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怪的開始，經過，結局》

作者: 雨星

Powered by 紙言

https://www.shikoto.com


我，叫李展風

『哥 , 起身啦 , 已經搭三啦。』阿Wing係我面前搖緊我。

...仆街! 第一日翻學就賴野!?

都唔撚知係咪玩野，個死人鬧鐘無饗，如果細妹無叫醒我一定死，真系得一句仆街來形容。

我即刻係個床彈落來，用兩分鐘就執好所有野，衝入去廁所換曬衫，五分鐘行翻出來READY曬。時
間啱啱好，如果想仲可以去Ｍ記買個包先。

阿Wing仲坐係個廳等我，真係無得話。呢個錦既細妹系邊到搵啊，真係都唔知投胎投我地屋企做條
毛。

自我介紹下啦，我叫李展風，讀緊BAND 2中五，雖然唔係話BAND 1，但都係BAND
2頭，算系錦啦。身高176,樣貌一般，其實嚴格上來說沒什麼出眾。阿妹就唔同啦，李詠雯，簡稱Wi
ng，就算只係講讀咩，就讀緊我學校既母校，好似係全港第八，同樣中五，你話身為阿哥既我慚唔
慚愧啊...

好彩阿爸媽都其實只想我地可以腳踏實地做人，講真對我地兩個無話有咩期望，而且宜家通常都係外
國做野，大概半年番得來幾次。所以當然，屋企既一切就俾我做啦。阿妹都真係好乖，學校多野做仲
幫我做下家務，而且都唔係話好任性。因得我地兩個一齊照顧對方，阿妹都好貼我，無論咩野都想拿
我同意先。而因為兩間學校都好近，隔一條街仲要同時間放lunch，所以唔系同班死仔一齊食就同細
妹加佢班閨蜜一齊食。當然，聰明既我係從來都無帶班死仔同阿妹食?
點解，唔撚洗解釋啦。雖然我係廢，但阿妹清白＋無辜，身為阿哥就緊係要保護佢啦。

『哥，捻咩捻到錦入神啊?』Wing過來拍拍我膊頭，臉上的笑容足以令人甜死。佢一頭烏黑頭髮加劉
海同埋一對大眼睛簡直已經女神．而身材... 身為阿哥就唔方便講啦，但系如果無血緣關係我一定追!
系性格，智慧，身材，樣貌全部集於一身既接近完美女性!

點解唔係完美？錦天下間無人完美，白痴仔都知啦，係咪?

我阿妹仲要係佢學校公認的班花!　好彩佢讀果間係女校，如果唔係就真係好鬼擔心啦，一班狗公鹹
濕錦望著我既細妹都其實幾擔心。如果萬一真係讀男女校我捻我果陣一定會狂讀書同阿妹一齊讀同間
學校。

『嗯？無野啊，你想唔想食個包先啊？仲夠時間。』

阿Wing搖頭『唔啦，M記錦唔健康，我已經食佐三文治啦。』

『錦啊，錦我地直接翻學啦。』

阿Wing突然個樣好驚『唔係啊哥，你想食你食啦!』

我淺淺一笑『算啦，既然細妹都話唔健康，改唔食M記早餐咯．好啦，再講就一定遲到啦，行啦行啦
。』



行到佢學校，阿Wing突然轉過身埋來『阿哥...其實今日佢地約佐我放學後行下街唱K...』

『嗯？好啊，我又唔係女仔，點陪你shopping啊。』

阿Wing突然臉色好急『對唔住啊阿哥，我都知事先唔通報聲同埋第一日就出街玩唔...』

『無野啊，記住唔好太夜翻就得啦。』我淺笑。都啱既，呢個細妹都十六歲，大過女啦。呢個時候想
同朋友出去蒲好正常既。

阿Wing一見到我笑更加心急，無奈鐘聲響起，到佢地入禮堂啦。

送完細妹，就到我翻學。我間子校比母校遲十五分鐘先開學，當然，代表著要遲十五分鐘先放學...

唉...望到啱啱既阿Wing既背影就捻翻起 ，心情即刻低落曬...佢

一轉過彎就見到最佳損友，馬上風。當然系花名啦，真名叫馬尚楓 Gary
Ma。只不過真係人如其名，無數女仔都想識佢玩輪迴，你話係咪on9。

『屌，Wind?
喂屌拿拿聲衝翻學校啦，我好耐無見過阿欣啦。』佢口中既阿欣即是周天欣，佢女友。雖然呢個死仔
包成日扮曬野，不過其心身早有歸屬。都唔明呢條友受女歡迎仲要搵到個錦好既女仔做女朋友。呢D
咪叫行狗屎運咯。

『係係，行啦錦。』

『喂屌，無野啊嘛你? 一大清早錦頹做條春?』呢條友不愧為兄弟，幾秒就知我咩事。

『唉，咪撚提啦，行啦。』其實真係唔係好想講，我自己都未捻清楚自己啱啱咩反應。

『屌你都on9。你條傻撚一向都少講粗口，最多都係心入面係錦講，你講得既話證明有野啦。仲有十
分鐘，講來聽下啦。』Gary一臉唔撚關我事既樣，但眼睛暴露佐擔心，屌呢條友真係唔誠實。

『放LUNCH先啦，老地方。』

入到禮堂又聽完一大班廢人講廢話，終於可以翻課室。

不過今年好似中五調曬班，所以如果我唔係同Gary一齊就真係好PK，畢竟我同佢最熟。

Check完個list，都安樂翻，阿欣同Gary都同我同一班。而好好彩 亦都唔係我果班。佢 

入到5A課室，Miss Ko介紹佢系5A班主任就開始點人。其實Miss Ko
人品心地都唔錯，而身為老前輩德高望重，教D課都比較動聽，所以都幾受學生歡迎。

點曬D名就跟住同我地講『好啦，各位同學。今日我地呢班就會有個新同學加入我地。入來啦!』

課室道門一打開，除了兩個之外所有男生即刻望著個新生入來。果特別兩個係邊個？咪就係我同Gar



y囉。

我眼掃過新人，發現佢睇落都有幾分姿色，身材貌似都唔錯。一頭深啡色既頭髮綁馬尾，前面掃向右
邊。雖然胸部唔係話好大但兩個瘦美腿露出來應該沒咩男人忍到。最突出的就應該係佢雙眼都是藍色
，但樣貌係似亞洲女，唔通係混血兒?

呢個Gary成日扮魚蝦蟹，不過Gary除佐阿欣之外都唔會特登去睇其他女。就算係都只不過係撩話題
講。

阿欣錦體諒佢，
你話Gary仲真係敢睇其他女咩。就算打丁都無時無刻一定幻想AV果個就係佢同阿欣。都唔知應該話
專情定on9好。因為某方面來講阿欣可以話系Gary既救命恩人，都難怪Gary錦專一。

個女仔到講台前輕輕錦鞠躬.

