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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咖啡仔

「Grande Green Tea Latte for Kelly is ready on the bar, thank you!」

我賣力地喊著熟悉的對白，配上一個誠懇的微笑，換來這個Kelly的一個媚眼。

「噢，我可唔可以have a stopper?」

「嗱呢到, thank you!」

我隨手將stopper交到她手，按例補上個招牌露齒笑，Kelly也熟練地強姦一下我的
右手。

「See you, Lucas!」

「Bye bye Kelly!」

其實我真的很討厭半鹹淡的中文，你以為你是鹹淡水交界的烏頭嗎？其實你只是條
紅衫魚而已，港女。

我叫程一，是父母懶於改名的受害者，我有個弟弟，不必說旁人也必猜到他的名字
，更甚是我想即使是妹妹也沒分別。

所以我從不向新朋友介紹我的中文名字，為方便稱呼並舒緩中文名的Seven味，我
翻遍字典找到了這個「Lucas」。

對，是男神霆峰的大兒子的名字。

大學三年級，住宿上莊都是錢。

為了生存，終究要走上part-time這條被剝削之路。當社會談的是地位，是身分，做
part-time也不可忽視這個法則，所以我走進了求學時期十大流連景點兼溫書勝地—
starbucks。

當上了barista，舖裡不算忙，學東西很多，也跟partner很熟諗，因為這裡的同事全
都有子孫根。閒時說說女談談腿就一天，薪水不高，卻勝在有人情味。



經理像老豆，疼我們，卻帶點恨鐵不成鋼的嚴父心態。加上不時有些胸有些腿可以
看看，視姦著僅有的人妻OL美女，所以也打消轉工的念頭。

這個年頭，定義「港女」有不少方法，但總有三項必備。

一，雙聲道廣播，中英夾雜是當(偽)ABC先決條件。
二，嚴重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的自拍。
三，胸毛半點密的拜金性格。

