線索啦，我自己去搵嗰個人就得。」我拎開佢隻手。



八.

「咁我哋等你好消息。」佢兩個一齊講。

「好快返。」我揼低一句一就行咗出門口。

我帶住一種複雜嘅心情行上巴士，出發前往一條歷史悠久嘅邨。

佢係我嘅一位老朋友，都係曾經同我行得最埋嘅人。

我行到嚟一間士多對出，離遠已經望到裡面煙霧彌漫。

我有少少懷疑係咪火燭，但都係大膽咁行近睇下咩事。

喺出面望入去，我隱約見到煙霧之中有一點火光，似係煙仔燃燒嗰陣產生嘅火光。

「死就死啦！」我深吸一口氣，然後開始閉氣。

我向住嗰一點火光一直行，隻手就一直撥。

行過咗幾個貨架，我終於見到我要搵嘅人。

佢滿頭白髮，但內心依舊年輕，套衫係行文青風。

佢五官好標緻，但可惜皮膚顏色偏黑同粗糙，如果唔係佢都不失為一個靚仔。

佢背對住我喺到食煙，但喺呢個環境裡面佢竟然一聲咳都冇，果然同我印象中嘅佢依然一樣，係一個
大煙槍。

「出嚟講得唔得啊南哥？」我拍咗拍佢膊頭。

佢擰轉頭望咗我一眼：「好。」

我即刻轉身跑返出去，因為我就嚟頂唔住。

我彎低腰，唞曬大氣咁，而佢就擔住枝住慢條斯理咁行出嚟。

「龍仔，做咩嚟搵我啊？」佢拍咗拍我背脊。

「冇咩特別，就係…」我喺到諗緊點講。

佢打斷我：「只要唔係返嚟做，我咩都可以答你、幫你。」

「梗係唔係返嚟做啦，我今日過嚟係想問你嘢。」

「咁就好喇，過咗去就唔好再回頭。」佢拎包煙出嚟：「請。」



其實我戒咗煙好耐，但出於對禮貌同對佢嘅尊敬，我拎咗一枝擺喺嘴到。

佢拎個火機出嚟，而我就靠個頭埋去。

佢一手撳火機，一手擋風。

煙點著咗，我拍咗拍佢撳火機隻手。

 



九.

