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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俊朗，洋名Bryan，21歲，MIS year 2
生。古語有云，唔怕生壞命，至怕改錯名，佢父母幫佢改個咁既名，都係怕個仔唔靚仔。
 
好彩佢老豆老母無整蠱佢，生得佢靚靚仔仔，英俊瀟灑，人如其名，俊朗。
 
高大，靚仔，把口”朗”過油，細心，溫柔，你數得出既優點佢都會有，簡直係唔係人。不過佢真係
唔係人，係魔鬼，無數侶伴既佢，基本上無乜女仔逃得出佢既魔掌。
 
佢有個綽號，唔係溝女王，亦唔係界女王，因為太 in 啦。佢個朵，非常out
，叫做"墳場故爺仔"，喻意為"溝死女"，係"精裝追兔仔"年代至hit既術語，無計啦，因為好耐之前，
亞張生溝女已經天下無敵。
 
正確d講，係lum 女無敵，因為女仔對於佢0黎講，係唔洗溝0既。
 
話說今日，佢趕住返學，超級行路唔帶眼。係條長長既樓梯之上，突然，迎面而來一個女仔，個樣就
……世俗眼光接唔接受到就見仁見智啦……但講嚇人個女仔真係有返咁上下。
 
但話到明行路唔帶眼，Bryan鬼睇到佢咩，一0野撞埋去，仲要撞到個女仔轉0左幾個圈咁碌落樓梯。
 
亞張生為保形象，拿拿林扶返起個女仔，幫個女仔執返起地上既0野，跟手用誠懇既眼神，加上溫柔
既語氣著對個女仔講："你無事嘛？？？唔好意思呀~~~趕住返學……"
 
比佢撞到個女仔，係咁點頭話無事，但好明顯係講大話啦，碌0左幾個圈之後，本身既豬頭腫到變火
車頭咁款，點會無事？如果佢真係覺得無事，咁佢神經線一定有事啦。
 
聽返人講……該名出事既女事主接連兩三日上堂都係到發緊夢，0個片仲係腫到好似孖潤腸既”豬”
唇，不斷係咁講”可唔可以x多次街呀”或者 “x多幾街就好啦~~”
 
同學們見佢咁想xx，都無能為力，唯有繼續比佢發佢既春夢。
 
張生就係咁監生電暈0左個女仔，擺脫罪名。
 

下午。

Bryan係學校內人做草足球場踢波。
 
佢係左路偷到個波，用其純熟，瀟灑，秀麗既腳法，擺脫後面d呢世都無機會追到佢既廢柴，然後係
左面大禁區K角位用右腳射向龍門右上角。
 
滿分。
 
係上面圍觀既女仔議論紛紛，內容包括"Brayn 好型呀"，"Bryan 加油"，"快 d
開波啦，唔係睇你d廢柴執波呀！"



 
隊友們都無晒癮，死死地氣對住Bryan講："你就好啦，Bryan~咁多女仔鍾意……依~~你睇~~冷若冰
經過喎……佢望住你呀……Bryan。"
 
呢位被人稱為冷若冰既女生，0岩0岩係 Canteen 斯斯然咁走出0黎，經過球場上面。
 
張俊朗閃電般同呢位冷若冰作個眼神接觸。四目交投，一股唔應該出現既火花，眼神係佢地身上出現
。
 
點樣唔應該法？
 
佢地依家對望既眼光，就好似古惑仔臨開拖之前互啤咁，你話係唔係唔應該啦？？
 
再介紹下呢位冷若冰。
 
鄭詩雅，亞雅。

20歲，社工 糸 year 2 生。
 
校內無人不識既靚女，學校既人無乜佢既資料，只知道佢喜歡做獨行俠。
 
係學校有兩個綽號，女仔叫佢”小龍女”，因為佢就好似亞姑姑咁靚咁冷傲。
 
男仔就叫"冷若冰"，點解？從以下事件可以解釋。
 
大約幾分鐘前。
 
係
Canteen，做開獨行俠既亞雅，一個人食飯。有一大班男仔係側邊，目的好明顯，想結識呢位冷若冰
。
 
男仔甲："你真係去"刨冰"？你小心喎~~睇住刨爛隻手"
 
"刨冰"點解？大家估下啦。
 
男仔乙："唔去點知得唔得？"
 
男仔見到靚女通常都膽粗粗，但又有無諗到後果？當然，除0左呢班男仔，仲有好多人係
Canteen，佢地都係等睇戲。仲要係重播百幾次都唔厭既精彩好戲。
 
男仔乙走到亞雅面前，扮晒型咁講："你知唔知，一入carteen見到你，已經覺得你好特別呀。我一早
想識你好耐。你一個人~~不如一齊食飯？"
 
亞雅不負冷若冰既美譽，並無任何反應。
 
男仔乙都知失敗0架啦，但都仲未死心，居然夠膽再問："唔可以一齊食飯，咁可唔可以比個電話我？
"



 
亞雅終於有返應啦，佢拎起自己個電話，拎0左張 SIM
咭出黎，跟手比0左部電話個男仔，跟住，起身走。
 
男仔乙拎住個電話，追住亞雅叫道："唔係呀~~我想問你拎電話 number 咋~"
 
亞雅接過電話，終於開口："咁你唔講清楚？"
 
男仔乙啞0左陣，但之後都提起最後小小既勇氣說："咁可唔可以？"
 
亞雅再開口："我最唔鍾意男仔隨便話人特別，係你搞清楚我有幾特別同點樣特別之前，我係唔會比
電話你。"跟住，繼續走出門口。
 
全場鴉雀無聲，個男仔目無表情，今次唔只手，塊面都刨爛埋。
 
亞雅，串到爆。相信之後都有一段時間無人敢再問亞雅拎電話。
 

再講返幾分鐘之後，人做草場，係四目交投之後，亞雅又走0左去，Bryan 繼續踢波。
 
一個鐘後，Bryan 同亞雅係 7記便利店相遇。
 
好多人都圍觀，呢一對俊男美女，係幾好睇。
好多男仔覺得，只有 Bryan先有機會追到亞雅。
好多女仔覺得，只有 亞雅先吸引到 Bryan。
好多人都認為佢地已經拍緊拖。
好多人時不時見到佢地坐同一班巴士返學，或者放學。
 
但只不過係好多人覺得。
 
食住冰條既亞雅，一見到Brayn，兩眼充滿怒火，即係用盡全力咬斷佢口中條0野，嘭一聲，一分為
二。
 
Bryan都不惶多讓，將佢手上既菠蘿包揸到不似包形…………兩位都好殘忍呀。
 
佢地既表現只係似有十怨九仇，似鍾意打對方一鑊多過鍾意對方。

當晚8時，地點 Bryan 家。

而亞雅居然出現係 Bryan 間房？

Bryan 屋企仲有兩個人，張太同鄭太，佢地坐係廳，睇緊城中最八掛既八掛雜誌， FXXK 周刊。

張太："喂喂~~~睇下，亞"借人工"炒車呀~~~"

鄭太："係~~~呀~~~FXXK 周講， 架”波子"炒到變0左個"足球"喎~~"



呢兩名女士，好明顯同邏輯呢兩隻字扯唔上任何關係………試問炒車之後，架車點會由細變大？

差唔多時間，Bryan 返到屋企，眼見亞雅係佢房。

Bryan 眼見亞雅係佢房，扯晒火："死八婆！你做乜係我間房0架？ "

亞雅眼到 Bryan 咁慶，心都涼埋："睇下有乜新戲新演唱睇之嘛~~~"

張太說："人齊啦~~開飯啦~"

鄭太又說： "食完飯先再鬧過交啦你地~~"

唔好買關子啦，就解釋下佢地既關係先啦。

Bryan 同 亞雅，相識0左廿一年。無錯，係廿一年。

<待續>
故事全屬虛構~
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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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年前既一個晚上，張太同鄭太土拎住一盒避孕套一齊大叫："點解會係過期0架？"

鄭生扭住耳仔："係我衰，0個晚心急，貪方便，衝落樓下士多買……"

張生同時扭住耳仔：” 係我衰，0個晚心急，貪方便，偷0左佢d袋用…”

就係咁，未懂性開始，Bryan同亞雅已經知有對方既存在，讀埋同一間幼稚園，小學，中學，甚至大
學都係。

張生同張太係經鄭生同鄭太介紹之下認識，而張生鄭生本為兄弟(當然唔係親0個隻)，鄭太張太都係
姐妹(一樣)。

而佢地，只係住係隔離，所以基本上都係一齊開飯，同時做警察既丈夫們，正常時間都唔係屋企，又
所以，好多時都係張太鄭太，Bryan 亞雅一齊開飯。

再所以Bryan 同亞雅，有如兄妹一樣。

亞雅差唔多知道 Bryan 由出世到依家既事，包括4歲仲賴屎。

Bryan都差唔多知9成9，女仔始終係女仔，係知唔晒0既。

飯桌上。

亞雅同Bryan 之間既鬥氣直線上升。

見唔對路，張太嘗試出口。

張太：”亞雅呀~~~衰仔做乜激到你咁興？”