而我，喜歡用飲品定義女性。

Green Tea
Latte是starbucks屹立不倒的產品，銷量長期高企，全賴一群熱心支持的港女。

喝mocha的總是兇悍卻充滿女人味的事業線，不，事業型女性，外表兇狠，心裡卻
需要一份溫暖滋潤。

簡單喝latte,
cappuccino的多是氣質文青，咖啡和奶本是天造地設，何需第三者調味，這是她們
的小智慧。

最後喝frappaccino
的多是真·ABC或是mix，只求喝下去的冰涼，帶來簡單的快樂，絕不矯情造作。

你會問，那熟女師奶呢？他們多會劈頭便問

「早餐有咩set揀？」

「頂你個肺，要食set就去茶餐廳啦，無錢又要學人威！」

別幻想了，我沒這個膽。真實情況如下。

「哦，我地舖頭無set架，飲品同食物都係散叫架，可以介紹下你喎！」

然後換來一個不屑表情，離去時帶著怨恨説一句， 

「無set就咪學人開鋪啦！」 



不被分類，僅僅代表她，她叫Emma。只有不起眼、透著清香的hoijicha
 



二、初遇 Mushroom & Cheese Pocket

午市過後，舖頭回復一片懶洋洋，我趴在收銀機上看著手錶等下班。 

她和友人談笑著跨過門口，還未回過神來， 

公司努力的教導讓我下意識挺直身子喊了句「Hello!」 

她看看我，微笑說：「hi」， 

然後繼續和朋友端詳食品櫃。這時我才有空細心看看她。 

一雙大眼睛，深邈的輪廓，一眼看出是混血兒， 

樣子配上那發育中姣好的身材，早已叫我呼吸加速。 

午市過後，舖頭回復一片懶洋洋，我趴在收銀機上看著手錶等下班。 

她和友人談笑著跨過門口，還未回過神來， 

公司努力的教導讓我下意識挺直身子喊了句「Hello!」 

她看看我，微笑說：「hi」， 

然後繼續和朋友端詳食品櫃。這時我才有空細心看看她。 

一雙大眼睛，深邈的輪廓，一眼看出是混血兒， 

樣子配上那發育中姣好的身材，早已叫我呼吸加速。 

一輪掙扎後，她率先走到收銀機前。 

「Hello!」 

「oh, hi! Um......may I have a mushroom and cheese pocket?」 

「yes......do you want to make....the pocket hot?」 

「sure.」 

「Er...stay here or take away?」 

「stay here please.」 

「the total is...26 dollars, thank you!」 



因著失神的原故，我的語言能力被削弱， 

半桶水的英文必定令她恥笑一百回， 

還要打錯單，收多了她的錢， 

只好硬著頭皮拿起硬幣到她的桌前。 

「sorry, here's the return of your pocket...」 

「oh, thank you!」又是一個甜笑。 

於是整個下午到下班都心神彷彿，途中同事多次打趣說她常看著我，我卻連偷瞄她的勇氣也沒有。 

直到她準備離開，照規矩我們要說句再見， 

我鼓氣了勇氣隔了玻璃大力揮手，她也回我一個bye，然後又一個甜笑。 

從未如此失策過，自問並非沒有自信的毒男，但面對那個笑容我失去了抵抗力。 

大學後，拍拖變得唾手可得，所謂的喜歡也早失去心跳的感覺，更甚是拍拖只為了那十幾分鐘的快感
。 

昔日中學雞時代，踫上初戀的胃部痙攣感因為這抹笑容而重現。 

從來都不相信一見鍾情，這次也不例外，但我卻解釋不了今天的奇怪，腦海只餘下一個想法： 

下次一定要問到她的名字。



三、Sorry，麥當Ner

一個烏雲密佈的下午，店裡的生意如同街外一樣冷清。 

甚麼OL甚麼黑絲甚麼短裙全都沒了，只有穿上麥當勞制服的麥當勞嬸嬸在詳視我們的食物櫃。 

「望下會飽咩呀姐？」我心裡納悶道。 

就在呀嬸終於背好食物名來付款時，門口吹進了一抹清風，是她。 

長髮的她今天把頭髮紮起，身穿白背心牛仔短褲，外加一件薄黑外套。 

本來因為天氣而納悶不已的我立刻抖擻精神，挺胸收腹迎戰麥記呀姨。 

呀姨也不禁被我突如其來的氣勢嚇壞，又忘了辛辛苦苦牢記的食物名稱。 

「呃我要嗰個呃火龜咩包吖」 

「小姐你想要火雞芝士三文治，Turkey and Morzarella Sandwich，定係要火腿芝士牛角包，Brie
and Ham Crossiant? 」 

「吓？咪嗰個咩包囉，呃火雞！係火雞嗰個包！」 

「好，需唔需要加熱嘅？」 

細心一想，好久沒那麼認真，也許是因為她在旁吧，男人的求偶本能法則就是在心儀女神前威風一遍
。可憐的麥記嬸就這樣不幸成了受害者。



四、E-M-M-A, Emma

然後到她了。 

「hello, um...mushroom and cheese pocket right?」 

「oh yes, you remembered me! 」 

「哈哈, my pleasure.」這是"Be a Gentlemen"的大技。 

「And today I would like one more hoijicha tea latte, please.」 

「Okay. You would like a hot one or an iced one?」 

「Can you make it warm for me?」一個像小孩的天真笑容。 

「Of course. How about the size?」 

「Grande please.」 

「Um...May I have you name?」 

「Huh?」 

「We'll write on your cup」 

「Oh, I see. Emma. E-M-M-A.」 

「Thank you.」 

有一下子我感激公司這個麻煩的制度。從來寫客人名的制度是同事與客人的惡夢，忙舖一分鐘要服務
十個客人，還要寫杯，其實真的不易。 

然而最麻煩的，卻是寫錯名的壓力。網絡的公審壓力遠大於公司的警告，卻也難怪，倘若你的名字由
Britney變成女朋友y，你也很難冷靜下來吧。但今天我卻成為它的受益人。 

當我還在陶醉她女神般的名字時，背後有把邪惡的笑聲響起。 

我主任笑意淫淫看著我，我下意識收緊肛門括約肌， 

然後顫抖對他說：「帶套得唔得呀？」 

他卻指一指坐在我身後的Emma，我轉身，卻發現她面帶微紅，身旁的朋友也帶著主任的淫笑看著我
。 

電話震了，是Whatsapp訊息。 



螢光幕上有個不知名的電話號碼，對我說：

「Hi, I'm Emma.」

原來她的杯子上除了我畫的太陽伯伯和她的名字外，還有一串8位數字。



五、曖昧星晨

自此，我又再忙於按手機，不再擁有單身漢的一份灑脫。 

每天早上惺忪等著一句morning，晚上撐起眼皮等候一句good night。 

我們話不多，也許因為她嫌我的英文水平，的確每次聊天我也Google一番，用多一點俚語，避免用
DSE 5**範文。 

於是她會用圖片和我分享她的生活。 

今天一張美食自拍，明天一張海灘泳裝照，後天一張家庭日野聲，她豐富了我沉悶的Sem
break時光。 

有時候我會回她一張我的咖啡拉花，一張客人古怪睡姿照，或一張自以為比得上周大文豪的自拍照。
 

她用圖片訴說了她的故事，我用圖片回她我的生活。 

她依舊和朋友來店裡坐，依舊點一樣的食物飲品。要說不同的也許是她的杯子上多了些圖案文字，我
也會在店裡較靜的時間與她聊上一兩句，承受著經理半訓示半抽水的神情。不得不說，我很快樂。 

她，是家中的獨生女。 

父親是台灣人，母親是委內瑞拉人，繼承了母親的美貌，與父親的重情。 

她在國際學校上課，剛剛考完英國高考，來年即將進入大學。 

根據計劃，將會順利到劍橋當個文學家。 

修讀英國文學的她，對文字特別有份感覺。英文很棒，可因為父親長期在外，從小只有媽媽照顧，她
沒多少接觸中文的機會，聽是勉強可以，可讀、說、寫就有點困難。 

她喜愛中文，因為她覺得，學多一點點中文，和遠方的爸爸可以接近多一點點。 

於是她喜歡向我請教中文，由單字到戲名都希望我給她翻譯，給她寫寫。 

我說我喜歡中文字，因為寫得美麗，讀得優美，聽得清脆，說得生動。 

父親沒給她多改中文名字，反正持的也非漢人國藉。所以她叫我為她改個中文名字，我想了良久，終
為她配上「星晨」二字。 

我說因為她叫Emma，德語意指宇宙，所以以宇宙星空為名很貼切。 

她說她只是覺得這二字的形態優雅，聽過我的解釋就更喜歡了。 



有時候，她會傳我一兩句她喜歡的文學句子，我就回她一兩句中文，好讓她學多一點中文，也學會欣
賞字句間的含蓄與純愛。中文不好的她不明白，嚷我給她翻譯，我說不，這是給你的功課。 