『我叫黃雪心，以後請多多指教。』

Miss Ko 好熱烈錦笑，跟住面向我地『ER...錦黃同學就坐...』

當然，一班狗公即刻變曬形『Miss Ko 黃同學坐我隔離啦! Miss Ko 佢可以同我坐啊!』

Miss Ko
當然都唔係白痴，見到得我同Gary無變形，況且Gary同阿欣既關係無人唔知，所以用眼神同我求救
。

我都費時第一日就惹到個老師，就輕輕錦點頭。

『錦黃同學就坐李展風同學隔離啦。李展風，舉起手啊唔該!』

我舉起手，見到個新人行過來就點頭就算數。我仲可以見到一班狗公既低落加憤怒既表情，真係忍唔
住笑。

『ER，我係黃雪心，你就係李展風?』

近D望翻黃雪心，佢都算五官端正，無咩問題。我點一點頭佢就對我笑一笑，跟住望翻Miss
Ko聽佢講學校來緊既活動既果D廢話。

到左小息，Gary即刻就同阿欣走左。阿欣前日先翻來香港，去佐英國玩一個月，令Gary好鬼心酸，
屌捻翻起果陣時佢果表情真係好撚好笑。

同埋當然有一班狗公圍埋來想討好黃雪心。好明顯黃雪心係唔領情，但又搵唔到藉口走，走佐班狗照
跟，真係進退兩難。

我通常係小息都係睇下書，而且昨日先買呢本《The Cuckoo's Calling》，聽人講都幾好睇。

個新人都好似幾慘錦，唔夠十分鐘就被人要電話，FB，IG，一班毒狗真係做野做得快。



我地個學校系老師來教，唔洗我地周圍行。一到第三堂一班毒狗依依不捨錦終於走撚佐，終於回歸安
靜啦。

班老師陸陸續續入來都其實幾好，除左出名鹹濕加廢既陳Sir教英文之外，都無咩問題老師。

終於挨到LUNCH，即刻去又一城個FOOD COURT，同Gary一齊食M記包終於講到正題。

『喂屌，今朝做條撚啊?』

『無，突然望翻阿Wing就好似望翻冰冰錦囉...有少少感觸...』

陳嘉冰係我四年前既前度，亦都系我至今唯一既女友。中一第二學期就系埋一齊到佐中三年尾就分左
手。原因點解？好現實，同個有錢既學長系一齊。

『屌，捻佢做咩撚野啊，你條傻閪死都要令自己傷心。』

Gary好憎冰冰，因為果年暑假到中四第二學期我直頭自閉佐，同邊個都唔講野，嚴重到阿Wing打翻
俾老豆老母飛過來探我。而其實一路陪伴我既真係只有班除左打波打機打飛機就咩都唔識既死友，G
ary，阿欣同埋Wing之外都無。連冰冰都忘記佐我個存在。

直到老豆老母翻到來我先知道唔可以再錦樣頹落去，無謂令二老擔心。我讀書又廢，經濟無，理所當
然係無女架啦。

Gary系特別例子，佢同阿欣真係OTP...

『所以其實我都幾羨慕你同阿欣感情都可以錦耐。而且我有少少慚愧囉，阿欣本來同冰冰系BFF，而
因我就破裂佐關係...』

『錦系阿欣睇得起上我囉，雖然我都宜家都唔知佢鍾意我D咩。而且陳嘉冰為佐同條有錢仆街同你分
手，阿欣緊系睇唔過眼啦，點會關你事呢傻仔。所以次次都叫你你快撚D忘記佐佢啦。之不過點解望
阿Wing你會捻起陳嘉冰呢?』

我捻呢個社會有真心真愛既都應該只得你地兩個啦。你話家長都見埋，感情真係好到無得頂。至於點
解...

『呢個我都唔係好知，不過...見到阿Wing開始出去蒲就捻翻起冰冰同我講分手果日。我捻阿Wing都
應該唔會想系屋企架啦。』

『算啦，阿Wing所謂既蒲同我地既蒲好唔同囉，佢最多咪又係唱下K同shopping....算啦，以前既野
無謂捻錦多啦，發生佐既事從來改變唔到。只可以影響我地宜家條路點行。』

Gary呢句其實講過好多次，之不過我仲念念不忘我同佢之間既感情囉...

翻到學校上完第五堂夠鐘翻屋企。Gary條賤友當然丟D我同阿欣走去拍拖...重色輕友咪就係呢D囉。

無啦啦有人拍我膊頭，轉身見到就係果個咩黃雪心既新人。



『李同學，你可唔可以幫我一個忙啊?』

『睇下咩忙囉，而且唔好叫我李同學，聽落真係好核突，叫我Wind就得啦。』

我真係好撚眼瞓，同埋心捻你去搵D狗公幫你手咪得囉。

『啊，我想問你個英文名係咪跟你中文名改架?』

『嗯。我同我細妹都係由中文名改翻來。我阿妹就叫Wing，我叫Wind，其實都幾似。所以呢，幫
咩忙？』

『其實我就唔係好熟呢到地區，我本身住尖咀，唔係好熟九龍塘，而且今日都係飛的過來。我想問你
係咪住附近架?』

『嗯，我住又一居。』 

『錦我想問你可唔可以聽日朝早來接我，錦我可以自己識路係九龍塘地鐵站過來。』

錦又係既，唔通真係日日飛的咩。。。只不過屌我唔想早起身應付佢囉。

『其實你都可以搵啱啱果班人，我地都係住附近。』

『ER...錦你幫唔幫啊?』

呢個時候黃雪心已經嘟嘴。即係呢，其實無事唔好係到扮可愛啦...雖然真係都幾可愛...

『又唔係話唔得，只不過你聽朝幾點會係車站?』算啦求其應承佐先啦。

『應該大概七點半就到架啦。我既電話系6XXXXXXX，同埋你可以叫我阿雪或者Yuki囉，我唔介意
架。』宜家又笑口笑臉。

即是錦，你唔介意我都介意啦，係咪? 你估我同你好熟咩...

『哦，我個電話6XXXXXXX，錦聽朝七點半D出口見啦。』

同佢揮完手當拜慢慢行翻屋企。反正又唔洗接阿Wing。

搞掂曬D功課＋溫書，錦又八點半。臨瞓前都係睇陣小說先，好快就無錦悠閒架啦，有得嘆快D嘆。

突然Whatsapp "叮" 一聲，原來係Yuki 搵我。

"Hi! 我係Yuki啊！:D"

"我知，搵我有事？"

"我聽欣欣講你中英文都好好，我想問下今日英文堂個Comprehension點做啊？" 



阿欣被人叫欣欣? 錦快就錦熟既? 

"我等陣send張相 , 你自己抄啦" 

"我係想識點做囉，唔係抄囉，你當我真係公主要抄咩？XD" 

無錯，我真係當你系MK女皇...SOR囉... 

"錦我等陣打俾你然後再一步一步教" 

"好的! thx! :D"

你估我真係好得閒咩...又出良策啦，扮電話無電＋瞓覺，咪撚煩。打發佢去D狗公身邊就得啦。

其實如果班死仔係道，一定會講，Yuki呢種有樣，有身材既女，就算唔追都可以做朋友啊，都唔知你
係咪白痴既。既係你唔熟我就咪講我啦...你自己覺得人索你咪去追囉，咪撚搞我。

唉...我承認Yuki真係好靚，身材係好，只不過有前科既我唔想再中伏囉。你話做朋友都得既...不過就
等我瞓醒，聽朝先講啦，好累。 

"同埋欣欣話你可能扮野話無電＋瞓覺，所以你唔好扮野啊!"

阿欣，你宜家即係想點啊...我想瞓覺啊... 

"哦" 

"錦你得就打電話俾我啦" 

"大概十分鐘後" 

"OK OK" 仲加多個OK手勢，其實唔需要講錦多次囉... 落街買左個M記3號，食完就打俾佢。 

教完佢D問題，加D吹水原來Yuki都幾鍾意睇日本動漫，所以跟日文起佐英文名，Yuki即係日文雪既
羅文字。佢最鍾意就係魯魯修入面個C.C.同埋佢句名言。 

"魯魯修，你知唔知雪點解系白色啊?
因為佢已經忘記佐自己本來既顏色係咩。" 呢句其實我都記得，因為我都好鍾意魯魯修，不過最最最
鍾意都係白色相簿2。 因為真係好現實，唔同一般動漫入面果種FF，D音樂又好聽。 

結果同Yuki傾傾下就到九點半，結果佢話佢差唔多瞓，就話聽朝見。

自己繼續一路睇小說就捻Yuki貌似都OK，咪宜家做住朋友先啦。

你話我多疑又好敏感過度又好啦! 總之只睇樣唔睇性格就好容易中伏!

