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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告訴你1_作弄(上)

「隆隆隆！！！」
這些鑽牆的聲音，正在打擾這個做練習中的升小三學生，林婉珊。雖然她已經在放暑假的頭兩個星期
﹐做好了暑期作業，但每個星期六，她都會在下午做好爸爸買給她的練習，才走去學琴。可是，這兩
個星期，阿珊實在每天都被這些裝修的聲音煩得連效率都降低了。
「再做唔完，又要遲去學琴了。。。。」阿珊心中感到一陣傷心。鋼琴是自己最愛的東西﹐幾經辛苦
，才叫到爸爸讓自己去學，但條件係每星期六都得做好爸爸給自己的練習，否則那天不能去學。
「阿珊，換衫喇，就夠鐘喇！」房門外傳來媽媽的呼叫。
「媽咪，等多一陣啦！我未做哂呀！」我都想換衫學琴呢？
媽媽走進房間，到阿珊身邊﹕「仲有幾多呀？」
「仲有呢兩題﹐都未計到答案。。。」阿珊心中暗自話了爸爸幾句，怎可以叫我未讀小三就做小三的
數呢？
「唔緊要啦，一係媽咪幫你做啦，你去學琴先啦！」阿珊最錫媽媽了！向來媽媽都比爸爸温柔，亦都
更明白自己，什麼時間都會想辦法幫自己。
「唔好啦，爸爸知道會話我架。。。」其實不知幾想立刻收埋唔做！但阿珊性格如此﹐循規蹈矩，所
以爸媽絕不擔心佢會學壞。
「媽咪，其實點解樓上咁嘈既？」
「因為有人搬來呀，不過好似整埋今日，跟住唔會咁嘈架喇。」
「哦。。」跟着繼續用力地思考最後呢兩題。媽媽不再阻阿珊了，出去幫阿女整理好背包，準備她一
陣去學琴。
 
很快，暑假過了﹐又到九月開學既日子。阿珊一早起床梳洗，換好粉紅色的校服，和爸媽一起食早餐
。
「今日開學喇，記得比心機呀！」爸爸一路咬着面包，一路摸着阿珊的頭。
「知道喇爸爸。」阿珊一如以為，每早一定要飲一包牛奶。
「快點食完爸爸送你上校車」
「哦。」阿珊趕快的把面包把擠入口中，她的面變得好似金魚一樣。
「唔駛咁急呀！」爸爸一邊笑着﹐一邊輕力捏一下阿珊的金魚面。
「記得帶齊功課呀！」坐對面的媽媽，邊食邊叮囑阿珊記得帶齊功課。
「已經執好喇。」
每日，這個家都是這邊開心地過。
 
「細佬，返學喇！起身啦！」
「返咩撚野呀！好眼訓呀！」
「你快D起身啦，再唔起身你第一日就遲到啦！」
「遲咪遲囉！」
「你唔好咁啦，好難先揾到呢間校學校收你架，你起身返學啦！」
「返你老母！」
「起身啦，最多今日放學我帶你去抽閃卡啦！」
「算你啦。。。」最後好不情願地起床了。
 
到了校巴，巴士上坐着大部份都係阿珊認識的人，只有小部分哥哥姐姐升中學走咗，同小部份弟弟妹
妹加入。而坐在阿珊隔離的一定係阿茵。
「阿珊，你做哂暑期作業未呀！」
「一早做好喇」



「我尋晚先做完咋，而家都好累呀」
「唔緊要呀，我請你食朱古力呀！精神D架！」阿珊坐書包中拿了一粒朱古力給阿茵。
「多謝！」阿茵立刻拆開放入口，跟住兩個繼續傾計。
車頭傳來保母姨姨的聲，「仲有兩個今日新搭未到喎，打去佢地屋同佢阿爸都冇人聽」
跟着有兩個一男一女的學生狼狽的走到車門前。「對唔住呀！」女的立刻上車並對司機同保母道歉。
「唔緊要啦，下次唔好喇！快去揾個位坐。」
他們一下子走到阿珊對面的空位坐下。「下次你再遲我就唔到你！」這個朿馬尾的姐姐，指罵着和她
一起的弟弟。阿珊看着這個姐姐，雖然她罵着，但她表現出來係好温柔，好像媽媽一樣的感覺。而且
這個姐姐很漂亮，好像電視的明星，阿珊一時望了入神，心想有一個家姐就好了。
「你咪咪撚叫囉。」姐姐旁的男仔﹐好似冇腰骨咁，攤咗喺度。而佢既用詞同語氣都驚醒了阿珊。阿
珊聽後，不禁跟阿茵細細聲的說話。
「佢頭先講個撚字係咩黎架？」
「粗口黎架，爸爸一睇馬就講架喇！但爸爸唔卑我講，我講過一次即刻被佢狂話呀！」
「吓！」阿珊呆咗
「撚你地都唔識，你地讀咩撚書架！」明明攤咗喺度既男仔突然起身烏向阿珊同阿珊講咗呢個道理，
嚇得阿珊同阿茵想大叫！
「你講夠喇細路！再講我就話比你老師聽架。」司機叔叔帶點惡又帶點作弄的話這個男孩，此時男孩
又再回復原來形狀。「無聊。。。」
此時，校車已經差不多駛到小學了。



好想告訴你2_作弄(下)

一如以往，早會過後，老師帶同學到課室上堂。今年3A班的班主任是伍老師，很好人，好錫學生，
是阿珊最喜歡的老師。來到班房，阿珊走到班房窗旁的坐位，坐在尾二的位置。這是她最喜歡的坐位
，閒時可以望向校外的風景。阿珊比較高，所以每年她都會坐較後的位置，但她不想坐最尾﹐因為阿
茵成日話坐在最尾會有鬼同學和她一齊上堂，所以阿珊死也不坐最後。上年下學期就因為老師要她坐
最後，阿珊立刻哭成淚人，更被同學取笑她為巫婆，加上她內向的性格，結果經常被取笑，只有阿茵
和伍老師會幫佢解圍，所以阿珊最喜歡他們兩個了。

「點解伍老師仲未到既？」阿珊問着坐她前面的阿茵。
「唔知呢，頭先佢都冇帶我地上班房。」
此時，伍老師走到課室，還帶着一個男生。
「各位，呢位係林道立同學，他今年先到呢度讀書，記得要照顧佢呀。」
阿珊一眼便看出，這是今朝在校巴講粗口的男仔，原來是同一班的同學。
「阿茵，係佢呀！」細聲地說着
「係呀，嗰個壞孩子呀！」
「道立，你暫時就坐在那個空位先，遲些我再安排位置。」伍老師指着阿珊身後的方向。
「吓！」阿珊呆了一呆，阿茵沒有為意，因為這個小女孩經常都會呆一呆。道立走到坐位，安靜地坐
下。阿珊想回頭望一望他，確認一下這個真是今早校車內滿口粗言的男仔，但她不敢，好像知道後面
有一隻鬼在，不敢直望，怕會被吸走靈魂一樣。而課堂就如常地開始了。

阿茵被老師點了做班長，其實阿珊都很想做這個班長，但自己內向，不聰明，又成日被人取笑，所以
一直不敢去試。相反，阿茵比同齡的小朋友都成熟，所以老師都會選她做班長。而男班長就是智文，
跟阿茵一樣，都是較成熟的。伍老師繼續上課，和同學們談一談大家暑假去邊，做了什麼。不久，阿
珊感到後面有人摸她的馬尾，阿珊有點驚，唔敢轉身望誰搞她的馬尾。但跟着他竟然大力一下扯她，
阿珊立刻大叫！伍老師見狀立刻問﹕「做咩事阿珊！」
「他閔我頭髮。。。」此時阿珊已經開始哭了。
「林道立，你做咩閔前面同學頭髮。」說着，伍老師已經走到阿珊身旁。
「MISS 你地講既野好悶呀！咪揾野玩下囉。」
「咁就可以閔人頭髮既咩！」伍老師實在有點嬲，那有一個小三學生那麼壞。做錯事，在老師面前還
駁咀。
「咁MISS，你可唔可以講下馬尾除咗被人閔之外，仲有咩功能呢？」
「你講咩呀！」連平時温柔的伍老師都扯哂火。
「如果冇其他功能，咁我唔閔咪浪費咗佢囉，MISS」
伍老師真係忍唔住，她叫阿立出去罸企，要落堂先准回來。
「唔夠人講就罸人，大人個個都係咁。。。」阿立一路說着，一路慢慢行出班房。伍老師給了阿珊一
張紙巾，安慰了她，便繼續上課。但房堂的氣紛已經唔同哂，大家的焦點放咗喺阿立同阿珊，而阿珊
過了她人生最慘的一個開學日，不過，之後的日子，將會是她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光。



好想告訴你3_最憎聖誕節(上)

~第二日，那兩姐弟今日很早就在車上，阿珊上車時，,不由自主地望了這個昨天一上堂便整喊自己的
人。雖然昨日他冇再有任何舉動，但坐在他前面，阿珊實在有點驚。

阿珊望向他時，發現了他的面紅了，應該是被人整紅的。當時阿珊不知點解會這，因為阿珊從來未給
爸媽打過，後來她知道阿立被爸爸打了一面。阿珊沒理會，坐番昨日的位，等多一陣，校車又開了。

今日，阿立繼續坐在阿珊後面。老師冇調位，因為跟住阿立已經冇整古阿珊，但阿珊始終不能忘記昨
日被他整古，而一些多口同學仲話巫婆因為得罪咗D鬼，所以被人整古。更有人話因為阿立鐘意阿珊
，所以整佢，引佢注意。而今日，阿立眼都冇望到阿珊，當然阿珊都冇理會佢，全日只係好專心咁上
堂，和小息時同阿茵傾計。

又到下課的鐘聲，阿珊同阿茵一齊到操場排隊等上車，阿立就排在她們後面。沒多久，阿立家姐，林
美立，人們叫他阿美，都已經到來。
「細佬，你今日有冇搞事？」
「搞你老母咩？撚又唔知係咩，閔下頭髮又喊，我冇興趣同D咁既豬既玩呀！」阿立對着阿珊做一個
豬的鬼臉。阿珊又諗起昨日的事，諗起因為佢今日又被人講閒話，心又開始唔舒，眼淚又想湧出來了
。
「吊你咩！講兩句又喊，你係唔係水造架﹗」
「你好喇喎，成日整喊阿珊，我話卑老師聽架！」阿茵見好友又被欺凌，實在忍不住要出手幫阿珊一
把。
「講囉八婆！我又唔撚驚，唔講正豬西呀﹗」
「夠喇細佬，唔好再講喇！」阿美一手用力捉住阿立的手臂，阿立竟然出奇的停了下來，不再對她們
謾罵。
「不停哭了。」阿美給了阿珊一張紙巾，「如果下次佢蝦你，你直接來找我話知，我會教訓佢。」阿
美露出温柔的笑容，阿珊感到有些温暖。在家中是獨女的她，一直想有一個如此照顧自己的家姐，心
中不其然善慕阿立。
「XX花園既可以上車！」校工大聲的叫道。
「走吧，以後大家要好好相處呀。」阿美拉着三個小孩的說。阿珊和阿茵都點頭回應，而阿立則擺出
一幅氣沖沖的樣子，慢慢地跟着家姐上車回家了。