日子久了，她間中也會嘗試傳我一兩句她寫的中文字，也許當中有錯字有不順的地方，但卻笨得很可
愛。



六、獅子愛上鹿

一天，她傳來一張戲票相片，是Keira Knightley和Mark Ruffalo的Begin
Again，附上一句「yesterday I saw a lion kiss a deer.」 

我心如鹿撞，這頭回了一句。 

「怎會有這樣笨的鹿，難道不怕被獅子吃掉？」 

「Love is crazy.」 

「那你願意和這頭獅子瘋一回嗎？」 

「The stupid deer is waiting for the kiss from the silly lion.」 

然後，就這樣，她成了我手牽夢繫的愛人，我成了她的初戀情人。 

以後，她依舊來我舖裡坐，只不過頻繁了一點。 

她不再坐下一兩小時喝一杯吃一件，一坐就是幾小時，等我下班去吃個飯，看套電影。 

唯一不變的，是她桌子上還是一杯寫著「星晨」的hoijicha tea latte和一件mushroom&cheese
pocket。 

大家得知我與Emma終成眷屬，都有不同的反應。 

「Hi Hi仔，食咗我嗰Emma，明明佢第一次黎係對住我笑先嘅！」同事淼哥說。 

「你威啦叻啦，鬼妹都食到，仲有有樣有身材有腳，仲同我呻冇囡！」同房A說。 

「喂幾時帶佢嚟食餐飯先？等小弟過下目好喎」死黨A道。 

「喂埋左牙未？正唔正先？」損友B不懷好意的說。 

「嗱拍拖還拍拖，唔好唔交更表唔番工呀死仔包！」經理說。 

「幾時請我呢個丘比特食飯先？」主任說。 

「祝你幸福呀智障！」前度A說。 

「」前度B說。 

「對人地好啲呀仔，唔好再傷害到人喇。」媽媽語重心長說。 



「下次叫埋人地黎燒野食啦！」老爸說。 

「嗯。」程二說。



七、愛上我是妳眼睛的錯

她不高，卻有一雙巴打腦魔二世鍾情的長腿，坐擁高於平均港女的33C上圍，加上一副標緻的臉。

僅有米七的我拖著米六八的她上街，總引來不少注目，而我敢擔保，十個有十一個男人都是怨恨的目
光。

有一次，我還看到有個手拖ABC長髮港女，貌似CCTVB大隻仔的肌肉男看到Emma後，立馬鬆開女
友的手。

我笑了，她問我笑甚麼。

我説，你太美了，我快成為男人公敵，多少胸肌男中上男神打算取得你芳心。

她回我一句

「An intelligent man is much sexier. 」

然後頭靠著我的肩膀，緊撓我的手臂，眼望大隻仔。

只見大隻仔二頭肌收緊，手掌握緊，把長髮女友的LV手袋捏成V形手袋。

我們一走過，即聽到港女高六十四度的尖叫。

「你係咪ON勁架？你條Hi Hi知唔向左走向右走知我個袋幾貴呀？！」

Emma疑惑地望著我，這些廣東話的精粹，我還需要點時間給她解釋。

「What're the meaning of those strange words？ON勁？」

「Why are you saying foul language？So rude！」

換來了一招小哥達Lv.34時學會的憤怒門牙。



八、愛很簡單

和她拍拖不必大費周章，煩惱到哪那裡吃飯，到哪裡逛街，簡單一頓茶記已經滿足，也許因為她都沒
多少機會吃菠蘿油西多士炸脾餐蛋麵乾炒牛河XO醬炒飯凍檸茶凍奶茶。 

不是富家女不吃或不准吃，而是外藉母親確是不曉港式的美味。 

逛街更是不必煩惱，每回走到商場，她都愛拉我到地圖告示板前，找出書店位置，看半天的書。 

沒有港女預設的紀念日記憶法，她除了我倆的生日，甚麼拍拖三個月紀念、相識半週年，牽手一百日
都不記得，反正我們見的時間都很多，不必特地慶祝。 

反而我這個訓練充足的稱職男友，每個月都固定送她一封中文信。她很珍惜每封信，儘管她有時候只
能看懂一半，她會笑著叫我替她翻譯，然後我總借機用一句換一個吻。生活很簡單，很平靜，單單屬
於我們的幸福。 

在朋友面前，我是個不折不扣的煩膠和氣氛小隊，話很多，笑點很多。但在她面前，我卻收起平日的
嬉皮笑臉，只是靜靜地倚著她看書聽音樂，在誠品虛度一個下午。 

「喂，你會唔會嫌我唔出聲呀？」 

「Will you?」 

「傻妹。」 

「That's why I love you. 你成日講野好多，relax when being with me.」 

「Don't you know that you're too perfect?」 

「A girl's beauty always lie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I love you.」 