奇怪啦，宜家都十點三，阿Wing一向錦守時，打個電話睇下咩事先。正正想拿個電話鈴聲就響起Th
e Anthem首"Aeroplane"。有次系屋企播呢首，佢聽到好鍾意就要我用來做佢專有既鈴聲。



"She only knows that I'm catching the aeroplane~"

"To go abroad, I'd just want her to know~"

『喂，阿Wing，你係邊啊?』

『阿哥，我地宜家係又一城隔離果條偏僻既街走唔到啊，你快D過來啦，我好驚啊!』

阿Wing把聲好細聲，好緊張同埋講得好快，好似哭出來錦，喂屌發生咩事啊!?

跑佐過去我屌，得翻阿Wing自己一個對住三個MK仔。好心MK仔好地地跑來九龍塘做條撚咩，翻M
K啦。

『喂靚女，你條仔宜家來接你啦? 咪錦掃興啦，跟哥哥我走帶你去邊度都得。』

阿Wing好緊張，連腳都震埋。

『阿Wing，呢幾個邊個啊?』

一班柒頭見到有人即刻閃佬，雖然仲係錦偷望，但都已經出發尋找下個目標...翻MK就MK啦...

『阿哥，對唔住啊，我...』

唉...阿Wing你又唔知自己唔係唔靚，出街起碼都搵個仔幫你擋住先啊嘛，你估次次我都來救你咩...

『算啦，翻佐屋企先再講啦，洗唔洗飲D野先啊?』

『唔洗...』

翻到屋企，我叫佢去沖涼先，我自己倒佐兩杯綠茶。

沖完涼佢著佐件白色睡衣加黑色短褲，我屌唔帶Bra兩舊饅頭露曬出來，無計啦，阿妹來架！定力！

唯有盡量唔望落去啦...保持視線系臉上。臉...臉...臉...

『阿Wing，好似啱啱錦，你都唔係唔知自己幾靚架啦。阿哥我唔係唔俾你出去蒲，不過就叮囑你小
心D囉。如果真係有咩問題就打俾我或者Gary啦。嗱，事先講明，我唔知你有無男朋友啦哈，但係唔
該你就確定你真係鍾意人先好俾處佢啦。唔好因為青春期就做佐D你可能一世後悔既野啦...』

屌...阿Wing紅曬面錦，其實我都覺得好尷尬，不過二老都唔係道叮囑，唯有我盡量引導阿妹啦...

『咩啊阿哥，你以為我會系呢D錦既人咩！由細到大我只鍾意過一個人咋嘛，阿哥你錦白痴唔好同我
說教，哼!』

講完無啦啦跑翻入房，又無飲綠茶，又未聽埋我講落去，即係想點嗻...我只係身為阿哥講翻D應該講
既事囉好無...你估我想搞到錦尷尬咩...



唉，唔理啦，聽朝要7點就起身啦...



你嬲咩嗻? 哭咩嗻?

唉，痴線，無啦啦六點半就起佐身。 

不過算啦，錦早起身咪煮個早餐俾阿Wing囉。 

打開個雪櫃，捻翻起好耐都無自己煮個正餐啦，宜家都係阿Wing煮或者M記搞掂。得翻火腿，六隻
蛋，兩塊白面包，芝士。 

好窮酸...我睇我有時間都係我買翻野食煮啦...呢道連一個正餐都煮唔到...好彩宜家系食早餐嗻。 

拿起個PAN，煎下個火腿，芝士火腿三文治搞掂。呢個就俾阿Wing食啦。之所以唔煎芝士?啱啱煎
完火腿既熱度會慢慢溶解芝士，流入去D麵包同火腿，食得更滋味。而且你估我係大廚啊，識控制火
候令到D芝士啱啱好未溶咩... 再整炒蛋，加D鹽，搞掂。 

洗完曬D野，都已經搭十一，我無記錯既話阿Wing鬧鐘系七點。 去阿Wing個房，都真係好耐無入
過來啦... 

自從升佐中學之後，雖然表面上阿Wing都好黏我，只不過關係開始疏遠佐。 都正常既...佢有佢既生
活，我有我既頹...

望一望周圍，睇下D迪士尼公仔，執得整齊既書包，書臺，望下佢拿獎既Certificate，同朋友影果D
相。呢D咪叫唔同既世界囉。佢既生活幾充實，我既生活過得幾廢。

我捻，我除左苦笑之外都只可以接受阿Wing同我既差別。 都係坐系床邊等阿Wing起身啦。 

七點，佢個電話響起唔知"Mission Impossible"個Theme
Song。阿Wing好懶散錦伸佐果懶腰，跟住先見到我。佢無啦啦即刻臉紅

『阿哥，點解你錦早就醒既?』

『哦，無。我啱啱無啦啦六點半起佐身，見好耐都無煮野食，咪煮佐早餐囉。快D食啦，凍佐就唔好
食架啦。』

『知道～好耐都無食過阿哥煮過既野食啦～』

『嗯，下次起到身咪煮俾你食囉。』

阿Wing見到個三文治，炒蛋同杯綠茶對眼即刻發光。 

『哇～我食下先～嗯～好好味啊～』

見到阿Wing錦甜既笑容，我自己都忍唔住笑。 望翻個鐘，宜家七點搭二，宜家換衫都差唔多架啦。

入翻房出翻來，阿Wing就好迷茫錦望著我。 



『阿哥，你錦早出街做咩?』

『我要去為個同學帶路，佢係轉學生，我又錦啱同佢做隔離，佢咪問我由地鐵點過來囉? 』

阿Wing既樣怪怪地，究竟捻緊D咩呢? 

『呢個新同學...係咪女架?』

 阿Wing個聲轉曬，我都唔識點形容，總之有少少緊張，急躁錦樣啦。 

『係啊，做咩?』

『唔得! 我都要去!』

『你去咪去囉，洗唔洗錦大反應啊?』

有時真係唔明D女仔錦大反應為咩.... 

阿Wing低頭好細聲

『我好驚呢個人又再次傷害到阿哥你啊...你舊年暑假搞到我好驚，好擔心啊嘛，你又唔係唔知...』

啊屌...原來係冰冰既事...阿Wing對眼已經眼濕濕。所以我咪話我廢囉，成日都要阿妹擔心...

『喂，無野窩傻妹，咪哭啦。我應承佐你唔會再錦架啦嗎，係咪?』

我行佐過去攬實阿Wing。真係傻妹來架，我緊系學乖佐架啦。個傻妹到宜家呢個年紀都係錦愛哭。 

『嗯，對唔住啊阿哥，我啱啱反應過大...』

『都話佐無野啦，錦你去唔去定係係到嘆世界啊?』

『算啦，以前阿哥應承佐我既事無一次反口，呢次都唔可以啊!』

望著阿Wing破涕而笑，都忍唔住笑一笑。

所以人成日話身在福中不知福，其實對我來講所謂既福就係感受到別人對你的關心，好簡單。 見阿
Wing伸出手指尾，我都好有默契錦伸出我自己果個，勾着細妹細細地既雪白手指。 

呢個暗號我地由細用到大。如果我地立下關於我地兩個既規條，只要勾佐手指尾，就絕對唔可以反口
。至於反口既下場系點...呢個唔重要啦!

行到又一城既地鐵站，就已經見到Yuki企系度。Check翻個電話，宜家先搭四嗻，會唔會早佐D啊?  

都唔知係咪有特異功能，Yuki即刻面向我，同我揮手。

『早晨啊Wind!』



禮貌上打完招呼，問等得耐唔耐錦樣就起步啦。 

由呢度出到去轉左行兩條街口，跟住轉右... 
一路同Yuki指指點點D路點行，一路傾下計，都知道佐佢多D野。

佢好鍾意深藍色，鍾意食Pizza，唔鍾意咖啡，原因係佢成日睇D戲D男或者女主角成日夜晚為左勾引
對方而用老橋

"上唔上來飲杯咖啡?"

