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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觀音遇上兵

二等天使
「無法避免，令你沾上了污點......」突如其來的手機聆聲，害我差點把手中的熱朱古力打甜。我四周
環看，找不到聲音的主人。
「喂！咩事！」
不，不是他。
我叫啊穎，今年二十有五。大學畢業後進入社會工作，每當介紹自己，別人也愛多問一句：「你咁靚
，一定好多男仔追啦！」我心想，拍拖與否關你屁事。廿五年來，的確追求者不乏，但的仍是人們口
中的 a0，即是沒拍過拖的人。
「喂，呀穎！sorry 遲左。」
他叫呀樂，有錢仔，中學同學，追了我差不多七年，未成功。
「唔緊要，去邊食飯？」
話畢，他便「搶」了我的手袋，接著走出m記。
「點呀，去邊食？」
多年來呀樂都對我著實不錯，有人勸我接受他，有人認為我是收兵，而誰又想過我拒絕他不下五次。
就當我真的不懂拒絕別人，是收兵吧。
「你之前咪話唔鍾意食咁貴既，今日近近地去你屋企附近間車仔面食啦。」
不要吧，我不想去。
 
那一年
會考後，因為成績問題，我到了另一間中學升讀中六。可能因為我就讀的是附加班，班上大多同學都
來自外校，所以沒有甚麼奇怪的感覺，因為大家都不懂大家。
「hi你叫咩名呀？」看他的樣子，就知道他是那種裝作social的公子哥兒。沒錯，他就是呀樂。
而坐在我旁邊的是叫jessica，典型村校女校，不太愛說話，而樣子也普普通通。
「喂，你有無留意下我地班d男仔？呀Andy 都幾靚仔呀可？」
想不到，這說話居然由她的口中說出，難怪人人都說進來這間學校的都是為「溝仔溝女」，我也開始
明白。
這裡的生活比想像中沉悶，或許因為大家都想努力讀書，尋找入大學的生機。這三個月來每天都是上
課、下課，朋友是交了幾個，但大概只是為了有個伴一起吃飯。
「有無人想聖誕節一齊去玩？」
他的名字叫「主席」，因為他總想當起班會主席的角色，搞那些甚麼聯誼活動。
「好啊！不如一齊去海洋公園？」
這個是Issac，那正宗「耶撚」性格，正正經經。但他聲稱以前拍過四次拖，每次跟同學談起愛情史
時都說得面紅耳赤，疑幻似真。
「屌，海洋公園咁撚悶。」
這個是呀龍，人稱毒龍。他很聰明，因為操行太差才進了我們的學校。
「呀穎，你點睇？去唔去？我睇你頭架。」
又是呀樂。他總喜歡在同學面前裝作跟我很熟稔，班中人人都知道他對我有意思。
「wow!!!」
天啊，你們不要再「造」我好嗎？
「不如去cafe飲下野玩下算啦，個個得閒同你癲成日咩。」
他是袁柏楓，沒有英文名，只准別人叫他全名。
「好呀好呀，不如出mk啦，方便嘛！」
Jessica
花了三個月時間，變了班上的「友誼大使」，朋友很多。而我呢？每天都依時上課、下課，對這班甚



至這些同學也沒甚麼興趣。他們你一句，我一句，最好接納了袁柏楓的意見。
 
「穎呀，你覺得袁柏楓個人點呀？」
jessica上課時總喜歡跟我談談這班上的男孩子。但是，這次有點不同。
「佢雖然唔靚仔，又肥肥地，但我覺得佢個人都幾smart 。」
怎麼了？難道她對人有意了嗎？「
你估我約佢個日gathering之後去行街得唔得喇？」
看來，我並沒猜錯。
「試下囉，應該得既。」
我對他們的事一點興趣也沒有。
「不如你陪我呀？」
甚麼？我聽錯了嗎？我微微一笑，還真的不知該怎麼回應。
「你笑即係得啦！好野！」我知道我這次逃不了。回頭看看坐在班房角落的袁柏楓，他依舊托著頭，
看著外面的風景。
「de.......」放在抽屜中的手機震動。
「不如gathering後一齊睇戲？」不用猜想，那一定是呀樂。
「個晚有野做sorry 」我毫不思索，就這樣回覆他。
「穎，呀樂又望實你喎。」「係咩？可能望緊你呢！」
 