「Yat, you told me your Chinese name means the one,
right?」我只讓她喚我的中文名，也許因為她說得特別動聽，也代表專屬她的唯一。 

「Huh, yes.」 

「Then you're the one, for Sing Sun.」 

她放下手上的The Fault in our Stars， 

吻上了我的唇。



九、無(帽)事嘅

我的暑假過了一半，她也開始放假了，於是我把上班時間減一點，好陪多她一點。 

我上班的日子，她有時候會來我店坐幾個小時，陪我聊聊，看一兩本字典般的英文小說。 

有時候會和朋友去一天海灘，或走一趟迪士尼。 

看著她照片上的幾個貌似One Direction的外國男孩，我有時會呷一點醋，然後喝下一杯Double
Espresso，好中和那份口裡的酸味。 

她不在我身邊，我會少了點安全感，看著高登上那些帽事post，我會對自己說聲「無事嘅」。 

別讓她有壓力，我心裡總是碎碎念著。 

還好她總記得在我的不安感快爆破時，傳我一張自拍，外加一句「Deer is missing her lion king.」

一個下班的晚上，一個人在家聽著林一峰，動筆寫著三個月的小禮物。 

電話沒有響起，Emma與閨蜜到蘭桂坊了。 

她告訴我離開會給我電話，好讓我安心。 

然而，心卻在亂跑亂跳。她告訴我要往蘭桂坊時，我沒多說甚麼，僅是叮囑她要小心，離開時給我撥
個電話。 

儘管開著冷氣，身體卻不自然地熱起來，也許是史提芬。感冒著回來上班卻不戴口罩，是被傳染了吧
。 

頭很痛，心很亂，文字在紙上飛舞，筆桿連吐出字也乏力。 

我開了電腦，打算隨便選個不知名女優，套弄一下子孫根，好散一散熱。 

打開瀏覽器，首頁是facebook，我看到了一張熟悉的臉孔，一個米九混種狗公摟著她的纖腰，留言
說「You're pretty, honey.」

胃裡立時翻起一陣灼熱感，心變得很重。 

穿上褲子，關上電腦，我拿起電話，按進一個熟悉的聯絡人，輸入一句話。 

還在奇怪是不是電話螢幕骯髒模糊了，下秒鐘淚就落下來了。



十、累病了

我病了在鏡子前看著僅得米七的屋邨仔，日久失修的肌肉，凌亂不堪的毒向左走向右走頭，何德何能
配得上一個清新脱俗的完美女神。 

我關上了電話，瑟縮在床角。 

不完美的烏鴉，如何與白天鵝比翼。 

我有點累。Whatsapp要查字典好累。GPA還是過不了三很累。買Fred Perry、Jack
Wills很累。在她朋友面前不能再侃侃而談很累。上街要穿Air
max、Timberland好累。承受旁人的目光很累。看到她身邊圍繞的高質男很累。望著我們越走越遠
的人生很累。 

忍受自己的不完美很累，累得再不能承受她的完美。 

一個太破碎的人其實承受不了太過完美的幸福，慢慢地愛情會佔據他，慢慢地他會變成控制狂，慢慢
地他會變成一個疑神疑鬼的瘋漢，然後結局都如連續劇的橋段。 

一個骯髒的茶杯用來盛82年Lafie，不配，也不合。 

一個念頭衍生出來。 

電話沒有響起，頭痛極了。



十一、我可知道這樣會讓你心碎

頭很痛。摸一摸額頭，發燒了。

一睜開眼，是一副我日思夜想的天使臉孔。

Emma坐在床邊，靠著我睡了。端詳著她的倦容，身穿相片中的晚裝，眼睛腫了，妝也化了，想必哭
了不少遍。

拿起電話，媽傳來一個訊息。
「琴日Emma半夜來了，哭得很厲害，說找不到你，我讓她進來看你。你又對人怎麼樣了？」

「放心，處理得了。」簡單回了母親一句。

頭還是很痛，慢慢感覺到肌肉也在慘叫，身體像火燒，但我仍輕輕下床，打算小心翼翼抱她上床，還
是不小心驚醒了她。睡眼惺忪的她看到我，立刻擁緊我，又哭了。

「Don't leave me......Please! Please......」

看著她哭慘了的樣子，沒辦法不心痛，只好把她再擁緊一點。因為找不到我，竟然自己跑了上來我家
，這個笨女孩。

「Never. I promise.」撒了半個謊，我輕撫著她的背安慰她。

她卻哭得更厲害，彷彿聽到我話中的不確定，死命擁著我，只好讓她倚在我肩上哭。她邊哭邊說，娓
娓道來昨夜的情況。

12點左右已經離開了，撥了個電話給我，卻未能接通，再撥幾遍的結果也是一樣，於是她慌了。沒
有我家電話，沒有我媽電話，只記得我輕輕帶過的住址，就這樣與朋友道別，心急如焚坐上了開往我
家的的士。然後就是一連串的門鈴聲，是媽媽給她開的門，一見到我媽已經泣不成聲。媽沒問太多，
只是帶她進我的房間，讓她安心。

