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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呢就叫做肥冬，而全名係林逸冬，今年讀中五，十八歲。

只不過係中二開始一個唔小心肥左少少，就比一班兄弟賜姓為肥。

對我黎講無AV睇果時呢就係日頭，播緊宇都宮果陣呢就係夜晚。

而我亦都深信
『你的樣子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

講番我點解會變成一個肥仔，其實係有原因既！

想當年我中一中二可以話係青靚白淨，好有潛質大個左搵女人錢。

但係自從中二暑假我向同班既呀汶表白失敗之後，我就開始左墮落。

呀汶同我係小學同學，小一至小六都同班，六年以來起碼有一半時間都係一齊坐。

於是順理成章，性格溫柔文靜而又生得有好似高登女神蔣雅文既佢，俘虜左我呢個小毒撚既心。

雖然咁多年黎同佢講野唔超過二十次。

但唔係講笑，睇住當年可愛天真既女同學成為婷婷玉立既女神，我真係無曬抵抗力。

仲記得中二果陣我精心打扮，著住對當年潮牌con屎，跑去同佢表白！

佢一見到我，二話不說就灑手擰頭拒絕左我。

老實講，我到而家都仲未知死因係咩，明明我對con屎同我個髮型襯到絕一絕。

於是我成個暑假就留左係屋企過住暴飲暴食既生活。

到左中三番學果陣，無人認得我。

就係咁又過左兩年，其實我情傷唔係話太嚴重，但係減肥就減極都減唔到。

於是就成為左大家口中既肥冬。

至於呀汶，隨左變得愈來愈靚之外，我對佢已經係一無所知。

因為呢幾年我一見到佢就連頭都唔敢點，野都唔敢講就另轉身走。

不過可幸既係中三我同佢就唔同左班，而我都識左好多新朋友。

例如呀晨，一個音樂型既男仔；同埋呀洪，一個好有義氣既搞gag能手。



我地三個無咩共同興趣，因為只要有一個人想做，另外兩個一定會捨身相陪。

而就係中四暑假最後果日，我地三個約好去踩單車。

唔好睇我肥，我踩單車都可以話係出神入化，架架單車係我跨下都會變成韋駄天翔。

你都咪話唔勁！

而我估都估唔到，今次踩單車活動，改變左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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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肥冬踩咁慢點減到肥呀？」出聲既係呀晨。

喂屌你明明落後我十幾個車位，連我車尾燈都見唔到。

「收皮啦你係咪尋晚食出丁食到傻鳩左呀？」

呀晨同佢女朋友都好鍾意食出前一丁，所以我地次次都用出丁抽佢水。

「你兩條柒頭皮慳番啖氣踩單車好唔好呀？」今次到呀洪出聲。

無錯提議黎踩單車既，就係呀洪，聽閒佢下星期要同佢女神呀儀去踩。

但係條契弟根本就唔識踩，於是就拉左我同呀晨黎教佢。

「你咁撚大個人仲踩四輪唔講以為你弱智架，學到２０４６都未識啦咁。」

呢種就係我地平時相處既方式，講野唔需要用腦，唔洗諗咁多，因為大家都知大家幾時講笑，幾時認
真。

踩下踩下我地都？，於是就停左係一個類似小水塘既地方旁邊。

個水塘既水好淺，可能係因為最近無咩雨落掛？

「喂肥冬你平時咪話自己踩單車踩到好出神入化既？你踩過左個水塘，我請你去食中上男神果間ＫＦ
Ｃ食餐勁既又點話。」呀洪條仆街仔自己唔識踩仲咁多野講。

不過我諗落又覺得幾有著數，因為個水塘睇落完全唔危險，又無咩水流咁。

我諗都無事，所以就一口應承。

「拿你話架，走數既話我打撚死你！」

於是我就踩住我架大陸ＢＭＸ開始踩入去個水塘度

哇今次正，條路好撚平坦，餐ＫＦＣ真係實食硬。

但係我都深知安全第一呠呠命長久，所以都係慢慢踩。

點知踩下踩下，好似有引力拉我向左邊咁。

我已經好小心維持方向，但係都係難敵果一股奇撚怪怪既引力。

一跌，就跌撚左落渠！



「哇！」邊撚個係度叫？

好深，好撚深，深到我架單車都沉左去唔知邊度。

屌，呢獲仆街，為餐ＫＦＣ無左條命仔。

我都係想見一見中上男神姐…

我已經成個人沉左落條渠度，但係呢個時候，忽然又有一股力係下面推左我上去。

屌唔理得咁多，我兩腳一伸，彈出水面，仲快撚過方力申。

一手捉住上面，按番自己上黎。

「哇！屌你老味，快Ｄ救我」我已經嚇到傻撚左。

「部電話無喇！」呀晨只係重視我部電話。

「電話無喇電話無喇！」呀洪都係咁講。

佢地伸手接住我…部電話。

屌，人命重要定電話重要呀？

「唉屌濕撚哂，唉唔撚驚。」其實我真係好撚驚，所以我已經語無倫次。

估唔到今次出黎踩下單車，我架私家車就咁唔撚見左，仲有隻膠拖係渠口度浮下浮下。

不過我真係唔敢行番過去執。

好怕又會有引力拉我落去。

上番上面見到呀晨呀洪，兩條撚樣笑笑笑都唔知做乜春。

屌，部電話真係開唔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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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到屋企我都仲係驚魂未定，不過好彩呀洪話過兩日照請我食ＫＦＣ放題，我個心都定Ｄ。