入伍
Gathering
的一天到了，今天沒再穿上校服，我挑了一條裙子，把長直黑髮放下，戴上隱形眼鏡就出發去旺角的
一間cafe。
「sorry 遲左。」
踏入cafe，眼見眾人都到了。看看手錶，原來我遲了差不多半小時。
「睇下想飲咩？」issac 將menu遞給我。
「袁柏楓條仆街仔仲未到既。」我也差點遺忘了他的存在。
「Jessica 你打俾佢啦！」我故意大聲說出。Jessica 雖一臉微紅，但已經低下頭來要給袁柏楓。
「唔撚洗打啦，條仆街仔到啦。」龍看看手機。
袁柏楓怱忙地推開了門。
「衰仔，坐過黎啦！」呀樂用眼神示意他坐在身邊。
「使但啦。」說罷他就坐在我身邊坐下來。
大家開始談起自己當初轉校的原因，有的因為會考分數不夠，有的因為操行不佳，有的想轉轉環境。
大家說得興高采烈時，只有Jessica 和袁柏楓在一味注視手機。我突然想起，那天跟Jessica 的對話。
「你今晚真係唔得閒？」呀樂傳來了訊息。
我抬頭看他，見他一臉笑容，我稍稍搖頭，想他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喂，穎！」主席大聲叫我。我愕了一下。
「人地問你點解咁多年都無拍拖呀。」呀龍吸著那珍珠奶茶。
「下無鍾意既人咪無囉」其實我還真的不懂原因。
「你肯定係鍾意收兵啦！」呀龍破口而出。
甚麼？收兵？在過往五年的中學生涯，還真的有不少男生追求過我，對我無微不至，但我真的沒有收
兵！
「你地做咩咁話人呀？」
「點呀你又想填form ？」
「你都on9!」
「屌，係人都知你冧呀穎啦！」



氣氛陷入一片死寂，眾人都不敢發聲，而呀樂面耳赤，似是十分不滿呀龍。
「佢講下笑姐。」Isaac 果然是耶撚，又在緩和氣氛。
「Jessica ，不如你又分享下情史。」主席嘗試轉換話題。
「我我都有鍾意人既。」大家當時不其然在猜想是誰。幸好Jessica
引來了大家興趣，不然真的難以找個下台階。



是娘，也是兵？

三人行
「走啦byebye」三個小時飛快過去，主席先行離開。「不如去唱K」呀龍提出。「好喎！」issac
和議。「跟大隊。」袁柏楓說道。「穎、Jessica
一齊去啦！」呀樂又再次「出招」邀請我們。「穎，一齊去啦」JESSICA在我的耳邊細語。「唔好啦
，我地兩個去行下街好過啦……」JESSICA或許從我的臉容上看出了甚麼，跟我打了個眼色。「啊，
呀穎你咪話今日BOOK左剪頭髮既？」「係喎係喎……」JESSICA拉著我的手，離開了大隊。「呀樂
唔好咩？」她問到。「唔係……不過……」「我明，無FEEL呀嘛。」JESSICA一臉自信。「係喎，你唔
係話你想約袁柏楓一齊行街咩？」她沒理會我，只要低頭在手機一直回應訊息。我們倆就這樣一直走
，到了新之城底層的遊戲機中心。
令我意外的是，袁柏楓這時候竟然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你咁快既。」JESSICA跟他說。甚麼？他們
是約好了的嗎？「佢唔係話跟大隊咩？」我又跟JESSICA細語。「佢話悶，問我去邊，我咪約佢黎囉
。」原來，我做了「電燈膽」。我們仨像小孩子般玩個痛快，想不到，袁柏楓平日雖然說話不多，但
還頗風趣。
這次，是第一次的三人行。
「七點幾啦，我返屋企食飯啦。」JESSICA說。「頭先主席話下個禮拜去踩單車，你地去唔去呀？」
袁柏楓跟我對望了一眼，然後異口同聲說：「去囉。」「咁一齊去啦喎，就咁話！」JESSICA表現得
十分興奮。「喂，你地搭咩車呀？我去個邊搭巴士呀。」JESSICA說。「地鐵。」說罷，我與袁柏楓
與JESSICA道別，一同走進地鐵站。一路上，我們也沒有說話。那時候，手機上網還未普及，我倆只
是互望著車廂中的不同方向。「下一站黃大仙。The Next
Station……」「我到了。」我終於開口，打破了彼此間的沉默。突然間，列車急剎了一下，我沒站穩
住，身子向前傾。袁柏楓拉著我的手，把我捉實。「唔該哂…」我一臉尷尬，不知怎樣反應，與他同
步走出車廂。他一路上沒有說話，只是隨著我一直走。「我行呢邊，你呢？」我打算跟他道別。「我
都去個邊轉車。」他終於開口跟我說話。我倆走了一段斜路，而過程中，依然沒有對話。「我行呢邊
。」他示意他要右轉。「哦，咁byebye啦。」
 