我問她，那個男孩是誰，原來只是她的一個故友，更重要的是他是個同性戀者。我的疑心沒有得著悲
哀的加冕，卻重重傷了一顆深愛我的心。眼看著這個落魄的傻女孩，我的心緊緊揪住，她看著我，眼
中卻流露出放下心頭大石的喜悅。

我輕輕摸著她的臉龐，然後把她一擁入懷。把她抱得好緊，心裡是無限輪迴的「對不起」，我自私的
愛竟叫她愛得如此勞累，我配得上她無瑕的愛嗎？

淚悄悄從我眼眶滲出。



十二、抱歉我不配

「You tired?」

「Quite...」

「Take a nap?」

「Stay with me please.」

她緊緊擁著我，酥胸緊貼在我的胸膛上，我嗅得到我送她的茉莉花香水悄悄地披在她身上，融和了淡
淡的酒精味道。不再歇斯底里，但兩行淚珠仍不停落下，沾濕我的右肩。

「Sorry, Yat......I'm so sorry.」

「Hey my silly deer, I should be the one saying sorry.」

我掃著她的長髮，看着她的眼睛，打量她那細長的眼睫毛。

是這一雙大眼吸引了我，然後我們走進了對方的世界，然後我們漸漸變成了對方的世界。她豐富了我
的世界，完美了我的缺憾。但越是走進她的世界，越是發現我沒辦法成為她更美的世界，甚至乎連一
半也及不上。

她很有才華，她未來的世界很大，怎可能僅僅活於一個米七男孩的心裡。

「Where's my confident lion king?」她看出了我眼裡的恐懼。

「You're just too perfect. I'm afraid of losing you.」

「You've stolen my heart, thief. You're the one.」

她吻上了他的唇，感冒的頭昏腦脹令他像癮君子般戀上她濕潤的吻，激烈的吻轉變成誘惑的濕吻。

他的手開始不守規矩地在她身上遊走，她仍是緊緊抱住他。

他摟著她的纖腰，慢慢地摸上她誘人的胸部，她有一點點掙扎，卻沒法擺脫他的放肆，雙手像被下了
魔法一點一點地搗破她的防線。

她的呼吸瞬間變得急促，像在期待甚麼卻又有一點點迴避。

他的手開始脫下她晚裝的吊帶，慢慢露出她純白的蕾斯邊胸罩，她沒有抗拒，配合地拉下背部的拉鍊
。

此刻兩人都不再說話，不出口的語言將會破壞一切，不間斷的熱吻是最適當的回應。



十三、那個偷走星晨的男子

晚裝被徐徐脫下，落在地上，顯出她美麗的身體，像一件天價的完美雕塑。

然後當胸罩也被一併脫下，他有點驚訝，原來他女友的身材總是被隱藏起來，那是讓所有男人都著迷
的完美胸脯。

他不自禁像孩子般吸啜著她粉色的乳頭，她有點害羞，嘗試避過他的攻勢，卻被那無可抗拒的酥麻制
服了。

「呀......」她不禁呻吟起來，享受著她摯愛的男人給予的快感。他的吻離開了她的胸脯，輕咬她的耳
珠，手慢慢脫去她的內褲，然後遊到她的私處，她把他的手推走，但他有一點點強勢地再次進攻她的
絕對領域，然後她屈服了，享受著從雙腿間不間斷的快感。

她的手慢慢撫摸到他那話兒，輕輕地套弄著，然後脫去他的內褲。然後默契地打開雙腿，雙雙進入那
期待而久的禁地。

「Will it be painful?」
「No, keep going.」

當踫到她體內的脆弱防護時，他有那麼一點猶豫，理性敲打著他的頭腦，那是她唯一、珍貴的貞操；
獸性卻在背後控制著他的肌肉，步向那無法抗拒的禁地。

「I just want you, Yat.」

獸性得到了徹底的解放，她的說話是將他拉向天堂的禁果。他突破了易碎的薄膜，進佔了她的禁區，
開啟了無法自拔的快感。

由慢慢的進退變成激烈的衝擊，兩人都享受著與摯愛二合為一的時刻，在空無一人的房間裡盡情享受
屬於她倆的時光。

當心靈溝通讓兩人的心變得接近，肉體的激情讓那份愛情得以完全。

她太美麗，由頭腦到肉體都完美無瑕，讓此刻的他想完全地把她征服俘虜她。她只想被眼前這個偷了
她的心的盗賊完全地佔有著，享受他給予的愛與激情。

Emma開始忘我的嚷著：「Yat...I love you......so much...ah...it's so great...ah yes...can you marry
me?...」

他心裡一甜，然後更激烈地抽插，吻著她，教她更加忘我的呻吟著。

不錯，她的確是他最想娶回家的女人，無法抗拒她完美的身體，更無法抵擋她的才華與體貼。

他只是每晚回家看到她的完美，享受她的體貼，然後抱她進入這個無法抗拒的溫柔鄉。

最後的抽插，劃下了這場翻雲覆雨的完美句號。



激情過後，還在氣喘的他摟著紅著臉的可人兒，她躺在他穩實的胸膛上。

「You made me feel loved.」她柔柔的說。

「You deserve my fullest love.」

「From now, you can never leave
me」她翻過身子來，佻皮一笑，再吻了他。慢慢由他的臉吻到下巴，到胸膛，到肚臍，到小程一。
她那能奏出動聽的五國語言的嘴巴將其慢慢吞沒，然後開始上下套弄，快感一波一波將他淹沒，直至
泉湧的一刻。