當我正想開番套宇都宮定下驚既時候，部電話忽然間狂震。

仲震得好犀利，唔知以為玩緊震蛋。

我不禁替部電話可憐，其實都只不過係用左幾個月，而家咁就無左。

睇黎真係要食曬成間ＫＦＣ既野先回到本。

咁我拎起部電話望一望啦。

點解會著撚左燈既？

明明岩岩開左十幾次都開唔到，無啦啦著番？

我打開一睇。

「請把耳機連接手機。」

屌呢個ＳＣＲＥＥＮ以前從來未出現過，唔係咁邪下話。

難道我係被選中既細路，部野變左暴龍機，我要進入數碼世界？

屌我都成年啦，細咩路呀？

咩都唔怕既我插左個耳機落去啦。

「你好，林逸冬。」

哇屌，部電話識講野既？！

仲要係一把無感情既電子合成聲。

屌，唔撚驚唔撚驚。

「你好，林逸冬。」

又講多次！我拍拍自己塊面，真係唔撚係發夢。

但我應該點做？！咁恐怖既野我緊係唔會搞，一野拎起個電話掟左去垃圾桶。

唉唔知點解自從跌左落渠之後好似咩都怪怪地咁。



於是就諗住去沖個靚涼洗走Ｄ衰氣，點知一沖完番到房。

就見到部電話好安詳咁放左係床上面。

屌我明扔左架？！

今次我反而無咁驚，因為我知道好明顯部野有古怪！

況且我Ｊ都未打，陽氣未外洩，應該唔會撞鬼。

再載番起個耳機。

「屌你咩林逸冬。」

電話都識講粗口？！但今次換上左一把調皮既女聲，即是果種講完粗口都唔似講粗口既聲。

「你到底係咩黎？」我已經故作鎮定同部電話傾計。

唉我真係毒到要同部電話傾計呀…

「我係零…至於我係咩，解釋左你都唔會明，不如唔好解釋。」

毒撚對女仔聲可以話係無抵抗力，加上佢把聲又幾ＮＩＣＥ，所以我已經完全唔驚。

「點…點解妳會出現係我部電話度？」

「因為…」

「因為？」

「因為…肥仔一跌落渠就連部單車都失去～叫朋友過來救命換來一下被拒！」

點解會識得自動播歌架？！

屌你串我咁話喇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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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一望個ＭＯＮ，咩野ＡＰＰＳ呀ＴＯＯＬＳ呀全部唔見曬，只係見到一片白濛濛。