收兵
今天與以往上課日有點不同，因為終於第一次調位。「呀穎呀穎，你同邊個坐呀？」甫進班房，JES
SICA便一臉愉快地問我。「未睇呀…」話還沒有說完，她便搶先插話：「我同袁柏楓坐呀！我頭先望
到，你好似同呀樂坐喎。」這時，我在班房中找找呀樂的蹤跡，發現他居然在班房的角落與袁柏楓聊
天。「哦係咩。」我表現得十分冷淡。
如大家所想，自從與呀樂同坐，他每天也是「照顧周到」，買早餐、斟水、送小玩意……所有「兵」
的工作，他都一一做到。但同時，他也出現了個小變化，這幾天竟然不時與袁柏楓作伴。小息、午飯
、放學，他們幾乎都在一起。
「喂，呢排袁柏楓好似同呀樂好FRIEND咁既。」JESSICA小息時過來跟我閒聊。「唔知喎……」我也
實在搞不清原因。「唔知？人地對你咁好，實有同你講既。」但事實上，每天上課，我也不太願意回
應呀樂的無聊笑話，總是淡淡地敷衍幾句。說罷，看到呀樂與袁柏楓一同走進班房，而呀樂從銀包中
掏了幾張一百元紙幣給袁柏楓。
上課鐘聲響起，又如常地上課。這天沒有發生其他特別事情，但我心中卻總有一些不安。
第二天早上，因為有功課還未完成，所以比平日早了回校。從窗外望進班房，只見袁柏楓一人坐在位
子上。我回到座位，把書包放好，拿出功課準備「開工」。當我把其他書本放進抽屜，發現裡面有些
東西──是一隻MELODY扭蛋。是誰？是誰放進來的？甚麼時候放進來的？我看看袁柏楓，他只伏在
桌子上睡覺。我心想，這應該是呀樂的「好事」吧。
如是者，每天抽屜裡也出現一隻MELODY扭蛋，呀樂依舊買早餐、斟水、替我做功課。
我想，這就是他們所說的──「收兵」。