這份戀愛的完全讓他放下了一直的顧慮，僅僅沉醉於幸福的快感之中，傾聽她無與倫比的聲音，細數
她眼睛誘人的長睫毛。

這天下午，世界只剩下他倆。



十四、我們家

根據非正式統計，IKEA是除了戲院熱門拍拖之處。

除了迪迪尼這個幻想無極限的國度，幻想著如何佈置家居是兩個人的幸福，就算我們不是一對因為H
appy Ever After而流芳百世的王子公主。

我牽著Emma遊走在家具部，幾乎看遍每間示範單位，詳視每件家具，也熱烈討論該如何設計我們的
蝸居，像對新婚夫婦。

「不如買呢張飯枱吖，木紋好靚喎！」

「But I want a open kitchen and we can eat in front of it！And we can make it as a bar to invite
our friends.」

「諗落好似幾好咁，不過坐得唔多人咁喎」

「Then you should work harder！」

「吓，點解？」

「To buy me a bigger flat.」

「咦，張碌架床好似幾靚喎，又有埋書枱！」

「I didn't say that I'm going to have baby with you.」

「我都無話同你生。」換來了被狠狠咬一口。

「不如個浴缸用落地玻璃吖，好冇？」

「Why？」

「咁朝頭早我可以一路痾一路望住你沖涼吖嘛！」

「鹹濕佬！」這是她說得最好的廣東話。

「This bad is so comfortable.」

「買張咁舒服既床我會唔捨得起身番工架喎。」

「Then I go, you lazy man.」

「唔得喎，我會攬住你唔比你走。」

「傻瓜！」



「特別新聞報導，一對夫婦因為太懶雙雙餓死喺屋企床上，新聞報導完畢，多謝！」

「Are you retarded？」



十五、今天妳要嫁給我了

我們躲在兒童王國的滑梯中，看她紮起辮子的樣子，如若天仙的媽媽，比淫kay多一份清純，比楊思
琦多一份誘人。

渴望這個美人兒永遠在我身邊，和她看一輩子的書，聽一輩子的音樂，做一輩子的愛。

每天起床看見的是她的睡相，每天睡前看她的睏。有空一起看戲畫畫看日出日落，或是放空自己和她
週末躺於床上。

和她生兩個孩子，一男一女，最好多像媽媽，男的很帥，女的吸引，陪伴他們成長，被他們的頑皮逗
得半生氣半快樂，期待他們找到一個愛他們的人。

養一頭雪橇，因為她不喜歡嘈吵的小狗，不喜歡家裡咬她的北京小肥，我喜歡雪橇，有時候很帥有時
候樣子好笨，也可當孩子的坐騎。

想到這裡，我不禁笑出聲了。

「You're really retarded, man.」

「Would you marry me, deer.」

「Where's my ring and my rose, huh?」

我不等她說完，就吻上她的唇。

「媽咪，有哥哥姐姐喺到kiss kiss呀！」

我們被這稚氣的小鬼嚇了一跳，看到她媽媽探頭看上來，我們尷尬得立刻從背後的出口離開。我拖著
她拼了命地跑，大笑著，周圍的人都報以奇怪的目光。到了IKEA餐廳，終於停下來，我看著她，她
看著我，我們不禁笑起來。

「Please don't be a bad model of the children.」

「Whose children？」

她有點害羞。「Ours.」

然後輕輕打了我一拳。

「You still owe me a ring and rose！」

「無喇，你應承左我喇喎。」

我頭也不回笑著走，她就追上來撓著我的手臂。
幸福是甚麼，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此刻我們都很幸福。



我以為這樣就一輩子。



十六、無名指套上的廉價幸福

吃過飯了，不論路程，我都會送她回家，一是因為安全，更重要我是我捨不得這個笨女孩。她住半山
，有小巴在火車站直達，但我們都堅持每次走上山，輕輕感受慢走的寧靜寫意。那是我們獨有的浪漫
，僅屬我們分享的時光。我愛牽著她的手，感受著她指尖上的血管的跳躍，和手心的溫暖。十指緊扣
扣著的是我們的甜蜜，一致的步伐帶領我們步向幸福。

十時三十分。

走到一間士多前，我着她等我一下，告訴她我要買點東西。

找了好久，承受老闆的白眼，我找到了。買了一罐汽水，拉下拉環，走到她面前。

「You're just so troublesome.」她白了我一眼。

「嫁俾我。」我單腳跪在地上，遞上拉環。

「我知道呢隻戒指一啲都唔值錢，但我應承你我之後會買一隻好靚嘅比你。今日下晝我咪發吽哣發咗
好耐嘅，其實我諗咗好多好多野，而每一樣野，都係有你。我想以後，每一日都有你，葉星晨。」

她的淚慢慢落下，嘴角卻被幸福牽起了一個笑容。她也許不太明白字裡行間的愛，卻曉得這是個承諾
，是種永恆。

「應承佢啦，條友仔反轉我間舖就係為左罐有拉環嘅可樂，cheap就cheap啲，袋住先啦！」口叼著
煙的肥老闆倚在士多門口，手抓著野外露出的肥腩，雖然我覺得他大煞風景，但我感激他的這個支持
。