但係忽然間又出現左一個女仔既身影，佢著住件藍白史迪仔Ｔ－ＳＨＩＲＴ，唔知係咪太緊，睇落好
似好高ＣＵＰ數咁。

個樣…嗯，好靚好靚，似我成日Ｊ既王敏奕。

唔同既只係電話入面呢個女仔個樣串串貢同埋對波波大Ｄ。

唔洗審都知佢就係岩岩同我講野既電話人。

「喂妳又幾索喎。」我都好崇拜自己呢個時候都講得出咁既說話。

「因為我個樣係根據你平時既喜好而定。」語氣真係好ＣＯＯＬ。

屌你我而家玩緊ＬＯＶＥ ＰＬＵＳ咩？拎住部機溝囡囡呀？

「咁妳可以話比我知，妳出現係度既目的到底係咩野未？」我已經比佢搞到一頭霧水。

「屌你，你估我想困係度？」講咁多粗口既靚女真係好少見。

「咁…妳叫咩名，零係編號？妳係邊度黎架？」

「係，無名…講左你都唔知。」

睇黎問佢咩都係無用。

「咁我叫妳做粗口Venus啦。」

真係好貼切。

「是但你。」估唔到一部電話都識得好似港女咁惜字如金。

「咁我仲打唔打到電話？同埋引力係咪因為妳？！」

「打到，仲多左功能，係。」

睇黎同部電話相處真係好困難。

忽然部電話出左一大堆野。

宿主檢測。

姓名：【林逸冬】英文名：【ＤＵＮＧ】



外號：【肥冬】稱號：【死肥冬】
性別：【男】身高：【１７３ＣＭ】體重：【８５ＫＧ】
年齡：【１７】
血型：【Ａ】
健康度：【５／１０】

咩野死肥冬呀，係妳自己加上去咋話？

屌…我明明十八歲，同埋ＤＵＮＧ唔係解屎咩。

仆街臭口電話！

「咩意思呀？」屌忽然間粗口Venus又唔出聲，出堆字比我做咩？

「宿主體型有異常人，是否選擇身體標準化？」忽然間又彈Ｙ／Ｎ比我簡。

癡線而家做咩姐？拍戲呀？

幾大都按ＹＥＳ架啦。

一下按落去之後…咩都無發生到，部電話仲關埋。

屌你其實會唔會係我最近打得Ｊ太多，精神唔好ＦＦ左個成件事出黎？

一諗完我就決定連Ｊ都唔打，希望聽朝訓醒咩事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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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暑假真係過得好快，一起身又要番學。

晨早流流咁我就緊係天不怕地不怕架啦！

即刻拎起部電話睇下有無咩野特別。

屌機又開唔到，乜都無喎。

尋晚見到既粗口venus，原來真係我自己ＦＦ出黎…

再照下鏡，咩都無變。果然我同標準身型係無緣架喇…

既然部電話都壞左，咁我都廢事帶番學。

直接放左部野係床就出門口。

「喂！海底奇兵早晨！」係門口就撞到呀晨條仆街仔同佢女朋友呀樂。

「肥冬聽講你尋日去左潛水喎！」呀樂份人都好玩得。

「係呀係呀！濕撚曬唔撚驚。」屌都唔知我講緊咩。

同佢地一對情侶打完招呼佢地已經唔見人。

有異性真係無人性架原來。

睇下錶，喂原來就夠鍾上堂，咁我就一個轉身諗住扮衝鋒廿一跑番去啦。

點知一轉身就撞到人，仲要係個女仔。

唉唔撚驚！

我即刻快快手諗住扶起佢啦，點知一伸手，佢就抬頭。

成股髮香湧埋黎，真係唔明點解男仔洗頭就一陣就臭，靚女洗頭香足一日。

屌妳呀汶黎既？！

估唔到我咁黑仔又落渠又壞電話又撞女神。

望住前面一面狼狽既呀汶，我又著左呆。

真係靚左好多，長長既馬尾搖下搖下咁，唔知係咪因為比我撞一撞，佢紅都有少少臉左。



不得了，平時柒到上心口既校服係佢身上簡直就好似提升左幾個層次咁。

「呀…呀冬…？」佢終於望清左撞佢果條仆街，即係我。

女神一對水汪汪既眼望過黎，我完全不敢直視。

「對…對唔住呀！」講完之後就即刻跑番班房。

正當我係班房門口抖大氣既時候，耳邊居然響起左粗口venus把聲。

「檢測宿主身體機能異常。心跳快速，定義為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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屌點解會咁？我明明放左部電話係床。

點解而家部野會出現係我書包度？！

「你鍾意頭先果個女仔？」粗口VENUS問。

我即刻想搵個耳機啦，點知佢又話。

「你自己係心入面默念一次，我就聽到架喇。」

哇屌妳過左一晚姐，妳曉進化既？

「點解妳會出現係度架？！」

「好似係我問你問題先架喎！」

「係呀係呀我鍾意呀」

對住粗口VENUS我反而唔洗諗任何野就可以話佢知。

反正佢又唔會同到人地講。

「只要宿主離開手機十米，手機便會自動轉移到宿主身上。」

「妳到底係咩黎？科技？魔法？！」

「隨你點諗啦。既然你鍾意佢，手機功能會幫到你。」

屌你手機都識溝女？！

「現階段，提供兩項功能：１）偶遇，使用功能時心中想著對象即可。２）能力強化，使用功能時心
中想著能力名稱即可。功能使用一次需要一點積分。」

講真我已經一Ｄ都唔震驚，因為自從我部電話變左粗口妹同我傾計之後。

我已經震驚夠。

屌妳我跌左落渠姐，洗唔洗呀？超能力都出埋黎？

「即係點？即係我諗住呀汶，跟住按一下手機個制，我就會見到佢？」

「係呀傻撚，咁都要問，唔撚識字咩你？」果然岩岩既溫柔有禮係假既。

「咁積分即係咩一回事？」



「手機會發佈任務比你做，完成左就會有積分，你而家有５點積分可以試用。」

望住手機ｍｏｎ入面既女神樣粗口妹，我真係好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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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第一日番學係廢架啦，而中五六既同學都唔會變，因為選科完之後幾年都同班。