「你唔係有嘢要問咩？」佢彈走手上嘅煙頭。

「係啊。」我吸埋最後一啖煙都彈走個煙頭：「想問下你有冇收到風。」

「發生咩事，有人搵你？」

「某程度上…係。」

「如果係嘅你同我講，我出面幫你拆。」

「咁又唔洗，我意思係我收到啲嘢。」

「收到啲咩？」

「有人寄咗隻戒指過嚟。」

「會唔會係寄錯？」

「冇可能係寄錯，上面刻咗我個名。」

「咁你嚟搵我嘅原因係？」

「上面刻咗句『Forever Love』同我個名，但唔係YHL，而係YML，即係楊慕龍。」

「你意思係寄隻戒指比你嘅人喺你改名之前已經識你？」

「無錯，所以我就嚟搵你，因為我改名之前識我嘅人，你應該全部都識。」

「如果你話係戒指的話，即係佢冧你。」

「我估係。」

「冇記錯的話，當年應該係有一個叫啊晴嘅好冧你，但佢係對家嘅人，所以你應該唔知。」

「啊晴？」

「再多我就唔知喇，你知大家都唔會用真名。」

「唔該曬你啊南哥。」

「睇住你大架嘛，唔咩該啫，你仲記得我我都好開心。」

「梗係記得你啦，得閒飲茶啦。」



「一定一定。」

講完，我電話就響咗聲，應該係狗卷佢哋搵我。

「走先啦！」

「掰掰！」

佢行返入鋪頭，而我就拎電話出嚟一邊行一邊同佢哋報告情況。

佢哋開咗個個名叫「還戒指大作戰」嘅Group，裡面有啊聖、狗卷同我，而我就將啊金加埋入嚟。

簡單同啊金交代完，佢都不忘串我兩句。

「平時唔聲唔聲，一出手嚇你一驚。」

「係呀係呀，我一定瞞住你哋搞好撚多嘢。」我有啲無奈。

「唔好講呢啲無謂嘢住，龍仔你有冇問到啲咩有用嘅嘢？」啊聖將我哋拉返正題。

「多嘅就冇喇，依家唯一嘅線索就係佢有可能係一個叫啊晴嘅女仔。」

「咁你講撚晒佢啦。」狗卷串我。

「唔好躁住先，我諗到個辦法。」我覆佢。



十

「搵我咩事？」啊金覆我：「你又諗到啲咩？」

「你有冇辦法可以整到個Program將個名有特定關鍵字嘅人Output曬出嚟？」我問佢。

「如果你想的話，係可以嘅。」

「聽日揼唔揼到出嚟？」

「唔難整嘅，應該可以。」

「咁今日收隊先啦，聽日中午Office集合得唔得？」

佢哋三個都比咗個「OK」我個Message，所以我都冇必要再返Office。

我直接搭屯馬線，個零鐘就已經返到去。

沖完涼諗住瞓，但我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停止去思考，最後都係忍唔住起返身。

我碌咗陣IG，然後突然諗起一樣嘢。

「大家以前都係用Facebook。」

點解我唔去Facebook搵？

我即刻登入我個陳年Facebook，然後開始摷聊天室。

由頭摷到落尾都摷咗幾個鐘，但無論係聊天對象定係聊天紀錄出現過嘅啊晴幾乎所有都唔係有男朋友
就係結咗婚，淨低嗰啲就係傾得兩三句嘅Hi Bye Friend。

雖然知未必會就咁搵到，但都無諗過係一啲線索都冇。

喺我迷到不得了嘅時候，我部電話響起咗通知聲。

「You have a new question」

係NGL嘅通知，撳入去睇完，我變得更加迷，但只要解到呢句嘢，我相信會有好大進展。

「汝獲新生，吾墮深淵。

  重逢之時，願得君愛。」

呢個會唔會係佢比我嘅提示？

我將呢句嘢Send咗落Group，但等咗一陣都冇人覆，大家應該都瞓咗。



咁都冇辦法，唯有等聽日返去再講。

第二日。

我提早咗少少返到Office，然後開始思考嗰句嘢咩意思。

大家都好準時，而啊聖都將我哋琴日漏低嘅戒指盒拎咗過嚟。

「喂，你琴日Send出嚟句嘢咩嚟？」啊聖問。

「有人匿名Send比我，應該同呢單嘢有關。」我望住佢手上個戒指盒：「你比我，我諗到啲嘢。」

佢將個戒指盒遞咗比我，然後我搖咗搖。



十一

戒指盒裡面傳嚟碰撞嘅聲音，感覺有啲唔尋常。

啊聖搶過個戒指盒：「點解嘅？」

「係咪唔應該會有碰撞聲？」我問佢。

「正常如果係原裝盒，應該係唔會有。」

「你琴日開嘅時候冇發現？」

「我冇Expect會有啲咁嘅事，所以冇特別為意。」

我同狗卷向佢點咗點頭，然後啊聖就將戒指盒放喺枱面打開。

佢撳咗撳托住隻戒指嗰舊紅色綿，然後舊紅色綿凹咗落去。

「唔係原裝盒嚟。」啊聖望住我。

我向佢點咗點頭，然後佢就好小心咁將條鍊同舊綿一齊抽咗出嚟。
我望到戒指盒底有一封好細嘅信，個信封應該係手摺嘅，因為可以明顯見到佢四邊都唔對稱。

啊聖將條鍊同舊綿擺埋一邊：「你嚟定我嚟？」

我向佢打咗個眼色，然後翹埋雙手。

佢拆開封信，裡面係一張正方形嘅紙仔。

啊聖睇咗一陣，然後就皺曬眉頭。

「咩事？」我問佢。

「如果你睇到呢封信，證明你嘅解謎能力無下降過，繼續搵落去就啱架喇。」

「都寫到咁，睇下後面有冇嘢。」

啊聖反去後面：「ideq…」

「你比我。」

佢將張紙擺喺枱面，上面係一串冇意義嘅英文同一個英文詞，仲有一串數字。

「ideq relw rs eq 

     sttswmxi 1226 Caesar」



「你睇唔睇得明？」狗卷問我。

「Caesar？好熟。」我喺個腦裡面搜尋咗一陣。

如果我冇估錯，應該就係嗰一個加密方式。

我喺電話到撳咗陣，好快就知道答案。

「我哋可以起行。」我收埋電話。

「吓，去邊？」佢兩個同時問我。

「Ma On Shan Maze」我直接做埋翻譯員：「馬鞍山迷宮。」

我將條鍊歸位，將個戒指盒放咗落褲袋就行咗出去，而啊聖、狗卷同啊金都跟咗出嚟。

「咁我行完Program個結果幾時話比你聽？」啊金喺後面大嗌。

「行咗先啦，搭緊車嘅時候同我講。」我撳。

佢哋都冇再問，直接跟咗出嚟。



十二

上車之後，啊金拎咗部Notebook出嚟打開咗一個Excel表。

「我個program嘅關鍵字係『ching』，左手邊係佢哋IG名，而右手邊係佢哋Bio。」啊金遞部Note
book過嚟。

我接手部Notebook，然後睇咗陣。

佢哋唔係有男朋友就係有老公，再唔係就係後生女，淨低個啲就係Bio直頭冇嘢。

我嘆咗啖氣，然後將部Notebook比返啊金。

「有冇發現？」啊金問我。

「冇呀，冇咩特別。」我苦笑：「不過唔緊要啦，都預咗。」

我知佢唔會蠢到咁樣自爆，不過想咩都試下啫。

「係喎，龍仔你點知後面嗰堆嘢講咩？」啊聖問我。

「Caesar係加密嘅方式，而1226係密鑰。」

「跟住其他嗰啲就係密文？」

「無錯，將1226除盡之後餘數係4，所以偏移量就係4。」我撳返入啱啱個解密結果：「而家上面嗰
段就咁都係睇唔明，因為除咗4係密鑰之外，第二行嘅『opposite』都係密鑰。」