搵到位，亞雅即刻連珠炮發：”你個仔 law ，買0左新碟又唔收收埋埋，又唔借比人~~~”

Bryan唔還拖就假，即刻串返佢：”哈~~我實會借比人0架喎~~~不過幾時當過你係人先？”

亞雅：”係啦~~~我唔係人啦，咁你都唔係人，小器鬼，一早見到人嬲爆爆咁~~~”

唔講由自可，一講就把幾火，Bryan即刻還口：”我小器？如果唔係尋晚同你大炒，今朝屈我執屋，
我就唔洗遲到，咁就唔會撞到個女仔，爭d打破左我完美形象！！！！咁大件事你同我講小器？？？
”

講一講當時既情況先，當亞張太見開聲仲衰既時間，索性唔理對一對女仔，同鄭太繼續食飯睇FXXK
周，繼續八掛。

Bryan 條氣仲未順，完全唔比亞雅落台，繼續串： "睇下你 ~比人串又唔識還拖，學人扮
cool其實就傻更更，"冷若冰"0丫？？？？？！！！！"Hi冰"(指吸食毒品)就有你份。 "



亞雅：”乜呀？？？其他人叫我小龍女0架，美麗冷傲”

完全處於下風既亞雅，已經中晒 Bryan 既圈套，Bryan
一個冷笑：”小龍女？？？你何止小聾呀？？？d人叫你完全唔識應，大聾都有你份啦！！”

啞晒………亞雅鬥咀唔夠0黎，唯有動粗。

佢用筷子，夾起片牛肉，反手一擲，直飛 Bryan 臉上。

Bryan 留意著亞雅的右手，跟住側一側身，牛肉就咁飛進口中： "舊招，無新意"繼續食飯。

以上既動作久經訓練，小朋友唔好學，Bryan 呢身功夫都係近呢一兩個月先練成。

兩位太太終於有反應，開口啦。

張太： "亞雅用筷子叻0左喎~"

鄭太： "唔~亞朗反應都有新進境~"

之後兩人，談論"人工"應該同"髮絲"定"狂基"邊個一齊好d。

兩位太太都習以為常，由小時候亞雅用手擲雞翼Bryan
用手擋，兩位太太加以阻止，到今日佢地一個用筷子擲，一個用口接，都見慣晒啦。
飯後。

今日輪到Bryan洗碗，佢一路好擔心亞雅發現佢收得好埋既新碟，J 既碟。洗完碗，Bryan
見到亞雅"陰姿姿"行出佢自己房，想出門口返屋企。
勢色唔對Brayn 即刻喝止： "鄭詩雅，企係到！ "

亞雅： "點呀？？？ "

Bryan ： "我要搜身！ "

亞雅： "唔好咁麻煩啦~~我除衫比你睇~~"

唔洗兩下，亞雅除剩胸圍同底褲，手法非常之快，相信佢都除過唔少次。

鄭太張太坐在梳化，同時："哇~~~~"張太： "乜亞雅今次著咁多呀？？"

鄭太譗嗲："唏，亞雅話晒女仔，要有 d矝持~~~~last
兩件緊係要等俊仔(Bryan)除啦咁先有禮貌0架嘛~~~ "

張太：”乜你咁教佢？？？”

鄭太：”又無喎~~不過優良血統~亞邊個肚原來有7個月大0架啦？？ "



張太：”唔似喎，初頭以為佢生股漲添！”

兩位太太，當本 FXXK 周刊，係天書。

Bryan： "算你醒目，無拎走我隻新 CD ，亞媽係到咋~唔係"通埋櫃"先比你走~~"

亞雅著返衫，一路講： "大佬呀！！隻 CD 點放係 屎眼呀？？你教我啦！ "