 
「下一站黃大仙」
那是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們一班同學如計劃般到大尾督踏單車。那個早上，我們約好了在大埔火車站
等候。一如以往，我遲到了快半小時。口袋中的手機震動。「呀穎你到未呀？」呀樂傳來了短訊。「
哦，就到啦。」我回覆了短訊。「嘟。」我拍卡出閘，看到他們已在閘外等候。「行啦，去租車！」
主席開始發揮他的角色。「我估你都未買水啦，拿，你既！」呀樂將一支蒸餾水遞到我的手上。我說
了一聲多謝，把水放進袋子中。
「喂，呀樂，你手車咁撚屎架！擺下擺下。」呀龍自信地用單手控車。「係呀好耐無踩。」呀樂一邊
說話，一不留神撞上了欄杆。「無事無事！」他立即起身，再次上車。踏了差不多一個半小時，我們
才到了汀角路。這時候，大隊分成了兩小隊。主席、ISSAC、呀龍早已一馬當先，離開我們不短的距
離。而JESSICA、呀樂、袁柏楓和我就在一塊。「唔得啦，抖下先啦！」呀樂把車子泊在一邊。「你
抖下啦，我地行先。」我心想，這是擺脫他的好時機。於是，我便隻身一日繼續路程。其實，我的技
術也不太好，路上一直跌跌踫踫。突然，電話響起來，令我一不集中，連人帶車撞進了草叢。「呀，
好痛呀……」這時有人把一包紙巾遞給我，那是袁柏楓。「你無野呀嘛？」他把我的車子放在路邊，
再扶起我，讓我坐在路旁。「得唔得？踩唔踩到？」他問。「應該OK……無整親。」他為甚麼會在這
時候出現？JESSICA呢？呀樂呢？「比個袋我。」他伸拿去我的袋子背起。我還未反應過來，他就大
叫：「行啦！發咩牛豆？」他故意放慢了速度，讓我追過來。一路上，我們依舊沒有對話，而他不時
單手控車，用另一隻手捉著我的車頭，怕我再次跌倒。
大夥兒全部到達大尾督，都快已六點鐘。大家放棄了踏車回大埔的念頭，決定在大尾督還車，接著坐
小巴出大埔。在小巴上，大家都已經累得低頭入睡，連搶著坐在我旁邊的呀樂也不例外。
到了大埔，大家各自回家，JESSICA、呀樂、袁柏楓和我一同去坐火車。「下一站九龍塘……」列車
到站，我與袁柏楓一同步出車廂，而JESSICA、呀樂就繼續坐到紅磡。一路上，我們依舊沒有對話。
我倆猶如陌生人，同步走到觀塘線，上車，到達黃大仙，下車，走出地鐵站口，走了一段斜路，來到
上次道別的分岔口。袁柏楓沒有停下來。
「你不是走那邊嗎？」我問。「今天不是。」我沒有追問下去，只是繼續沉默，一路走，走到家的樓
下。
「我到了。」他跟我道別，然後用手示意他走另一邊。
我看著他的背影，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手機震動，我打開訊息箱。「生日快樂！」這次的訊息不是來自呀樂，亦不是其他聯絡人，只有顯示
電話號碼：63698185。
而我，沒有跟班上任何人說過我的生日日期。
這個人是誰？



「63698185」

「63698185」

「你是誰？」我傳了一個短訊給那個沒顯示聯絡人的電話號碼。但是，沒回應。

聖誕過去，到了新一個學年。這個假期，我只偶爾跟舊同學聚會，還有應付呀樂的
短訊攻勢。而呀樂比以往更進取，不只邀請我共度聖誕，還好像對我愈來愈了解，
連我喜歡的卡通人物、電視節目……他也能一一說出。

聖誕轉眼過去，代表新一個學年的開始。
一月，如常上課。大家都沒有甚麼大變化，只是呀樂好像真的把我當作女朋友一樣
，買早餐、斟水、送小玩意……這些「工作」他沒有停下來。

下課鐘聲響起，我急不及待離開，一如以往到校門外等候回家的巴士。

「喂，呀穎，去邊呀？」JESSICA平日都坐地鐵回家，不知為甚麼今天竟然出現在
巴士站。

「返屋企呀，你呢？」

我從JESSICA的臉上看到了一絲絲喜悅。「我去藍田食飯呀！」她回應說。

「做咩去藍田既？」我其實對她去哪兒並沒有興趣。

「今日袁柏楓病左無返學呀嘛，咪去佢屋企個邊探下佢順便同佢食飯囉。佢自己一
個住無飯食好慘架。」甚麼？今天袁柏楓沒上學嗎？我也真的沒留意到。沒想到他
原來獨居，但我沒打算追問有關他的事。

14號巴士到站，JESSICA登上巴士，與我道別。這時候手機震動，我也沒心情去閱
讀訊息，因為那一定要呀樂。

回到家中，我換過睡衣，躺在床上看看手機。「63698185」剛才的短訊不是來自呀
樂，又是那個不知名的電話。

「呀樂其實幾好呀！」這個人到底是誰？他認識呀樂，又認識我。我知道了，這一
定是袁柏楓。

「你今日做咩詐病唔返學？你係咪袁柏楓？」我用短訊回應。



他依舊沒有回覆我的短訊。



「63698185」(續)

放學時間，我又在校門外等候回家的巴士。上車後我坐在靠近窗邊的位置，將書包放在大腿上，打算
低頭睡一會。這時，我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那是袁柏楓。