我都算唔高唔矮，咁就坐左係中後既位置。

番到去我地班主任呀屎棍已經到左課室。

屎棍份人好好，所以大家好鍾意佢。

「各位同學，暑假過成點？做曬功課未先？未做就要把握呢幾日喇！」

屌，有功課架咩？！！！

我即刻望過去呀洪果度。

「我既學生生涯係無功課呢回事，我不嬲當自己番緊國際學校！」

估唔到佢一個眼神就可以講到咁撚多野。

「仆街喇，今晚做到聽朝都搞唔掂。」果然呀晨都係無做。

呢個時候，忽然間有個靚女入左黎我地課室。

我一睇，大概一米六幾，對腳修長，成個feel比較清麗脫俗，幾似長澤正美咁喎。

點解讀左咁多年都未見過佢？！

屌唔係玩新同學咁老套下話？

點解屎棍唔介紹佢既？喂咁又太無禮貌播。

望住個女仔慢慢行入黎。咪住先？點解佢行過黎我度架？！

睇住佢一步一步接近，我心入面已經諗緊幾千種打招呼既方法。

「三萬蚊，過夜。」係咪好霸氣？

佢終於行到埋黎，正當我想開口講個三字既時候，佢居然出聲。

「肥冬你暑假前又話要減肥，做咩而家仲成隻豬仔咁架？」

我真係目瞪口呆，唔通係我過度FF，產生左一個新世界出黎？

但係無理由，我ＦＦ既世界點會有功課做呀？



「妳…妳…妳妳妳，妳係邊個呀？！呢個位有人架。」

都唔知做咩今日坐我左邊既呀雪咁遲都未番。

佢忽然間笑左出聲。

「唔係下話，過左一個暑假姐，就唔記得左本小姐拿？」佢伸手係我眼前揮一揮。

「妳係呀雪？！！！！！！」

「唔係我，仲邊有人肯同你個肥仔坐呀？」

我真係好驚訝，因為暑假前既呀雪，根本完全唔同。

本身既呀雪係男人ＴＢ短髮，肥肥地，成面火山，戴住副框大過臉既死人眼鏡，個頭仲油過油頭毒撚
既女仔。

如果要形容佢，可以話係男人頭，豪爽，有義氣…囉。

我好鍾意同佢傾計，因為佢唔似一般女仔咁小氣同是非。

我有諗過如果我老左都溝唔到女，我就娶左佢架喇。

佢簡直係我同呀洪呀晨以外既第四人。

但點解三個月就變成咁架？我真係唔敢相信自己對眼。

唔怪得今年暑假次次約佢出去佢都唔得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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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去左韓國旅行黎呀？手信！」

「你無聽過咩叫減肥架咩？」

有，我仲日日都想做呀。

「但都唔會咁誇張掛？」

「係呀？我係咪好靚女呀肥冬？」屌佢忽然間成個頭哄埋黎。

點解皮膚咁白滑架？點解以前既油頭味變左草莓洗頭水味架？

我本身係好怕同女仔相處果種人，以前同佢ＦＤ，係因為當佢男人。

而家同佢咁近距離，真係個心狂跳呀。

「下…下，係呀…」我真係比佢嚇到呆撚左。

「咁咪得囉！做咩呀見到姐姐怕羞呀？」講完之後佢又伸隻手黎搭住我。

癡線沐浴露咁香既？妳晨早起身沖涼呀？

如果以前早知佢有朝一日會變成而家咁既樣，我諗我會一早溝左佢。

「下，唔係呀。妳受左咩打擊呀？跌撚左落渠呀？」唉唔撚驚。

「仲識講粗口即係無野啦，咩跌左落渠呀？咁…咁我想換個形象嘛。」

「換妳個頭咩，癡線啦妳有無咁鍾意果個呀俊呀？」

呀俊，係格離班男神。

成績好，靚仔，有錢。

同呀汶一班，而且上年仲成日都傳出佢同呀汶有野。

唉又真係幾郎才女貌既……

之但係呀肥雪，唔係，而家係女神樣既呀雪好似暗戀左呢個呀俊足足三年。

原因好撚弱智，因為有次呀雪跌左個袋，呀俊幫佢執番。

唔知以為睇緊廣告。



而家仲要為左個俊變成一個女神。

俊，邊撚度俊呀？睇過？

「檢測宿主身體機能異常。心跳快速，定義為緊張。喂撚頭你鍾意呢個女仔呀？」

係呢個時候粗口ＶＥＮＵＳ把聲又係我耳邊響起。嚇撚到我差Ｄ大叫。

「喂唔好忽然間出現得唔得呀？」

「手機可以幫你溝女呀。」

「呢個係我兄弟呀，溝咩女呀。」

「你對住兄弟會怕羞同心頭加速？能成為密友大概總帶著愛？」

屌，部電話而自己播歌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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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唔理粗口VENUS，同番呀雪講野。