這一個月，班上都一如以往的熱鬧，同學們繼續玩，當然阿珊有時都會被班中頑皮的同學取笑，大聲
大聲笑她是巫婆，而阿茵也一如以往的替好友出頭。其中最喜歡取笑和捉弄阿珊的是一個叫陳家安，
人人平時都會叫他家安，但私底下就叫他技安，因為當時的卡通片叮噹中，有一個又肥又好鍾意蝦蝦
覇覇的大肥仔，跟家安好似，而且還有一個安字相同，所以大家都說他是技安。不過，家安實在太霸
道，加上大隻，大家都不敢正面話佢，他和班中幾個男同學經常結黨蝦其他同學，當然家安是他們的
領袖，而老師也不時對他的行為作出處罸。但講到被罸最多的，一定係阿立。這幾個月來，功課差不
多每日都沒有交，上星期玩百摺廉，使它整個跌下來，差點打中阿珊。更不時將垃圾拋出窗外，有次
更差點打中其中一個訓導主任的車，被罸了打手板。當時打手板仍然係小學常用的體罸之人，而佢打
既方法不是只用一把，是用五把。這個林訓導主任，是一名老頭子。他出名惡毒，用盡不同方法，包
括佢最有名的「五尺打」，使到學裡的學生都不敢在他面前頑皮。所有學生們見到佢後面，就已經不
敢動。但阿立根本不放他在眼內，既不怕打，也不怕話，加上他的聰敏，有時還用可以窒番他一下。
所有老師對阿立都沒有辦法，基本上都沒有老師會多說他一句，直接罸他出門外企或留堂便算了。同
學們也不敢和阿立交往，因為他實在是所有老師的焦點，同學和他玩都怕被波及，又沒有人夠膽惹他
，因為他實在太強，整體上，阿立在學校可以說是孤獨。



雖然阿立仍然頑劣，但上次美教訓完阿立後，阿立已很小有捉弄阿珊，就算有，但明顯比之前的力度
都減少。
好快，聖誕節假期又到，但學生的聖誕節也不能太開心渡過，因為聖誕後都是期中試的日子，基本上
，同學們都要抽時間温習。
今日係平安夜，由於媽媽係教友，每年都會跟媽媽到教堂做彌撒，而今次阿珊更被安排做鋼琴手，負
責彈奏彌撒的部分歌曲。阿珊為了更好準備，今日做完要做的練習，都去上埋今年最後的一堂鋼琴課
「好似仲未彈得好好，都係番去再彈下先。」阿珊一邊行 一邊看着手上的琴譜。

「巫婆！！」阿珊聽到有人大聲的叫她花名，阿珊回頭一望，原來是技安他們一行人。阿珊見狀想離
開，但技安他們已經跑到阿珊面前，還搶走了她的琴譜。
「巫婆學彈琴，聽咗會變鬼架。」技安一手搖晃琴譜，高聲地說着。
「唔該你卑番我啦。。。。」阿珊不知如何是好，又唔夠膽搶回琴譜，只是企咗喺度，伸出雙手，希
望他們可以還給他。
「佢彈鬼有人聽咩，得鬼聽架咋麻！！！」 
跟着把琴譜拋到另一個男仔那裡。阿珊走去，琴譜又拋到另一人，好像踢波玩猜馬騮，可惜呢隻馬騮
平時都冇做運動，跟本就連掂到本琴譜既機會都冇。阿珊見他們不停拋，個心越來越驚，怕拿不回琴
譜，跟着諗起今晚點算呢，此時眼淚已經如泉噴出，這個就係技安佢地最期望的場面，所以更加勝起
，越玩越高興。

當技安還想將琴譜掟向另一人時，在他面前有一樣野快速咁在撞向他的肚。
「哎呀！！！」技安應聲倒地，「邊個射我！」技安痛苦的叫著，雙眼還滿濕濕的。當他在找是誰人
夠膽搞他時，他最害怕的人，踢着波，就在他的面前。
 



好想告訴你4_最憎聖誕節(下)

阿立就站在技安前面，技安不敢正望他，因為阿立的樣向來帶有幾分殺氣。阿立拾起技安因被射中而
掉下來的琴譜，再踢着射中目標的足球，行去阿珊處，把琴譜交給了阿珊。
「唔該。。。。」阿珊不知如何回應阿立的舉動，只係一直受家中的訓練，禮貌的回應阿立。遞過了
琴譜後，阿立踢着球走了。但不到幾步，他停下了，調轉頭望向阿珊「你唔係返屋企咩？」

 阿珊聽後，有點莫然，想了一想，自己是要回家的，於是輕輕點了頭。
 「咁行啦，你呆q咗咁做咩啫。」阿立手拾起足球，行向阿珊，一手拖着阿珊，拉著他走了。

一路拖，一路拖。阿立拖着阿珊，一直行到居住的大厦門外。阿立沒有出聲的一直拖，阿珊亦沒出聲
的一直被拖着，滿面通紅的給拖着行。在入到大厦內，阿立終於放下手，阿珊立刻雙手抱着琴譜。不
一會，阿立先出聲。
「你知唔知點解你成日被人洽？」阿立認真地問。
「吓？」可惜阿立問錯人。其實阿立問既問題怎會有八歲小孩懂得答，如果答到，就不會在班被人戲
弄啦。
「唉！你咪就係咁囉。成日呆下呆下咁，所以咪比人玩囉。總之唔想比人洽，就要變強！」
「吓？」阿珊其實真係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算啦！同你講都係哂氣，你快點返去啦。」跟着他們一起入了鉝。在按樓層時，才知道原來阿立就
住在自己高一層。
「唔通佢就住在我樓上？」阿珊心想，但不敢問阿立。鉝門打開，阿珊回頭對阿立說了聲「唔該」，
阿立只係點一點頭，跟着鉝門關了。

當晚阿珊順利完成表演，他與母親在教堂內，一如以往一起寫聖誕卡，準備放在一棵聖誕樹上，祝福
身邊的人。每年阿珊都會給家人寫聖誕卡，也一定會為阿茵寫一張。
「阿珊。」媽媽給阿珊送上一張聖誕卡，「今年我見特價買多了一張，你寫埋佢啦。」
「吓？」阿珊都不知應該寫給那個，每年都是寫給這幾位，不知道該要給那一位寫。此時，阿珊心中
想起一個人，一個佢之前見到又好驚，但今日之後又覺得佢不是那麼可怕，心中總是出現他拖着自己
離開技安他們的画面。「就寫給他吧。」阿珊將聖誕卡寫好，把它掛在樹上。卡上寫着，「林道立，
祝你聖誕快樂，生活愉快。」掛好聖誕卡後，阿珊媽媽將兩份禮物送給阿珊，是媽爸送給送給她的，
有Hello
Kitty和大眼青蛙既公仔。兩樣都係阿珊最鍾意既東西，雖然爸爸上班不能在旁，但阿珊和媽媽都一
樣咁開心過聖誕節。

「媽咪，細佬話唔食呀。」阿美和電話中的媽媽傾談。這次是媽媽跟爸爸分開後，第一次想和阿美阿
立一齊食飯，但阿立不想，基本連媽媽媽的聲音都不想聽。「咁我同你食啦，你地阿爸要返工，兩個
都冇飯食。」
「好呀，陣間樓下餐廳食好唔好呀？」
「冇所謂，阿美你想食就得。」  
「好呀，咁八點嗰度等。」
「好呀，陣間見。」
阿美掛線後，走到阿立既房間，「你想食咩，我買番黎卑你食。」阿美温柔地說
「唔駛喇，我自己會搞掂。」
「咁你記得食野喇。」說畢，阿美帶着鎖匙，穿好鞋，準備出門。在關門時，阿美叫着，「爸爸既聖
誕禮物放咗喺你枱下面，你自己攞啦。」跟着便關門離
在床上的阿立，望着窗外，心中不禁想起，上一年的聖誕節。



那時候，他和家姐在家，等爸爸同媽媽回來。兩個人不停討論究竟今年爸媽會送咩禮物給自己，是機
械人？是公仔？是單車？開門的聲音來了，兩人立刻走去迎接禮物，但他們只見到爸爸，媽媽並沒有
在。
「媽媽呢？」阿立奇怪的問。但爸沒有出聲，只是靜靜的脫去鞋子，也不見他手上有任何禮物。此時
阿美只是呆着，不過，阿立已經開始追問。
「爸爸，媽媽呢？」
「唔好再出聲。」爸爸嚴正的說。
「你講啦，媽媽喺邊呀？」阿立是一個好奇同求知欲好強的人，想知的他一定要知。阿美已經想阻止
阿立繼續問，但阿立又再問了。
「媽媽講咗話會返黎，佢唔會講大話架，佢喺邊？」
此時爸爸真的很火大，也收不到情緒，一下的打落阿立的面。這次是爸爸第一次打他。爸爸最愛他們
兩個，家姐乖巧聰明，阿立更是文武兼備，校內成績很好，曾經被學校懷疑是資優生，但爸爸拒絕為
他驗智力，因為想阿立平常的過小孩的生活。但今日，阿立的生活已經過得不平凡了。
「媽媽！媽媽！媽媽跟人走了，我地離婚喇！」
阿美呆了，阿立也呆了一呆。爸爸此時才發自己真的火大過頭。阿立的面腫了，咀角也爆咗。當他想
摸摸阿立的傷勢時，阿立的表情又呆滯變成了憎恨，憤怒，雙目厲着爸爸，「你地個個都講大話，話
我讀書叻就會永遠一齊，運動叻就會過得開心。。。。你地講大話，我憎死你地班仆街！」
阿立第一次的粗口。他一支箭的衝回房間。爸爸知道自己錯了，但兒子的心已傷，他忍不住的流了眼
淚。阿美都已經哭成淚人，但她見到爸爸那麼傷心，她捉住了爸爸的手，爸爸立刻崩潰了，跪了下來
，抱着阿美，不停的說，「對唔住」。

我最憎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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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一事過後，技安都唔敢再捉弄阿珊，因為怕阿立唔知幾時又會拿個波來射佢。而阿立和阿珊的
生活繼續，阿立不時捉弄阿珊，而阿茵就幫阿珊還擊，但明顯三人的關係已經變成朋友。跟着小四，
三人又再同班，又係一齊坐，但多了一個人，佢就係李文中。和阿立相同﹐佢都係轉校生，小四轉來
，就坐在阿立隔離。原本阿立唔多理佢，但一兩個星期後，兩人關係越來越好，一齊在班上搞破壞，
當然阿茵和阿珊都會被玩。佢兩個就成為咗小學既霸王。和阿立不同，阿中比較温柔，有時阿立玩阿
茵太勁﹐阿中都會幫手補鑊。而之後，四個人一直同班，也一齊坐，慢慢，四個人成了好朋友。
 