而Yuki就次次睇次次都心捻，夜晚晚飲咩咖啡啊。

一聽到呢度忍唔住大笑。雖然Yuki一路望著我系錦笑都好似好，但係自己都忍唔住笑佐出來。 

呢個時刻! 呢個MOMENT! 呢個感覺! 唔通就係戀愛中既感覺!? 

白痴既你一定系錦捻啦...可悲... 

同人一齊笑你就話戀愛，錦唔覺意被你掂下佢咪叫做愛? 咪FF啦。

行到教室，坐翻低阿Gary就係錦望著我同Yuki，奸笑緊。

條友真係唔知捻佐去邊... 

上完第一，二堂放BREAK，班毒狗又可以黏住Yuki，佢地仲唔發達? 

Yuki系各種攻勢之下都望過來幾下，其實你唔好望啦，我幫你唔到啊... 

今次班毒狗就問Yuki鍾意食咩，飲咩，去邊度行街錦樣，同埋暗示自己有幾好... 擺明想約佢出街啦。

接著第三堂係Miss
Ko教翻數學。每當佢系黑板上寫字，Yuki就趁機瞪我，一雙海藍色既眼好恐怖錦望著我。

扮無野，扮睇唔到，扮無野，扮睇唔到...冷靜錦吸氣，呼氣，吸氣，呼氣...無視，無視....系呢度冷氣
太凍嗻...唔係有殺氣... 

第四堂，超級老前輩楊Sir病佐，結果自由時間。 

Yuki見個個都差唔多瞓曬覺錦，就低言抱怨

『哼，你個賤人見到佢地圍曬來仲唔帶我出去出去走。』

點解一定要係我先...同埋你嬲咩嗻，我又唔係你邊個邊個，亦都唔係你既兵...有時我真係好撚想怪我
自己點解對住女仔錦有禮貌。

重新講多次，我唔係兵!



『ER...錦你受歡迎好正常既。』

『你條友啊，今日就請我食LUNCH當補翻數啦。』

呢個咩邏輯來架...

正當我想話我約佐人，個死人Gary當然踩佐我一腳，仲要好撚大力。

『佢緊系會請你食啦，係咪先? 今日我同阿欣兩個食啦，你咪同佢一齊食囉，係咪啊黃同學』

Yuki微笑系錦點頭。而我就轉頭冷眼望著條仆街。

『你又想點啊馬上風。』

『屌可唔可以唔好叫我馬上風啊! 系D人面前喪失曬形象啦!』

『錦你又宜家又玩咩啊?』

『屌，唔好咩? 聽阿欣講你地都熟佐啦，係咪?』

阿欣你真係害得我唔少...

『哦，好囉...只不過我食唔起咩高級餐廳，最多都係Pepper Lunch果D野囉。』

其實Pepper
Lunch都已經好高貴架啦。雖然唔係話窮，但係我呢D人習慣食M記算架啦嘛...平時都捨得食Pepper
Lunch啦，係咪? 錦樣就無佐一舊水...

『嗯...但係我想食元氣囉，好無啊?』

元氣...仲要我請啊...應該無佐四舊水...

Yuki見到我無曬反應錦，尷尬錦笑佐笑

『對唔住啊...我只係見我同你第一次食，想食得貴D來慶祝下...』

Gary又踩我一下。見到佢細細聲 "快D打完場啦"，無計啦...

只不過我一定會屌翻佢...

『呢D野慶咩祝啊...不過你想話食D高貴既野，我又好耐無去，你放佐學等陣跟我行。』

『去邊啊?』

『你等陣咪知囉。』



『錦神秘? 好!』

呢個時候Yuki又笑翻...

Lunch到左，我去佐同阿Wing食。不過只係我地兩個。睇來佢鬧爆佐班閨蜜丟低佢唔來仲嬲緊。

『做咩啊細妹...』

『哼! 個Cherry同Candy昨日先丟低我，仲要笑口笑臉，緊系嬲啦!』

好好好...只不過你嬲洗唔洗拿食物來出氣啊嘛...舊雞俾你斬到錦，點食啊...

『阿哥，你今日係唔係又要陪果個新同學啊?』

D女人咩第六感來架...你地去玩六合彩咪次次中頭獎?

『你又知? 問題系你緊張D咩囉，系個Gary插手搞搞陣囉，又唔係我主動約佢出街...』

好可惜，阿Wing扮聽唔到。

『好啦，阿哥又唔陪我啦，有女朋友啦，哼! 哎呀!』

你個傻女...仲要錦大力咬到個叉緊系痛啦...

『好好好，聽日星期三，煮個大餐俾你食好唔好啊?』

『哼! 我宜家好嬲啊! 我翻學校啦!』

講完阿Wing就錦走佐...

仲要我俾錢...!

我邊撚度錦多錢啊! 平時我點會帶錦多錢出街嗻。

睇來寵壞佐個細妹就會有錦既下場...

去完銀行拿錢，翻到去學校就第五堂，仲要係英文堂。即系代表著

呢個死肥，廢，鹹濕，白痴陳Sir...

目標當然唔敢阿欣啦...

有次阿欣被師長抽水，第二，三，四日都唔敢翻學。

佢放佐學後被阿Gary打到成隻眼黑撚佐，仲要惡搞到露條三角褲出來。

雖然佢自己成身瘀佐，仲要俾學校停學一個禮拜加記大過。



結果就係令唔少女更加想同佢輪迴，成個學校都無人敢掂阿欣囉。

睇就緊有既...成個鍾嘉欣錦點唔睇啊...

講翻阿老陳，今日既目標就係坐系最前排既Nicole囉。

Nicole好似出名大波，完美身材，個樣好似咪姐高海寧，只不過佢無拍過拖，亦都無咩緋聞。

簡單D講即係班毒狗既打J女神囉。

我自己打唔打丁? 呢個就緊有啦。你理得我咩，屌你夠膽話自己無? 除非你真係好信宗教囉。

老陳就係一路講點解題就錦扮唔覺意掂下Nicole既手，膊頭，胸部。

都唔知咩老師來架...錦既款仲來做老師真係屈機。

Nicole都係到忍得好辛苦...

班毒狗當然係到自HIGH緊啦。

無計，Gary同我都睇唔落眼，到我地出場啦!

我就即刻舉起手，問啊呢題點做啊，啊呢題唔係好似好明

Gary就從旁穿插下，跟住有D其他人都終於自HIGH完或者良心發現都插下嘴錦，令到啊廢陳周圍行
，都唔得閒搞人。

堂完佐之後，佢就好撚快錦走佐。

錦肥，啱啱果堂咪當俾佢做下運動囉，好事來架!

Nicole都過左來，塊面紅紅地

『唔該曬啊，Gary，Wind。』

送上禮貌上既笑，簡單搖頭就算啦。呢個Gary仲要系學校系錦講。

『呢D人都唔知點解仲可以來教書。你話佢叫得好都有得講啊，問題系佢咩都唔好啊嘛!

『算啦，算啦。其實我想請你地食野，當多謝下你地囉。』

見到Gary個陰笑...我屌你唔撚係啊化!

『我就唔得啦，只不過Wind可以架!』

我聽日一定屌柒你...唔得! 就今晚玩你死!



『ER,都得既，但係我同阿Yuki宜家都去食野，錦你想咪跟埋來囉。再唔係你聽朝請我食個三文治都
得架啦。』

都問佐唔同話唔得咩...