「下一站黃大仙中心。」我背起了書包，準備下車。而坐在前方的袁柏楓也同時站起來，他沒叫我，
只是站在我的旁邊等候下車。

下車了，我們倆穿過地鐵站，走了一段斜路，又來到之前道別的分岔口。

「點呀，你係咪轉右？」我問。「

不如我陪你行埋去屋企樓下。」我們沒說話，就一路走，走到我家的樓下。

「送俾你。」他從口袋中拿出了一個MELODY扭蛋遞給我，令我心中詫異萬分。

難道，之前的扭蛋都是他送的嗎？我沒問出口，只是收下來，然後報以微笑。

他輕輕拍拍我的頭，跟我說：「你笑下咪幾靚。」說罷，他轉過身去，然後用手示意他走另一邊。

從那天起，在接著的一星期，我每天放學也遇到他，而他總是陪伴我走到家的樓下，每一次都會輕輕
拍拍我的頭，然後跟我說再見。
一星期後，我每天放學也會望向坐在班房另一邊的他，然後跟他打一個眼色。而他，總會追上我的腳
步，一同坐巴士，一同回家。
這樣的生活，維持了兩個月。



情人節

情人節
二月十四日。幸好這天是星期天，不然回到學校還真的不知怎樣面對呀樂。想必他也一定送鮮花、送
朱古力……我連想想也不敢。
其實情人節對我而言沒甚麼特別，我還是依舊在家中看看電視劇，聽聽音樂。

「de…」手機再次震起，這次不是訊息，是來電。

「今晚得唔得閒見個面？」是呀樂。
「做咩呀？」
「無呀想俾Ｄ野你。」
「俾咩呀？」
「你到時咪知。」
「但我唔係好得閒。」
「我黎你樓下呀一係。」
「你又知我住邊？」
「緊係知啦！」
「咁……」
「好快架JA。」
「咁……好啦……」
「我六點半係你樓下等你啦。」
「好……」
「嘟………」

怎麼辦？呀樂想跟我告白嗎？
我不知道。我怕我不懂拒絕。但我真的不喜歡他。怎麼辦？

「63698185」我腦海浮出了這個號碼。

「袁柏楓你個FRIEND話今晚黎搵我，點算！！！！！！！！！！！」我傳出了訊息。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號碼是否袁柏楓，雖然我倆每天一起回家，但他從沒有告訴我任何有關他的東西，
而我也沒有問過JESSICA這是否他的電話。
 



情人節(續)

六時半。
我換上了短衣，穿上鞋子。

以往也曾經有男孩子跟我對告白，但大多只是利用ICQ、MSN……這次，我不知如何是好。
 
「呀穎！」

剛步出大門，就看到呀樂拿著鮮花和朱古力等候我。我倆對望了數秒，我心中好想大說不要，但總是
說不出口。

「不如……」

「63698185」我腦海再次浮出了這個號碼。

「sorry，我打個電話。」

訊息他不回應，但電話總該會聽吧！
「鈴……鈴……」電話通了。
「無法避免，令你沾上了污點......」遠處傳來了電話鈴聲。
「你所打既電話未能接通……」糟了，電話沒人接聽。

「呀穎……」
「係……」
「不如……你做我女朋友。」
「SORRY呀，唔得呀。」假如是以前，我猜我會不懂拒絕。

呀樂沒有問原因，只是拿著鮮花和朱古力垂頭喪氣地離開。

「鈴……鈴……」我再次致電63698185。
「無法避免......」遠處又傳來了電話鈴聲。
「嘟……」通話被掛掉了，同時那電話鈴聲亦消失了。

甚麼？他在附近？
我到處尋找這個人的蹤跡，但沒有成功。只看見遠處的呀樂，還有……他身邊竟然有人？
那是誰？

「鈴……鈴……」我立刻致電JESSICA。
電話通了。「63698185係咪袁柏楓？」還沒等她開口，說話就脫口而出。
「做咩呀呀穎？你問得咁急既？唔係啦，佢電話5字頭。做咩呀？你有野搵佢？」
「好……byebye」