四年過去，今日是中學派位的日子。所有學生都坐在課室裡，準備迎接這個影響自己的時刻。阿立，
阿珊，阿茵和阿中，四個人各自有不同的心情其待着這個結果。其實，要擔心的只有阿茵，因為她成
績不太好，也不太差，不像阿美那樣，一定會去鄰區的BAND
ONE女子中學，也未必如阿立和阿中那樣，必定去小學附近那間BAND
FIVE中學。阿茵真的很緊張﹐緊張得想哭了似的。
「你駛唔撚駛咁驚呀！」阿立頭躺在桌上，側望着阿茵問道。
「你地梗係唔驚啦！阿美你可以去聖保二世，你爸爸媽媽一定好開心啦！你兩個就一定去隔離間陳耀
南，都唔駛諗咁多。我就煩啦，如果去唔到聖保二世，連七三都去唔到，去陳耀南，阿爸一定打死我
！」
「去陳耀南咪好囉，我同阿立可以陪你玩麻。」阿中笑著說，基本上認同咗自己一定會去陳耀南中學
。
「吊你！你去聖保二世做最尾嗰個，不如去陳耀南做第一嗰個好過啦！」阿立高聲說道。
「林美珊！」伍老師的一聲，打破了他們的談話。阿珊聽到後，立刻舉手並出去拿派位結果。
「恭喜你呀！比心機呀！」伍老師摸一摸阿珊的頭。當然，她的結果是聖保二世。
「多謝老師。」
「林道立！」伍老師再叫下一位。
「係！」阿立回答，慢慢的行出去。
「記住呀，間間中學都一樣，你努力就冇問題架喇。」
「得喇，我去會考第一，不過係尾數上來！」阿立繼續開玩笑，伍老師也沒有他乎。
而李文中都是去陳耀南。
「梁厲茵！」
「係……」梁厲茵嚇到彈起來。她很不想去拿，她只想可以繼續在這學校裡，不用想着中學的事情！
她慢慢地行着，留意到伍老師有點面色不好，雛起雙眼，心中的恐懼差不多壓不住，眼淚好像要流出
來了。
「如果返去爸爸媽媽想去第二間，你叫佢地打比我，知道嗎？」伍老師像派結果給阿珊一樣，摸了一
摸阿茵的頭，但不同的是一個是恭喜，一個是安慰。
陳耀南。。。。。
阿茵真的忍不住，已經大哭出來。
阿茵回到位繼續大哭，阿珊立刻拿紙巾給她和捉着她的手來安慰她。
「你駛唔撚駛咁激動呀？」阿立一如以往想串阿茵，但他看見這場面，自己都不禁收儉下來。而原本
一定會還擊的阿茵都已經完全聽不到他的說話，甚至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麼，只是驚慌如何向爸爸交
代。
「唔好喊啦，放心啦，你去到一定唔會考包尾，因為有我同阿立墊底麻。仲有呀，唔怕比人恰，起碼
有我兩個保護你麻。」不管阿中說什麼，阿茵都繼續哭，大家可以做的，只是看着她哭完而己。
 
結果派完，很多家長都在門外等消息。
阿珊的父母知道阿珊成績，開心地三人抱在一團。阿茵的母親知道後，跟阿茵一起哭了，接着便走回



學校跟老師談話。阿中的母親也在等他，看完了結果沒什麼特別，跟着兩人便走了。而阿立，沒有人
陪他。他一個人，獨自的行回家。阿珊從遠處望着他，不知為何，心裡總是有些不舒服，她不知是什
麼原因，只是有一種想望着他的感覺。很快，阿立離開了視線。這四年裡，四個人一起開心和玩樂的
生活，從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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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很多都是精英制，很多時入學前，學生都要做一個入學試，用來編排他們去那一班別，陳耀南都
是一樣，而班級派結果，竟是阿立，阿茵，阿中三個人同班。沒錯，三個成積應該差很遠的人竟然同
班，原因是在考試時阿立和阿中都抄了阿茵的答案。而阿茵，上次派位結果後，她回家時她父親竟然
沒說她一句，還說﹕「在聖保考第尾，不如在陳耀南考第一！」，父親還請她食了一餐大餐，叫她努
力！阿茵很驚訝，一直父親都很嚴格，很想她好好讀書。哥哥是BAND
2的學生，成積好，父親也希望阿茵都可以讀好書，不用好似自己，做厨房工作，辛苦得來很小錢。
所以不能像哥哥那樣，阿茵確實怕父親會好像平時她不乖時打她。但結果竟然是這樣，她對父親改觀
，也希望在這所所謂既BAND FIVE學校中證明自己，是可以考到大學的。
 
阿珊那邊，成積出眾加鋼琴演出早就成了校內的重點人物，精英班不是問題。而她很快已經有了「新
朋友」，這個人就是林美立，阿立的家姐。她已經是中四生，是文科的精英份子，也是校內的出名人
士，是英文學會幹士，籃球隊隊長，班會主席等等。在女校中很受歡，不時被同學表白(女校常見的
情況，Les….)。在阿美的協助，內向的阿珊很快融入中學生活。
 
「喂！」小息時間，阿茵向坐在她後面的阿立叫道。「今日放學後有咩做呀？」
「去踢波。」阿立半夢半醒的說着。開學已經有兩個多月，而阿立這個情況維持了個半多月，而其他
時間他根本就沒來上學。班主任Miss
Chan已經多次對他警告，也見了他的父親，但情況一樣，只是他見家長後第二天，阿立的眼角瘀了
，此後，Miss Chan 都沒有再見他家長，只是不停的勸告阿立，但都起不到作用。
「你日日都踢波，踢小陣啦，今日有野搞呀。」
「我對搞你冇咩興趣WOW？」
「你去死啦！我都冇興趣呀！我想話今日阿珊運動會會早放學，又唔駛學琴，佢會來等我地放學，跟
住去麥當奴食野傾計呀。你都黎啦！」
「你算啦，佢點會黎呀，佢識踢波架咋。」隔離坐位的阿中插咀說。
「關你撚事咩！你又知我唔去？」
「我唔理你去唔去，總知今日我唔陪你踢波。我去食魚柳包。」阿中裝着很美味的樣子。
「有異性冇人性。」阿立不滿的說。
「黎啦！阿珊都想見下大家，你知佢好忙架啦！難得人地得閒。」阿珊扯着阿立的手。
「好啦！我卑面你係阿中條女，我去！」
「你講咩撚野呀！」阿中即將手上的書掟向阿立。而阿茵就只是默不出聲。
「講親呢樣野你兩個都面紅，真係好撚襯！」阿中聽完後即將桌上所有可以掟都掟向阿立，阿立就一
支箭的走了出班房外避難。
「個仆街成日亂講。。。」阿中細聱的說。阿茵只是繼續不出聲，跟着便打開書本温習。
「阿茵，你温咩呀？」坐在阿茵前的女生，張樂琳問着。
「我温番頭先老師講既野。」阿茵埋頭苦幹着。
「但你掉轉咗本書WOW。」阿茵無耐的調轉回書本，繼續她的「温習」。而阿中都借機去找阿立而
離開了課室。
 
阿珊站在陳耀南中學的門外，等待阿立他們放學。而門外也不只有她一人，也有維數不小的金毛小年
，都在等放學。女孩早熟，阿珊已經有小許小女的味道，上身也開始發育，雖然戴了眼鏡，但都遮不
了她精緻的面貌，一條長長的馬尾，很快吸引到門外金毛青年的注意。有人忍不住，走去跟她搭散。
「你等邊個呀！」兩個金毛人已經走到阿珊身旁。「你叫咩名呀？陣間一齊去玩呀！」
阿珊不知如何應對，心中只是很驚慌。阿珊沒理會他們，只懂低頭及擰開。她的舉動沒有令他們離去
，反而令他們更希望把這個害羞的女生拿到自己手中。兩人除了咀上佔便宜，手也想開始行動，一手



搶了阿珊拿着的一袋運動衫。阿珊想搶回來，但她太驚恐了，不知怎樣才可拿回衣服，雙眼已經想流
淚。
「喂！咪撚玩啦！」一個好像幾年前見過的影像。一個男孩在自己有困難的時候出現，為她解困。而
不同的是，被救的女孩已經是一個漂亮女生，男孩已經是一個開始長高，皮膚黑黑，很結實的短髮男
生。
「我個FRIEND黎架，咪撚搞佢啦！」阿立拿走了阿珊的袋，並對金毛人說着。
「原來係立少條女，早D講麻！有條咁正既女都唔出聲！」
「痴撚線，FRIEND黎架！走先喇，下次再講。」說着，阿立一手的捉着阿珊離開。一直拖到去麥當
奴為止。此時此境，腦裡的回憶又再一次出現。那一次的英雄救美，今日又再一次在阿珊面前出現。
上一次，他的行為令自己改變了對他的想法，今日，他的行為，令自己增添了對他的好意。已經拉走
了阿珊。
 
當然，在旁吃花生的阿中和阿茵也緊隨其後，到了麥當奴。
 
麥當奴真是長久以來中學生的好去處。一個小小的屋村麥當奴濟着很多很多的中學生，有男有女。好
不容易，他們才找到四個位，叫了四個餐，一邊食了解大家的近況，其實係了解阿珊的近況。
「阿珊，你女校咪好悶囉！」阿中一口咬着薯條，一邊問道。
「都唔係既，都有好多朋友架。」阿珊拿着汽水。
「佢意思係話你得女仔FRIEND，冇男仔會好悶呀！」阿茵一面咬着薯條，一面幫阿中補他想既話。
「都唔會既。」
阿立在場一直沒有出聲，只是不停地食著薯條。
「你唔好掛住食啦！」阿茵叫道，一手搶了阿立手上的薯條。
「吊你咩！」阿立板著面，「最後一條喇！」
「得啦，唔好嘈呀，我再買喇！」阿茵起身走向收銀處，「喂，男人，幫我攞野！」阿茵拉着阿中的
衫，阿中給拉走了。
只剩下阿立和阿珊。但兩人都只是坐着，沒有對話，氣氛冷了下來。最後，阿立先出聲。
「聽家姐講，你好受歡迎WOW。」阿立玩着汽水杯，望着桌面低頭說。
「唔係啦，係你家姐受歡迎啫。」此時兩人突然對望，阿珊即時感到臉紅，阿珊不自主地立刻低着頭
。可惜阿珊動作太快，她看不到，阿立也臉紅了。
「你仲係咁怕醜，咁唔得架，點溝仔呀！」阿立細聲的說，希望靠說話遮蔽自己臉紅的表情。
「下？」
「又下？唔好成日下啦！人地覺得你十下十下咁架。」阿立又飲一口汽水，阿珊只是繼續低頭望住杯
汽水。
「有冇拍拖呀？」阿立飲着汽水，細聲的說。
「下？」
「冇野呀！自言自語咋麻。」阿立沒有好似剛才那樣訓話阿珊一番，只是咬着飲管，雙眼望着前面。
他心中不知道究竟阿珊聽不聽到自己的問題，只是他的心叫自己不要繼續問下去，好像怕聽到什麼答
案似的。而阿珊怕醜地用眼尾斜望了阿立一眼，她發覺阿立真的不同了。由小學畢業後，只有在回家
或上課時偶然見到他，並沒有望清楚，也可能是自己不敢望。阿珊發現，坐在後面的男孩，已經是長
高，頭髮短畜，不是現時流行的分界頭，但郤很好看，加上黑黑的皮膚，有一種成熟的味道，跟他俊
秀的面孔有點不配。阿珊心想，他應該已經有女朋友了。因為她不時看到阿立在家附近的公園，和不
同的女生玩耍，有時阿立還拖着她們的手。這很正常吧！一個美男子，運動型，一定吸引不小女生。
好像現在自己也有一點被吸引，想繼續望下去一樣。
「你望咩呀？」阿立雖然眼不接着阿珊，但已經知道阿珊望着她。
「……」阿珊立刻低頭，面紅得像一個蘋果。阿立雖不望她，不過知道她性格，她一定臉紅，一定是
一個蘋果。阿立心中想像到她可愛的樣貌，不禁微笑起來。
「我去厠所先。」說罷阿立離開。阿珊摸摸自己的臉，感到真的很差勁，怎麼會被他看到自己害羞的