「即係要倒轉睇？」

「無錯。」

「哦，我明喇！」啊聖恍然大悟。

「係喎，龍仔你琴日Send出嚟嗰句嘢咩意思？」狗卷搲咗搲下巴：「你係轉行過架嘛？」

「係，你有咩諗法？」我認真咁望住佢：「唔好鳩噏。」

「汝獲新生可能係講你轉行，而吾墮深淵就係佢發生咗啲唔好嘅事。」

「合理。」

「咁佢可能去咗一個見唔到你嘅地方，跟住佢返嚟嘅時候希望你會同佢一齊。」

「你幾時變到咁聰明？」



「唔好咁讚我啦，唔係咁好嘅。」佢喺到扮啲少女嘅怕羞反應。

「咁墮深淵係發生咗咩唔好嘅事？見唔到我嘅地方係咩地方？」

我自己都答唔到呢兩條問題，但我偏要問，因為我唔想狗卷再喺到扮可愛。

真係…

好撚核突啊！

好快我哋就嚟到馬鞍山公園，我部電話都喺同一時間響起通知聲。

我拎出嚟一睇，係NGL嘅新訊息通知。

我屌！

會唔會咁巧合啊？



十三

「係咪有線索？」啊聖望住我部電話。

「係啊，而家睇。」我撳入最新嗰條message：「中間藍色燈筆，就得呢六隻字。」

「唔明。」狗卷都行埋過嚟。

「我估中間應該就係講緊迷宮中間。」我皺曬眉：「但係藍色燈同筆係咩？」

「唔好講咁多，去咗迷宮中間先啦。」啊金直接行咗入去。

我哋跟住佢嚟到迷宮中間，然後進行咗一輪地氈式搜索，可惜冇任何發現。

喺我哋迷惘緊嘅時候，有兩個小朋友嚟到我哋身邊。

佢哋踎低，然後拎咗枝筆出嚟喺地下寫字。

枝筆同一般原子筆冇咩分別，不過筆尾多咗盞燈仔。

我諗住過去阻止佢哋，但下一秒我就打消咗呢個念頭，因為…

都冇上色。

我繼續睇落去，見到佢哋反轉枝筆，然後用筆尾盞燈仔照住佢哋啱啱寫字嗰個位。

盞燈嘅光係藍色嘅，而佢哋啱啱寫嘅字喺燈光照射下呈現出綠色。

原來係隱形筆嚟。

藍色燈、筆？

「就係佢喇！」我恍然大悟。

「做咩事？」佢三個行返嚟我身邊。

「你三個喺到等。」

講完，我就即刻衝去搵文具鋪。

過咗一陣之後，我拎住四枝隱形筆行咗返嚟。

「你買四枝筆返嚟做咩？」啊聖問。

「一間你就知。」我將四枝隱形筆遞出嚟：「一人拎一枝，用筆尾盞燈照曬中間呢個位佢。」



佢哋都冇再問，拎咗枝筆就即刻開始周圍照。

照咗一陣，啊金突然大嗌：「喂，過嚟睇下！」

我哋三個一齊行過去，狗卷第一時間睇到啊金照出嚟嘅字。

狗卷忍唔住笑咗出嚟：「咁MK嘅。」

「咩事？」我挨個頭埋去睇：「候於龍與恩人之初識地。」

「真係有少少MK喎老細。」啊金都忍唔住笑。

「但係句嘢咩意思？」啊聖問。

「我都未Firm。」我開IG影低佢Po story。



十四

「龍與恩人？龍會唔會即係你？」狗卷提出呢個假設。

「照咁講，我應該知邊個係恩人。」我上網Search咗下南哥間士多。

Google Map下面有個電話，我打咗過去。

響咗陣，終於有人聽。

「係咪南哥？我係龍仔啊。」

「係，你係咪有新發現？」

「有啊，所以我打嚟想問你一樣十三年前發生嘅事。」

「十三年前嘅事？」佢笑咗笑：「咁耐之前嘅事，我未必記得，不過你都可以問咗先。」

「十三年前，我哋第一次見係喺邊？」

「嘩，我鬼記得邊間咩，間嘢汁咗未都唔知。」

「大概位置有冇啊？」

「冇記錯的話係喺西貢，嗰陣時我哋成班友去食飯，然後你同你啲Friend喺隔離枱。」

「真係西貢？」我想再Confirm一次。

「唔肯定，但最有可能係西貢。」

「咁好啦，得閒再搵你飲茶。」

「收到你。」

我Cut線，然後佢三個即刻圍咗埋嚟。

「有咩發現？」啊金問。

「我哋而家要去西貢。」我宣佈：「因為我恩人同我第一次見係喺西貢。」

「即走啦，時間無多。」啊聖拎電話出嚟撳咗撳：「Call咗的士，行出大馬路即有。」

我哋行出大馬路上車，好快就嚟到西貢碼頭。

西貢碼頭隔離幾條街全部都係食肆，我哋嘅任務就係問曬咁多間。



落車之後，我哋決定分頭行事，佢哋有咩發現再打比我。

我沿住條街逐間問，但佢哋唔係話唔可以透露，就係話幫襯佢就答我。

我幫襯咗幾間但佢哋都冇嘢比到我，所以我都冇再幫襯任何一間，問完冇就去下間。

食咗十幾廿次白果之後，我開始有少少頹。

電話響，係啊聖。

我聽咗個電話：「做咩？」

「有發現。」

我聽到呢到，即刻有返精神。

「邊到？」

佢講咗間餐廳名出嚟，我查到喺邊就即刻衝咗過去。



十五

「喂，咩情況？」我推門入去。

狗卷企喺收銀台前面，而啊聖同啊金就坐低食緊嘢。

收銀台裡面有個目測六張幾嘅啊叔，應該就係呢到老細。

「我講？」狗卷問我。

「我講啦。」啊叔打開日曆：「你哋問緊十一月廿六吖嘛？」

「係，係咪有人包場？」我問佢。

「係呀，但係嗰條友好奇怪。」

「點講法？」

「我報完價比佢，佢淨係話自己叫啊晴，然後就擺低錢走咗。」

「淨係得咁多？」真係越諗越頭痛：「佢咩樣？」

「矮矮細細，但係個樣都幾成熟下，應該都廿幾歲。」

淨係得呢啲唔夠，都係無助我哋搵佢出嚟。

「佢似邊個？」

「佢啊？有啲似樂曈。」

「龍仔，有冇諗法？」啊聖問。

我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提示，但係我真係冇識一個人生得似樂曈。

「冇，冇頭緒。」我嘆咗啖氣：「你哋走得未？」

「行得喇我哋。」啊金企起身。

埋完單行出去冇耐，我電話又響咗通知聲。

「唔係咁撚巧合啊嘛？」啊聖停低：「睇咗先啦。」

我拎電話出嚟睇，真係NGL嘅通知。

我撳入最新嗰條Message，然後我開始懷疑啱啱個老細都係共犯。



「Good try，不過間嘢個老細咩都唔知。」

雖然條message係咁講，但如果個老細冇通報，佢冇可能咁快知，除非佢監視緊我哋，但呢個可能
性好低。

我將條message show比佢哋睇，佢哋即刻皺曬眉。

「我覺得既然我哋都知邊間，都知道幾時，其實冇必要追查落去。」啊金講。

「唔得，一定要查。」我斬釘截鐵咁講。

呢單嘢唔係查唔查咁簡單，係我同出題者嘅決鬥。

我唔想輸比佢，所以一定要查到個答案出嚟。

臨陣退縮唔係一個男人應該做嘅嘢，越難嘅嘢就越要拆咗佢。

呢個係南哥教我嘅嘢，我一直都記得。

 



十六.