那這人是誰？



回憶

回憶
「喂，呀穎，你記唔記得呢個地方？」我們的車子剛剛駛過了我舊居的樓下。

「做咩無啦端端講呢Ｄ野……」呀樂一直都知道我不喜歡他談起往事。

「諗起個時自己真係ON居，又未約過你出街，電話又無傾過，唔知頭唔知路就同你表白。」呀樂一
邊駕車一邊興高彩烈地說起往事。

我沒有回應他的說話，因為我根本不想記起那些往事。

「到了。」呀樂把車泊在路邊，替我打開車門，拿去我的手袋。我跟著他的腳步走到不遠的一家車仔
面店，但吸引著我的卻是那股雞蛋仔和夾餅的味道。

「呀樂，我想食格仔餅呀。」我指著街角的一間小食店。

「下，食埋正餐先啦。仲有，你唔係話唔中意食呢Ｄ野既咩？」呀樂一臉疑惑。

「我今日想食。」我沒有理會呀樂的阻止，走到那間小食店。

「喂，呀妹，好耐無黎食格仔餅啦喎！咁大個女添啦！」老闆一眼便認出了我，但我卻一臉尷尬。

「咦。以前成日同你黎個個男仔呢？」老闆繼續弄格仔餅，而站在我旁的呀樂卻突然木無表情。

我倆突然陷入了一股冷肅的空氣之中，我沒嘗試緩和氣氛，只想回避呀樂的眼神。

「佢講個個係咪袁柏楓。」我最不想聽到話終由他的口中說出。

「袁」

「柏」

「楓」

「？」



格仔餅

二月十六日，那是我一生中最不願上學的一天，我甚至想過裝病請假好了。我實在不知確如何面對坐
在我身旁的呀樂。我不知道。
 
「呀穎，今日咁晏既？」甚麼？呀樂居然主動跟我說話？他絲毫不感到尷尬嗎？
 
「係呀，今日遲左起身。」說罷，我拿出了要交的功課趕工。今天的我比班人任何一人都要專心上課
，我試圖令自己投入在老師的講課之中。不要，千萬不要，千萬不要再跟我聊天。
 
「鈴……」太好了，一天的課堂完結。我急不及待收執書包，然後離開學校。
 
「點解仲未有車。」我心中愈來愈焦急。看看手錶，其實只是3:36分，原來我只是等了數分鐘巴士。
 
突然有人將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那實在嚇了我一跳。
 
「嘩你嚇死我啦！」是袁柏楓，我用力地鎚了他的手臂一下。
 
他依舊沒有回應我的說話，依舊跟我上了同一班巴士，依舊在黃大仙中心下車，依舊伴在我身旁一同
走上那斜路，依舊沒有在分岔路轉右，依舊跟我一起走到家的樓下。
 
「你知唔……」我還沒有把說話說出口，他就伸手輕輕拍拍我的頭，然後轉身離開。
 
「袁柏楓！」我大叫。
 
他轉身望著我，一臉疑惑。
 
「無……無野啦，byebye。」我的心從沒有這樣亂。
 
正當我打算走進大門回家，他居然從後捉住了我的手。「喂，一齊食D野，肚餓。」他第一次提出這
樣的要求。
 
「好，不如食格仔餅。」
 



第一次

「喂呀，我食唔哂呀，幫手食D啦。」站在我前方，還穿著校服的女生，將手上的夾餅分了一半給身
旁的男生。
 
「呀妹，格仔餅。」
 
「唔該哂。」我從老闆手上接過夾餅。
 
夾餅剛造起，看起來香脆可口，而隔著塑膠袋感受到的那種微熱使我剎那間百感交雜。
 
「都係唔食啦，去食車仔面。」我把夾餅塞在呀樂的手中。
 
「幾多年呀？你仲諗住個仆街仔？」呀樂很少說粗話，除了因為有關我的事。沒錯，他口中的仆街仔
是袁柏楓。突如其來的思緒令我不知所措，眼淚從目框中掙脫出來，一發不可收拾。
 