Bryan：
"哇~~你咁既說話都講得出既？？你係咪女仔0黎0架？？仲有~~係學校唔好話識我~~阻住我"搵食"
~~~"跟手唔埋亞雅，返入房。
亞雅用腳怒鋤佢門口："好叻咩？？唔識咪唔識 law ~哼！！~~ "亞雅走埋。

佢地三日一細炒，一星期一大炒。今次好彩，開細。

大炒，張太鄭太都會受影響，要搬過隔離屋，先可以繼續睇 FXXK 周刊。

兩人散後。

張太："佢地咁樣，會唔會搞出人命0架？？"

鄭太："唔知。。。。。。。。。我地今晚最好都係收埋晒 d刀呀，攻擊性武器先。”

張太："唔~~仲要擺d避孕套係屋企，要當眼位。佢地見到先有用。"

鄭太："唔洗驚~~你留意唔到咩？？亞雅除衫0個時，亞朗無反應0架~~~"

張太："係咩？？？"

鄭太："係呀~~不過亞朗話要玩通櫃喎~~避孕套無用喎~"

張太："有無同老公試過0者？？？好痛0架喎~~死啦~~亞雅都等如我半個女0架，咁痛，我都唔想
喎~"

鄭太："咁買定d俄羅立英藥用雪花膏係屋企，有藥用喎，傷0左都唔驚，不過都係要放當眼位先得喎
。"

張太："咁多功能？？會唔會好貴0架？？"

鄭太："聽日"發拉蕉粒市場"特價喎~~去睇下都好~~"

張太："好呀~~~好耐無去過啦~~~"

接著，繼續睇佢地既天書。

呢兩位太太，究竟有無資格做人母親？？？



或者有咁既母親，香港既兒童先越0黎越難教。
 
<待續>
故事全屬虛構~
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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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Bryan 房的 Walking Talking 響起。

Walking Talking？今時今日有手提唔用？

講一講點解有部 Walking Talking 既原因先啦。

四五年前，亞雅同Bryan 成日傾通宵電話，而0個時手提仲未盛行。

鄭太同張太都成日鬧佢地傾電話傾到咁夜。(當時，張太鄭太對佢地仲係非常嚴謹。)

有日，佢地一齊放學返屋企，就見到呢對 Walking Talking 。

亞雅道： "如果有0左呢樣野~~~我地咪唔會比人鬧 law"(當時，亞雅對Bryan無依家咁無禮貌。)

Bryan：”但收唔收到0架？？？”(當時，Bryan對亞雅都未有依家咁串。)

亞雅："試下先啦。。。。。。。好想試呀~~~"

Bryan：”但係無用0架喎~~~夜，亞媽都會鬧~~~”

亞雅：”我地兩個秘秘密密咪得 law ~”

結果，這對Walking Talking，就成為0左佢地秘密交談之用。

縱然手提流行，呢個仍然係佢地既秘密……天生一對既秘密。

講返依家。

Bryan："做乜事呀？？"

亞雅超級溫柔向 Bryan 問："你係唔係買0左 J 隻新碟？？我想聽呀……哥哥~"

呢把聲比其他男仔聽到，叫佢去死都仲可以，但Bryan 聽到之後，毛骨悚然："無呀~"

亞雅繼續溫柔既語氣： "但我聽到你聽緊喎~~~"

Bryan 道： "係咩？？等我熄0左部 hifi 先~"音樂停0左，再講："無呀~"

亞雅終於改變其語氣："張俊朗~~你好野~~我實會係你間房搵到~"

Bryan 奸笑："鄭詩雅~~睇下點？？"跟住 Walking Talking 再無聲。

不過，亞雅係 Bryan 房"搵寶物"，長期佔上風，正確 d 講，係Bryan 未贏過。



其實……Bryan一直都將
d"寶物"放係難搵但亞雅又必定估到既地方。事實上，Bryan雖然口硬，其實好0錫亞雅。

第二日，佢地要返學，係lift 口撞見。

Bryan ："返學呀？"

亞雅想講"廢話"，但實比佢串返轉頭，所以佢要答得越"無里頭"越好。

亞雅 ："去打仗呀~"亞雅諗住可以頂住Bryan 啦…點知…

Bryan ："打仗？？唔好笑大人個咀啦~~你做軍妓都無人要啦~~哈哈哈~~"

唔比Bryan串人，相信慘過世界末日。lift 到，Bryan 入，亞雅無入，好平常既事。

Lift
門一閂，Bryan即係拉返條褲鍊，其實晨早流流，真係唔想同亞雅鬧交，不過係佢講"返學呀？"既時
候，發現自己無拉褲鏈，為0左唔比亞雅知，佢要激到亞雅唔入 lift ， 自己係 lift 入面拉返好佢。

原來，拉褲鏈都要有咁多學問。

但 Bryan 點都估唔到，今朝呢單野，係大炒既先兆……

巴士站，兩人再撞到。

亞雅出0左街，就會回復"冷若冰"既狀態，就算 Bryan ，都唔易接近。

巴士上，Bryan 坐亞雅對面，聽住歌。

今日Bryan 無用 MP3 機，帶0左 Discman ，一路哼住 J
新碟既歌，一路睇歌詞。"銀"腳，態度勁輕挑，囂張。

呢個係 Bryan
既習慣，佢無心聊亞雅。呢個習慣亞雅係知0既，不過火遮眼既雅姐，已經完全唔記得佢有呢個習慣
。

雖然亞雅表面上若無其事，其實佢一顆雄雄既心，已經好想走去Bryan 面前打佢一鑊甘。

再次強調，Bryan 係無心。

時光飛舞中……

下午，Canteen。

亞雅同一班組員傾緊 project ， 食緊飯，閒談緊。

亞雅見到Bryan身邊有一班女，又火滾。



亞雅都唔知點解會咁火滾。

可能佢見到 Bryan
對其他女仔咁溫柔，而自己……根本唔當自己係女仔，除晒衫都無反應咁………此刻既亞雅滾到爆。

不過面子要緊，亞雅有幾滾，都收埋係個心，無表現出樣。

組長：”咁好啦喎，大家照分配既工作行事啦喎，知道。”

其時，Bryan
向亞雅方向走過去，把口開下閂口咁，雖然無出聲，但係到狂講”軍妓”。“你仲講你仲講”???亞
雅好似好冷靜，實際忍得好辛苦，想爆咁濟。

掉返轉頭，亞雅繼續講："嗯，我會努力0架啦，個project可以拉返高個 GDP。"

眾組員驚訝道：” GDP！！！！！！！”

大鑊！亞雅知道自己講錯野，即刻以笑遮醜：" Sorry 呀~係 GPA~唔好意思。"

成個 Canteen 靜晒，亞雅呢個校花，呢個小龍女，呢個冷若冰，終於露出第一個笑容。

好多男仔恨自己無隨身帶相機，機會難能可貴。

全個 Canteen 得一個男仔，無驚訝既反應，係 Bryan。

Bryan 向亞雅擺出一個勝利既笑容。

亞雅完全 get
到佢係講乜，佢想話："我終於打破0左你冷若冰既完美身份啦~"Hi冰"~~哇哈哈哈~~~~~~~"

亞雅好想將佢手上既餐具，全部擲向Bryan。但佢無咁做，因為一錯，唔可以再錯。

唔知情既人，完全以為佢地係眉目傳情。

無錯，亞雅呢一刻都仲係好溫柔，不過一定係殺死你的溫柔。

時光再飛舞……

8 點，亞雅屋企。

今日好人齊，鄭生張生都係到。

亞雅坐係梳化睇電視，雖然開行冷氣，但鄭生都唔敢坐近佢，因為相信亞雅依家既體溫超過
攝氏45度。

四位父母都知今日將會有一星期一度既"大炒"發生。



鄭太張太忙著收埋d
"架生"同埋重要物品，包括刀，鎖鏈，雙截棍(警察屋企有唔奇)，流星鎚(亞雅新買0既，希望佢唔記
得)。神主牌，關二哥，結婚相，同埋張太鄭太多年儲落0黎既 FXXK 周刊。

8 點 3 ，Bryan 入0左鄭家，態度，勁輕挑。

Bryan 間房仲要大大聲開住 J 隻新碟，聽到與聽唔到之間。

亞雅其實既體溫已經係50度左右。

開飯期間，鴉雀無聲，無他0既，係"大炒"既壓力下，無人敢出聲，父母都係咁話。

第一個開聲既，竟然係 Bryan：" 鄭爸爸，家陣d 經濟係唔係好差呀？？"條友擺明想搞事。

鄭生呢個時候點敢亂講野，扮晒慈父feel ：
"係呀~~所以你地兩個要比心機讀書，做社會既棟樑……"

突然檯面一個劇震，震央，係一坐超過地球核心溫度既活火山。

Bryan 見係時候啦，再加多兩句："係啦~~快d叫你個女返房做功課啦~~拉高香港既 GDP
呀~"跟手，Bryan 笑到拍檯拍凳。

百忙中，Bryan 都仲有留意亞雅既右手同筷子上既肉片。正當Bryan 想講，
"舊招，無新意"，個"舊"字未出口之時，一碗飯擊中佢塊面。
亞雅依家既姿勢，標準過職業棒球投手。

四位家長同時驚訝道："哇！！！新招！！！！"

鄭生先發言："當年周伯通既左右互搏之術，我今日有幸目睹，仲要係我個女發揮得淋漓盡致，武學
天份奇高，勁！！"

張生再發言："要你地用膠碗呢個決定係正確既！我幾時都係英明既父親。”

張太跟住：" d
飯我煮得好有心機0架！一杯米用0。889654266266556635杯水，我度0左成日架啦~~"