臉。
 
「你係唔係變態架？」阿中說道。兩人在排隊買食物，但郤一直讓給後面的人，一直都在隊尾，觀察
着阿立和阿珊的對話。
「我為我好姊妹尋找幸福。」說着一面興奮。
「阿珊鐘意阿立？」
「呢個要從好耐既聖誕節講起。」阿茵繼續望着他們，面露一種邪惡的笑容。
阿中等了一陣，問﹕「如果阿立同阿珊一齊你冇唔開心咩？」
「點解呀？」阿茵奇怪的問。
阿中諗了一諗，好想問阿茵一樣事情，但又一直唔敢問。再想一想，都係問啦！「你唔係鍾意阿立咩
？」
「……」阿茵好像想嘔一樣，但發覺原來胃裡冇野可嘔，全都消化了。「痴線！佢！我先唔會好似阿
珊咁！佢都唔知有咩好。」
「係咩……」阿中細聲說道，咀角不自覺地上揚了一下。
「枉我同你咁FRIEND，咩你咁唔了解我架！」阿茵炸嬌似的，用手肘撞了阿中一下。
「其實有時我都唔係太清楚你，好似你有冇鍾意既人咁。」阿中眼望着麥當努餐牌說。
阿茵沉點了一陣，突然的出聲﹕「我鍾意既人，好似好壞，但佢其實好幫佢朋友，會同佢既兄弟一齊
做任何野，就算唔啱都會SUPPORT佢，好似傻瓜咁。」
「咁咪即係阿立？」阿中諗一諗，不自覺地說出來。
「唔好講野呀！買野啦！死蠢！」阿茵氣沖沖的說道。阿中不知何事，只是心中一沉，是否自己說中
了呢？但阿茵的怒氣使他不敢再說話了，只是跟着後面做咕喱，拿東西。
 
食完野後，阿中和阿立離開去玩，而阿珊跟阿茵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兩人互無不談，但都係返學
的事。這刻，阿茵問了阿珊一個佢好想知的問題。
「你有冇同阿立表白？」
「下？」
「有冇呀！做咩下呀？」
「講咩呀？」阿珊又臉紅了。
「表白呀！廣東話即係，你講咗鍾意佢未呀？」
「你點知我鍾意佢呀？」阿珊好害羞又好直接咁認咗自己鍾意阿立。
「你真係好可愛呀！」阿茵好興奮咁抱着阿珊。她真的很喜歡阿珊的天真無邪。阿珊郤不知道阿茵為
何那麼興奮，但好姊妹開心，她也開心的抱在一起。一陣子，阿茵放手了。
「雖然我唔鍾意呢個人，但我會幫你捉住佢！」
「捉住佢？」阿珊心諗什麼事要捉住阿立，他做咗壞事？
「捉佢來比你做奴隸！呵呵呵！」阿珊聽到後有點心寒，但諗咗一陣，佢明白阿茵的意思，心裡好多
謝佢為咗自己而努力。
「就跟住既聖誕節，我要佢同你一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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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是阿立一向最唔鍾意的節日。由五年前的聖誕節節開始，他都沒有慶祝。父親想帶他去食飯
，他一定不去，很多時都因此與父親吵，相反，家姐阿美一定陪父親過，因為阿美知道，唔開心的不
只阿立，父親也一樣，而阿美亦會抽聖誕節假裡的一天陪母親。雖然父親跟阿立常吵架，但一定會買
聖誕禮物給阿立，但阿立由五年前可始，都沒有收，只是阿美代收並收在阿美的櫃裡。今年聖誕節，
父親要上班，阿美約了母親，想阿立一起去，但一如以往，阿立沒有去。
 
在聖誕節假開始前，阿茵給了阿立一張門票，上面寫着，「xx堂聖誕佳音音樂會」。
「咩能野黎架？」阿立接到手時一看，大聲問道。
「音樂會呀！你唔識字架？」阿茵立刻串番阿立。
「聖誕節我唔得閒同你做埋d無為野。」阿立一口拒絕。
「但阿珊想你去wow！」阿茵雙眼碌大的望着阿立。
「你咪能扮可愛啦！我會死架！」
「你去啦！嗰日冇人陪你架，因為阿中都應承咗！」此時阿中去完厠所回來。
「阿中，你唔係話嗰日同我去迷牆既咩？(迷牆是一間disco，當年很流行﹐但因為毒品和黑社會問題
嚴重，後來被打擊了。)」
「去完音樂會先囉！同埋你都冇話肯去迷牆。」
「吊你。。。」阿立細聲說着，其實他不喜歡聖誕節出外，不喜歡聖誕節那種歡樂的氣氛，所以他一
定會在家。今年他其實打算去上星期才溝到，那位隔離校的女生家過夜。順帶一提，他已經拍第二次
拖了，這一次拍拖還已經破了大家處子之身。阿立的拍拖其實只是玩樂形式，他只喜歡她們有美貌或
美乳，跟本談不上什麼鐘意，更不是愛，只是做愛。
「去啦！」阿因捉住阿立的手臂，又碌大雙眼的望着他。
「夠喇！唔好再望我！我再諗下先！」
「唔好諗啦！」阿係茵，又再用那個絕招。
「我吊你！總之我去就去，見到就見啦！」跟着阿立就一支箭的走咗出班房，阿茵想捉也捉不住。
「佢做咩啫？叫佢去好似叫佢去死咁？」阿茵不明所以的說。
「你唔明白架喇。」阿中將阿立父母的事講給了阿茵知，阿茵明白點解他唔想聖誕節外出，也為自己
選了聖誕節為阿立阿珊做訂情日而內疚，還責罵阿中點解不先和她說。阿中只好無奈被罵了一下。
 
「喂，你今晚唔係喺度陪我咩？」阿立身邊訓着一名女生，女生比他大兩年，但樣子郤是阿立大，因
為阿立成熟，所以他吸引到的不只有同級女生，還有年級高的女生一樣傾慕着阿立。
「今晚有個小學朋友話有個音樂會，想我去支持下。」阿立抽一口煙再說。那女生也抽一口阿立手上
的煙，然後起身坐上阿立的腰上。
「我又要去！」此時女生伸手把玩於阿立兩腿之間的地方。阿立繼續抽煙，但另一手已經摸着女生的
右胸。
「唔得呀，得一張飛咋。」女生聽到立刻大力捉着阿立的下體，阿立立刻感到一陣不爽和痛，決定要
懲罰這女生，推倒她在床上，並進入了她。
「嗯….嗯….」女生面紅的叫着，「我夠你先準走！」阿立沒有理會她說什麼，也沒有理會她的面容
和裸露着的身體，只是一面抽動，一面想着，今晚真的該去嗎？
 
「佢係唔係真係黎架？」阿茵和阿中坐在劇院的中間較前位置，是一個非常好的坐位來欣賞前面樂手
的演出。因為阿珊就是其中一個表演者，所以可以拿到這樣好的位置，而阿珊的媽媽就是其中一位幫
手的工作人員，所以位置較偏，不和阿茵他們一起坐。
「佢話黎架，但唔知係唔係比條女捉住咗？」阿中一看着簡介書，一面說着。
「嗰個皇人女仔？」



「係呀，聽聞係嗰邊校花黎架。」
「水性楊花就真！阿茵不肖的說。「你有冇同佢一齊溝女？」阿茵認真地問。
「我邊有呀？佢唔食我先有得食啦！我咁既樣。」阿中苦笑着。其實阿中一點都不醜樣，還比阿立高
大，但口才，運動能力同樣貌都給阿立比下去，所以阿立是校內風頭躉，而阿中只是風頭躉的兄弟而
已。
「即係有食啦！」阿茵認真的厲着阿中，阿中心感一陣寒氣，舉起雙手作無辜狀。
「我冇呀！真係冇！」
「你唔好呀，男仔要一條心先吸引。」阿中聽後，只諗起一樣野，我真是吸引嗎？
過了不久，音樂會開始，阿立都沒有出現。一直聽下去，第五位便是阿珊。阿茵心想，希望阿立快來
吧。當年手機不太普及，中一的學生根本不會有手機，所以阿茵焦急，但也不能找到阿立。
正式到阿珊出場，她出場時望一望阿茵她們的位置，阿茵和阿中見到，立刻揮手打招呼，其實是想平
息阿立不在的事實。但阿珊一看便知阿立沒有來。阿珊心有點痛，但她知道自己不該這樣，況且自己
因怕羞沒有親自邀請他，可能他嬲了也不定。不緊要！為朋友演奏也有意思的！
 
當阿珊菊恭後，抬頭時一望，原來阿立就在最頂行站着。不知他為什麼會在那裡？是遲到嗎？不知坐
位？去了洗手間？但都不重要，重要是他來了。阿珊與阿立對望着，阿立舉起指公，阿珊微笑回應，
阿立也笑了。每一次，當阿珊見到阿立時，雖然會有害羞的感覺，但也有一種安全的感覺。阿珊自信
地，走到鋼琴前面坐下來，深呼吸一下，決定今日要彈出最好的「快樂頌」。
 
音樂會完了。當然阿茵他們沒有看到最後，因為一早已經跟阿珊約好，她一彈完便在門外等，去行街
。阿珊跟媽媽打聲招呼，媽媽很通氣，讓阿珊跟阿茵去玩。不過，媽媽根本不知道還有阿中，否則她
一定不肯。阿珊走到門外跟阿茵會合，阿珊很高興，因為自己從未試過跟朋友去夜街，一向管教很嚴
的阿珊，沒什麼事的話，七時前一定要回家，否則爸爸一定會責備。而現在已經八時半，雖然媽媽說
十一時前要回家，但這兩個半多小時的時間，一定會很快樂。阿珊看見阿茵時，發現在阿立也在，他
們也會合了。
「阿珊！你好勁呀！」阿茵捉着阿珊的手說。
「唔係啦，差D彈錯。」阿珊笑着，就如天使般的笑容，實在很配合聖誕節的意境。阿立看到，面有
點紅。阿中注意到，拍一拍他，笑了他一下。
「你知唔知呢個人遲到呀！我出黎門口見到佢喺度食煙，佢話啱啱先到！」阿茵大罵。但阿珊知道阿
立當時就在，記得他那手勢，那個笑容，心中不自覺微笑了出來。
「好喇，我地走啦，唔係你兩個夠鐘返屋企架喇。」阿中說完後，四人一起去了荃灣看燈熄，阿茵帶
了相機影相(是菲林相機，當時沒有數碼相機的)，行街，吃小食，最後大家走到荃灣碼頭一齊坐下來
。四人一起傾計，飲野。阿立和阿中買了啤酒，雖然阿茵堅持唔飲，最後都屈服於不服輸的性格，不
想被阿立挑戰成功，飲了些，一飲已經面紅，有點醉，仲亂講野。
「阿立！你個仆街！成日溝女！帶壞阿中！」阿茵烈女上身了。
「你飲大咗喇，癲婆！」阿立繼續飲，但沒有一點醉意。
「你有！你溝咗皇人個校花！」阿中見阿茵真係一發不可收拾，決定拉開她，免得他越講越多。阿珊
聽到後，心不是味意，但她明白，阿立是受歡迎的人，阿茵也提過他有很多女朋友，但始終今晚籨阿
立口中說出﹐才真的相信。
「你唔好聽佢亂吟。」阿立飲一口啤酒。
「其實拍拖都好正常，我同學都有拍。」
「我玩下啫。」
「下？」阿珊有點不明白。
「你又下咩呀？」
「拍拖可以玩既咩？」
「你唔明白架喇，呢D係壞人先做既，同你呢D乖乖女唔同的。」阿珊沒出聲。其實他們真的很不同
，一個係精英，一個係破壞皇，兩個世界既人。