「Stand up, you silly lion！」

「你唔應承我我唔起架，程師奶！」繼續深情的望著她。

「I do.」她緬腆地點頭，然後立刻拉起我走。

十一時正。

我借機抱起她向前跑，邊跑邊叫。

「程太！我娶到呢個世界最靚既女仔做老婆！我叫程一，我係呢個世界最幸福嘅男人！」

她笑著拍著我，叫我把她放下來，我把她抱得更緊，跑到我快虛脫才停下來。

放下她，亢奮過後，仍然牽著她，慢慢走著。

一個女神的右手中指套著一個汽水拉環，樣子很滑稽。但這就是我倆傻傻的幸福。

走到她家門前，一個告別式的吻。



「程太，聽日見。」



十七、逃不掉，躲不了

十一時三十分。

她卻沒有如往日般轉頭便走，反而面向著我，拉起我的手。

「一，爹啲叫我要讀書喺英國」

她的話震驚了我，我一直知道她父母希望她到外國高等學府升讀大學，她知道我不希望。理性告訴我
，香港的大學知識文化確實不能滿足她的才華，更遑論英國文學，但感性提醒我，時差與地域是比時
間更可怕的敵人，愛情是如此的脆弱不堪。所以我們總在逃避這個問題。

「I get the offer from Cambridge, studying Literature......」

我不發一言。因為我腦海一片空白，我已經不曉得我該說些什麼。我只感受到一個電鑽轟轟響地鑽進
我的心窩中。

我忽然看到一個外國金髮男孩光着上身，激烈地抽插著我的女友，她連話也說不清，只是高呼著，呻
吟著。

我看到她在Skype冷漠的臉，直接了當地提出分手，在我盡力挽留時，一個男孩吻了她的臉。

我看到她身穿晚裝在慈善晚宴上與名流紳士共舞，我卻是個在公司加班到世界末日的打工仔，晚宴完
結後被富家公子邀至豪宅春宵一刻，我卻還要被老闆狠狠抽插。

起點早已不同的我倆，有幸相交，卻無緣同行至尾。劍橋與中大之間不單是地域上的鴻溝，也是地位
上的懸殊。



十八、我們其實承受不了

「I'm sorry...but I just can't reject the words from my dad, you know...」

「Don't worry, I'm your wife already, 程師奶, right？」

恐懼封住了我的嘴巴，一下子沖走滿溢的甜蜜。面對我最愛的人，此刻我放棄說話的權利，我知道我
不配挽留，只因我沒有勇氣挽留。腦海仍舊一片空白，無法思考，下意識讓我輕輕擁著她。我閉上眼
睛，感受著眼前我最愛的女人的心跳，她的體溫，聽著她的氣喘聲，好好記下她的體香，她的聲音，
將一種種的感覺放進那回憶的抽屜中。將來當孤獨衝擊，當情緒氾濫時，這些回憶收藏的感覺會是我
最大的慰藉。

十一時四十五分。

有人說，當死亡靠近，回憶會像走馬燈在眼前走過，好讓你重新細味短暫的人生。原來，當極端的悲
傷臨到，也會有一場走馬燈，引出你的淚水。

回憶著第一次的相遇，我的緬腆，她的氣質，還有那份mushroom&cheese pocket。

回憶著每一句whatsapp，每一幅圖片，那是我們被對方的智慧深深吸引著的憑據，是我們曖昧過的
證據。

回憶著告白的害羞，那天的心亂如麻，和導致晚上無法入眠的喜悅。

回憶著每次在書店的時光，一人一本書，輪流的點歌，她的Drenched，我的氾濫。

回憶著那一次的溫存，那天她交出了自己，那天我完全屬於她，她的智慧她的美麗都在那個下午被我
佔據。

回憶起IKEA中的幸福，那刻是屬於我倆的未來，只是這個未來即將被永遠封存。

回憶起那個晚上我的恐懼、我的自卑，我的軟弱。記得那一句，醜小鴨永遠配不上天鵝。

良久，我們沒有說過一句話，感受著最後的擁抱與時光。而我知道，她也和我一樣，在回憶，在懷緬
我們短暫及銘心的幸福。她一直知道我的恐懼，我一直知道她的無能為力，然而我們都沒有能力改變
，也沒有勇氣對抗。一星期後她會在前往英國的班機上，我會坐在開往Starbucks的小巴上，如我們
的未來，越走越分。從此相隔半個地球，相距九千六百公里，相差八小時，也許再過一段時間，相距
的是一個或兩個人。

十一時五十八分。

「Good night, deer.」
「Please.」
「I love you.」
「I do.」
「And that's enough.」



她使勁地抱我最後一下，用她最大的力氣捉緊這秒，希望可以竭力地抱緊愛情。我抬起她的頭，看著
她淚水滿滿的眼睛，深深給她最後一個吻。她終於忍不住哭了。我只希望此刻有一個醉酒的司機駕車
撞向我們，或是有顆殞石衝向我們，又或是有個邪惡魔王把我們消滅。其實我們都自私，希望對方犧
牲自己成全這段戀愛。愛情教會我們向前，卻忘了教曉我們退後。