鄭太最開心："好野~~~有人拖地~~~唔理你地~~今晚搵人搞掂佢~~"

另外三位家長同時道："大鑊！你講錯0野啦！"

亞雅起身拍晒檯，發晒爛渣："係都呢個死人頭拖啦~~~~~~~~last touch！"

Bryan 仲未笑完，笑住講：" 我 last touch
0丫嘛，我食晒臉上d飯咯，但地就你拖。屋企你0既，碗飯你掉0既，發皮四又係你，唔串得0個又係
你，講錯野都係你喎，要我拖？？你個腦生係屎忽0架？？你唔好讀大學啦~~一 d common sence
都無~讀返幼稚園啦~~不過唔好跳彈床啦~~嚇親d



小朋友就無為啦。到時高材生啦，廿六個英文字母你識晒啦，Aeroplane 記唔記得點串呀？？
A-e-r-o-p-l-a-n-e
呀，大笨象我都唔記得0左點串啦。記住串熟晒d動物同生果先入返去啦~~~係喎~~到時你考第一，
香港經濟咪會起飛？？香港經濟睇你頭0架嘛~~讀得好d GDP
即刻高晒啦~~~~鄭生鄭太，快d"的"你個女入幼稚園啦~~學費平過大學呀~~為自由愛自由~萬歲~
Yeah。講完。 "

亞雅立晒架生，都唔知佢算唔算有禮貌，問Bryan 一句：”講完啦嘛？？”

跟手檯面碟咖哩雞飛離餐桌之外。

雖Bryan仲未笑完，但佢都仲閃得到。

唔洗驚無，碟菜心炒牛肉車緊過0黎。

此時，四位家長心靈相通，一齊講：”閃！！！”

鄭生：”你唔夠英明啦~~下次所有碗碟都要用膠~~~”

張生：”唔好講咁多廢話，好彩部 PS2 放定係門口，入面係唔係 Winning
7？？唔係我唔玩0架~~~”

鄭太：”我唔理呀~~~今鑊野你個仔都有份攪，你聽日過0黎同我執屋呀~~”

張太：”你痴線0架？？？上次係我屋企張梳化反轉0左，咪又係我自己一個人抬返好，唔好講咁多
住，帶0左 FXXK 周 未？？睇個勢應該打通宵~~”

四人未出門口，碟白菜已經飛中0左個門鎖。

四人回頭一望，檯面d野無晒，係時候擲雜物。

四人同時心諗，戰況非常激烈，早走早著。

呢四位家長，究竟有無諗過乜野叫責任？？

有無諗過生出得佢出0黎，就要教佢地點做人？？？

生佢地0個時唔知~~依家一定無。

因為四位家長，依家剩係諗緊逃生方法。

<待續>
故事全屬虛構~
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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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未繼續之前，點算下昨夜大炒既損失先~

四位家長入到屋~~~係到四圍望~~~~心諗，賊都未有能力搞到咁亂，所以俗語講得0岩，日防夜防
，家賊難防。

d 燈炟無晒，預0左架啦~

鞋櫃少左隻門，係鄭生張床上面~唔緊要~~整得返~~

整唔返既係……有兩張凳碎0左，記住，唔係爛0左，係碎0左~~~

同埋要買返 d 碗碟。

今次損失叫少，上次反轉左梳化0個鑊，要買過部電視機。

再睇下佢地生0個兩舊”叉燒”點先~~

Bryan
口邊仲有條菜，好明顯係作晚開拖之時用口接住0左，未及食落肚，但佢好安然咁訓0左係梳化，望
到佢個衰樣，都知佢未笑完。

亞雅呢？佢間房好似乾淨過之前，佢著住睡衣訓0左，應該係沖過涼先訓。

四位家長突然好驚，好明顯佢地昨晚咁大鑊，都仲係理智控制下。

如果真係控制唔到理智……房署拆樓應該可以外判比佢地做。

佢地最關心，就係每次大炒後既協議書。

協議書~~~係地上。

內容如下。

張俊朗，

1你要認錯，道歉

2返黎幫亞媽執屋

3無條件借野比我

4還錢

5屋入面既野要你賠



6我除衫要有反應。

兩星期為限。

仲要有血跡添。

我地回憶下當時既情況。

當亞雅拆埋鞋櫃隻門既時間，發覺已經無乜野可掉，唯有叫停火，跟手寫協議書。

認錯，道歉：”係你0岩晒啦~~咁0岩~政府應該請你做官啦~~Sorry law
，對唔住，對不起，(跟住多國語言既對不起)，聽唔聽得明晒呀？？聽唔明都無機會聽多次，我自己
都唔記得~”結果Bryan比人罰講多三十次…呢個時間仲要玩串，抵死。

返黎幫亞媽執屋，Bryan 有較激動既回應：”你有無搞錯呀？？？廳d
垃圾一半係你房掉出0黎，假公濟私！”

無條件借野比我：”你比個好聽 d 既借口自己入我房搶野 0者~”

還錢：”錢就無啦~~命就有一條，拎去啦”亞雅真係坐言起行，用坐緊張起勢咁追住Bryan0黎車，
其中一張就係咁碎。

屋入面既野要你賠：”上次你賠0左個電視機……心痛 law ~~算啦~~我鯁今鋪”

我除衫要有反應：”我交足戲0架喎~~鑊鑊你除衫，我唔係大笑就好嬲，呢d唔叫反應叫平靜呀？？
”

亞雅立刻拎起第二張凳追打佢 ，Bryan
終於受傷，流血，緊係啦，張凳都碎0左兩張啦，比下面流兩滴啦。Bryan 終於應承0左
亞雅，佢除衫要怕羞，拎轉面，但Bryan 都笑0左粒幾鐘先訓得著。

咁緊係亞雅沖緊涼既時候先敢笑啦，佢唔想屋企連梳化都得坐。

四位家長同時驚訝，究竟佢地係野蠻人，定文明人？？

四位一置決定，佢地對仔女係文明人，佢地識得寫協議書之餘，總活學活用，將中史所學既不平等條
款套用係自己身上。

四位同時諗，太好啦，今次簽兩星期，記得一次簽五日，張太連屋都費鬼事執。

四位都心諗，如果 Bryan 唔串亞雅同無條件借野比佢……其實應該無事。

可惜，係無可能既事，特別係串亞雅，Bryan 簡直不遺餘力，鋪鋪新花式，未見過佢重複。

突然間，兩位丈夫心內麻怨兩位太太，未能持家有道。



同樣地，兩位太太又怪責丈夫，管教不力。

好兩對恩愛既夫妻，感情就係咁出裂痕，離婚都有機會0架。

Bryan 亞雅，你地話好唔好意思先？？
 
第二日，大戰過後。

系會內，亞雅做緊功課。

有位女仔走埋亞雅身邊問：”鄭詩雅~~~我地今年搞個Christmas sparty
呀~~~有個遊戲~~~叫”對對碰”~搵有緣人架~到時 Bryan，隔離校范志，Tommy
0個d都會出席~好多靚仔~你都0黎丫~~”

亞雅：”多謝晒呀~~我睇下情況先~~我再搵你地 o丫~~~”

亞雅心諗，原本都無興趣既 party， Bryan仲要出現，真係無乜機會去。

但世事難料。

當晚8點，Brayn 屋企，準時開飯。

Bryan問：”八婆，個 party 你去唔去呀？？”

亞雅：”人渣，浪費時間既活動，我無興趣。”

Bryan 話：”咁又係~你都無人要0架啦~同浪費時間真係無分別喎~”咁當然唔係事實啦。

亞雅 話：”你講野呀？你幾時見過我無人追呀？日日都有人問我拎電話呀！”呢個係事實喎。
 
Bryan
又話：”但弊在埋身都知你惡頂呢，八婆。”呢個……都係事實~亞雅即刻無聲出。小炒，在所難免
。

飯後，亞雅無再逗留，立刻回家。

第日，佢地要返學，又係lift 口撞見。

Bryan又問佢：”返學呀？”係Bryan心目中，呢個簡直係比跳樓機更極級既娛樂。

亞雅真係覺得好煩。唔答佢又比佢串到暈，答佢都係比佢串死。

不過唔答佢就實死，答都仲可能撞正佢諗唔到辦法串自己既說話。

亞雅一樣”無里頭”地答：”標童呀(指神打)！”

當然，亞雅邊會咁好彩，Bryan



好似執到金咁，拿拿林開口串佢：”無用0架啦~~你”標”到西施上身都係咁，命格就係命格，你
一樣無人要~~一樣無人頂得你順，鯁得落你~~哈哈哈~~”

但亞雅今次有入lift，因為當亞雅拎 Bryan 隻新 CD 出0黎，作勢掉落地，Bryan 即係唔敢出聲。

有把柄，係唔同d。

學校。

Party搞手再問亞雅：”考慮成點~~~”

亞雅：”好呀~~~反正我都無乜0野做~~~~我會出現。”

西施丫呀？？就出0黎搞破壞！同埋就趁今次機會，搵過男仔拍拖，結束從未戀愛過的單身生涯。
 
<待續>
故事全屬虛構~
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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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經唔覺，Christmas Party 已經有人進場。

女仔甲：”聽講話今晚除0左有Bryan之外，今晚仲有隔離校三大靚仔喎！”

女仔乙：”哎呀，死啦，如果范志睇中0左我點算？雖然我鐘意 Jim多d 。”

女仔丙：”你發緊夢呀？係都我先啦！不過我就鐘意Tommy 多d啦。”

女仔丁：”咁Bryan？你地都貪新忘舊！”

女仔甲乙丙：”Bryan都同小龍女一齊啦！”