「咁你都講到咁，我冇理由Say No。」啊金有啲無奈：「識你咁多年，冇可能托你手踭。」

「多謝你。」我展開雙臂。

佢過嚟同我攬咗下，拍咗下背脊。

「但係你有冇諗過一樣嘢？」

「咩？」

「我睇到你有一個盲點。」啊金繼續講：「你好似好信佢哋講嘅嘢。」

「等你分析。」

「某程度上啱啱個老細同你嚟之前傾電話個南哥都同件事有一定關係。」

「你意思係佢哋有可能係共犯？」

「無錯。」啊金繼續分析：「以佢哋係共犯呢樣嘢為前題，佢哋講嘅嘢唔可以盡信。」

「所以我哋而家要返去再盤問個老細一輪？」

「咁又唔洗，因為我哋再返去盤佢，佢一定好有戒心，未必盤到嘢出嚟。」

「咁我哋而家可以點做？」

「南哥喺邊？」

「你想盤佢？」

「唔知點解，我感覺佢好似知道啲嘢。」

我本人係冇可能唔信南哥講嘅嘢，畢竟都識咗咁多年。

但係講到咁嘅話，我都排除唔到南哥係共犯呢個可能性。

「咁要去返轉愛民邨。」

「還掂都預咗今日係咁用，行啦。」



十七.

我哋好快就嚟到南哥喺愛民邨嘅士多出面，而南哥都行咗出嚟。

「南哥，我想問你一樣嘢。」我望實佢。

「做咩啊？」南哥點煙。

「你係咪咩都唔知？」

「知嘅我一早同你講咗啦。」佢眼神有啲閃縮，拎煙嗰隻手震咗一下。

雖然人老咗係會手震，但係嗰下震唔似係自然反應。

加埋佢個眼神，似係真係知道啲嘢。

我向啊金打咗個眼色，佢示意我開始盤佢，但…

我唔想。

但係一場嚟到，我冇理由咩都唔問。

我打開我哋個Whatsapp Group，然後搵返嗰句嘢出嚟比南哥睇。

「你覺得呢句嘢係咩意思？特別係前面嗰句。」我問佢。

「你轉行應該就係獲新生，墮深淵在我睇應該就入咗去坐。」南哥搲咗搲下巴：「但係嗰陣時有邊個
係搞到要坐好耐嘅，我真係冇印象。」

「如外意外應該係要坐七年，如果唔係唔會而家先搵我。」我拍咗拍佢膊頭：「你盡力諗下啊南哥。
」

南哥嘆咗啖氣：「其實你都估到我知道啲嘢。」

「其實係，但我無理由盤你。」

南哥始終係我恩人，我冇理由咁對佢。

「多嘅我唔講喇，總之有人想搵你結婚，佢仲話你今鋪走唔甩，你唔去嘅話佢就過嚟刮你出去。」



十八.

聽到呢到，我真係哭笑不得。

首先，多謝呢位女士肯做我老婆，因為我都唔肯定自己以後搵唔搵到老婆。

但係，我唔知你係邊個都算喇，你仲要我玩完一輪解謎遊戲先話比我聽你係邊個。

仲有啊，叫雞都有得彈鐘啦，而家講緊結婚喎大佬，人生大事嚟架喎。

而家你當我咩人啊？我雖然唔係靚仔、高大、有錢、有樓仲要大賓周啫，但係我都唔係咁隨便架喎大
佬。

「南哥。」我拍咗拍佢膊頭。

「做咩啊？」佢耍耍手：「我唔答架喇。」

「我冇話咩，只不過就叫雞都有彈鐘，結婚呢啲大單嘢冇可能唔比機會我彈鐘架嘛？」

我喺到說服緊佢講啲有用嘅嘢出嚟，并唔係因為我放棄解謎，而係…

南哥都係呢隻Game嘅NPC嚟架嘛。

同NPC攞料，唔算係咩犯規行為啩？

「乖啦，我唔會答架。」

我相信一樣嘢，叫做「啲老人家好心軟架！」

「南哥啊，你諗下如果到時我真係彈鐘，喺嗰間嘢到逃走出嚟，你話成何體統呢？」

循循善誘唔一定Work，但Work嘅機率一定高過盤佢。

「咁呀…」

啱呀，快啲講啦！

我好似性上癮病人咁喺內心吶喊：嚟啦嚟啦，快啲啊！

佢嘆咗啖氣：「我哋呢啲講口齒，真係唔講得。」

仆街，咁就洩咗道氣。



十九.

「算啦咁，我都唔為難你。」我拍咗拍佢膊頭：「但係有冇啲咩提示？」

「你真係搞唔掂？」佢語帶質疑。

因為佢識咗我咁多年，佢覺得我應該冇咁蠢。

「真係搞唔掂啊，拍硬檔幫幫手啦。」我用無助嘅眼神望住佢。

佢嘆咗啖氣：「好啦，我話比你聽，你到時唔好話係我同你講。」

「呢啲嘢唔洗講啦。」

「你而家都已經知佢係喺十八歲之前識你，即係你都知你兩個以前係同一行。」佢繼續講：「但係你
轉行嘅時候佢就入咗去坐。」

「跟住呢？」

「你有冇諗過一樣嘢？」佢想引導我思考：「隻戒指。」

「隻戒指有咩問題？你想講佢好貴？」

「唔係，個人同隻戒指嘅關係。」

「個人同隻戒指嘅關係？」我沉思咗一陣：「佢啱啱出嚟，唔應該有咁多錢買一隻咁貴嘅戒指？」

「正確。」

「所以隻戒指係有人比錢佢買？」

「無錯。」

「但呢個人會係邊個？」

「最想一個女仔結婚嘅人會係邊個？」

「佢老豆老母？」

「無血緣關係嗰種呢？」

我恍然大悟：「契爺！」

「明就得啦，再多就唔講啦。」

講完，南哥就轉身走返入士多。



 



二十.

「咁點啊？」狗卷拍咗拍我膊頭：「龍仔你有咩諗法？」

「如果係咁嘅話，我哋可以試下搵返七年前嘅新聞。」我搲咗搲下巴：「但係每一日嘅新聞都咁多，
人手搵嘅話搵到死都唔掂。」

我望住啊金，嘴角微微戚起。

我相信就算佢用個屎忽諗嘢都好，佢都冇可能唔知我想點。

啊金轉身背向我：「又叫我整嘢？我唔整架今次。」

我行去佢面前：「拍硬檔啊大佬。」

「唔得！」佢開始有啲躁：「成日都搵我苯！」

對大部分男人嚟講，最有吸引力嘅嘢莫過於錢銀同女人。

錢銀我就冇喇，女人我都冇，不過佢想嘅女人…

我有。

「你個變態佬上次係咪話對我個讀者有興趣？」我喺佢耳邊講。

「咁又點啊？」佢捽咗捽眼：「佢都唔比我Follow。」

佢冇比你Follow啫，但係有比我Follow啊嘛。

「我想講佢有比我Follow佢。」我拎部電話出嚟揈咗揈：「仲傾過幾句。」

佢回頭望咗望，但係冇轉身。

我埃個頭埋去：「可以幫你安排喎。」

佢慢慢轉身，然後伸出右手。

「Good！」我同佢握咗握手。

「Deal。」佢暗笑緊：「幾時有消息？」

「盡快啦。」

對唔住嗰位讀者，我賣咗你。



二十一.