『嗯，好啊。反正我都要捻今晚食咩。』

『呢餐都其實只算係下午茶囉...』

『唔緊要啦。』

同Yuki，Nicole三人行，一路上系錦問

『去邊啊?』

『秘密。』

『錦神秘? 至少話俾我地聽系邊度架?』

『秘密。』

結果兩個都無野講。

其實唔係我唔想講。

而系想來呢呢度要經歷過一D野。無心人系無可能搵到架啦。

行佐15分鐘，上佐樓梯就入去S&S

S&S系一間Cafe。

至於點解話要經歷過一D野先至會來呢度?

S&S代表著Sam同Samantha，呢個系佢地兩個既心血。

但Sam離開佐Samantha，而Samantha就自己一個繼續經營S&S.

九年亦都無改變個個名，日日播放著佢自己改版既Canon in
D，無時無刻都會有著佢親切既笑容。而店裡唯一賣既就只有咖啡同芝士蛋糕。

而無時無刻，呢間店都會有哀愁既感覺陪伴。

你可能會覺得，呢間鋪頭點會做得耐啊?

其實唔少名人都偷偷地來過，當然仲有繼續來。而且Samantha既家姐系唔知咩上市公司既CEO，背
後亦都有佢支持。



我捻，你地都應該估到要經歷過D咩先會特登來呢度...

無錯，系經歷佐愛情既挫折，都會來呢度。

從而中接受...

呢度，無時無刻都會話俾你聽，你鍾意佐一個人，無論經歷佐咩事都好，有開始都必會有結束。無論
系死亡，分手，離婚，背板，呢度都會提醒你，你付出過。無論有幾多或者幾少，你都已經無可能再
改變得到。

只有接受，先之可以放低。

唔係忘記當初付出過幾多，亦都唔係憎恨當初點解付出錦多，而係記得點解要去付出錦多。

記得，接受，就放低啦。

已經唔再由我地去控制啦。

每個人都會有選擇。既然佢都唔係揀你，你何必呢?

你可以選擇接受然後放低，放低完但繼續等落去，亦都可以選擇放低然後搵下一個。

但絕不容許你忘記。

Samantha既微笑背後既意義，就係令人絕對唔可以忘記。

我同Samantha點佐三件蛋糕同埋一杯Latte，Cappucino就決定坐落角落頭。

Yuki仲瞪緊我

『我無野飲既?』

『呢度只有咖啡，無其他。你又唔鍾意飲，係咪?』

Yuki就笑翻啦，酒窩都出曬來。

『你仲記得啊?』

Nicole就插佐嘴，好疑惑既表情。

『呢度...個感覺有D...』

雖然無繼續講落去，但我都明佢想講咩。Yuki都好奇怪錦望著我。

『呢度既故事，你地如果有興趣就自己搵下啦。』



『即係其實呢，無野扮神秘唔型囉。』

Yuki系錦陰笑，而Nicole既嘴角就微微向上揚。但係兩個同時都有眼濕濕錦

『做咩啊，你地兩個?』

『無...捻翻起D往事嗻』

兩個仲要異口同聲錦講，擺明已經被呢度影響佐。

無錯。我每個月都會來呢度幾次，為左就係捻翻起我同冰冰既事。

我捻，我一世都應該忘記唔到我同佢。

但系我要學識點放低。

佢既然揀佐錢，我亦都無能力作為佢既目標，只有放棄。

我唔係傻瓜，亦都唔係癡情。邏輯上，感情上我都已經默默錦投降佐。只有我個心未肯屈服嗻。

擺翻個痛笑系個面度，我地只有一路食，食完無講野。就錦樣到六點半，我提出起行。

送佐Yuki去地鐵站，突然捻起唔知Nicole住邊添。

『Nicole，你住邊架?』

『我? 我咪住你隔離囉。』

哦....

屌咩撚我隔離啊!

『Nicole，咪玩啦。』

Nicole就好冷眼錦望著我。

『你唔信自己問下你個妹啦。』

唔係啊化...



咩事先，冷靜D，又關我咩事啊...

我呢一刻，講唔出野。

原來...原來...

Nicole一早就住隔離。

又會有D錦既事...我竟然注意唔到既。

可能唔記得佐掛....

阿Wing幫我打完場跟住就好冷眼錦望著我。

『阿哥...你唔係唔知啊化...』

我都只可以好無奈錦望翻阿妹。

『我...真係唔知囉...』

阿Wing只係翻白眼錦入翻去佢間房

『請人地食野當補翻數啦。』

所以你地呢D女人既邏輯點學翻來架? 補咩數啊?

不過屋企又無野食，佢好似講過今晚餐飯要自己搞定，一齊食好過自己一個孤零零既。

『哦...你跟唔跟埋來啊? 呢個時候你都應該未食野架啦?』

『...食咩?』

明知故問...

『仙桃島囉。』

『其實阿哥，你可唔可以再悶D架...成個宅男錦既款...』

講野就真係好毒，但你對住我笑做咩啊，好恐怖囉。

錦我係啊嘛...無計，自認。只不過你理得我咩...

細妹就真係理得既...

『錦你想點啊...』



『唔洗啦唔洗啦，你地去食仙桃島得架啦~』

『佢唔去既話錦我買個包算數啦。』

換套衫，著佐件白色T-Shirt，牛仔褲，Converse人稱Con屎鞋就去隔離屋敲門。

『啊Nicole，係阿Wind啊。今晚一唔一齊食飯啊?』

Nicole唔夠五秒就好性感只係著個白T＋短到只過臀部既短褲。

冷靜，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望到佢好撚長既腿...保持吸氣，呼氣...

佢留意到我望緊佢，先之發覺到原來著錦樣出來，塊面紅曬。

『呃，都好，只不過你等一等我先，我上去換件衫。你入來等我啦，我好快架咋。』

...呢個唔係快唔快既問題...

『ER，好似唔係錦好錦囉..我企呢度得架啦。』

『唉，男人老狗怕咩啊，我又唔會打劫你，入來啦。』

跟住就拉佐我入去系梳發坐佐。

都話佐我GET唔到你地既邏輯咯，咪玩啦。

睇下佢間屋，好明顯係經過精心既佈置。

白色既牆壁配上黑色既梳發，散發出抒情的氣氛，有個Polyphon系角落輕輕播緊貝多芬第九加多一
個Yamaha鋼琴。

睇得出都佢屋企有相當既經濟能力。Polyphon都唔算平，而且系呢個時代都唔會有好多人特登去買
翻個。

果台Yamaha系一年前既Model。之所以我認得出係因為暑假去佐Tom
Lee打工先知。我無記錯既話果陣時就系賣大概四萬幾。

從呢兩個野來睇，可以推斷出佢屋企有一定既經濟能力，呢D唔係好難嗻...

『喂，你仲未講我地去邊度食，我唔知著咩好啊。』

『我地去樓下咋嘛...你捻佐去邊啊。』

跟住就咩都聽唔到啦。

結果佢口中既快即係差唔多三個字...



所謂既女人邏輯，系我地男人經過多年經驗先會GET到架啦。

終於出翻來，其實都無咩改變啊，只係換佐件可以出街既短褲嗻，洗唔洗三個字啊...

五分鐘都唔洗啦啊化...

只不過果條短褲都只係啱啱蓋住大脾。

佢滿面笑容，睇落都幾開心。

『我地食咩啊~』

『仙桃島。』

即刻好恐怖錦望著我...

今日搞咩嗻，錦多人想用眼神殺我...

同佢行到仙桃島，一路都好多人瞪緊我。

可能因為Nicole個樣同身材太好掛。

只不過其實我又唔係佢條仔，你想識佢咪識佢囉...

一坐低，個Waiter就眼咁咁望著Nicole，唔洗睇都知係道姦視緊阿Nicole啦。

『係呢，你點會有興致約我食飯既?』

其實我係被人逼來既...