十一時五十九分。
她輕輕把我推開，我看著她最後一眼，記下那曾經叫我朝思暮想的容貌。她抹掉眼角的淚光，急步跑
進鐵欄，這是她最後的堅強與倔強。跑到大門前，她轉身，望著我，看我最後一眼，然後拉下門柄。
我只希望

不，我沒有資格希望。然後收回我早已踏出的腳步。

門關上了，也關上了我的愛情



十九、那僅僅一天的婚姻

十二時正。

我慢慢走下山，以同樣的步伐走相同的路，倒帶著我的愛情，回味我一天的婚姻，想念無名指圈著拉
環的她。

我拿出手機，傳她最後一個訊息。

「小鹿跑得很快，那是獅子永遠趕不上的腳步，一段只增不減的距離。因為愛上獅子而停下來的小鹿
，會因為獅子的恐懼受傷，無法戰勝恐懼的森林之王，只能選擇離開。就讓我們的婚姻永遠逗留在這
天，我的程太。」

她與我同時傳出訊息。

「Under loves heavy burden do I sink. I'm a stupid deer who falls in love with lion without
regrets. looking the precious little thing lying on my ring finger, I have the greatest marriage
ever. Happy ever after, Sing Sun and Yat.」

那句莎翁對羅密歐的感嘆，呼出沒有承擔戀愛重擔的勇氣的感嘆。我們都像羅密歐與茱麗葉，擁有最
完美的戀愛，擁抱最不完美的結局。我們都不像羅密歐與茱麗葉，她擁有茱麗葉一心赴死的決心，然
而我沒有羅密歐的勇氣，去承擔我們愛情中的重量，成就不了驚天動地的幸福悲劇。既然前行疲倦，
倒不如在回憶裡幸福。我們都有一種獨有的默契，讓我們美滿的婚姻停留在日記裡的這一天。

打開歌單，隨機播放。

是古巨基的《歡樂今宵》。

從夢裡伊甸 來到我枕邊 
夢與真之間 就只差一吋 
要是留著你 真實地糾纏 
怕沒權利以後留戀 
情愫與相思 如最愛的書 
末了那一章 沒翻開的勇氣 
故事何樣美 終極是分離 
不敢好奇 沾污結尾 
猶如無人敢碰 秘密現在被揭曉 
明日想起 我們其實承受不了 
歡樂今宵 虛無飄渺 
再沒餘地繼續纏繞 
談情一世 發現願望極渺小 
留下一點 距離回味猶自心跳 
歡樂今宵 虛無飄渺 

 那樣動搖 不如罷了

今天晚上天氣不太好，看不見唯一的星晨。





二十、故事何樣美

那個下午，我向經理告假了，到了機場。

這兩星期，我如常上班應約看戲做Gym打球上高登。有一點奇怪的是，我忘了高登有什麼高質的有
趣post，我忘了到哪裡和誰打球，贏還是輸，我忘了我的肌肉痛了多久，我忘了我看過什麼戲，我
忘了我跟誰約會過。我依稀記得，我上班時那一張看得到我的桌子，那一個看得到我的位置，我收銀
時望，我調配飲品時望，我洗東西時望，我拖地時望，我有空時望，忙碌時也望。到底那個位置有多
美，我忘記了，我想我忘記了。

一天，我收到一個不知名的電話號碼，給我一個奇怪的訊息。

「I'll arrive the airport at 3, departing at 5, will you be there?」

然後我來到了機場的離境大堂。

我站在看得到離境入口的遠遠，注意到一個女孩在與家人告別。然而她卻有點心不在焉，她爸爸叮囑
時她都在四處張望，等待著甚麼似的。

她是個美人，一雙大眼睛，深邈的輪廓，一眼看出是混血兒，樣子配上那發育中姣好的身材，看得我
呼吸加速。怎麼這個形容似曾相識？

我忘了那個邀約，只專心留意這個她的依依不捨。與父母道別，她轉身準備走進離境的海關入口，卻
站住了。轉頭再望著離境大堂，彷彿搜索著甚麼，然後眼眶紅起來，淚水受不住地心吸力而墜落，父
母見狀把她擁入懷。我心想，傻女孩，怎麼又哭了。

我突然發現我正不自覺地向這家人走去，然後立即止住了腳步，默默地注視著他們。女孩哭完了，眼
紅紅地再次揮別父母，終於慢慢走進了禁區。

我的心隱隱約約被塊大石壓著，有點疼痛有點納悶，也許是機場的離愁別緒作祟。我依稀看到她的右
手無名指套著一個汽水罐拉環，多麼奇怪的飾物，我本該笑的，但一陣暖流掠過我的心，淚珠慢慢滑
下我的臉龐。眼睛被模糊了的瞬間，她已消失在禁區的人潮中。

我像個小孩般在回家的巴士上哭得崩潰。想起那個拉環，想起那個下午，想起那個承諾，想起那個晚
上，，想起了Hoijicha Tea Latte，想起了Mushroom & Cheese Pocket，想起了「E-M-M-A,
Emma.」

「Hi, I'm Yat.」
「Hi, I'm Sing Sun.」

全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