「咁大家返去先啦。」我宣佈：「聽日照舊中午喺Office等。」

我返去之後冇收到啲咩特別嘅匿名信息，而咁樣都好似證明咗啲嘢。

南哥叫我唔好同出題者講，即係佢都唔會同出題者講。

咁就證明咗西貢嗰邊係老細通報，而唔係佢監視我哋。

當然，都有可能係佢監視緊我哋，但係今次唔出聲。

不過無論點都好，啊金已經整緊Software做research，聽日應該就可以搵到啲好有用嘅線索。

…

..

.

第二日我遲咗起身，返到去已經見到佢哋三個愁眉苦面咁坐咗喺到望住啊金部Notebook。

我行過去坐低：「做咩啊？冇結果？」

「唔係，係太多結果。」啊金指住個Mon。

我望過去，發現搵到嘅結果都有幾頁咁多，而且每一篇都好似有用咁。

「你有咩辦法可以縮細個範圍？」啊金問我。

我諗咗一諗，雖然唔知諗到嘅嘢啱唔啱，但係都係照講咗出嚟。

「如果佢有契爺的話，有冇可能佢契爺會幫佢打到落尾？同埋佢哋表現良好的話通常都會扣三分一刑
期。」我答佢。

「咁即係高等法院、終審法院同埋十年呢啲關鍵字都可以加落去？」

「可以試下。」

佢將關鍵字加咗入去，然後開始Search。



二十二.

Load咗一陣，結果終於出咗嚟。

結果得一個，我哋就咁撳咗入去睇。

被告個名叫林悅晴，被檢控嘅罪名係種植大麻，上訴至高等法院後敗訴，被判入獄十年六個月。

「喂，掂啊！」啊金忍唔住歡呼。

「等陣先。」我拎電話出嚟撳咗下機：「係佢啊。」

「Search下佢個名？」啊金問我。

「直接走起啦。」

佢打咗個名入去Search，同名嘅Facebook同IG Ac有好多，但係唔係冇相就係我完全冇印象。

「點搞啊？」

我諗咗諗：「假設佢同我同年，七年前佢應該仲讀緊書。」

「有道理，我試下淨係搵edu尾嗰啲網站。」

講完，佢就加多咗個搜尋條件落去。

然後就搵到一個校網，裡面有一格有林悅晴呢個名。

嗰格係講一個嗰啲校內嘅濕鳩獎，林悅晴就係其中一個得獎者。

我哋再撳返去個校網嘅主頁，最頂有大大個Banner話比我聽呢鋪有機。

「開放日」

佢間學校搞開放日，仲要咁啱好係今日，真係擇日不如撞日。

啊聖從後搭住我兩個：「行啦，仲等咩啊？」



二十三

啊聖Call咗的，咁啱好附近又有車，我哋落到去就即刻有車上，真係天助我也。

我哋嚟到目的地，然後都好順利咁入咗去。

我哋好有禮貌咁行咗一下佢哋嘅展覽，然後就比狗卷拉咗去停車場。

「喂，咁唔係辦法喎龍仔。」狗卷托住下巴：「咁樣行落去咩料都刮唔到架喎。」

「我有計啊。」啊聖搭住我膊頭：「不過要靠你。」

「願聞其詳。」我踎低：「有冇必要咁講。」

佢好無奈咁望住我：「上返嚟啦好嗎？」

對唔住，我內心仲係好小朋友，慣咗傾計仔要踎低傾。

「Sorry啊，慣咗手勢。」我企返起身：「你講啦。」

啊聖喺我耳邊細聲講：「我哋一間再兜幾個圈，你見到邊個老到白曬頭嘅，就衝上去問佢記唔記得自
己同林悅晴。」

「點解要問啲白曬頭嘅？」我問佢。

「佢哋教得耐啊嘛。」

「咁但係我以前唔係讀呢間架喎。」

「佢哋老到啲記憶都錯亂曬，認咗你做第個有幾出奇？」

「好似又係，但係…」

佢打斷咗我：「唔好但係喇，冇時間喇。」

「哦…好啦。」

我有啲唔情願，但係都冇其他辦法。



二十四.

之後我哋喺唔同樓層都兜咗個圈，嚟到頂樓終於見到有個目測年齡至少有五十嘅女老師。

「喂龍仔，就佢啦。」啊聖喺我耳邊細聲講。

「好。」我扤咗扤頭。

我睇咗睇佢名牌，姓陳嘅。

我深呼吸，然後踏前一步嚟到佢身邊。

我清咗清喉嚨：「好耐冇見啊Miss Chan！」

「我識你？」佢眼裡充滿疑惑。

「你唔認得我喇？我係龍仔啊！」我指住自己。

「嗯…」佢托住下巴諗咗陣：「就係之前好鬼曳嗰個。」

「係呀係呀！」

雖然我唔知佢講緊咩人，但係認咗先一定冇死。

「你返嚟做咩啊？好耐冇見過你啦！」

「冇呀，咁耐冇返嚟，想返嚟睇下囉。」

我望向啊聖，佢比咗個眼色我，叫我入正題。

「話時話，你有冇悅晴嘅消息？」

「邊個悅晴？你話林悅晴？」

「係呀係呀！」

無錯係啊，快啲講啲嘢嚟聽下。

「你哋之前唔係好Friend架咩？」

「係啊，但係近排佢唔知點解突然唔見咗。」

「咁大件事，我睇下我有冇佢聯絡方式先！」佢拎咗部電話出嚟。

「唔該曬你啊Miss Chan，我真係想搵返佢。」



 



二十五.