「咁妳而家靚女左啦，咪去馬囉，一定得架！」

唔知點解明明係我自己講既野，自己聽落都覺得自己有Ｄ酸。

「肥冬你……係…係呀？咁我要點先引起到佢注意？」

屌妳咩，妳而家行步路都成大班厹望住啦，仲洗咩引人注意呀？

「哦好容易架姐，妳到時見到佢，扮跌多次書咪得囉。」

呢一該我覺得自己係一個智者。

「…得唔得架？」

點解以前咁豪氣既女仔，而家講野會怕怕羞羞咁架？！

「實得既，妳睇下妳而家幾靚？一定得！」

長澤正美喎，仲要係全盛時期果隻。

「你真係覺得靚……？咁…下個星期試下，你陪住我，好唔好呀？」點解佢以前講野無咁溫柔既呢？

………

任務觸發：「幫助李曉雪成功與陳俊逸交往，積分加十。」

屌！妳要我幫個自己有好感既女仔追第二個男仔？

「呀VENUS姐，點解會有個咁既任務呢？」

「無呀，見到你鍾意佢又死唔認，咪玩鳩你囉，正唔正呀？」

「如果電話有個泂，我一定大大力屌妳呀！」

「耳機果個囉，我諗同你都差唔多大細，你試下啦，最多到時我比Ｄ聲你聽下啦。」

實係上網搵呻吟聲啦！

「……」

我咁大個人都未試過憎一部電話。



「肥雪，妳真係鍾意呢個呀俊？」我望住佢雙眼。

「咩肥雪呀死肥冬，人地而家已經唔肥架喇，應該叫靚女。」

「係唔係真係鍾意果個呀俊。」

「……下……係……係呀……」

既然呀雪鍾意…咁我就…一定要幫到佢同呢個呀俊一齊！

因為佢係我最好最好既朋友。

…應該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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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咁快就過左一日，我見無咩心情，所以一放學就番左屋企。

連呀洪叫我去睇低ＦＯＲＭ妹妹仔都唔去。

「粗口ＶＥＮＵＳ，妳係唔係度呀？」

「點下冬仔，唔開心呀？」點解佢性格可以多變成咁？

「有少少咁啦…」

「得少少咁唔夠架喎。」

屌！

「如果我幫呀雪同呀俊一齊，佢係咪會好開心？」

「我諗會既，除非唔會啦。」

「嗯…」

妳一部電話，又點會明白我…

「不如試下電話既功能啦撚頭～～保證你用過話正呀！」

係喎，試下係咪真都好喎，屌不過之前果個咩身型標準化都廢既，今次都係伏味濃。

「下，咁我試下個能力強化啦。」

我按左落去。

「屌無用既？！」

「低能仔，你心入面都無諗住要加強咩野能力！」

要咁架咩？

咁唱歌啦，我平時最鍾意唱歌，班ＦＤ都話我唱得幾好架～

於是我又再咁多次。

「生效喇，不過只有一小時，你而家可以試下。」

半信半疑既我走左去開隻死了都要愛唱啦。



果然係伏。

「屌妳都無用既。」

「加強呀，唔係一下子從垃圾變大師呀！」

串我垃圾咁話喇？

於是我開隻浮誇試下啦。又真係好左好多！

唱既時候異常地順！平時有可能走音既位完全無曬。

原來能力強化係可以定技能更穩定。

都唔錯。

「咁跟住落黎試埋偶遇先！」

「唔該你記得諗住想見既人。」

屌我唔會柒兩次囉。

呀汶呀汶呀汶！！！！！！

「已經生效喇。２４小時以內會遇見鍾智汶。」

屌生效左喇？咁我聽日唔出街既話，係咪即係代表………呀汶會上黎我屋企？！

我真係一個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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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第二日就一覺訓到大天光。