阿立見阿珊沒出聲，只好先開口，不想搞得氣氛太冷。
「其實你唔應該同我地玩，你應該有你自己既圈子。」
阿珊其實不太明他想說什麼，但字面來講，阿立好像叫自己不要再跟他們一起，但阿珊不想。因為他
們之間很有感情，雖然大家的背景不同，但小學到現在都很開心，她不想失去一起開心的朋友。此時
，阿珊突然有點衝動，一手拿走阿立手上的啤酒飲了一口。很苦！很想吐！阿珊覺得點解阿立要飲呢
D，但她不理，她想證明自己都是一伙的，所以她鼓起勇氣，飲下去。
阿立一手搶回來。「你傻咗咩！」
阿珊很辛苦的樣子，想吐，但最終她竟然吞下去。
 
「得喇，試過算喇，唔好再飲喇，我唔鍾意女仔食煙飲酒。」
阿珊聽到小部份，因為已經有點頭暈，始終她從未飲過這些。一會，他們兩人坐在一起，身體靠得有
點近。阿珊感到很鑑介，阿立也一樣。此時阿中拖着阿茵回來。
「佢劏完喇。」
「醒未呀？」阿立問道。阿茵做出一個OK手勢。而阿立也望一望錶，已經十點半，所以決定離開了
。
阿珊和阿立先送了阿茵回家。很好阿茵爸媽還在上班，她的阿哥知佢飲咗酒，但應承會守秘密。跟着
阿珊和阿立一齊回家，兩人一起入鉝。
「其實我想同你講對唔住。。。」阿珊先開口，阿立也呆咗，唔通真係酒精影響。
「我對唔住先真，遲到。」
「唔係呀。。。我喺阿茵度聽過，你唔鍾意聖誕節。」阿立知道阿珊想說什麼，也知道，一定是阿中
講給阿茵聽的。
「唔緊要。」
「如果唔開心，其實你可以同我地講！」阿珊很認真的說。
「冇啦，今晚好開心，從來冇咁開心。」到了，門打開。阿立摸了阿珊一下頭。「返去啦。」
「88」
 
阿珊回到房，沖完景整個人清醒了，也沒有給媽媽發現自己飲了一啖酒。回到房間準備睡覺時，發覺
門窗外吊着一個信封。阿珊打開窗，拿了信，原來是聖誕卡，上面寫着﹕
 
「多謝你，我有一個從來沒有的聖誕
 
祝你
 
聖誕快樂
 
                        林道立」
 
阿珊立刻拿出一張聖誕卡，其實她一早已經寫好，但唔敢送給阿立。阿珊加了一句說，然後掛好，便
立刻回到床上睡覺，但雙眼，一直凝望着聖誕卡，看有否被拿走。不知不覺，已經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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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聖誕節開始，阿立和阿珊有時會這樣寫紙仔溝通。當時如果要傾電話，一定是用家庭電話，那父母
一定發現，也會過問阿珊和誰傾，所以他們都係用這種方式溝通。但問題是，阿立住上層，阿珊住下
層，所以只有阿立可以主動找阿珊，而阿珊只有呆坐的等。有時珊温習到要睡覺時也不見到阿立有什
麼紙仔吊下來，便會想，
「佢又去咗玩？定係去咗嗰個女仔度？」
阿珊最後只有忐忑的走上床睡，但睡眠前一定是望着窗外，期待紙仔出現。
 
時間過去，阿立的紙仔越來越小，但內容多咗。阿立會解釋下點解成個星期都冇紙仔，也會講番呢幾
日發生咩事。阿珊不介意，只要有就可以了。聖誕節後，都沒有大伙兒一起出去玩。阿珊固然忙功課
，琴試，還有各式各樣的校內活動。阿茵都一樣，果然在band
five考第一是真的，好快老師都覺得阿茵很叻，給他好多機會參加不同的學術比賽。
 
時間過去，暑假又來臨。這是他們中學時代的第一個暑假。中學跟小學唔同，小學放暑假，可以留在
家大玩特玩，到最後一日做好暑期作業便可。中學生一入學就要面對五年後的會考(當時分會考和高
考，會考淘汰一批人，再在高考中爭奪大學位置)。聖保二世這樣的書院，當然會在中一開始，在暑
假搞很多補習班，其望推高會考成績，希望可以加強學校的聲譽。而陳耀南這些「雞校」都希望擺脫
BAND
FIVE既命運，向一班如阿茵這樣的高材生埋手，可始催谷他們成為校長8A的希望(以前是ABCDE級，
再分A1A2那樣的)，要他們參加補習班。這些校鬥從未停止過，就算香港政府點變考試模，學生最終
都成了當中的棋子，犠牲品。
 
阿立和阿中就不同，被學校認定是無藥可救，所以最好他們不來上學。阿立更曾被要求退學，阿立是
沒所謂，只是老爸和家姐多次的勸服了學校，才繼續可以升學。而理所當然他們三個下年不同班了，
阿茵繼續精英班，阿立和阿中去了最差的班。
 
暑假過了。暑假中阿立阿中基本都一齊去玩，而阿茵和阿珊則不時在圖書館裡温習，四人都沒什麼一
齊玩過。但只有阿立和阿珊知道，這個暑假他們繼續用窗來溝通，大家都知道大家的情況。唯一阿立
沒給阿珊知的，是他的感情生活。阿立已經飛咗皇人校花，跟另一名在DISCO識的女仔行埋，暑假
有一段時間在女友家住。
 
來到新班級，阿立和阿中間直脫胎換骨。在這個班課，老師有老師講，佢地有佢地玩。鋤D，聽歌，
睇漫畫咩都可以，有時仲可以公然喺課室食煙，自由度商當大，其實，係學校放棄咗佢地。
 
十一月，是學校的運動會。對阿立來講，是一個走堂的好時間。兩日運動會他已經準備不來，當然上
一年的也沒有。其實阿立的運動神經很好，原本是足球校隊主將，也聽聞當時體育學院都想要他，但
由於紀律問題，阿立不能參加校隊，當然阿立也不悕桿参加。運動會原本應該不來，但最終阿立都來
，因為阿中強行拉了阿立來參加。阿茵今開始幫手搞下社的活動，以中二生來講﹐真是小見。
 
運動會有一比賽，係社制爭霸戰，每個項目中裡得最高分的一社，會成為全場總冠。這些當然不關阿
立事，但關阿茵事，她要同屬於紅社的阿立和阿中出賽，「包尾都有分架！」這是阿茵說的。阿立當
然睬佢有味，但阿中說一定會參加，還拉了阿立一起來。
 
兩個人坐在運動場的頂坐，看着阿茵在訓練啦啦隊。
「你其實係唔係有點偷窺狂呢？」阿立不耐煩的說。



「你講咩呀？」阿中繼續看着阿茵。
「你睇能咗成朝啦。有咩咁好睇呢？一個傻婆。」
「你唔明架喇，情聖。」
「吊你！你係鍾意人咪同佢講囉。」
「我唔同你，你玩玩下。」
「唔係點呀，你想過人世呀？你中二咋大佬！」阿立不俏的說着。
「我想拍一次拖架咋。」
「你冇撚野呀？我當你只係諗住拍一次，都唔係梗呢條傻婆呀！」
「咁你又唔同林婉珊拍下？」此時阿立靜了沒再出聲。他們兩兄弟其實很清楚大家對方的感情事。
 
不久，阿立先開口。
「我見到你咁婆媽真係忍唔撚住，我幫你。」跟着，阿立一支箭的走向阿茵。
「喂！你做咩撚野呀！」阿中立刻跟住阿立。
阿立跑到阿茵前面，一手拉着阿茵。
「你搞咩呀？好痛呀！」阿茵罵着阿立捉她的手。
「喂！同你講樣野！」阿立露出一個鬼臉。此時阿中已經趕到，立刻想阻止阿立繼續說，但太遲。
「我同你賭一輔。」賭一輔？阿中呆了一呆，阿立不是想和阿茵講，自己鍾佢嗎？
「賭咩Q呀？」阿茵其實骨子裡都是很爽直的人。
「如果我陣間一百米跑第一，你要錫我一啖！」SHIT！！仆街仔你講咩呀！阿中心想，你是不要跟
我爭阿茵吧？
 
「你係唔係痴咗呀？」阿茵不解？錫你？你幾時對我有興趣。而阿中聽到真係呆咗，繼續看阿立說道
。
「咁你要我出力，都要比D回報我架。」阿立跳皮地說。
「錫你我就唔會，我寧願輸呀！」
「好，咁唔好係我喇。錫阿中！」你又講咩呀仆街？阿中心裡真的給阿立搞亂了。但此時阿茵沒出聲
，只是望了一望阿中。阿中跟阿茵雙目交投，阿中立刻害羞的避開。
「你兩條友又玩咩呀？」
「冇玩咩。你諗下，你一幫手就幫紅社攞到總冠軍，好耐冇人試過WOW，呢個報酬值得諗下。」
阿茵諗咗一諗，竟然開口話﹕「好！」阿中立刻覺得整個人軟了。
「但係，我要你所有参加既都嬴。」
「好！冇問題。」跟着阿茵走了，繼續她的訓練。阿中立刻拉走了阿立，問他為何做出這樣的舉動。
「你自己見到啦，佢唔介意錫你呀。」阿立原來想證明給阿中看，阿茵不介意你，她等着你。
「你係唔係好耐冇搞野，個腦有問題呀？」阿中雙手撐着扶手桿，細聲的說。
「我只係幫你呢次。跟住睇你自己。我去換衫先。」阿立拍了中臂膀一下，阿中覺得他在為自己給力
。果然係好兄弟。
 
一如阿立所料，阿立一路贏。其實阿立一早已經計出自己一定會贏，在同年來講，根本冇人在運動比
他好。最後一個項目，係社制混合接力，紅社出的係阿立，阿茵，阿中，同黃敏貞。黃敏貞係細一級
的學妹，聽聞小學運動會已經拿獎，阿茵知道後立刻找她一起比賽。而阿中，雖然他不及阿立那樣運
動出色，但作為配角，他沒有問題。而阿茵，今年的丙組男女子全場總冠軍，就她和阿立。所以，這
次可以說是贏硬。
「你唔好諗住唔找數而跌捧呀。」阿立輕佻的說。
「你係唔係痴線架，埋位啦。」
敏貞第一捧，跟着係阿茵，阿中，最後係阿立。一開始，已經贏咗一半，敏貞可以拍住男仔跑，到阿
茵己經開始帶離﹐阿中既時候，己經贏咗九成。阿中交捧給阿立時，阿立對阿中做了一個口型，「交
卑我」。阿中真係好開心能認識到阿立。小四轉校，和阿立一樣，父母離婚，沒有兄弟姊妹，只係跟



母親兩個相依為命。來到新學校，沒有朋﹐但很快便認識到阿立，雖然大家都說他很壞，但阿中知道
他根本不壞。有如哥哥的阿立，對阿中照顧有加。阿中心想，你是我阿哥就好了。
 