我哋就咁企喺到等佢，越企就越心慌，因為我哋只係搏緊佢記憶錯亂，唔係真係喺到讀過，比人發現
嘅話肯定要行返轉差館。

等咗陣，佢拍咗拍我膊頭。

「龍仔我搵到啦，你睇吓係咪呢個？」佢遞部電話過嚟。

佢部電話Show緊一個Whatsapp Ac嘅個人資料，但係冇Set聯絡人名，淨係睇到個Icon。

雖然唔知係唔係我哋想要嗰個林悅晴，但係呢個世界咩都有可能，所以我哋都照單全收曬先講。

「係呀係呀！唔該你啊Miss Chan！」我拎電話出嚟抄低。

呢個時候，有個光頭啊叔行咗入嚟。

「喂Miss Chan你喺到搞咩啊？」光頭啊叔企喺Miss Chan身邊。

「冇啊，呢個係畢業生嚟架。」Miss Chan答佢。

「係咩？我冇咩印象嘅。」光頭啊叔不斷上下來回掃視我。

「梗係啦，你每年都教咁多人。」我笑住咁講，但係頭頂標緊冷汗。

「做咩流曬汗嘅？」光頭啊叔問我。

「冇啊，啱啱同啲Friend跑完步啊嘛。」

「係啊，跑咗陣。」狗卷附和我。

「咁都一場嚟到，不如睇下當時個畢業冊。」光頭啊叔拎咗部電話出嚟：「我有Save喺電話到。」

唔撚係啊？



二十六.

「咁睇睇佢啦。」我苦笑。

「咁我搵下啦，你嗰時邊班架？」光頭啊叔問我。

「6D啊，慢慢搵啦。」

講完，我撞咗撞啊聖，而光頭啊叔就開始撳電話搵畢業冊。

「點搞啊啊聖？」我喺佢耳邊細聲講。

佢嘆咗啖氣：「我撚知咩。」

「我哋而家一齊退後，去到門口就即刻衝落去，淨低嘅嘢我處理。」

「認真咩？」

「信我啦。」

講完，啊聖就褪後咗一步，其他人見到都跟住佢褪後，而我就拎部電話出嚟扮睇時間。

「喂兩位，我哋趕時間啊，下次再傾啦。」我褪後。

「唔好走住啦，就搵到啦。」光頭啊叔揮咗揮手。

我撞一撞啊聖，然後喺佢耳邊細聲講：「我數三二一，然後即刻衝落去。」

「三。」

「二。」

「一。」

「我哋趕時間啊，下次再講啦！」

講完，我就即刻轉身衝出去。

我哋一直跑，跑到大家都搞唔掂先停低。

「喂，冇人追啊嘛？」狗卷問我。

我轉身望咗望，一個人都冇。

「冇啊。」我拎部電話出嚟：「不如試下打過去先？」



「你試下。」

我打過去然後開擴音，大家都即刻圍咗個圈準備聽電話對面條友講嘢。

 



二十七.

「嘟…嘟…嘟。」

響咗一陣，終於有人聽咗。

「喂。」我對住電話講。

「係，咩事？」電話另一邊嘅人回應。

感覺有啲唔對路，因為係男人聲嚟。

「想問係咪林悅晴本人？」

「唔係，請問咩事？」

「咁佢應該係呢個號碼嘅上一手，想問你識唔識佢。」我仲未放棄。

話唔定佢個號碼係買返嚟嘅呢？

「唔識啊，打過嚟混吉嘅。」

講完，佢就Cut咗線，大家都即刻散開曬。

唉，仲以為搵到啲咩大線索，原來假希望嚟嘅。

呢個時候，我部電話彈咗個NGL通知出嚟。

「有新消息！」我大嗌。

佢哋即刻圍返埋嚟，等我講啲新料出嚟。

我撳入去嗰條新message到。

「其實你真係唔記得我咩？」

然後，再多一條新嘅message。

「最後一次開大片喺邊？係邊個？」

「咩開大片？啊龍你…」啊金好似有嘢想問。

我打斷佢：「無錯係，我從來都冇同過你哋講，呢到得啊聖知。」

「我講？」啊聖問。



我冇講嘢，淨係扤咗扤頭。

「佢以前跟南哥搵食，即係之前我哋見過嗰個士多老細。」啊聖繼續講：「龍仔後尾可以轉返正行都
係因為有南哥幫手。」



二十八.

「算啦，唔重要嘅嘢我唔想提。」我收埋電話：「我哋而家要去下一個地方喇。」

「喂。」啊金叫我。

「做咩？」

「我驚。」佢成個人震曬。

「放心啦，冇事架。」拍咗拍佢膊頭。

「真係？」

「我都走咗咁耐，咩都唔關我事架喇。」我拍咗拍心口：「佢哋啲老一輩講道義架嘛，唔會亂咁嚟架
。」

「嗯…咁行啦。」啊金扤咗扤頭。

「咁其他人呢？怯嘅真係可以走架喎，我唔會怪你。」我同另外兩個講。

「怕咩啊，以前大把老友都撈嗰飯嘅。」啊聖搭住我膊頭。

「我都幾廿歲人啦，早死遲死又咪差嗰幾年。」狗卷搭埋另一邊膊頭。

「多謝你哋，咁我哋行啦。」

多嘅唔講，在心中。

…

..

.

我哋好快就嚟到一棟工廈樓下，呢棟工廈都係喺我哋Office附近，但係呢棟個樓齡大過我哋Office嗰
棟好多，用緊嘅仲係舊式嗰隻要手動閂嘅。

我拉開門，等佢哋三個入咗去之後先入。

我閂門撳，部隨即開始向上攀升，老舊機械零件磨擦發出嘅噪音喺裡面迴盪。

我哋四個半句嘢都唔夠膽講，連呼吸都唔夠膽太大力。

四個唔講嘢嘅人，加上嗰啲越聽越恐怖嘅噪音，簡直同恐怖片冇分別。



二十九.