女仔丁：”乜一齊0左啦咩？”

女仔甲：”今朝又有人見到小龍女同Bryan 一齊坐巴士，唔知係唔係係 Bryan屋企過夜喎…”

哇…一班人做謠既威力果然非同凡響。

就係呢個時候，亞雅步入場中，所有男仔加女仔都啞晒…

男仔甲：”呢條白色既連身碎花長裙，好容易撕爛0架咋喎！”

男仔乙：”唔知倒瀉杯0野係佢身上會點呢？”

哇…d人賤格到呀…

呢個時候，司儀開咪：”大家好，多謝大家0黎到今次個 Christmas
Party。我地已經為大家準備0左飲品0野食，快歌慢歌一大堆，希望大家玩得開心 d啦！”

阿浩：”哇，比0左兩舊水一個人，就係咁0架啦？遊戲都無個？”行”唔”行”d既大佬？”

Party
負責人：”哇，提供０左個地方黑黑地，有少少浪漫feel又有暗角想做乜都得，唔值呀？？？”

阿浩：”哇，兇返人轉頭都有０既？”

Party 負責人：” 痾屎唔出賴地硬，你呢d溝唔到女既可憐蟲，死開啦。”

實在，係d無聊人質問既負責人既時候，Bryan，Tommy同Jim已經比好多女圍住……靚仔係咁過份。

亞雅呢？都有唔少男仔行埋佢身邊，但都係無功而還，一d反應都無既佢，都唔知佢係”冷若冰”，
定真係”小聾女”啦。

其實亞雅唔係唔比反應，只不過係留意緊第二 d 野~~諗到出晒神。



佢見到場中一女仔不受三大俊男影響，默默咁坐係一邊等，其他男仔邀請佢，佢都拒絕。

終於，有個男仔戰戰兢兢咁走上前，個女仔怕羞咁比隻手佢。

就係咁，兩人好甜蜜咁拖著手跳舞，一直換歌，一直無換partner。

唔知幾佢地已經係唔係成為0左情侶呢？好浪漫呀~~幾時先有機會咁樣？？

亞雅再留意 Bryan，Bryan
對著舞伴……很溫柔，而且有說有笑，對方跳得踩到Bryan失平衡，Bryan唔止唔會笑佢，仲要會輕輕
既捉住對方既手，帶對方回到舞步中。

如果換著自己係Bryan既舞步，Bryan加多腳搞到自己仆低之後再笑餐飽就乜都得！

點解係屋企見到既 Bryan ，係可以同自己大炒既大細路，係 Party見到既 Bryan，可以如此完美？

係唔係Bryan 特別唔鍾意自己？見住
Bryan既舞伴一個換一個，亞雅既羡慕，又妒嫉，且憤怒。既然都一個換一個，請亞妹跳一次都可以
嘛！話晒都共處0左咁多年啦。

呢個時候，Bryan 瞄一瞄亞雅，充滿嘲笑眼神就好似係到講：”無仔溝呀？”

亞雅即係火都扯埋，即係走向全場另一個靚仔，Tommy面前：”可唔可以同我跳隻舞？”

Tommy好溫柔咁答：”樂意致極。”所有女仔啤住亞雅，家陣恃靚行兇呀？

亞雅都唔理得咁多，即刻拉住Tommy出舞池，向Bryan還以一個報復既眼神。估唔到Bryan笑一笑，
無再理自己，真係火都0黎埋，亞雅台住條氣，轉返過Tommy既一邊，繼續跳。

一路跳，Tommy都無出聲，剩係微笑，亞雅終於忍唔住問：”笑咩呢？”

Tommy：”我笑，係因為傳聞中既冷若冰真係咁靚，傳聞中既冷若冰原來都會動氣，同笑我已經無
機會啦，因為冷若冰真係Bryan既戀人。”
“我同佢其實無關係…”

“我唔相信一個無關係既人會令冷若冰動氣。”

唔知點解，Tommy溫柔可親既態度實在令人好難拒絕：“Bryan其實只係我……識0左十幾年既好朋
友。”

“啊，原來係歡喜冤家。”

“唔好意思，我同佢識0左十幾年，一直都無歡喜既感覺喎。”

“世事無絕對呢，我相信相識十多年，應該好有緣份0掛？只不過你用0左一份唔0岩既態度對住佢。
”



呢個時候，音樂播完，Tommy好有禮貌既鬆開亞雅：”雖然好高興可以同你跳舞，但我要同下個女
仔跳啦，祝你早日搵到”對的感覺”。 ”

對的感覺？亞雅唔係好明Tommy講d乜，不過亞雅已經無乜心情再玩落去，就離場走。

呢一刻~亞雅覺得，無0左
Bryan係身邊……自己既生活突然失去方向。就算平時放學唔一齊坐車，亞雅都想早些回家見
Bryan，同佢鬧交。但知道 Bryan 今晚唔會早返屋企，佢都唔想咁早返去…

係尖東行了幾轉，終於去0左間酒吧。

叫0左杯不含酒精飲品，亞雅係酒吧四行……去到一個很吸引的地方。佢見到一張張即影即有釘在水
松版上面，而且都寫滿溫馨既字句。

其中一張即影即有，特別吸引亞雅……

女既寫：”亞鋒，此心對你不變。”

男既寫：”亞穎，妳變心只有一個可能，就係他日妳個心有事，我將我個心捐比妳~~”

如果平時有人同亞雅講如此老套嘔死既說話，一定比佢串爆，例如”你個心0岩用都要睇下我想唔想
用”咁~

但此刻，亞雅感覺非常浪漫，好想有人講比佢聽，邊個都好。

另一邊。。。。。。。。。

女舞伴對住Bryan：”同我跳多隻好唔好？”

Bryan本來諗住同亞雅示威，點知搵極都唔見人，突然有d擔心，係唔係串得佢勁得濟，睇唔開自殺
？

Bryan：”唔好意思，我想行開陣。”跟手，Bryan 已經打電話比亞雅。

Bryan：” 你係邊呀？返0左屋企未呀？”

亞雅：” 未呀~~~依家仲係尖東，係一間酒吧…”

Bryan：”哇！酒吧？你去0架咩？叫乜名呀？”亞雅唔知真係無人要到求其搵件咁求其呀？

亞雅：”我唔知呀，剩係知有個位有好多情侶既即影即有，仲寫晒字。”

Bryan：”得，ok我過黎搵你，唔好做傻事呀。”

憑小小線索都知道邊間 Bar ? Bryan都蒲得幾精下喎。



唔洗一陣，Bryan已經見到亞雅。

Bryan：”咁夜仲唔返屋企？鄭生鄭太擔心呀！”

亞雅：”今日唔想咁早返嘛~~~唔開心。”係啦，本來諗住識返個，點知又係食白果。

Bryan：”點解呀？今日你已經搶晒風頭0架啦喎，唔洗排隊就同Tommy跳舞。你估你小龍女好武功
就有用0架啦？你咁樣打尖法，返學睇住比人圍抽呀！”

唔知點解，Bryan係好緊張亞雅，但更唔知點解，一見到佢就搏命咁串佢，真係唔知點解。

呢個時候，酒吧播起慢歌。

Bryan伸出右手：”賞唔賞面同我跳隻舞？”

亞雅：”做乜…”

Bryan：”今日聖誕節嘛，普天同慶。”

亞雅伸出右手：”係我比個機會你學做男仔咋！”

Bryan 尷尷尬尬咁拉起亞雅隻手，走到一處較空既地方，充滿默契，慢舞起來。

亞雅終於feel 到 Party 中對不受影響既男女0個種浪漫，佢突然問Bryan：”記唔記得呢條裙…”

Bryan：”記得，上年生日我買比你0架嘛，你一直唔著，我以為你唔記得添。”

亞雅：”點解上年你無啦啦送條裙比我0既？”唔知Bryan其實係唔係一直對自己有d意思，但又唔敢
認，借物傳情呢？

Bryan：”貪佢易爛嘛，等你唔好咁大動作，特別係”0趙”我既時候。”

 

………………………………………….乜feel都無晒。

 
<待續>
故事全屬虛構~
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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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XK 周刊，全港至權威既八卦雜誌。

正所謂”日日勤力讀 FXXK周， 街市講價最勁抽”。

師奶唔讀熟佢，根本唔可以係街市生存。要講價，就要靠 FXXK 周。

大家睇下以下既例子。

鄭太：”今日d 菜心幾錢斤呀？”

賣菜婆：”九蚊斤。”

鄭太：”咁貴？？？？我仲要趕住返去睇”牛精蝦丸”喎~~~”(兩句說話簡直牛頭唔撘馬咀。)

賣菜婆：”係？？？？哎呀~~唔該晒，提我錄~~”

鄭太：”我咁好”人屎”提0左你喎~~係唔係要計平d先？？”

賣菜婆：”好啦好啦~~收你個三蚊斤啦~~”

平六成？有無搞錯？無搞錯，呢個係熟讀節目時間表既功能，離唔離譜先?不過仲離譜既都有。

 張太：”今日d叉燒點賣呀？”

燒肉陳：”比錢買咯 ~~~”

頂，鬼唔知亞媽係女人呀？不過張太沉住氣，用一副好有誠意既笑容繼續講：”哇~~你洗唔洗咁串
呀？？不過串得0黎又好似”娛人落”咁有型喎~~你知唔知佢~~”娛人落”近排好似溝到”也美歌
”~~FXXK 周都有講呀~~~~不過”娛人落”都爭你少少~~~”

哇……乜張太可以咁大話？咁好口才？講大話真誠過講真話？唔怪得之你個仔咁樣樣啦……

燒肉陳：”嗯~~~~~係咩？？？咁今期FXXK周仲有講乜？”

Bingo！燒肉陳你仲唔中招？張太即刻將本FXXK周又頭到尾背一次。

燒肉陳聽出耳油，到最後張太背埋d廣告出0黎，燒肉陳先如夢初醒：”係喎~~同你講生意先，我開
舊新叉燒比你，斬埋舊0岩0岩燒起既燒肉比你”
張太：”咁幾錢先？”

燒肉陳：”唉~半價啦半價啦。”

張太：”哇，我將成本FXXK周背比你聽喎，唔收錢都值回票價啦！”