結果，第一。阿立贏哂所有獎牌。
 
所有獎項頒發完畢，連啦拉隊獎都由紅社奪得，紅社是全場總冠軍。負責的老師，也是他們中一的班
主任MISS CHAN好開心，抱着阿茵慶祝。此時，阿立帶着阿中，走到阿茵面前。
「點呀？總冠軍你不會走數掛。」阿茵和阿中的臉突然紅了。知道事情的一班紅社幹士都在笑，看阿
茵是否真的會錫下去。
阿茵心裡想了一陣，突然大聲叫道。「拿張卡紙來！」
「你搞咩呀？」阿立問道。有一個女同學給了阿茵一張透明卡紙。
「阿中你過來。」下？真係過來？阿中心裡小鹿亂撞，不懂反應。但阿茵已經主動走到他面，微微的
抬頭望着他，大家也抬頭望着他們。阿茵二話不說，把透明卡紙蓋着阿中的咀，然後自己吻了下去。
「你咁都得呀！」阿立裝作憤怒的罵，但口郤在笑。
之後，阿茵把卡紙給了阿中，大聲說，「走！去飲野！」轉身就拉着幾位幹士走了。
而阿中，仍然呆咗。
一陣子後，阿立拍一拍中，看他是否還生存，接着兩人一齊離開，行去公園食煙。
阿中點了一口煙，抽了一口，呼出一口白煙，說﹕「多謝你阿立。」
「你講咩撚野呀？」
「總知多謝你啦。」
「唔好講呢D啦。」阿立又抽一口，「你地未算拍拖架。」
「我知呀。」
「咁你而家有哂信心講啦。」
阿中深深的抽一口煙，呼出大大的白雲。「吾，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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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就無敵。呢個係阿立最近經常對阿中的評價。自從運動會過後，阿立覺得阿中應該食住個勢，向阿
茵表白，但他沒有。阿中只是間中等下她一齊放學回家﹐或者小息午飯時，走去和阿茵談兩句。阿立
看在眼中，真是不是非常無奈。
 
「幫你開哂頭，你仲等咩撚野呀？」阿立今日和阿中一齊走咗堂，在公屋的樓梯間食着煙說。
「人地就快考試麻，人地高材生要温書呀。」阿中飲了一口啤酒。
「出年先考WOW，仆街。」
「讀書既野，你識條春咩。」又飲一口。
「咁你諗住等佢讀完書先呀？佢讀埋博士先你咪等十年八年？」博士？阿中真係冇諗過，亦唔知咩係
博士。阿中有時會覺得，阿立其實識好多野，個腦又轉得好快，點解會同自己一樣係學校既垃圾學生
。唔係，係仲衰過自己，阿立係考全級第尾既，阿中係由尾數起第二十名。
 
阿中又真係諗下，十年八年，阿茵會唔會比人追了呢？但自己既愛情觀係，愛係一生一世，和結緍白
頭到老幾十年比，十年真係小兒科。
「咁咪等下囉。。。」阿中細聲的說。
「你冇能撚呀？」阿立向阿中嘖一口大白煙。
「我同你唔同，你淨係諗仆野。我要既係一生一世。」阿中好自豪咁講。
「你真係傻撚咗喇！」
「你又點呀，阿Jade 你玩厭未呀？」阿中扯開話題目。
「關你撚事咩？」
「其實有個好女仔等緊你呀。」不用阿中再說下去，阿立都知他說的是阿珊。阿立繼續沒出聲，又點
起一支煙。
「你真係咁等落去，我睇唔過眼。」
「關你撚事咩？」阿中回敬一句。
「呢排揾到D錢，不如約佢出去玩啦。」阿立喺個袋度攞咗幾千蚊出來數。
「都好WOW，你都好耐冇見阿珊啦。」阿立裝聽不到。係，我地冇見過，但紙仔有好多。
「去荔園呀，夠浪漫。」阿立提議。
「都好WOW！」
此時阿立的手機嚮起。冇錯，係手機，在當時小有之物，但阿中和阿立已經一人有一部。
「喂？」阿立拿起電話接了。
「阿立，今晚有野做，落迷城等我。」
「知道大佬。」
「叫埋阿中呀，呢次都係大野，搞掂跟住落去大富豪搓女呀。」
「多謝大佬，我地準時到。」
「好。」跟住對方掛線了。
「有貨到？」阿中問。
「係呀！今晚專心做野先，去荔園再諗。」阿立大力抽一口煙。兩人又將表白的事放在一邊。
 
**************************************
 
聖誕長假前的最後一日，阿立出手，約了阿茵和阿珊去荔園玩。都中二了，家管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嚴
，阿茵沒有問題，還想玩到十一、二點才回家。阿珊當然唔可以咁放肆，十一點前必須回到家。阿立
話冇問題，還說會送阿珊回家。結果一行人去了荔園。
 



說實話，荔園其實不適合年青人玩，過山車只有二樓咁高，隻恐龍仲假過你去玩具反斗城買嗰D玩具
，D動物瘦到好似幾個星期沒飯食那樣，宋城都不知到用來做咩，難道真入去學歷史麼。如果要玩，
去海洋公園好好多。唯一選呢度，因為近學校，一轉車就到。
 
入到荔園，真係唔知有咩好地方去，但阿立好似好好奇咁就圍行，好似沒有來過一樣。其實阿立只是
扮高興，希望氣氛好點。阿立已經同阿中講咗，今日一定要佢同阿茵表白，如果唔係，佢會追阿茵。
阿中其實知阿立一定唔會追阿茵，要追一早追咗，還等而家。但問題係，如果佢真係追，自己可能會
輸。阿立那麼多次追女都沒失過手，阿中真的有點驚，昨晚盤算緊今日如何講好，搞到都沒什麼訓覺
。
 
過程中，阿立制造了好多機會給阿中。叫阿中和阿茵玩鬼屋(講真，真的細路都嚇唔到)，碰碰車要佢
兩個一齊坐，過山車又迫他們兩個坐一卡。阿茵並冇抗佢，因為如果她和阿中坐，阿珊就和阿立坐，
為姊妹，冇所謂。當然，其實阿茵也不介意和阿中一齊玩。玩了一段時間，咩都玩哂，阿中仍然係和
茵跟住大隊。
 
「頂你！駛唔駛揾位走架！」阿立心想，平時踢都教你走空位架啦，阿中你成日跟住人地後衛把撚咩
！叫我點制造身門機會卑你呀，你老母你打後衛把啦仆街。而家就係呢個情況，阿中同阿茵成日都跟
住阿立和阿珊，阿中不明白，想阿中你係唔係諗住喺我地兩個面前表白呀，唔係的話你跟撚住我地做
咩啫！諗下諗下，阿立發覺大家都已經行咗出荔園門口。
 
「吊你！」阿立真係火都黎埋。本來諗住佢兩個會喺荔園搞掂，咁跟住佢兩個就去拍拖，咁自己同阿
珊食完飯就返去。而家搞咗半日都未得，咁跟住仲要去邊。
 
「阿珊，陪我去買煙。」阿立唔想再諗野，決定買包煙食下，阿珊就咩都唔知，來不及反應就給阿立
拉走了。在荔園門口，只剩阿中和阿茵。
兩個人一直在等，未幾。阿茵先出聲。
 
「阿立今日真係好奇怪，平時佢點會咁開心咁玩呢到呢D咁無聊既野，佢最近食錯藥呀？」阿茵講笑
的說。
 
「梗係唔係啦！」阿中心想，佢係想制造機會給自己，但自己冇珍惜，因為唔夠膽。如果佢唔係鍾意
我咁點呢？朋友都冇得做？以後仲可唔可好似平日咁，小息午飯一齊傾下計，久不久傾一下電話？或
者放學送佢去圖書館？會唔會所有野都冇哂架？我其實喺佢身邊已經足夠。此時，阿中真係有點亂﹐
竟然在阿茵面前拿了一口煙出來，點着了，抽一口。阿中從來都不會在阿茵面前食煙，怕佢唔鍾意。
 
「你好小喺我面前食煙WOW。」
 
「我有點亂。」
 
「咩話？你冇事呀？」
 
抽了一口，好似定一定，但煙抽入肺，係會減小咗血入面既氧氣度，其實個人應該會緊張咗，只係覺
得有D野做下會沒那麼緊張罷了。阿中感覺到自己的心跳快咗。點算？真係要講？
 
「你係唔係有野想講呀？」阿茵碌大隻眼望住阿中，阿中嚇一嚇。阿茵個樣唔係玩，係有點認真的，
唔通佢知我想講咩？佢諗住點回應呢？拒絕定應承呢？
 



死就死啦！
 
「阿茵，其實阿立唔係食錯藥，佢係想制造機卑我…..卑我同你講….我鍾意你….」
 
「……」阿茵呆咗咁望住阿中。阿中唔知點做好，只係想阿立你地快點回來！
 
「其實我只係想講卑你聽架咋，我知你唔會鍾意我，但係我控制唔到，我想話比你知，冇其他原因，
你唔駛放喺心度…..」當阿中想繼續用言語去緩和氣氛時，阿茵流出了一行眼淚。
 
「你冇事麻阿茵，你唔舒服。」阿中立刻好緊張，唔知茵是否有唔舒服。
 
「……」阿茵有點咽哽，她抺一抺眼淚，望着阿中，笑了一下。「原來呢，被鍾意既人同自己講鍾意
我係好感動架。」
鍾意既人同自己講鍾意我，呢句說入了阿中的腦，他不用多想，也明白，阿茵講緊既係自己。阿中幫
阿茵抺了一下眼淚。阿茵繼續甜甜的傻笑，阿中也一齊傻笑。兩個人沒有說話，突然阿中攬住了阿茵
。有點突然，阿茵想推開佢。
 
「我唔想放開。」
 
「呢度好多人呀。」阿細聲地說。
 
「我一世都唔會放開，我只會鍾意你一個人，永遠都唔會放開你。」
阿茵真係甜哂，也不再想推開阿中，反而輕輕的攬住了他。
 
「你放開先啦！」阿茵大力的推開了阿中。阿中有點不明所以，心想你不是鐘意我嗎？點解要推開我
。
 
阿茵在書包找了一找，拿出一盒有花紙包着的禮物。
 
「生日快樂！」
 
「你…..你點知我今日生日？」
 
「我點會連鍾意既人既生日都唔知呀。哈哈。」
 
阿中接過禮物後，一下的再攬住阿茵，阿茵今次沒再推開，雙手也抱着阿中，頭伏在他心口。
 
「我一世都唔會放開，我只會鍾意你一個人，永遠都唔會放開你。」
 
「知喇，講咗一次啦！好肉麻呀你！」
 
沒錯，阿中實現咗佢既承諾，一生都只係愛阿茵，但他們沒有白頭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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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轉捩點，係中二的暑假。
 
那天之後，阿中同阿茵打得火熱。由初初只係在放學後，阿中送阿茵去圖書館和等佢温完書送她回家
，其後小息、食飯時間，他們兩個都會在一齊。全中二都知佢兩個拍拖。高材生與垃圾，好多人都咁
話佢兩個，還說他們好快分手。但兩人沒有理會，繼續恩愛。話說阿茵仲將自己卑咗阿中，兩人都沒
有認，但又沒有否認。中間有人想同阿茵表白，阿茵二話不說話自己既男朋友係阿中，不會同第二個
一齊。就咁樣，他們過咗呢個學年。
 
不知是否陪在阿茵身邊多，阿中成績有進步，下一年不用去垃圾班，阿立當然繼續垃圾既生活。其實
阿立應該要留班才對，但學校既策略係，壞學生早走早着，根本希望阿立早點中三畢業離開，而不是
希望教好佢，因為學校知道，呢個係奢望。
 
阿茵和阿中初初一齊的日子，她不明白點解阿中和阿立有那麼多零用錢，可以出電話，食飯去街睇戲
完全不用想錢既問題。在阿茵的迫攻下(其實係阿中唔想騙阿茵)，阿中認咗，佢地出面跟咗黑社會，
仲幫手運毒。阿茵因為這件事曾經捉住阿立，要他們不要再做咁危險既事。阿立沒理會，但他明白阿
中不想再繼續做這些危險事，因為他不想阿茵擔心，所以阿立幫阿中脫離咗幫會，亦冇再叫佢一齊販
毒。阿立其實很開心，因為阿中真係有了可以依靠既人，阿茵令他改變，不再好似以前那樣，沒有目
標，只是掛住玩。阿立覺得，他們真係會一路幸福下去。
 