過咗一陣，部終於停低，機械零件互相摩擦產生嘅噪音都隨之消失。

喺裡面嘅我隱約聽到外有人喺到講緊嘢，但聽唔清楚講緊咩。

「出面好似有人，我哋係咪要出去？」啊金問。

「你哋行去右邊匿埋，我出去之後會閂返道門，之後可以出去嘅時候我就會打開道門。」我同佢哋講
。

佢哋冇講嘢，淨係向我扤咗扤頭就行曬去右邊貼住牆企。

我拉開門行出去之後轉身將道門閂淨一條罅，等部卡喺呢一層。

面前係兩個唔要眼嘅MK仔，佢哋一左一右咁企喺門邊，好似門神咁。

佢兩個伸手出嚟擋住個門口：「嚟呢到咩事？」

冇估錯的話，佢兩個應該就係今日嘅門口狗。

「我想嚟搵人。」我同佢哋講。

「搵邊個？」左邊嗰個問。

「未見過你喎，你跟邊個架？」右邊嗰個問。

「我冇跟人，今日嚟想搵最大粒嗰個。」我直接答曬兩個問題。

「咁應該難啲喎，你搵佢咩事？」左邊嗰個問。

「我搵佢係想傾關於佢契女嘅事，佢聽到應該會出嚟。」

「都得，但係佢唔出嚟就唔關我哋事。」佢拍咗拍右邊嗰個：「入去叫人。」

右邊嗰個「哦」咗一聲就行咗入去。



三十.

過咗一陣，一個著住白色背心嘅光頭啊叔行咗出嚟。

佢同其他人唔同，唔係左龍右虎，而係兩把劍。

左邊嗰把係「越王勾踐劍」，右邊嗰把係「執政官之劍」。

當然，兩把劍都有佢獨特嘅意思。

「咩事啊龍仔？」光頭啊叔問我。

佢叫啊武，係我當年對家嘅最大粒嗰個，當然而家都係最大粒嗰個，不過唔再係我死對頭。

「冇啊，想嚟問你嘢。」我微點扤頭示好。

佢望咗望我身邊部：「做咩卡住部？有人喺裡面？」

「我啲朋友嚟，你介唔介意？」

「我OK啊，你叫埋佢哋出嚟啦。」

我轉身拉開門，佢三個即刻行咗出嚟。

啊金全身都喺到震緊，佢應該驚到仆街。

「冇事喎，你哋又唔係黑道中人，我唔會郁你哋架。」

啊金冇講嘢，淨係扤咗扤頭。

「入嚟坐低慢慢傾啦。」佢拍咗拍兩個MK仔嘅膊頭：「我啲朋友嚟。」

講完，佢就行咗入去，而我哋都喺後面跟住。

佢推開房門，我哋跟住佢入咗一間房。

然後啊金個身就冇再震，反而仲開始笑。



三十一.

我相信大家都有鍾意嘅顏色，有啲人甚至會鍾意嗰隻色到一個地步係…

成間房都係嗰隻色。

而啊武都有鍾意嘅色，而佢成間房都係嗰隻色，而佢鍾意嘅色…

係粉紅色。

大至牆身，小至一枝筆，都係粉紅色，唔講仲以為去咗「粉色地獄」

「笑咩啊笑！」啊武兇咗兇啊金。

啊金即刻停咗，然後挺直個身。

佢幫我拉櫈：「啊龍，請坐。」

「認真？」我有啲受寵若驚。

「認真。」佢行去對面坐低。

我摸咗摸張櫈，確認冇機關之後都猶豫咗一陣先坐落去，而啊金佢哋就企喺我後面。

黑社會大佬無啦啦咁客氣，你都咪話唔驚。

「所以係咩事？」我問佢。

「其實…」佢雙手托頭，擺出一個嚴肅嘅樣。

仆街，唔撚係轉咗行咁耐先出事啊嘛？

佢沉默咗一陣，然後伸手去枱底。

我下意識褪後張櫈，以防佢拎啲咩出嚟攻擊我。

而下一秒…

佢擺咗張紅色嘢上枱。

我鬆咗啖氣：「派帖啫，唔洗搞到咁緊張嘅。」

佢搖咗搖頭：「唔係派帖啊，你睇清楚啲。」

我認真咁睇咗睇，原來真係唔係囍帖，而係…



提親信。

左上角寫住「楊慕龍收」，中間大大隻字寫住「提親」，右下角寫住「林悅晴啟」



三十二.

「喂，認真咩？」我問佢。

佢冇講嘢，淨係扤咗扤頭。

睇嚟佢係認真架。

「你想唔想拎嚟睇下？」佢將提親信推到我面前：「你想睇嘅話就自己拎起嚟睇啦。」

講就講話係信，但事實上只係一張紅色紙，而上面啲字係用黑Marker筆寫嘅。

我反轉張紙，上面密密麻麻嘅都係用黑Marker筆寫嘅字。

雖然啲字密密麻麻，但係有樣嘢真係不得不說嘅就係佢啲字跡。

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少女字體」呢樣嘢，即係會將啲筆劃整到圓碌碌嗰隻字體。

想像唔到唔緊要，總之啲字就係好撚得意啦。

我用咗少少去睇曬佢寫嘅，但我唯一得到嘅信息係…

佢好撚鍾意我。

簡單啲嚟講，呢封係一封單純嘅情信。

我擺低封信：「我想…」

我諗住講嘢，但係比佢打斷咗。

「你想唔想，你直接講就得。」佢點煙。

「我想。」

大佬啊，無啦啦咩都唔洗做就娶個老婆返屋企，邊個唔想？

「但係我未見過佢，都唔識佢架喎。」我補充。

「我知啊，但我冇嘢要講。」

我嘆氣：「你又係佢謎題嘅一部分？」

「係，雖然我唔知佢想做咩，但都照配合佢啦。」

「咁我哋走喇，反正你都冇嘢講。」我起身。



「喂，最後一句。」

我走到門口：「請講。」

「無論到時你查成點都要嚟，如果唔係就一槍打爆你個頭！」

佢要搵我唔難，我亦都相信佢做得出。

「知喇，走先。」

 



三十三

我推門離開呢到，返到熟悉嘅Office，而佢哋三個都喺後面跟住，但我哋一句嘢都冇講過。

我哋一排咁坐喺梳化到，啊聖首先打破沉默。

「你就正啦，無啦啦多咗個老婆。」

啊聖講咗個笑，但冇人笑。

成個Office，靜過太空。

「咁你仲洗唔洗查落去？」啊金問。

既然係咪都要去，我諗已經冇查嘅必要。

「唔洗主動查喇，不過佢再Send嘢嚟我就通知大家啦。」我答佢。

「咁而家散咗先？」狗卷問。

「散咗先啦，都冇咩新線索。」

…

..