『無，我記得你話要捻今晚餐飯，錦啱我都要解決今晚餐飯，咪一齊囉。』

『嗯，好啊。我要個冬菇腸仔飯啊，飲芒果綠茶。』

『好既，小姐。你呢?』

呢個仆街Waiter...送上一個微笑俾Nicole就用好唔耐煩既眼神望著我。

『一樣，飲珍珠奶茶。』

『好。小姐，好快就會送到來，請稍等。』

宜家D服務態度，真係呢...

『你同佢有仇咩? 』

Nicole笑瞇瞇錦望著我，臉上既酒窩都凸曬出來。



同佢有仇咪又係因為你囉...

『可能係掛。ER...今次請你食呢餐系賠罪，我真係無注意到你搬佐落隔離。』

『痴線，陪咩罪啊。我每日早出過你地同埋早翻過你地，你又唔系成日出街當然見我唔到啦。而且我
係舊年暑假搬既，所以...』

阿Nicole面有少少尷尬錦講呢翻說話出來。

『哦...野飲好似到啦。』

我係有心岔開話題...雖然條仆街真係做兵都做得幾快下。

...陳嘉冰...

咪捻啦，李展風。

佢已經係過去，無必要捻翻起未放低既記憶。

系沉默既陪伴下，食完餐飯個Waiter仲要好扮野錦。

『小姐，歡迎下次再來～』

你就緊系歡迎啦，狼狗...

『你仲有無時間啊? 陪下我去公園啦。』

無啦啦夜晚行咩公園啊。

『唔啦，聽日仲要交份英文同數學。我仲未做。』

『啊仆街! 老肥陳點會set錦多份功課架，點做得曬啊。我仲要做何Sir份中文啊。』

其實點解你唔昨日做呢?

『阿Wind...你可唔可以...』

又面紅做乜鬼，只係又玩抄功課咋嘛。

『我等陣sd張相啦，自己抄啦。』

『...我係想你教我點做囉，你上我屋企教我啦...』

Nicole又不滿錦望著我，但仲面紅。

又來...



其實我同Nicole又唔係話無交情，由中一到宜家都可以算話系普通朋友，得閒咪傾陣計果種囉。

所以佢問我可唔可以教佢系一件非常合理既事。

只不過你夜晚晚上咩人屋企啊...

『錦你拿D功課過來我果邊，我盡量教你啦。』

其實我只係捻緊我主場應該唔會出咩事掛，而唔係捻緊咩鹹濕野。

講真對佢無興趣，亦都唔想話咩想識人。

只係我覺得孤男寡女仲要系個女既屋企會真係有少少過分。

起碼我果邊都話有阿Wing啊。

『嗯，好啊! 但係唔會影響你地啊嘛?』

『唔會...』

其實你一開始問我可唔可以教你已經影響佐我囉...

唔係想瞓下覺都錦難啊化...

佢話要翻屋企一陣先，等陣先再過來。

入翻屋企，果然...

呢個阿Wing....食公仔麵...

『你又食呢D錦既野啊...』

『咩又啊～我好耐都無食啦。系阿哥你出去丟低我一個唔理咋嘛...』

所以我宜家先明白到點解寵人唔係一件好事...

唉唔理啦上佐房瞓一陣先。

『唉隨便你啦。但係阿Nicole等陣過來囉。』

我正正想行入房我就聽到筷子掉落地下道。

阿Wing既表情只有震驚來形容。

『做咩啊你，唔洗食咩。』



『佢...佢過來做咩啊...』

『抄功課。』

『錦佢拿你D野來抄，聽日俾翻你咪得囉，洗唔洗過埋來抄啊。』

如果眼神可以殺人我捻我已經死左十世囉

呢個阿Wing又唔知發咩神經...

『應該錦講，佢話來學識點做，其實即係變相既抄囉。同埋你做咩嗻...又唔係我想既...』

『無野啦!』

講完又跑翻入房，又唔洗碗，又唔洗煲...

即係其實我覺得邊個想同佢系埋一齊會需要好大既耐心囉...

聽到敲門聲，Nicole就雙眼發光

『我地開始啦!』

『哦...錦你有邊題唔明啊?』

『就呢幾條囉，唔明點解法。』

『其實就係錦，你要先解開Passage入面個手法，即是....』

一路教教教，一路講講講，

原來Nicole都同我阿妹幾熟...屌那星點解我唔知既...

佢好鍾意彈鋼琴同埋睇片，最鍾意就係唔知咩劇既一句 "我只彈琴不談情。"

當初我唔係好明，但係佢話個Point系要用普通話來讀囉...

照讀翻出來，我屌急口令...

而因為阿妹都有玩過單簧管，所以會成日一齊夾音樂表演。

講到音樂啊...我腦又出現陳嘉冰...

當初中一完佐，佢話想同我一齊玩音樂。而佢系玩小提琴既，佢話想有個長笛既Partner~。

而我呢個傻仔同老豆老母講話要放棄鋼琴，轉長笛。

當然佢地當時系唔知點解啦...



結果我一考考八級，終於覺得可以同佢拍著上...就OVER佐啦。

其實我覺得愛情既力量真係好恐怖...

可以將我呢D錦既廢物一年考到八級...

可以將我呢D錦既廢物即刻處於高處或深淵。

算啦...Nicole跟住仲要問可唔可以一齊夾，我緊系話考慮下啦...

自從分左手之後，我連支長笛掂都未掂過啊...只係得閒咪系鋼琴彈《給我一個理由忘記》...

而每一次彈果陣時，我心入面每一日都有捻一捻，究竟我有無可能放低呢段感情。

有人曾經講過，要愛上一個人只需三個月，要忘記一個人卻要一生...

深呼吸...執著於以前無用架。

我已經唔係再佢既邊個。

只係單純既同學。

呢個事實已經唔由得我去改變。

Nicole見到我停曬手，好擔心我錦。

『無野啊嘛? 我係唔係講錯佐D咩啊?』

Nicole當然系唔知點解我會識吹笛啦...

『無野，無野...我地繼續啦。』

教完佢做完英文，都佢教翻我做數。

我屌你老母我舊年期末考只係拿23/50...

仆你個街我今年唔進步既話錦我死撚佐佢算啦。

『呼...終於搞掂曬啦...』

錦樣就十點半...之不過!

大佬你伸咩腰啊!

你上半身既雙峰系錦彈下～彈下～



我對眼不由自主錦望緊過去囉...

為佐保持冷靜，苦肉計..咬自己條俐。

仆街，好撚痛!

但起碼未被色誘...

『好啦，錦今日到此為止啦。聽日見啦...

保持冷靜...

『好~唔該曬你啊Wind~』

『你教我做數，打和囉。』

『好啦，錦聽日見啦～』

『聽日見。』

終於完啦...好撚累...

入房後，我屌個電話。

十幾個Missed Call會唔會有少少誇張啊。

個電話又響起，播緊土耳其進行曲。

『喂喂?』

『你條友終於肯應機啦?』

『Yuki? 做咩啊?』

『我搵下你唔得架?』

無語中...

『...錦你搵我做咩先?』

『無啊，同你傾下計都得掛。琴日我講佐我錦多野，今日到你講翻囉。』

但係我想瞓覺囉...

『錦你想知D咩啊?』

『嗯...例如你鍾意咩野囉，唔鍾意D咩，自我介紹錦啦下。』



你係咪跟踪狂來架...

『...鍾意飲綠茶囉，無話特別鍾意食咩，只要唔係辣既就得囉。鍾意瞓覺，睇書錦樣囉。』

『錦少野...錦你有無咩偶像果D野架?』

『偶像...都無。』

『錦你鍾意咩類型既女仔啊?

呢個問題令我系口中既綠茶差D噴曬出來。

『...做咩錦問?』

我心入面開始FF中

當然理智系贏佐感情啦。

邊會有可能啊。

『...我想知道下嗻...』

『咩叫類型先...?

先用延緩之計先...