燒肉陳：”唉~好啦好啦，唔收就唔收啦。”

咁都得？？真係…過火。

街市門口，鄭太同張太睇盤算佢地既斬鑊喎。

鄭太：”昆唔到個死人豬肉榮添……佢個女有睇 FXXK 周呀今期~~話晒比佢知~唔可以扮熟添！”

張太：”我覺得今期都10-12 頁唔夠熟，要返去再背過。”

所以你話，如果亞雅上 FXXK 周，兩位太太係唔係買野可以唔洗比錢呢？

亞雅，真係上FXXK周。

事源：

Christmas Party 翌日。

突然一名男士走過來向亞雅說道：”你好呀，我係記者~~~Christmas Party
0個晚見到你，發覺你好0岩個廣告，可唔可以請你試鏡？”

咁0岩啦~~Bryan係附近，基於對亞雅既疼愛，加上佢都唔想亞雅比人呃，咁仲唔係佢發功串人既時
候？？

“你乜記者呀？？？企直，搜身，雙腳逞八字，中國數目字八呀~~~仲唔做？？通埋你櫃0丫呀？？
”Bryan係5秒之內講咁多字。

所有見到女生都啞晒，校草Bryan，點解會咁？？文質彬彬既佢，點解會咁粗鄙0架 ?？？

但呢個都未奇，之後仲驚訝。

亞雅：”你出乜聲呀，亞生？你既志願咁特別呀？又搜身又通櫃？你究竟想入警隊定懲教呀？？搜身
警察做0既，通櫃懲教做0既。你唔可以雙重身份0架，定係你立志合併警隊同懲教呀，咁0個時真係
要比個大官你做啦喎~係咪？？”

所有女生啞口無言，係學校 ，亞雅要講咁多字，起碼用一分鐘，依家，用0左 10 秒附近。

最慘都係 Bryan ，係出於關心亞雅既情況之下，露出破綻，比亞雅串爆0左，啞晒。

該名陌生男子完全唔知發生緊乜事，唯有繼續講：”我係 FXXK 周做0野0既，上次訪問Christmas
party
已經發現你，發覺你好有氣質，好適合個廣告，呢個我電話，搵我啦~~我好想你上試一試0黎。”
跟手走啦。

亞雅：”FXXK 周……咁熟既~~問你呀~~張俊朗~”

比人串爆 0左既Bryan



好唔願答咁答亞雅：”咪鄭太同張太，一日廿四小時拎住，我拎原子筆畫幾下佢地拎刀劈我0個本野
。”

啊……

當晚，亞雅將事件說給家人知。

之後六個人分成三組~

鄭生張生反對，拖頭露面比人影來影去，有乜好呀？？？？

鄭太張太贊成，佢地想點……大家明啦。

亞雅想試下，但最緊要家人同意。(咁聽話？？)

Bryan……仲對今日比亞雅串爆件事緊緊於懷。

飯桌上。

今日終於唔係 Bryan 對亞雅互片，而係 鄭張太 VS 鄭張生。

鄭張太四隻手四對筷子，內片蝦仁全部攻向鄭張生面上。

亞雅驚訝：”攻得好！”

鄭張生一邊用口咬，一邊用筷子夾，一邊用碗接。

Bryan 讚嘆：”完美既防守呀……”

今日角色終於掉轉，亞雅Bryan閒談著校院軼事。

最後，雙方都達成了共識啦。

亞雅準許試鏡，但係要 Bryan 全程監視。

如果有乜過火行為，Bryan 就要即刻停止。

亞雅都不知幾開心：”得0架啦~~我會同 死人頭…唔係~~阿朗一齊去。”

阿朗？平時又唔見叫到咁親切？

Bryan 終於看準了機會：”要我監視，ok，要有待價0架喎。”

聰明既亞雅又點會估唔到：”好啦~~~~~如你所願啦~~~”

之後0個晚 Bryan 拎晒d 新 CD 出黎聽，新戲出黎睇。



仲要大大聲廿四小時睇通宵睇。

張生張太，比佢整到訓唔到…

唯有過隔離屋打Winning同睇 FXXK 周。
 
試鏡當日，星期六下午，九龍灣地鐵站。

一對俊男美女，奪去不少途人既目光。

佢地……就係十足狀態，全戰鬥格既亞雅同Bryan。

Bryan 向工作人員同攝影師道：”仲唔行？？”

工作人員：”仲有一個人未到呀~~都未夠鐘。”

亞雅向 Bryan 道：”我唔係主角？”

但居然比人聽到喎……瘀皮。

工作人員：”今次係雙主角，亞雅，雖然你都好靚，但你等陣見到佢，相信你都唔會反對佢既出現。
”

目標人物終於出現。

兩人見到目標人物之後，分別都目定口呆……

工作人員：”同你地介紹，叫亞穎。”

亞穎：”你地好~~希望今次合作愉快~”

Bryan：”超過100分既女性呀~~我一定要溝到佢 ！”

<待續>
故事全屬虛構~
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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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樓上。

Bryan 同 亞雅都同樣眼定定望住亞穎，雖然大家心態完全唔同。

亞穎見到兩人，主動咁打招呼。

亞穎向亞雅打個招呼：”叫我……亞穎得啦……今次多多指教，你男朋友？好靚仔喎~”

Bryan
心諗大鑊，咁好機會，亞雅實認做自己女朋友，等佢無得溝亞穎，點知亞雅：”唔係呀……佢係……
我亞哥……唔係唔係……我朋友……總知好難解釋比你知啦~係亞穎面前亞雅就覺得自己就好似小妹妹
咁。

亞穎轉向Bryan，Bryan 即係道：”你好呀，我係Bryan”

亞穎：”呀，有無中文名呀？？我覺得叫中文名親切d。”

“咁……你叫我亞朗得啦。”連Bryan，都覺得自己好似細路一樣。

下午，一點，影樓中。

亞雅換上較高貴既服飾，眾人哇然，連Bryan 今次有 d 反應啦。

亞雅其實好驚，緊係啦，第一次比人影。

跟手，亞穎出0黎，今次無人叫，但個個目定口呆。

Bryan 今鋪真係有反應啦，心諗：”去選港姐，殺晒，真可以同李嘉欣鬧得難分難解……”

亞雅見到 Bryan
個樣，個心係極唔舒服，從前亞雅唔會有妒忌既感覺，呢刻……總知個心非常唔舒服係啦。

亞穎見到亞雅唔自然，就同攝影師講：”攝影師呀~~比三個字時間我地0丫……我拍擋唔係好慣。”

有時靚女真係大晒，咁樣delay人都可以？而且今鋪仲要兩個靚女，攝影師等三個鐘都可以。

幕後。

亞穎好友善咁問亞雅：”唔慣？？？”

亞雅點頭。

亞穎：”嗯……你咁樣一定唔收貨0架喎。”



亞雅：”但係我真係有d慌……連笑都好似唔係好識…”

亞穎：”但係上到0黎，set晒0野，你依家唔得都要試下。不如咁啦…我教你…唔好諗其他野…諗下你
近排發生過而又最開心既事，自己到咁擺下post轉下圈，咁就可以令其他人好似唔存在咁…應該會好
d。”

亞雅點頭，個樣好似輕鬆0左，跟住佢好奇問：”亞穎呀……點解你好似好累咁0既？”

亞穎說：”係呀……返五日半，成日加班，返埋 partime model 呢~~個人係幾累0架”

亞雅：”點解要咁辛苦呀？？？”

亞穎終於露出友善之外既另一種表情，甜蜜：”嗯……想同男朋友快d搬出0黎住呀嘛……趁我依家個
樣仲值少少錢，咪努力0下咯。”

亞雅終於明白，點解同亞穎年紀只差兩三年，但好似咁大分別。

根本係連活著既目標都不同。

亞穎佢搵到自己既幸福，但自己終日都諗緊點整蠱 Bryan。

自己細路女，唔怪得之係佢面前會自卑。

亞雅廿一年來第一次問自己目標何在。

三個字之後，攝影師都覺得好奇怪，點解亞雅改變0左咁多？過程好順利，好快就完成工作。

工作後，更衣室。

亞雅：”我好似見過你0架~~~但唔見得係邊~~~~”

亞穎：”係………”

亞雅：”我記得啦………係大酒館既合照，同一個叫亞鋒既男仔！！”

亞穎突然有點黯然，喃喃自語：”原來…仲係到……”

亞雅：”乜仲係到？你男朋友唔係亞鋒咩？”

亞穎回神過來：”sorry 呀………要走啦……比個電話你，得閒搵我0丫……”

跟手大家就散去…亞雅依舊好奇怪，點解亞穎變得咁突然。

整個硬照廣告，非常順利。

廣告中，亞雅穿上高貴既晚裝，幻想住Christmas Party既一晚。



諗住係一個好浪漫既地方，同 Bryan 係到慢舞。

原本只係亞穎提供既一種方法，但完全比0左亞雅第二種感覺。

佢變得自然，係因為佢完全沉醉0左係自己既幻想之中，唔記得有其他人，或者，只係記得一個人。

好奇怪，點解只係幻想，就咁開心？？

而亞雅，就係0個一日，映0左佢人生第一張極美既硬照。

開始走進佢人生既另一個新階段。
 
 

有人說過，戀愛是精神多於肉體，你愛他，就等如他精神上佔有了你。
就算他是你的戀人與否，也可以精神複製另一個他，繼續和他談戀愛。

<待續>
故事全屬虛構~
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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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響，亞雅：”喂~”