都唔知做咩開學要星期五，放多一日假係唔係會死呀？？？？？

其實都唔算係大天光，十點到啦，我就比呀媽叫醒左。

講番我地屋企啦，我地算係小康之家啦，無咩特別，老豆老母都係打工仔。

住既地方都算幾闊，唔係機艙廁所咁啦。

「呀仔，快Ｄ執好間房佢，有人黎呀！」

我心諗，唔係呀話，咁靈？

「邊個要黎呀？」

「係你鍾叔叔個女呀！」

喂，邊撚個係鍾叔叔呀？！！！！！！

「即係邊個呀？！！！」

「咪就係你老豆細個Ｄ波友囉，呀仔你無野下話？佢個女咪係你個同學呀汶汶囉。」

咪住先？點解我無相關既記憶架！？

「粗口ＶＥＮＵＳ！！」

「點呀撚頭，你估我係你唔洗訓呀？」手機都要訓覺架咩？！

唔係充電就得架喇咩？話時話粗口妹出現左之後，我都未充過電。

「點解無啦啦多左個鍾叔叔架？！」

「你問我我問邊個呀？而家手機只有能力幫你安排偶遇，唔會改變你人生囉好嗎？有咩留番拜山先講
啦屌你，我好眼訓呀。」

「喂…喂喂。」

負責任啦好無呀粗口妹？

於是我唯有問番呀媽。

「點解我唔記得有鍾叔叔呢個人既？」



「正常呀，你細細個果陣呢，鍾叔叔就上左去大陸做野～而家你大個左唔記得姐。」

「咁佢地黎做咩？」

「汶汶要係我地屋企暫住呀，我早幾日唔係同你講左架咩？」

什麼？！！！！什麼？？？！！！！

女神要黎我屋企住？手機既超能力有無咁勁呀？！！！

「下點解呀？」其實連粗口手機都出現左，已經無咩野我係會驚訝。

「而家係度講就好，你唔好起人地面前提呀，你知你鍾叔叔同佢老婆離左婚好多年，咁汶汶一直都係
跟媽媽既，但係上個月鍾媽媽急病走左…你鍾叔叔係大陸又有大項目做緊，所以汶汶就黎我地度住住
先囉。」

「下，點解唔係租間屋呀？又或者去其他親戚度住？」

「鍾叔叔同鍾媽媽都係孤兒，你想去邊搵親戚？你老豆同佢係最老死，所以我地點都幫。到時汶汶就
訓你間房，你就訓出廳，知唔知。要好好安慰人地！」

原來呀汶媽媽過左身…唔怪得知尋日見到佢成個人無曬笑容…落曬形咁啦……

如果我可以做到Ｄ咩野就好喇……

「咁老死點解我咁少見到鍾叔叔既？」

「次次我地都有問你去唔去架啦，你自己話怕生保唔肯去。」

諗落又真係有件咁既事？

唉但咁有咩用，我幾年前表白之後，我見到呀汶已經怕怕。

我又唔係果幾個高登故主角，唔係有未婚妻就係有兩個女仔同居咁霸氣。

仲要日對夜對，點算好？！！！

「叮噹！！！」

今次仆街了！到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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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開門就係呀汶同佢老豆。

「uncle你好呀。」

「你就係冬仔呀？～咁多年無見大隻左好多喎！」

肥就肥啦，大咩野隻姐？

「哈…哈哈…係呀，入黎ㄚ～」

我今次唔失禮得，只好對住呀汶點一點頭打招呼。

我第一次見佢著便服，頭髮放左落黎顯得更有氣質！一條純白色長裙真係睇到我眼甘甘。

今次都真係三年幾以來我第一次咁近距離觀察佢，當然啦尋日唔計。

咁叔叔帶左呀汶黎之後傾左一陣就走左，好似話大陸有野趕住做。

唉自己個女岩岩先失去左至親，好心你就陪佢多Ｄ啦。

工作既野點會夠家人咁重要呀。

「呀仔，今日汶汶黎左～我去斬料加餸，你招呼好汶汶，幫佢手放好Ｄ野。」

喂媽媽係咪咁唔講義氣呀？要我一個人對住個咁靚既女仔？！

我會死架。

好啦佢已經出左門口喇！

「呀…呀汶，妳飲唔飲野呀？」我都唔知仲可以點呀。

「唔洗喇呀冬，我唔口渴。」

於是我地兩個就咁沉默左三分幾鍾。

佢好安靜咁坐左係度，見到佢個樣真係好落寞，短短一個月相信一定未可以從傷痛中完全走出黎…

身為主人家既我只能夠努力令氣氛活躍Ｄ！

「呀汶，不如我幫妳手搬野入妳間房？」

「好呀，唔該你呀冬。」雖然佢係度微笑，但係我感覺到佢根本就無笑既心情…



於是我就帶呀汶去佢間房，唉我奴性真係強，明明今朝仲係叫做我間房。

呀汶一入去見到入面既擺設就問我。

「呀冬，呢間係你間房，我住左係度，咁你訓去邊度呀？」

「哈…哈哈，我訓係廳果度得架喇！」

「唔得…點可以為左我而要你地主人家訓廳架？！」

「唔…唔緊要呀！咁妳黎左咪即係我地屋企人囉！況且我訓廳仲正呀，可以偷偷地開部電視打機！」

「多…多謝你呀，呀冬。你同你媽咪都好好人。」

對我黎講，呀汶真係好似一個天使咁！

我一定要佢係我屋企既呢段期間，令到佢可以開心番，可以真真正正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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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真其實我同呀汶唔係話真係咁熟，只不過以前日日都對住咁解。