哭

「做咩呀你，做咩喊？」袁柏楓遞給我一張紙巾。
 
「你知唔知呀樂……」
 
「我知。」
 
袁柏楓還是一直在吃手上那一半夾餅。我從來沒有這樣仔細留意他的樣子，他雖長得不英俊，又有一
點胖，但還挺可愛的。
 
「咁你係咪真係唔鍾意呀樂？」袁柏楓的問題令我感到錯愕。他不是呀樂的好朋友嗎？
 
「唔係呀，真係唔係呀。」看著他傻乎乎的繼續吃夾餅，令我哭笑不得。
 
他輕輕拍拍我的頭，跟我說：「你笑下咪幾靚。」
 
吃過夾餅，他陪伴我回家，再次走到我樓下。
 
「其實你電話number係咩呀，我一直都唔知。」我問。
 
「59635556。」他果真不是「63698185」。
 
「你係咪3台架？」我一邊將他的號碼輸入在聯絡人名單中。
 
「係。」他拿出手機，看到來電號碼，再將我的號碼輸入在聯絡人名單中。
 
「我返去啦，byebye。」我轉身打算進入大門回家。「喂，你住呢邊架咩？」我回頭再問。
 
「唔係呀，我轉車。」袁柏楓說。突然，我想起JESSICA說過，袁柏楓是在藍田獨居的。
 
「特登黎轉車？」我故意詐作不知。「係呀，快D返到去嘛。」
 
說罷，他向我揮手然後轉身就離開。
 
「多謝你。」那一天，我第一次跟他傳短訊。



甜密短訊

我懷念的，是那個時代用短訊傳情的神秘與不安。
 
「放學係咪即走？」袁柏楓給我傳來了短訊。「係呀。」我偷偷地在抽屜中回覆了他一句。
 
忘了說，我班終於在二月尾時再一次更換座位表。慶幸的是，終於不用每天跟呀樂同坐。我有時候在
想，如果他回避我、不跟我談話，我的日子還算好過。但是，他卻從沒有停止「攻勢」，依舊給我買
早餐、每個小息斟水、替我做功課。為甚麼我不拒絕他的好意？我不知道。
 
我現時的鄰座叫做Andy，樣子端好，跟我並不相熟。而呀樂，他的鄰座竟然是袁柏楓。所以，有時
候我還真的害怕被呀樂發現我與袁柏楓互傳短訊。為甚麼害怕？我不知道。
 
「我有D頭暈呀。」我並沒有說謊，或許是因為經期的關係。
 
「唔係掛，你咁重，唔係要我拖你上條斜路呀嘛。」自從跟袁柏楓互傳短訊後，我倆的關係進展了不
少。撫心自問，我對袁柏楓有意思嗎？或許有，或許沒有。
 
袁柏楓又再一次捉住我的手。
 
「行啦，快D返去抖呀你。」他就這樣拖著我一直走，走過了斜路，走過了分岔口，又來到了家的樓
下。
 
「拿，呢個比你食。快D返上樓訓，訓醒SMS我啦。」袁柏楓很少這樣跟我說話，我難免有一些錯愕
。
 
「你又知我中意食呢隻朱古力？……」他給我的是根朱古力棒，裡面有些花生粒，甜甜的。確實，我
真的很喜歡。
 
「咪講啦，返去訓。」說罷，他又轉身離開。
 
「訓唔著呀。」
 
「唔係掛，又話頭暈。」
 
「可能食完朱古力好D。」
 
「你鍾意既我遲Ｄ再買比你，但你而家快Ｄ訓。」
 
「好啦好啦：)」
 
「咁就乖：)」
 
幹甚麼啦？他居然模仿我的表情符號。



學生時代

學生時代
學生時代的小情侶，擁有著比成人更單純、更坦蕩的愛情。每一件小事對他們而言，平凡但特別。
 
「呀穎，今日食唔食野……」
「好呀，但我今日想食雪糕。」
「我要雲尼拿！我要雲尼拿！」
「唔係WO，定係朱古力呢……」
「唔洗揀，一個雲尼拿，一個朱古力，一人食一D！」
「好野！」
 
那些片段在旁人眼中不過如是，但或許在我和袁柏楓心中畫下了一些、同時帶走了一些。那種愉快，
不能言及。
 
「我們是情侶嗎？」我經常在心裡問自己，但同時我亦清楚答案：不是。
「愉快嗎？」愉快。這是中學生涯最愉快的片段。
 
但是，我不願意袁柏楓變成下一個向我表白但慘遭拒絕的人。最少，暫時我還未接受他。暫時，暫時
……
 
七年後的今天，我想，那時的我只是不願意失去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