“喂~~係唔係鄭詩雅小姐？”

“我係~”

“我係 FXXK 周編輯，上次你幫我地影0個 d 硬照，非常好，我想搵你再合作。”

“真係0架？唔係講笑0架？”

“如果唔係真都唔會打比你，但你要有心理準備~~因為我地想開本新書，走高檔市場~~或者會去好
多地方取景，會離港一段長時間……”

“0下。？”

“我地都係0岩0岩有咁既計劃，詳細情況……你上到0黎先再傾，再決定都未遲~~好唔好？？”

“好…”

“咁星期五朝你上0黎搵我啦~~我會等你，你有我卡片0架啦~~直接搵我就得啦。”

“好…”

“咁好啦~~bye”

以上係亞雅同 FXXK 周既編輯一段電話對話。

講一講 FXXK 周今期既銷量先。

因為亞雅同亞穎既一輯相實0左太靚，FXXK 周決定大膽起用佢地非廣告既合照做封面。

效果，講你都唔信，出書後既一日，已經要再翻印。

成為一本唔再剩係師奶買既雜誌，FXXK 周收到無數個詢問有關封面女孩既電話。

亞雅係接到電話唔夠三分鐘既時間，既悲又喜。

喜，當然係 FXXK
再搵佢啦，悲，如果係應承，就好有可能會離開好香港，暫時放棄佢既學業，好多朋友，屋企人，同
埋……同埋 Bryan。

亞雅因為呢個電話，胡思亂想0左成日，比平時更”冷苦冰” ，真係變成”小聾女”。

當晚八點，Bryan家，鄭生張生要返工，得佢地四個人開飯。



餐檯上，亞雅非常沉默，Bryan心感奇怪。

鄭太張太，以為Bryan 又激嬲亞雅。

Bryan 終於要開聲：”點呀？？？以為唔出聲就得0架啦？？？？你唔好傻啦~~~鄭詩雅~~”

亞雅非常冷漠：”今日無心情同你玩呀~~~唔好聊起我把火~~好唔好？？”

Bryan，鄭太同張太聽到亞雅講呢句之後…靜晒。

亞雅，依家既恐怖感，比平時更甚，Bryan真係唔敢聊佢。

當晚，Walking Talking 響起。

“亞雅……做乜呀？係唔係唔舒服呀？你今日好怪呀……”Bryan原來都識關心人0既。

亞雅聽到 Bryan 咁關心既語氣，其實係非常開心，但……佢依家真係無乜心情答Bryan。

“我…無野呀~~諗緊d 野咋嘛~~唔講住啦~~我想靜下。。”

Bryan 有點失望說：”咁好啦……有乜諗唔通搵我啦~~我唔會咁早訓~”

Walking Talking 之後再沒有聲。

亞雅心情非常複雜，太多野諗唔通。

其實唔係無其他人追，亦都有靚仔高大威猛既男仔，但點解自己諗都無諗過~就拒絕？因為自己心諗
，d高大威猛都唔0岩自己0架啦。

但其實唔試過，點知唔0岩自己？？

自己心入面係唔係一早有一個適合既人選？

究竟自己係鍾意 Bryan ，或者佢只不過係一個太接近自己既男仔？？變得好似無0左佢唔得？？

這晚，她失眠，第一次。

星期五朝早，亞雅前住 FXXK 周，係 lift 口 撞見 Bryan。

Bryan 一如已往問：”返學呀？”

亞雅今次卻平淡地答：”唔係呀。”

跟住兩人無再出聲，入0左 lift。

Bryan 未必串唔到亞雅，而係……佢feel 到亞雅心情非常差。



在 lift 中，Bryan 再開聲問：”暗戀人呀？？鍾意0左個人？？憑我既經驗，一睇就知你 “lum”
緊人啦~”
亞雅無回答，但卻有千言萬語。

Bryan 認定0左 亞雅係暗戀緊人，知道呢個時候最唔想有人煩，都唔再出聲。

一直沉默到巴士站，兩人便分開。

FXXK 周 office。

亞雅聽完好多有關於 FXXK 周既新動向，想打入既市場，路線，心情好興奮…暫時將煩惱拋開。

編輯：”我地想本 FXXK
Fashion(FXXK周既未來打入新市場既雜誌)一砲而紅，所以一定要做好最充足既準備，而總公司，對
我地既 Idea 都大力支持，今次最大機會係留係日本，或者會半年啦……吸收多d
人地既野~~你知啦~~FXXK 周一向走師奶市場~~~對潮流既認識係好低，今次你除0左做 Model
，仲會提供一d 模特兒課程比你~~對你有好大益處~~”

亞雅問：”點解要我去？你地吸收完再搵我影相咪得。”

編輯：”我地想係日本取多 d 景，靚相…都需要一個靚人。”

亞雅：”點解對我咁大信心？我係普通人一個咋喎~~”

編輯：”剩係睇你做封面0個期，已經比左我地好多信心，老實講…明星我地請得起，但無新鮮感，
而你…絕對唔會差過 d 明星。”

條件很吸引，理由亦非常好…但亞雅…仍下不定決心，顧左右而言他地說：”亞穎呢？？？佢
都係封面主角喎~~佢 比我更加好啦…點解唔搵佢 ？”

編輯：”我地聯絡過佢 ，不過佢 拒絕0左，無辦法。”

亞雅：”我諗我都要考慮清楚同問下家人意見先……”

編輯：”好~~應該0既……仲有兩個星期到計劃就要實行，你早一個星期通知我~等我仲有時間搵其
他人，好唔好？”

亞雅點點頭後，就走。

茫然在街上遊蕩…沒有目標…想的 ，就只有 Bryan…突然想起亞穎，問問佢有關
Model既事都好喎，即刻打比佢。

亞穎：”亞雅？？做乜呀？？”

亞雅：”係呀……你點解推0左 FXXK 周既邀請0既？？”



亞穎：”依~~~你知道0左啦~~好難解釋比你知0架喎~~~~你得唔得閒丫？不如一齊 食lunch
丫，好唔好？”

亞雅：”唔好意思0既…”

亞穎：”唔緊要啦~~食餐
飯之嘛~~我諗你都係九龍灣附近0架啦~~十二點九德福正門等啦，好唔好？？”

亞雅：”好…”

<待續>
故事全屬虛構~
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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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相會後，就搵間餐廳坐低。

亞雅一路都唔出聲，直至亞穎問：”我以為你會有好多問題問我添……”

亞雅：”其實係0架……但唔知點問起好~”

亞穎：”問啦~~~我諗……我都唔會介意0既~”

亞雅：”點解你會拒絕……一個好好既機會喎……”

亞穎講住笑咁答：”講真0丫，FXXK周雖然叫做請我做 Model ，但計落人工都比依家搵得少~~”

亞雅：”剩係咁簡單？？”

亞穎今次認真d：”都唔係0既……其實好吸引0架~~比人賞識喎~~點會唔心動？？但我係唔想再次
離開男朋友~~~”

亞雅：”唔……離開都係半年0者……其實都唔係太長……”

亞穎：”或者啦~~~但我同經歷太多啦~”

亞雅：”係……?”

呢次到亞穎問：”當然啦……你自己決定成點？”

亞雅：”其實幾想0架~~做一d自己發夢都無諗過既事，但係…好多0野都放唔低……”

亞穎：”我覺得始終係個好機會，我放棄，但你應該要珍惜……有乜放唔低呀？？”

亞雅：”家人啦……”

亞穎：”同上次個男仔？？”

亞雅：”點解你會估到？？

亞穎：”你個樣都話晒比我知啦……”

跟住，亞雅就簡單咁講下Bryan既事比亞穎知，聽完，亞穎直接咁講：”就算你離唔離開都好，你都
要解決你同佢之間既問題~~~”

亞雅猶豫0左陣，講：”我都未肯定自己係唔係鍾意佢……真係好羡慕你同亞鋒可以如此相愛。”

亞穎神色突然暗0左暗，講：”佢……唔係我男朋友呢。”



亞雅：”下？”

亞穎：”雖然同佢拍拖，個感覺非常好，偏偏，我同佢唔應該發生任何事……只能講我同佢，係對的
感覺…錯的人……而你同 Bryan，正好相反。”

亞雅：”係？”

似乎都大家都唔想再係呢個問題徘徊落去，便轉個話，談談 Model 的事。

錯的感覺對的人嗎？感覺真係錯0左？

本來猶豫不決的亞雅，終於下定決心……要講比Bryan知…

當晚亞雅一樣心事重重般，食完飯就返歸。

鄭太：”亞雅近排點解會咁0架？未見過佢咁沉靜喎~~”

張太：”通常……女仔失身後又得唔到個男仔……就係咁0架啦喎~~”

之後兩人一齊道：”阿朗！！！！！關唔關你事？？？”

Bryan 驚訝：”又關我事？？你地傻0架？？？~你地有無見過人搞細妹0架？？？？

張太鄭太同時說：”亂倫 law ！！！”

Bryan
：”咪玩啦~~你地脫晒節啦……依家女仔失身好平常0架咋~~我反而覺得亞雅暗戀緊個男仔……”

鄭太張太又同時好奇地問：”失身好平常？？？點解？講0黎聽下~~~”

跟住，三人就開始高談闊論，細數七十年代同千禧年代既分別……

完全唔記得0左亞雅正在唔開心中。

深夜……Walking Talking 響起。

“亞朗……聽日去睇戲0丫~~~好唔好？？”

“雅小姐……你好耐未撻過我全朵啦~~~究竟發生乜事？？？？講比我知~~我或者可以幫你解決……
”

亞雅：”總知……聽日去睇戲啦……當陪下我啦。”