『例如長頭髮，短頭髮，身材好唔好果種囉。』

『講真...無咩所謂囉。不過呢個年紀就其實唔係好注重拍拖呢家野囉。阿欣同Gary係特別例子。』

其實都幾注重...只不過...

『錦一定會有D既。』

『個樣唔係話豬扒同埋唔係過度肥胖就得架啦。』

我捻呢個都講來成為我既現實。嫁一個普通到唔可以再普通既人，都話有個孫俾老豆老母抱下。

『系唔係錦現實啊!? 我系想問你之前有無鍾意過人咋嘛。』

今次真係忍唔到，好彩吞佐啖茶，但係就咳到想死錦。

『喂喂，你無野啊嘛? 洗唔洗錦大反應啊?』

Yuki仲要係道笑笑下。



『無，無事。我之前同陳嘉冰拍過拖囉。咪又係不歡而散...』

無回應。

"嗶～嗶～嗶"

收線!?



分手

溫完econ+m2之後都差唔多兩點。

本來我想臨瞓前check下facebook，IG果D野啦。

但係過左五分鐘我仍然好迷茫錦望住個手機。

點解? 陳嘉冰最新update，半個鐘頭前..

“點解...我為你放棄一切，但你卻放棄我...分手快樂，韓義峰。"

韓義峰即是果個師兄，男朋友...前度男朋友...

奇怪...早幾日先見到好快樂既生活照...

宜家就散佐...

講真，其實可能有D人會話大好時機，趁宜家追翻佢咪得囉

但係我無呢個心...

就係一種唔知點形容既感覺...你好鍾意佢，但經過分手同時間既沖淡，你已經無勇氣或能力再去追求.
.
.
或者唔應該用勇氣或能力呢D詞語去追...而系太痛，唔想再受到心如刀絞既痛苦...

而最後，就算心有不甘，後悔點解唔踏出第一步，嘗試過好過無...都只可以默默苦笑，不發一語，接
受。

可能我會係話系一個懦夫，廢物。

我知...

最後，系Endless Tears既陪伴下，默默看著漆黑既深夜，只有半月獨自一個掛在天空。

---

我無同阿Wing一齊食早餐，去佐M記同Gary一齊食昆水早餐。

當我俾佐段文佢睇之後，佢好耐都無出聲。

當我地準備行去學校，佢終於開口。

『Wind...總之小心D啦...我唔想你做第二個劉馬車。』



畢竟系兄弟，唔需要講廢話就可以將心意傳達。當然我明白言下之意系咩啦，只不過當然要回應翻

『記住帶套。』

我地兩個一望住對方就無啦啦大笑，周圍D人仲要好奇怪錦望住我地。

世界上都要有一個知己，我捻我既就係Gary啦。

入到課室，Yuki第一堂竟然遲佐差唔多成半個鐘頭先入來，好彩Miss Ko笑一笑就話唔好有下次啦。

由於第一，二堂都係M1, M2，都係Miss Ko教，所以就直接上埋。

係呢度先做個解釋，我地呢個學校中四揀科，就調一次班。中五因中四既期末考再調班，而中六因中
五既成績再調班。

總之我地學校好撚鍾意調班。

而一路上堂我覺得Yuki真係想殺我囉...

其實我到呢一刻都唔知自己做錯咩...

挨到小息，真係忍唔住抖抖。

無飲咖啡挨夜既我就係錦頹。

何，揚Sir分別教完中文同埋econ之後，已經到lunch。

好幸運錦，呢兩科都係我拿手科目，而且好聽D叫老師鍾意我，難聽D叫擦鞋仔，基本上瞓佐兩個鐘
頭就到lunch。

講真，其實我唯一同最擔心既科目只係數學...

數學底錦差仲讀m2真係好撚白痴..

為佐Gary呢條仆街無啦啦讀佐m2同econ...

雖然錦講，不過econ我都覺得幾易上手...只不過...

屌數學。一句講曬。

唉算啦，拿到5**系英文同中文就得啦。

其實英文有信心，中文就5*囉。

但屌...m2真係好撚白痴。

而如果要入HKU就至少要4...



算啦，仲有兩年追...

仲未捻定今日食咩添...

『喂! Wind?』

『啊啊，做咩啊Yuki?』

捻得太入神添...

『今日真係要同我食lunch! 同埋我要解釋!』

『...解釋咩?』

講D唔講D...

『總之搵間野食先啦!』

結果行到又一城間food court，佢食韓國唔知咩米線，我食M記。

『好啦，李展風。解釋!』

『...問題係我要解釋D咩先...』

『你條女囉! 咩咩陳嘉冰!』

屌...好講唔講原來峰迴路轉都係講翻佢...

結果講完成個古仔之後，佢就好眼濕濕望住我。

『阿Wind...對唔住，令你捻翻起呢D衰野...』

仲要拿住張紙巾抹走眼淚...

會唔會有少少誇張啊...

『以前既野，算啦。既然我宜家解釋佐俾你聽，你都俾翻個解釋我啦。』

佢即刻面紅

『咩...咩解釋啊?』

『點解我一話我曾經有女朋友就反應大到要收線囉。』

其實我只係玩下....但係見到佢面更加紅，我就心捻：仆街...



『你識咩啊! 我翻學校先啦!』

佢又嬲咩啊...

結果望完佢轉彎，阿Wing就無啦啦出現系我面前。

『果個就係咩咩新同學，Yuki啊? 都唔明阿哥你鍾意佢D咩。』

阿Wing有個好...唔知點形容既表情系面度。

『喂，你又會系呢度既?』

『緊系啦! 今朝仲要自己一個跑去M記食早餐，宜家又食，食死你啊! 結果我問Gary先知你跑去邊!』

Gary我尋晚唔記得屌你...今晚就補翻尋晚果條數....

『所以今晚咪食D好野囉...你好唔鍾意Yuki咩?』

『錦阿哥你好鍾意Yuki咩? 係咪情侶關係果種鍾意啊?』

阿Wing...真係嬲。嬲，同傷心

佢果種睇落似笑，其實系喊。

唔願意望住我對眼來講野，嬲。

見到呢一幕，苦笑就走去攬住佢。

呢個傻妹，應承佐既事錦快就唔記得。

『阿Wing...我真係唔知你嬲咩...但係宜家我同Yuki只係朋友。』

『對，對唔住啊，阿哥...我...唔知...』

『行啦，傻妹。』

阿Wing就翹住我既右臂行。

一路行，見到Yuki係下一個街口...

仆.街.

等等，理應我其實無野擔心啊...

無你個頭!

都唔知兩個係咪之前識，搞到阿Wing錦唔鍾意佢....



Yuki見到我地兩個，面即刻有個僵硬既笑容...

『Wind...呢個系...冰冰?』

『我係佢阿妹，Wing。』

阿Wing好冷淡錦回應佢...

但係Yuki既笑容即刻變翻開朗

『哦阿妹咋話...唔係! 我既意思系你就係佢阿妹!? Hi，我叫Yuki!』

阿妹咋話即是咩意思啊...

『你好。阿哥，你陪呢個Yuki翻學校啦。拜。』

跟住頭都無轉翻一次就走佐...

『Sorry...佢來M，心情唔係幾好，你都知架啦...』

我鬼知係咪真係來M咩...搵個藉口頂住先...

『哦，唔緊要啦。我啱啱自己都反應大佐，錦就丟低你自己走佐，sorry~sorry~』

你錦講係好...但係你好明顯忍緊笑囉...

『你笑得出來即是無野啦，錦行啦。』

翻到學校，登~登~登~登~

第五堂...就是條粉...陳Sir教。

如果我暑假無操練英文，我捻我真係死得啦...