.

估唔到咁樣一散，再聚就係十一月廿六號。

一起身，我就見到有新嘅匿名Message。

我撳入去睇，內容并唔意外。

「今晚七點，你知邊到。」

我收埋電話，打開衣櫃。

著咩好呢？好似莊重啲好。

我喺衣櫃嘅一角拎咗一個鋪曬塵嘅盒出嚟，我撥一撥個盒上面嘅塵，啲塵即刻飄到成間房都係，而我
就咳到仆街。

打開個盒，裡面係一套西裝。

係我之前去見工著嘅西裝，著完一次就擺咗喺到。



 



三十四.

我換上西裝，然後又上網查咗一陣點打呔，足足用咗成個鐘先出到門口。

我返到Office，狗卷同啊聖一早已經坐咗喺梳化到等我。

雖然唔知新娘係邊個，但係佢哋都隆重其事，著上咗整齊嘅西裝。

「啊金呢？」我問佢哋。

「唔知啊。」狗卷答我。

喺佢答我嘅同時，電話響起。

拎出嚟睇，係啊金。

「喂，啊金？」

「我臨時有啲嘢做，你哋過咗去先，我後到。」佢答我。

「好。」

收線之後，我睇一睇錶。

五點。

「佢後到啊，我哋行咗先啦，還掂都差唔多時間。」我同佢哋講。

「Call的？」啊聖問。

「唔洗啦，而家先五點，去彩虹轉小巴啦。」

「咁行啦。」狗卷企起身：「講明先啊吓，過埋今日就要寫稿架喇。」

「知喇。」我行出門口：「我邊次呃過你。」

「成撚日架啦。」佢勁細聲講。

「我聽到架屌你。」

…

..

.



我們好快就嚟到西貢大會堂，十一月仲要嚟啲又郊區又近海嘅地方，真係凍到仆街。

我哋慢慢行去上次嗰間餐廳，越嚟越接近目的地，我都越嚟越緊張。

雖然唔知新娘係邊個啫，但係結婚咁大單嘢，點都要緊要下。

我哋嚟到餐廳門口，而啊金都喺到等緊我哋。

啊金同我Friend咗咁多年，佢雖然冇著西裝打呔，但係都著上咗白色嘅恤衫同牛仔褲仲有Converse
高筒步鞋，算係Smart Casual。

我整理咗一下件西裝：「行啦。」

我帶頭行入餐廳，而佢哋就跟喺後面。



三十五.

餐廳無任何特別嘅裝飾，同上一次嚟嘅時候一樣。

啊武同南哥已經面對面咁坐咗喺最近廚房嗰張枱，仲趴喺枱上面瞓著咗，應該好早就已經到咗。

啱啱入門口，我哋就即刻比老細衝出嚟截住。

「做咩啊？」我問佢。

「我啱啱收到個電話，指定話要慕龍先生你答啱一條問題之後先可以入去。」老細答我。

「嚟到仲搞呢味？」我有啲無奈：「你問啦。」

「佢話要你Show一個身體部位出嚟，Show啱位先可以入。」

「吓，咩啊？」我嘆咗啖氣：「有冇提示啊？」

「佢話有啲特徵得你有。」

「得我有？」我托住下巴諗咗諗：「唔通係呢個？」

講完，我就將攝好嘅衫抆出嚟，然後揭高，露出條腰左邊一條微彎嘅疤痕。

疤痕由下腹延伸至上腹，大概有十CM咁長。

「係咪呢個？」我問佢。

佢扤咗扤頭：「請。」

「你條友啊，識你咁耐都唔知你有條疤！」狗卷有啲嬲。

「我又唔係Gay嘅，點會無啦啦除衫比你睇？」我反問佢。

佢自覺反駁唔到，就咁衝咗入去，坐咗喺南哥隔離。

我哋跟住行入去，我就坐咗喺南哥對角，而啊金同啊聖就坐咗去隔離枱。

狗卷一坐低，南哥就即刻彈咗起身。

「幾點？」佢問我。

我睇一睇手機：「六點五十。」



「差唔多啦，佢應該就到。」

「所以佢到底係邊個啫？」我都仲係好好奇。



三十六.

「記唔記得你條腰個傷口係邊個幫你處理？」

「我冇印象，應該係醫院啩？」

因為嗰時痛到冇曬知覺，我都唔係好記得發生咩事。

佢用手敲咗我額頭一下：「食懵你啊，去醫院搞你就入咗去坐啦。」

我苦笑：「好似又係。」

「你再諗下啦。」啊武嘆氣：「你暈低之前，見到啲咩啊？」

我竭力回想，淨係諗到嗰陣我跑咗去後巷，然後有個女仔，佢成隻左手都係紋身，仲要全部都係晴天
娃娃，但佢個樣我真係記唔起。

「後巷成隻手都係晴天娃娃嗰個女仔？」我想Confirm。

「我唔知你諗緊邊個啦，佢到你咪知囉。」

同一時間，餐廳大門被推開，一個女仔行咗入嚟。

佢著住黑色長褲、牛仔褸同衛衣。

「契爺！」個女仔大嗌。

「啊晴你到喇，我讓個位比你。」啊武起身坐去隔離。

啊晴坐喺我身邊：「慕龍。」

「送戒指嗰個就係你？」我問佢。

「係啊。」

「咁點解無啦啦會咁嘅？」

「之前幫你處理完個傷心，你拉住我隻手叫我嫁比你嘅。」

等陣，我有講過啲咁嘅嘢咩？

就算有，都係我痛到傻傻地先講得出。

我O哂嘴咁望住佢，完全唔知比咩反應佢好。



「咪煩啦，對家都嚟幫你，點都要以身相許啦下話。」啊武插嘴。

咩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