但而家仲離譜，要朝見口晚見面。你都未咪話唔正。

唔知佢仲記唔記得中二果年有個型棍同佢表白呢…

「喂ＶＥＮＵＳ，偶遇功能過左之後，呀汶會唔會搬走架？」

如果會的話，我一定會狂做任務拎積分，日日都用偶遇功能！

「肥撚，今次功能無效，因為今次既事並唔係手機既功效。」

「即係點呀？」

「即係無論你有無用偶遇功能，鍾智汶都會住入黎。積分仲有４點。」

唔係掛，咁正？都好！至少唔洗再係呀汶身上用偶遇。

好快已經入夜，而我都好好地咁訓左係我既地下度，講真我都好少訓地下，唔多慣。

「粗口VENUS，你估阿雪點解會變到咁靚既？唔知呀汶有無鍾意人呢？」

「喂撚頭呀，我唔係萬能架，阿雪點解會變靚，係因為佢本身靚！」

忽然間同粗口妹好似朋友咁傾計真係幾舒服。

「其實妳突然間出現係我身邊，係咪有Ｄ咩野目的？即係可能妳係外星人，要靠我征服地球咁？」

「要靠都唔會靠你啦下話肥哥哥。」

「呃…咁又係。」

「唔講住！」

呢個時候忽然間有人係我間房行出黎，呀唔係。應該係話呀汶係佢間房行左出黎。

嗚啊，女神著睡衣真係好可愛呀！

佢行左去廚房度，原來諗住飲水。但我見佢搵極都搵唔到水杯。

於是我就起身行過去幫佢。

「水杯就放左係呢個櫃度喇～～」



「呀冬？對唔住呀…係咪我嘈醒左你呀？」女神講野真係好鬼溫柔。

「唔係呀，我都未訓著～～妳呢？訓唔著呀？可能係唔熟悉環境。」

「嗯…少少啦。」

「不如我沖杯熱華田比妳飲啦，飲完好好訓架！」

「唔洗啦…」

「咁岩我都想飲，順手姐！」哇我真係一開口已經後悔，呢獲真係肥撚死喇。

「唔該你呀，識左你咁耐，原來你咁好人架，呀冬。」女神嫣然一笑。

「哈哈…多謝。」

「係呢……呀冬……」

「做咩？」

「我係你地屋企住呢件事…你可唔可以唔好同人講…」

都係既…比人知女神同肥毒撚一齊住，真係幾影響聲譽既。

「嗯，放心啦我會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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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朝起身呀汶已經出左門口。

我諗呀汶應該係唔想同我一齊出門口比人見到。

「叮噹！」有人按鐘喎，居然係呀汶。

「呀冬早晨呀！我買左早餐比你食呀。」

哇！女神幫我買早餐？！

「我？早餐？」

「係呀～」

「姨姨話去打牌呀，今晚我地兩個人食飯喎。」

同女神兩個人單獨食飯？點解幸運可以黎得咁快既？

但係一諗起聽日要幫個靚女向第二個男仔表白我又有Ｄ唔開心。

係喎呀汶同果個呀俊同班架喎，問下都好。

「係呢呀汶…你識唔識…陳俊逸呀？」

「呀俊？點解咁問，我識呀。」

「佢份人係點架？」

「嗯…都幾好架，讀書好好，同幾有風度囉。」

「咁係咪好多女仔都鍾意佢架？」

「下……我…我諗係掛…」

呢個時候ＶＥＮＵＳ居然又出聲

「檢測鍾智汶身體機能異常。心跳快速，定義為緊張。」

「即係點呀？佢唔舒服呀？」

屌妳唔撚係下話…妳意思即係……

「傻仔，人地都鍾意陳俊逸呀！」



俊？邊撚到俊呀？！！！！！

我按捺住自己既怒氣，同汶繼續對話。

「係呀…咁佢又真係幾靚仔既，可？」

「嗯………」

我有預感，呢個呀俊，會係我中學生涯中最大既敵人！

到左夜晚，我都開始肚仔餓，所以就諗住問下一路溫緊習既呀汶食咩好。

「呀汶妳想出去食？…定係落街食呀？」

「你傻左呀阿冬？出去食咪即係落街食囉。」呀汶笑起上黎對眼有臥蠶架。

「呀…又係喎…哈哈。」始終第一次同女神咁近，真係好易講錯野。

「不如我煮野比你食啦！」

？！？！？！？！

「妳…妳煮野比我食？」咁大個仔唔係講笑，除左男人版本呀雪同呀媽之外，真係無第二個女仔會煮
野比我食。

「係呀…以前呢我都好鍾意煮野食架，成日煮比媽咪試架！」唔知係咪提起左佢媽媽，我感覺到佢語
氣又開始沉左落黎…

「好呀！妳放心啦我一定會食曬佢架。」癡線，肥仔最叻係咩呀？食囉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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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觸發：吃光今天晚上鍾智汶所煮的食物，積分加五。」