入唔到港大真係唯你是問。

交上一大堆白痴操練題目後，陳Sir竟然學乖佐，唔再毛手毛腳。

但係宣布佐一件好撚...唔知好定唔好即事：

由於我地宜家中五統計英文質素太低，因此所有中五每個禮拜四都會系禮堂，進行學生1-1補習。

言下之意即是由勁人tutor班廢人，老師翹埋對手打飛機錦樣。

問題系...我既partner....系校花...



事先聲明，我當然系勁人啦，換言之...校花...杜文萱系一個廢人。

錦講又唔係幾好既...佢中文貌似系5**等級...英文就唔好講啦...

當老師宣布完partner之後，又有人想用眼神殺死我。

都唔知係咪行狗屎運...

而當終於落堂，Yuki就係我面前。

『喂，我地一齊去行下好唔好啊?』

『吓...』

『吓即是好啦，錦我地行啦!』

似曾相識既情況再次出現...

Yuki拖住我個手，一路行又一城，面上既笑容好甜，feel到周圍D人葡萄緊。

『嘩，你睇下! 好靚啊呢件衫』

果件冷衫系海藍色，雖然我除此之外都欣賞唔到D咩，但係Yuki笑得好開心你，拖住我window-sho
pping。

但係Yuki佢...

太過友善...太容易笑啦...

你根本唔屬於系呢個冷酷無情既社會...再過多十年，你究竟會變成點樣呢...

定係只係我自己捻多佐，其實系一個青春既校園，可以開心過，而唔係猜疑每一個人既心先啱。

---

大概五點，Yuki就坐係賤熊隔離，食緊Häagen-Daz三球雪糕

仲要我俾錢...

『嗯~好好食啊～』

你就緊系覺得好食啦...

『話說點解今日你會遲到既?』

『你仲好講! 我係地鐵站等你等到八點，跟住就自己問路都唔知去佐邊，結果咪要搭的士過來囉!』



...What?

『等等，點解要等我先...你唔係記唔到點來學校啊嘛...』

『...哼!』

望住Yuki個表情，真係笑佐。

『下次用google maps咪得囉，聽日唔好遲啦。』

『唔得唔得! 以後你要過來接我先得!』

『...咪講笑啦大佬...』

『你唔過來接我我就...就...』

忍笑，忍笑...

『就咩啊?』

『妖，唔理你啦!』

『你個人真係好笑。』

正當Yuki想拍我個頭，我就見到佢身後面既人。

好熟悉，好陌生既聲音響起。

『Wind...』

佢對眼好紅。佢仍然好似苟芸慧，雪白既肌膚，神秘既笑容。

Yuki都好迷惑錦停手，望住佢。

『Wind，呢個系?』

但係我無答佢。

佢宜家既面容，同我當年中三暑假一樣錦疲憊，錦沉痛。

『冰冰。』



完結

陳嘉冰。

一個我無可能唔記得既人，再次出現係我面前。

『好...好耐無見。』

無錯! 唔通有其他野講咩?

『嗯，好耐無見啦...呢位係...?』

把聲好殘...我個心抽佐下。

『黃雪心。Yuki，你走先啦。』

Yuki應該察覺到我面色不妥，就咬著下唇輕輕地點頭走佐。

DEAD AIR佐幾秒後，我深呼吸。

『冰冰...我地都係搵過地方先啦。』

『嗯...』

背向著佢，我慢慢拖住沉重既腳步，走去S&S。

一路上，個世界似乎得翻我地兩個。

只有沉默陪伴著我地既路程。

記得分手果次，係我跟你身後。

今次，係你跟我後面。

去到，我點佐一杯Ice
Latte，佢既至愛。佢笑一笑，但係好快就翻翻去悲哀既表情。我自己要佐杯Espresso...人稱最苦，
最難飲既咖啡。

果一笑就奪去佐我既人啦...

陳嘉冰，你最吸引我既地方系你既笑容。無時無刻，只要你一笑，彷彿全世界既黑暗都被光照耀著。

『幾...幾多錢啊?』

『今日，我請你啦。』



『多謝。唔知...你有無睇我facebook,IG呢?』

我心捻:仆街! 講乜撚野好? 安慰，追佢，屌太多野捻!

但係我腦就捻緊: 屌關我條撚事咩! 飛完我，被人飛就彈翻翻來，當我狗公啊!

今次，係我既感情戰勝理智。

『有...你睇落都...』

佢差點流眼淚，不過無。『乜我依家真係好差咩?
我自問讀書數一數二，生得又唔差，我仲為佐佢...放棄你，盡量忘記你為我做既一切...但係佢仲要理
直氣壯錦同我講話係我既錯...我究竟做錯佐D咩啊!』

錯就係錯你鍾意一個賤人囉...出曬名禽獸來架啦...

『咁感情呢家野好難講既...』

『阿Wind...當初我同你分手果陣...我D朋友話你真係好傷心，仲要好似自閉錦...Gary同你啊妹都有搵
過我，話最少都要俾過解釋你...但係當時我真係面對唔到你...阿峰都話只係誇大佐既傳聞...結果...』

我壓低心中狂亂既情感，淺笑。『俾D時間，咩都會變。你唔洗掛念條友。』

時間...係唔會作出變化。只有我地既情感，先會變。

而我對你，陳嘉冰既情感，由我第一眼開始鍾意你，到宜家呢一刻，都無改變過。

呢D我真係好想講出來。

不過當然，我係無啦。

我唔想乘虛而入...呢個違反佐我自己既原則，我既自尊...同埋，我心入面竟然有少少開心。

見到佢同我經歷同樣既野，佢到底明唔明佢同我提出分手果一刻我有幾咁痛，幾咁傷心?
宜家佢自己感受到...屌! 我宜家做乜春啊!

冰冰突然緊握著我既手『Wind, 我地可唔可以重新來過一次啊?
我知道我愧對你，我知道我無資格同你一齊...但係我心入面好清楚知道你對我既好...你對我既-』

『夠啦。』我打斷她，悲笑。

錯啦，陳嘉冰。

我又唔係三歲細路仔，你估我真係睇你唔透咩...

佢，已經變佐。



亦都唔係我曾經識既陳嘉冰。

我曾經愛慕既笑容，本質都變佐。

『時間係無情既。既然你我都變佐，無謂再次令我承受多一次痛苦。』

我每講一個字，我心入面都被人捅緊一刀錦痛。

即使千萬個不願意，即使我想繼續欺騙自己，回到那段時光，終究只係一片假象。佢既心，仍然都依
戀著韓義峰。

『再見啦，陳嘉冰。祝你同韓義峰再次一齊，再次搵翻你應有既幸福快樂。』

呢一段，亦都係佢同我宣布佢同韓義峰一齊，我同樣講既一番說話。

我望翻佢，佢只係呆望著我。

飲埋杯苦到想嘔既Espresso,我自己一個離去，並無回頭。

無錯。

我愛佢，但佢愛既人，唔係我。

我到呢一刻，竟然無好似當初錦喊出來，只係好想笑。

好似福爾摩斯講既一句：無謂既情感只會阻礙明確清晰既推理。演變到我呢個情況，只要消除我對佢
既留念，由第三角度睇，我無謂令自己踩到更深。

呢一次既見面，只係為我同佢既事畫上句點。

唔知世界上有幾多人依然記得佢地既初戀情人?
又有幾多真係可以同愛情故事一樣，圓滿地為佢地既故事畫上結局呢?
又有多少，經歷過痛苦，悲傷，然後一笑了之?

經歷過，笑過，哭過，然後放低。

雖然係耐佐D,但我同佢既故事，到此完結。

由中一到依家，我地兩個條路纏繞著，仲間接令多少人為我地落淚。

今日，就分開啦。

我對你既情感，可能到八十歲都未放得低，但係我唔會再留戀，唔會再妄想。

你我，已變，再唔係同一個世界既人。所以，你有同韓義峰既快樂，我有我自己一個。

我地既時光，只係屬於過去，並無將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