阿珊也知道這件事，曾經她透過紙仔，勸阿立不要這樣做。但阿立的回應係﹕「呢個係令我可以離開
呢個家的最快方法。」阿珊不懂回答。其實阿珊從阿美口中知道了很多阿立的事。阿立不喜歡呢個家
，他想走，是意料中事。而阿珊可以做，只係每日祈禱，希望阿立不要出事。
 
暑假過了一半。阿立這個時期很忙，暑假年青人玩多咗，毒品需求多咗，阿立要運既貨都多咗。阿立
既智慧，的確幫佢大佬揾咗好多錢，仲避開咗好多次警察既放蛇。阿立已經係大佬既左右手，而佢大
佬，叫做肥狗。
 
阿中雖然掛住拍拖，同埋要做樣咁温下書，但他不忘要定時找下兄弟去玩下。呢個星期，原本諗住揾
約阿立去踢波，但揾咗一個星期，都揾唔到阿立。
「唔係被人拉咗呀？」此時，阿中家中的電話響起(阿中因為冇再同阿立運毒，沒有收入，手機都賣
了)，原來係阿立。
「仆街仔，死咗去邊呀？掛住扑野呀，揾極你都揾唔到。」
「……」阿立沒有出聲。
「喂？做咩唔講野呀？」阿中感到，阿立一定有問題。「係唔係出咗咩事呀，你講啦！」
「有冇時間，出一出來XX村個公園得唔得？」阿立緊張的說。
阿中從來沒有聽過阿立的聲如此驚慌，「冇問題，你等我。」
「記得一個人黎。」
「好…..」
「係咁」跟着掛了線。
阿中沒有什麼打扮，穿着波衫，踢對拖鞋，一支箭的去了公園。這個公園好少人，好偏僻，只有他倆
會去的，同埋有時會有一兩個蛇皇警察喺度。阿中到了，揾唔到阿立。
 
「殊！」阿立發了一聲，原來他喱埋咗。
「發生咩事呀？」阿中連忙問着。



「有冇人跟住你？」阿立神色凝重。
「應該冇呀。」
阿立抽一口煙，「肥狗個仆街，吞咗阿公幾百粒貨。」
「幾百粒？」阿中心呢次知仆街了。幾百萬貨，阿公唔搞你就奇。
「出面好多刮緊我同肥狗。」
「咁你有冇同阿公講話唔關你事呀？」阿立沒有出聲。
「唔通你有份呀？」
「痴撚線，我點夠膽！」沒錯的，阿立一向夠義氣，他唔會做出一些賣堂口的事。
「咁而家點算呀？」
「我想着草。」阿立不停地抽煙，好快已經抽完一技，又拿一支出再點。
「着草？你得十四歲，着得去邊呀？」
「咁唔係點呀？坐喺度等斬呀！」阿立不知所措。
「一係你黎我度住住先啦？」
「唔得架，你都仆街架。」又再抽一口，「你有冇十個？可唔可以借住卑我？」
「十個？」唔好玩啦？一個十四歲仔點拿十萬出來呀，阿中真的答應唔到。
「我聽日幫你去跑呀？」阿中心諗，雖然不知點去借，但兄弟有事，一定要幫。
 
阿立好無奈，好煩咁坐咗喺長椅度。
「你唔好咁啦，兩兄弟諗掂佢啦！有冇煙呀？」阿立拿了一支給阿中，阿中抽了一口。
「好耐冇兩兄弟一齊煲煙喇。」阿中嘖出一口白煙。
「我應該聽你同阿茵講，唔好再掂呢D野。」
「都冇計啦，都搞到咁喇。」
「你同阿茵點呀？」
「我地？就快結婚架喇！」阿中微笑的說着，阿立都笑了一下，放鬆了一點。
「咁即係你扑咗佢啦？」
「咁都諗住結婚，冇所謂啦。」
「哈！你個仆街。」
「哈哈，其實我要多謝你。冇你，我未必可以同佢拍拖。」
「我幫兄弟啫。」
「所以呢次我一定幫你。」
「哼…..」阿立沒有望阿中，只係望着個地下，笑了一下。
兩個人一齊坐了個幾鐘，都諗唔到可以點做。
 
但有一樣野，他們現在一定要做。
 
公園出面傳來人聲，當他們回神時，見到幾個人行緊過。他們拿住一些物品，望真點，係刀。
 
「就係佢個仆街！斬佢！」
 
阿立和阿中見狀不停的跑。好明顯，那幾個人係來斬阿立，阿中只係被牽連。斬人既是否真的會精神
抗奮些，阿立怎樣說都是運動會全場總冠軍，但都未能擺脫他們。更慘的事﹐阿中只是穿拖鞋，跑得
很吃力。結果，阿中仆倒了。
 
阿立想回身拖起他，但一刀已到了阿中身上，係背脊。跟着第二，第三，第四…..己經不知是第幾刀
，不停的斬在阿中身上。每一刀都伴隨着阿中的叫聲。
 
「阿中！」阿立想走去救阿中，但有兩個人已經趕到阿立面前。阿立拿起垃圾筒，擋了幾刀，但這樣



下去，我同阿中都死。但問題係，阿立想不到什麼方法可以脫險。在擋刀既時候，他發現，阿中沒有
再叫，也沒有避，只是躺了下來，不停的被斬。
 
「唔好呀！」阿立心想，唔好再斬佢啦！係我，係我呀！點解要斬埋佢呀！有冇人可以救我地呀！
 
「差人！唔好郁！」剛好有兩個警察經過，他們拔槍，所有人即刻四散。
阿立被其中一個警察按在地上，另一個警察去追他們。當警察追到阿中身旁，他沒有再追。他蹲下望
一望阿中，然後用對講機同控制室講﹕「Control，快點派架白車來，快！」
 
*******************************************
 
阿立被帶了返警署，被鎖在臭格內。阿立整個人都呆哂，腦海中只剩下阿中被救護員救上白車，救護
員不停在做好似電視刻中，救人的場面，不停在心口上用手壓着的畫面，淚水不停的湧出，心裡只有
一句說話，對唔住。
 
未幾，有個便衣來帶了阿立入一間房。房內有兩個人，一個很面熟。阿立想了一想，他是阿珊的爸爸
，反黑組沙展，林永雄。便衣給了一張椅阿立坐，當阿立坐下來後，其中一個便衣企在阿立面前，一
巴的打落阿立的面上。阿立呆了，未識反應。

「肥狗喺邊呀？」
「。。。。。」
「講野呀，吊你老母！」跟住又一巴的打下去。
「阿sir，我唔知呀。」阿立細聲的說。接着剛帶阿立入來的便衣，一腳踢向阿立心口，阿立連椅一
起飛開了。便衣接着抽起阿立，向着他的腹打了幾拳。

「唔撚知！唔撚知！」一路話，一路打。阿珊的父親冷靜的觀看着這件事。終於停手了，阿立訓在地
上，個人開始變得激動，大聲的說，「我真係唔撚知呀，知我會搞到我兄弟被人斬，我吊你老母！」

此時兩個便衣着哂火，拉起阿立不停咁打。而林永雄繼續看着，還點了一口煙。十分鍾左右，另一個
便衣走入來，同林永雄說了幾句話。跟林永雄着他們停手。林永雄走去阿立面前，拉起他。

「你好彩，剛剛有人話肥狗被人捉能到，斬到仆街，入撚咗廠。睇黎你逃過一命。」

此時有個軍裝走入來，「雄哥，有人保釋條靚仔。」
「唔駛保釋，放佢走啦。」
「yes sir」
 
來保釋阿立的係佢爸爸。完成手績後，兩個人一起步出警署。阿立拿起手機，發覺有好多留言同未接
來電。
「阿立，你喺邊呀？」係阿珊的聲音，而且係喊住講的。
「我地係瑪嘉烈醫院呀。你快d黎啦」
「阿立你喺邊呀，你快d來黎啦 」
跟住的三個留言都係類似，去到最後一個，
「阿立。。。鳴鳴。。。你。。。。你喺邊呀。。。。鳴鳴。。。。你快d黎啦。。。。鳴鳴。。我
d一蚊冇哂喇。。阿中唔得喇，鳴鳴。。。。」

阿中唔得？阿立雙眼紅了。佢求阿爸帶佢去醫院，阿爸立刻截了的士帶他去。



 
去到醫院，有一班警察在場，也有阿中的媽媽，阿珊，阿茵和miss chan。
阿中的媽已經哭成淚人，神志仲好似不太清醒，要miss chan安慰，當然miss chan
也在喊。阿珊和阿茵亦都哭不成聲。此時阿茵見到阿立，二話不說，走了過去打了阿立一拳。

「你又話當佢兄弟……鳴鳴……你又話照顧佢，而家佢死咗喇，你害死佢呀！仆街！」阿茵不停的打
，最後冇力的跪了下來，哭不成聲。

阿立冇避，冇擋，因為他知道，係自己害死阿中的。如果自己沒有找他，他不會被斬死。

「走啦」，阿立的父親拉走了阿立，阿立已經失去了魂魄，任由父親拉佢走。
 
此時，警察拿了一些阿中的物品，說這些不用作證物，他們可以拿走。阿中母親已經冇力去接。阿茵
見狀叫自己要堅強，走去拿阿中的遺物。物品唔多，有一個銀包，和一抽鎖匙。鎖匙扣着一個鎖匙牌
，係正方形的一角。這是上次荔園表白之後，他們一行人行葵涌廣場時，阿中所買的。整個鎖匙扣有
四塊，接合是一個正方形。
 
阿中當時話﹕「我地四個人英文字母第一個字都係L，四個L字加埋就係一個正方形，而家我地一人
一塊，代表我地四個人一齊先可以做到個正方形，少一塊都唔得架。所以我地四個人要以後一齊喇。
」阿中一路說，一路給大家。
 
「四個L係長方形先啱呀！你識唔識英文架？」阿立取笑阿中。
 
「攞你就攞啦，嘈！」阿茵幫阿中護航。
 
「唉！第一日拍拖就幫住哂！」
 
阿茵拿著阿中的一塊，不停的回憶起和阿中拍拖既事。第一次兩人一齊出街，第一次去睇戲，第一次
拖手，第一次擁抱，第一次送自己回家，第一次接吻，第一次收禮物，第一次吵架，第一次同床。。
。。所有既第一次，都係同阿中一起。
 
「我一世都唔會放開，我只會鍾意你一個人，永遠都唔會放開你。」
 
呢句話不停在阿茵腦裡出現。
 
「你又話唔會放開我既？點解你講大話？」
「你又話會有一日同我再同班既？點解你講大話？」
「你又話會同我結婚？點解你講大話？」
 
有一樣，阿中冇講大話，佢一生，只有阿茵一個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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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父親帶阿立上了的士，準備回家。在的士到達後，無力的阿立，像一條行屍一樣，被父親拖着行
。但父親並無帶阿立回家，他帶阿立到了樓下的一個公園。細個時候，阿立最喜歡和父親在公園玩。
自從父母離婚，阿立已經好小和父親談話，更何況在公園這樣的坐在一起。兩個人並沒有交談，阿立
坐喺度，繼續責備自己害死咗阿中，而父親只係在一旁。不久，父親先說話。
 