Bryan：”好啦~~~你出門口前半個鐘叫我啦~~~真係無0野？？？”

亞雅：”無呀……”



Walking Talking 再無聲。

第二日，亞雅雖然早0左一個鐘叫 Bryan，但 Bryan
依然未訓夠，未醒……結果亞雅終於再扯火，拎晒雪櫃既冰，倒晒入 Bryan 張被到。

Bryan 突既感覺就好以由夏威夷直飛西伯利亞……

鄭太張太見到，認為亞雅好返晒，因為呢招比從前既招數更惡毒。

巴士上。

Bryan：”我地好似好耐無試過咁樣一齊出街啦~”

亞雅：”係啦~~~中六之後~~~你同我係街見到都要扮唔識啦~~”

Bryan：”係喎~~~點解你要扮冷若冰呢？？

亞雅：”咁以前呀~~你成日同我一齊~~人人以為你係我男朋友……我洗乜拒絕男仔喎~~”

Bryan自大：”咁又係……有邊個好得過我？？？呵呵呵~~~”

亞雅：”係啦係啦……你勁晒啦~~”

到站……亞雅拖著 Bryan下車。

Bryan唔覺得係乜，因為由細到大，都係咁樣，但亞雅心底非常興奮，雖然又有d 唔自然。

戲院前。

亞雅摟住 Bryan既手 ，問 ：”睇乜戲好呀？？？”

Bryan ：” 不如 “無食道3之終極肚柯” 0丫？？”
 
亞雅說道：” 唔好啦~~我想睇”魔法廁所”呀~~~”

Bryan：”好啦好啦~是但啦…有無情侶位呀？？？”

情侶位？亞雅心頭一喜，可惜情侶位早已售罄，唯有搖頭。

Bryan ：”唉~~~~想得訓得舒服 d 都唔得添……”

亞雅其實早知 Bryan 係咁諗，不過當 Bryan 問有無情侶位既時候，仍控制不住高興。

Bryan ：” 肚餓呀……不如去食d 野先啦~~~今朝水都無飲過滴。”

跟住亞雅買完飛，兩人就一齊去食下午茶。



茶餐廳中。

亞雅既雲吞面0黎先，Bryan 拎起筷子，係咁夾亞雅碗面d 蔥0黎食。

亞雅：”乜你咁無禮貌0架~~~想食都問過人先啦~~~”

Bryan
：”你咪玩啦~~你由細到大都唔食蔥0架啦~~細0個個時亞鄭太張太唔比我地食剩0野，我先幫你鯁
晒 d 蔥，蔥有益嘛~張太鄭太成日咁講。”

亞雅串咀：” 咁咪好辛苦你？？”

Bryan有點無奈地說：”無辦法啦……比你咁訓練法，依家我勁鍾意食蔥啦……”

亞雅心感甜蜜，細想往事……原來，Bryan 都為自己做過唔少0野。

Bryan ：” 喂~~你傻0左呀？？？你落醋落到變0左做湯啦~~~”

亞雅 ：”死啦……咁酸……點食呀？？？”

Bryan：”唉~~你食我0個碗啦~~~我今鋪幫你鯁埋佢~~~反正我依家饑荒。”

之後兩人一齊食面，閒談往事……

食完0野，兩人好甜蜜，活像情侶般摟住手行街……打情罵悄，CD 鋪，Bryan
靜靜地揀著唱片時，亞雅又再一次欣賞著 Bryan 那溫柔及專注的容貌……

差不多時間，便進了戲院。

戲院中。

Bryan果然訓得非常甘甜……但亞雅好喜歡呢個時刻……亞雅都無乜留意套戲，只係想……套戲唔好咁
快完。
可惜歡樂既時光特別快……

今日，亞雅其實每一刻都係到問緊自己，究竟係唔係同平時一樣？？？同埋 Bryan
究竟係唔係同以前一樣？？？

唔同啦~~~已經唔啦~~~Bryan 為佢做既每一件事，每一個動作，放入眼中，已經完全唔同啦。

睇完戲後……兩人返歸……途中都閒談著住時趣事……就係樓下的公園……

亞雅：”你成日咁換晝，究竟有無真心鍾意過女仔……？”

Bryan 懶懶閒：”搵緊啦搵緊啦~~我相信一定有女仔可以治死我0既~~~”

亞雅終於提出勇氣：”有無諗過我呀？？？”



Bryan 非常驚訝， 因為佢憑咁多年既認識同了解，知道亞雅並唔係講笑。

”做我男朋友…可以嗎？”

“咩話？？？？？？”

十六樓既師奶：”邊鬼個夜媽媽嘈生晒呀？”

<待續>
故事全屬虛構~
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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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an完全接受唔到：” 你咪玩啦~~~你係唔係入0左戲劇組呀？想搵對手練下戲咋？”

亞雅卻非常認真：”我好清楚自己講緊乜呀！”

Bryan：”可能你唔清楚自己既感覺，你未拍過拖，我唔怪你，我曾經都以為我鍾意你，但我地之間
只不過係兄妹之情，真正既戀愛感覺唔係咁0架，話晒都係你哎呀大佬，我有責任同資格糾正你。”

亞雅好激動：”本來我都唔係好清楚，但當我開口之後，我好明白，好確定自己既感覺！”

Bryan：”妖，你都唔知你自己up緊乜，串你都無謂。” 講完之後，Brayn唔理亞雅，死命逃走。

Bryan話亞雅亞知自己諗乜，其實，佢都唔知自己諗乜。

兄妹，兄妹，由頭到尾都係兄妹。

但突然，諗諗下，諗起亞雅除衫，小朗有D反應。

大鑊。

兄妹之情，開始動搖了。

第二朝，Bryan係張太口中，得知亞雅過兩日就去日本，仲叫佢唔好衝動，睇0岩價先好買，個心沉
左一沉。

不過都好0既，希望佢過日本冷靜下，之後返來當乜事都無發生過。

或者時間可以沖淡一切，等亞雅返 0黎，可以再做返兄妹。

兩日過了。

今朝 Bryan 一起身，人影都無隻，好正常，四大元老一定會送機。

其實自己一早起0左身，亦都聽到張生張太佢地出門口，不過都係繼續逃避。

突然，聽新 CD 已經唔洗再閃閃縮縮，可以一路聽歌，一路睇歌詞……新
CD，已經唔洗再收埋，但係Bryan
聽完之後，仍小心奕奕咁收得好好……收係一個好似好隱蔽但必定估到既地……

Bryan笑一笑，笑自己好傻……已經無意義啦…
 
檯面有鄭家條門鎖，緊係d午餐擺晒係鄭家既雪櫃…

入到去鄭家，空無一人……



Bryan用力踢張梳化，郁都唔都，都唔知點解，0個時可以搞到張梳化反轉。唔係好耐之前，呢到仲
係翻天覆地，但今日一個人已經無能為力。
拎住杯豆漿，Bryan好奇咁走入亞雅房，走入呢個門口掛住”Bryan與狗，不准內進”既地方。

點解嚴禁進入？因為Bryan 一入 0黎就會搵佢本日記
0黎睇…其實日記內容好無聊，例如測驗唔合格之類…唔值得為本日記激嬲亞雅，不過 Bryan
就係鍾意咁做。

好白痴，但諗返起，偏偏好開心。

唔知佢有無帶走本日記呢？隨手打開一個所謂暗格，日記仲係到。

打開日記，翻睇鬥氣軼事，好開心。

“今日又係Brayn房搵到演唱會啦……”

Bryan 睇完之後，傻一傻笑，我係特登比你搵到0架，傻妹。

“見到Bryan今日溝女，唔知點解火都滾，不過算佢啦，同我跳返舞。”

緊係啦，唔”乙水”返你，唔驚再打交呀?

 一邊睇，一邊感動…原來，好多普通不過既平凡事串連埋一齊，有呢個不可思議既效果。

或者，兩人之間，真係唔係親情…

後悔…已經太遲啦，人已經遠走，一個同自己生活左超過廿年既人，今日已經走0左……

發呆咁坐0左係到…………除0左回憶，都唔知可以做乜。

突然，一陣”咔咔”聲，嚇到 Bryan 傻0左。

Walking Talking 居然出聲？無理由0架！！唔通張太咁快返0黎執屋？

Bryan拎起個Walking Talking，既刻講："張師奶，咪玩0野啦~"嚇嚇張太都好~

“張俊朗！！！你做乜係我房0架！！！！” 係亞雅把聲，仲要異常激動。

“亞雅！你唔係走0左0架咩？？？”但Bryan好似比佢更激動。

”邊個話我要走0架？”

“張太咯！早兩日我聽到佢同鄭太講，話鄭太叫你去日本，唔好亂買野！”

“哈哈哈哈哈，低能仔！鄭太叫我去日本”城”買野呀，佢話D地拖棍0岩價先好買！哇哈哈哈哈哈
，低能仔呀低能仔呀！”



“啊啊…係喎，亞雅，Sorry呀。”

“Sorry乜？係你自己低能仔咋喎。”

“唔係……睇完你本日記，我先知，原來果晚你唔係亂up，而係我唔知自己諗乜…”

“咁你係咪應該有D野要同我講呢？”

大家都無再出聲，但部 Walking Talking 一路都仲”咔咔聲”，似乎大家都一路篤住個制。

  
 
 
 
 
 
 
 
 
 

 
 
 
 
 
 
 
 
 
 
 
 



“你平時寫字都叫ok，點解日記D字咁核突？那西就唔好寫啦…”

“係喎！你做乜拎我本日記睇？”

“手痕0者，不過都無0野好睇。”

亞雅隨手就拎起枝地拖棍。

Bryan已經聽到鄭家鐵閘”口彭” ”口彭”聲。
 
對的感覺對的人0者，無話唔可以刀刀叉叉0既。
 
<全文完>

故事全屬虛構~ 
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