屌，咁即係咩意思？即係好難食啦。五分？喂幫呀雪溝仔咁難既事都只係得十分。

而家食餐飯都五分，到底可以有幾難食呀？

說時遲那時快呀汶已經行左入廚房。

迎接住我既，到底係咩野暗黑料理？

當我坐係度望住呀汶拎住菜心炒牛肉，火腿炒蛋出黎既時候，我就知道成件事到底有幾伏。

其實我坐左咁耐，已經聞到有唔妥。

要我形容下果兩碟野，其實無咩問題，至少個樣係菜心、牛肉、火腿同蛋。

或者其實唔係好伏呢，都好似放到落口。

「呀冬，食得喇。」

呀汶一臉笑容可掬咁望住我，似乎好期待我食左之後可以比到Ｄ世界級既評價。

唉濕撚曬都唔撚驚，我會怕妳煮既野？

但當我放左條菜心入口之後，我就知道呢個世界原來係有咁難食既野。

好甜…甜到好似同時食緊二十粒牛奶糖咁甜。都唔係問題，但點解會有一股哈利波特怪味糖果種臭雞
蛋味？

再試試牛肉，我一咬落去，喂入口即溶，屌妳正呀喂。

但係味道，就好似含緊一千條花旗參咁…

都唔緊要，食下火腿炒蛋，火腿無問題，但係蛋………係嘔吐物味…

大佬呀，無限栗米湯係條女自己食番自己嘔既野，但係而家我就好似要食人地既嘔吐物咁。

望住半水既滑蛋，我終於明白點解係會加五積分。

「好唔好食呀？」當呀汶一臉真誠咁望住我，我唯有微笑點頭。

於是佢自己都起筷。

咪住先，點解佢可以食得咁快咁滋味？佢無味覺無嗅覺架？！？！？！



「粗口VENUS！點解會咁？點解咁難食呀汶都可以食得咁高興？」

「邊個話難食呀？」

「下，咁都唔難食？」

「只不過係手機改變左你本身既感官，你先會覺得難食。正常黎講佢煮得有幾好，你放落口就會有幾
難食。」

我諗我真係需要考慮買個電話耳機防塵塞對付一下V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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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又到星期一。

「番黎拿肥冬～」見到呀雪既笑容真係令心情都好左幾分。

「係呀，妳今日咁早既？」

「不嬲都係咁早架啦我！」

「都唔知邊個李曉雪上星期五先遲大到。」

「車！你都唔係早我好多姐～～記唔記得上個星期應承我咩呀？」

「記得…」唉估唔到佢黎真？不過都係既，為左人地又變靚又減肥咁。

「咁幾時呀？」佢對果位呀俊真係好上心。

「今日放學啦。」

「但係我地點知一定會撞到佢喎？」

「我有辦法啦…」其實我根本笑唔出，不過我相信佢已經唔會察覺到我。

因為我感覺到，以前同我稱兄道弟，講好老左就結婚既呀雪已經唔係到喇…

至於點令佢地撞到？當然係偶遇啦！唉又要召喚VENUS…

「喂粗口妹，有無可能係特定時間偶遇架？」

「可以，兩點積分。」可能係察覺到我心情唔係太好，粗口妹都唔講粗口住。

「唔該。」

於是我用左兩點積分換左偶遇。

基本上我唔認識呀俊，所以見到面都唔會打招呼，無得輸！

「一陣妳行過去佢度扮跌野就得啦。」

「肥冬你真係覺得我應該去追呀俊？」

緊係唔覺得啦……

「緊係啦如果唔係你呢幾個月既努力咪白費曬囉……」



「哦……我好緊張呀肥冬，唔知佢認唔認得我呢？」

屌，我都唔認得妳啦，妳係咪傻撚左呀。

「唔洗緊張！妳係靚女黎架！比Ｄ靚女既衰格出黎！收佢兵就得喇！」

「妖，咩野收兵喎。」

「黎喇佢黎喇，妳行啦」我一手推左呀雪出去走廊。

我用眼神示呀雪行前幾步。

佢回頭望一望我好似有Ｄ遲疑咁，有無咁緊張呀？

於是我就比左個好有信心而堅定既眼神佢！

點知呀雪一行到埋去個呀俊度，都未扮跌野，個呀俊已經出聲。

「咦同學，妳係咪我地學校今年既中五新生呀？之前未見過妳既？」

心諗無啦啦新咩野生呀，你又知佢中五？

「下…我…我唔係呀。」好心妳就唔好女神樣毒撚心啦。

「係？妳叫咩名呀？我叫做陳俊逸呀，妳叫我呀俊就得喇～」呀俊伸出手。

「我叫做李曉雪呀…」

「妳個名又幾好聽喎。」

哇屌你高手黎既，講既野咁有違和感，都仲可以表現得完全無違和感。

望住眼前既呀雪同呀俊開始左傾計，而呀雪都好似唔記得左我就係旁邊陪住佢。

唔知點解我個心有少少痛，但係見到呀雪咁主動咁好笑容。

我覺得都係值得。

所以我自己一個人安靜咁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