「阿立，有冇煙呀？」
 
阿立聽到後，個人醒了一醒。「你講咩呀？」
 
「你有冇煙呀？」
 
阿立個心真係想講﹕「吊你咩！」父親都唔食煙既，問我拿支煙做咩鳩呀？而家係唔係你個仔好撚慘
既時候，仲要搞我兩下呀？
 
「阿爸煩嗰時都鍾意食支煙，你阿媽道最清楚。」
 
你又講咩阿媽呀？係唔係玩野呀？咁多年都冇講過阿媽既野，今日就咁關阿媽？係既當日唔好卑佢走
啦。
 
「阿爸好後悔，當年我同你阿媽離婚，搞到你而家變成咁。」
 
「但係冇人想到咁做會搞成而家咁，就好似你而家，唔知道會搞成你朋友咁樣。」
 
呢一句刺中阿立，係，我真係冇諗過會搞成咁，真係冇諗過。。。眼淚又不自覺的可始流。
 
「而我最錯既係，」父親繼績講，「我冇去做番好自己。結果我失去埋你。」
阿立沒有回應，繼績飲泣。
 
「我今日喺差館見到你，我好想喊，想喊唔係因為我個仔被人拉咗，好掉架。係因為，我個仔出咗事
，身為阿爸，我竟然係咩都幫唔到佢。」父親都可始哭了。
 
「我救過咁多人，但我救唔到我家庭，都救唔到你。」阿立意識到父親喊了。他不能相信，平時很強
的父親竟然哭了，還要在兒子面前哭。
 
「我…..我真係好對唔住你，我好想講，我嗰日真係唔想打你…..好想同你對唔住。」
原來父親仲記得當年佢點打自己。
「我知道你而家好辛苦，你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卑個機會阿爸，卑我同你分擔，卑我同你捱過今次
，好唔好？」
 
「嗚……嗚…….」阿立開始喊出聲。
 
「喊啦，喊咗舒服D。」
 
「呀…..我好辛苦呀，呀！」阿立抱着頭痛哭，父親攬着阿立。



 
「對唔住……真係對唔住……」
 
「嗚……嗚…….」
 
「以後兩父子，有咩都一齊捱過去。」
 
兩父距離，終於都可以拉近了。
 
**********************************************
 
 
父親帶着阿立回家，時間已經差不四五點。阿立沖了涼，就入了房。阿立很累，但一直都訓到到。雙
眼一合，阿中被斬，和以前和阿中一起的片段，不停的出現。差不多到八時多，房門有人，巧門。
 
「邊個？」原來是父親。
 
「點呀，訓唔訓到？」父親温文的說說。
 
「都ok既。。。」阿立沒氣地說着。
 
「多d抖下，訓唔着都合埋眼休息下。阿爸陣間返工，聽晚我地三個人一齊食飯啦，好耐都冇食喇。
。。」
 
原來父親今日要返工，阿立望一望父親，發覺父親有點愁緒。那當然，昨晚折騰了一晚，還要在公園
安慰自己的兒子。
 
「嗯。。。。」阿立點一點頭，父親展露出很久沒有見的笑容。
 
「好喇，快d訓，唔好諗咁多，聽朝見。」說擺，父親輕輕的關了房門。父親是做消防員的。由最低
層可始做，現在是隊長了。父親熱愛工作，不知是否因為咁而冷落了母親，結果離婚了。
 
阿立見自己和父親的關係好了，心裡好點兒高興，但又覺得自己很邪惡，因為自己可以修補關係，全
因為阿中的死。阿中沒辦法再與母新同阿茵一齊，自己郤因此而得到了好處。
 
「真係仆街。。。」阿立心裡不禁罵了自己，眼淚又開始流下。
 
**********************************************
 
 
阿珊昨晚陪了阿茵一晚，凌晨才回家。睡醒發覺已經下午一點了。出了廳，原來父親已經上完晚班回
家，當然，現在已經下午一點了。他坐在梳化上，看着報紙。，電視新聞正說着昨晚阿中的事。隱約
聽到，「案件例作謀殺案處理」。
 
「爹地。」阿珊說道，正想去厠所梳洗。
 
「林詠珊你過黎。」父親語氣很差  ，還說了自己全名，明顯應該因為昨晚的事而沖着自己來。



 
「爹地。」阿珊有點驚，靜靜的站在父親旁。
 
「你識嗰個李銘中既咩？」父親繼續看報紙，一眼都沒有望過阿珊。  
 
「佢係小學同學。」阿珊細聲的說。
 
「好熟架？」繼續看報紙，而阿珊只係默默咁企喺度，唔知點答父親呢個問題，手也開始發抖了。
 
父親見狀，放下報紙，「你幾時識埋d咁既人？」父親大聲罵道，阿珊已經淚下。
 
昨晚好朋友死咗，姊妹哭死了，心愛既人給拉了，現在又給父親話，已經忍唔住，越哭越厲害。母親
聽到他們對話，立刻放下正煮着的午餐，走了出廳。
 
「老公，唔好好似審犯咁問個女啦。」母親哀求着。
 
「我教女你收聲！」父親是家裡權威，母親也只能抱着阿珊，不再出聲。
 
「我同你講呀，林詠珊，呢d人遲早教壞你！」父親怒火中燒，「你叫阿茵都唔好羣埋呢d人，揀個
咁既人做男朋友，書都未讀完就拍拖。仲有嗰個林道立，你唔好再見佢，唔係我門口都唔卑你出！」
父親罵完。便拿起報紙繼續看。母親把阿珊帶到房間，着她睡多一會才出來食東西吧。
 
阿珊已經泣不成聲，現在她好痛苦，好想見一個人，那人就在自己房上面。
 
雖然在房內哭了一個下午，但內心的痛苦仍然未退。阿珊勉強地裝出平常的面孔，一如以往的和家人
食飯，食畢便回房休息和練琴。其實她沒有心情練習，現在她只想打個電話問候阿茵，和打電話看阿
立有冇事。但父親整晚都在，所以沒有機會。不經不覺到了十一點，阿珊在床上訓，父母都應該以為
自己訓了。此時阿珊床上爬起來，用枱頭的細燈，在微弱的光線下，寫了一封信，問候一下阿立的情
況。把信縛在繩，用手搖一搖，希望阿立看到這個舉動會知道有信給他，但阿珊一直等，一直都沒有
回信，之後自己也睡了。
 
那是因為，阿立在醫院過了一晚。
 
*************************************************
 
已經差不多下午六點了，阿立被夢驚醒，滿身都是汗。他慢慢的起身，慢慢地走出房間，想去洗手間
清洗一下，讓自己清醒下來。
 
「chur.....chur.....」阿立在洗手間門外，聽到裡面有人在嘔，應該是家姐。
 
「家姐，你沒事吧？」門內久未有回應。
 
「家姐，你點呀，你應下我啦。」阿立有點焦急，究竟家姐發生什麼事呢？
跟着，是一陣的沖厠所聲音，阿美開門。
 
「我冇事呀，你唔訓多陣？」阿美微笑着說，但明顯阿美雙眼已滿了淚水，應該是因為剛才嘔過。
 



「家姐你有冇野呀？好似好辛苦咁？」
 
「冇野呀，可能腸胃炎啫。」
 
「真係冇野？係唔係呢排食多咗野呀，你好似肥咗。。。。」阿立並唔係取笑阿立，他也沒有這種心
情。他真的留意到，阿美好像肥了。是否因為之前等會考放榜壓力太而食多咗野呢？
 
「冇野呢，唔好諗咁多，快d休息下。」一路說着，一邊行到門口穿起鞋子。「我落街買餸，順便買
埋聽晚我地同阿爸嗰餐。你想食咩呀？」
 
「家姐，你唔舒服就抖下啦，我地出家食咪算囉。」
 
「唔得，你知唔知我地幾耐冇一齊食飯，仲要係開心嗰隻wow!」阿美好似好興奮咁。這正常的，因
為對上一次三個人食飯係暑假前既事。
 
「又係呢」，阿立心想，平日如果真係有機三個人食飯，我十五分鐘食完就走，或者最後因為和父親
吵架而飯都食唔完。說實，自己也期待這一餐飯。
 
在沙發上坐了一陣，看着無線那些在新聞前經常重播的劇集。其實阿立跟本唔知電視做緊咩，也不知
套劇好唔好睇，個心仍然想着昨晚的事。突然，劇集中斷咗，阿立給突然的情況嚇一嚇，原來係特別
新聞報導。
 
「各位，而家為大家跟進一下，有關佐敦永利大厦大火既消息。再次重申，火警已經升為四級，而家
交卑現場既馮佩樂報導。」
 
「佐敦？阿爸係旺角，唔知有冇去呢？」阿立心想。
 
在電視中，阿立感到有點震驚，因為從來未見這樣的火警。細時經常聽父親說火是怎樣，火警有機恐
怖，但都只係聽，未親身見過。但單單看新聞，已經知道這場火一定會燒得很厲害。
 
不久，家姐回來，身體好像沒有什麼大礙了。家姐煮飯，阿立則在沙發上不停的看新聞更新。那時沒
有什麼新聞台，只是靠電視台不定時的播出特別新聞。看來真的不是小事，新聞不停的更新，最新一
章說。
 
「消防處剛剛宣布，永利大厦火警升為五級。」
 
「五級？」家姐聽到新聞後走了出來。
 
「嗯….」
 
「阿爸可能有去WOW。」
 
「嗯….」
 
「阿叔實有份啦，阿叔係油麻地。」阿立是來自一個消防世家，阿爺，阿爸，阿叔，都是消防員。
 
「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是電話響了，阿美走去拿起來接了。



 
「喂？」
 
「阿美呀？」電話對面是阿嬸的聲音。感覺有點急
 
「嬸嬸，咩事呢？」
 
「你阿叔打來….叫你兩個…..」阿嬸的聲音有低沉，好像還有點哽咽。「快D去QE(伊利沙伯醫院)。」
 
「嬸嬸，係唔係出咗咩事？」阿美有點失措。
 
「你地阿爸出咗事！」
 



好想告訴你12_天，你玩我嗎？

阿立和阿美搭的士來到醫院，嬸嬸都在。兩人走了一輪去到急症室，見到有幾名消防員在，其中一個
是阿叔。

「老公，大伯點呀。」嬸嬸情急地走去問。叔叔一家很錫阿立和阿美，也沒有仔女，當他們是仔女一
樣。

「……」阿叔面有難色。他搭着阿珊和阿立的膊頭。從近距離看可以知道，阿叔哭過了。

「你地兩個…..以後記得要好好做人……努力讀書……唔好浪費咗你地阿爸一番心血。」後面那幾個消
防員都很暗然。不用阿叔說，阿美和阿立已經知道發生咗咩事。阿爸恂職。阿美已經忍唔住大哭了。
阿立則是呆了，他的心很痛，但眼淚昨晚已經流乾了。

「唔係約好聽晚一齊食飯咩？」阿立心想，點解想同阿爸食一餐飯咁簡單既事都已經變得搖不可及。

阿美哭得很厲害，嬸嬸也抱着她一起。而阿叔繼續搭着阿立，怕阿立有事，因為阿立呆了。就在阿立
還在整理究竟發生什麼事，突然聽到嬸嬸大叫。阿立一望，原來阿美暈了。
 
「有冇林美立既家人？」阿美被送入觀察房，阿立和嬸嬸則在房外等候。「有冇林美立既家人？」姑
娘從觀察房走了出來。想問一問阿美的病歷。坐在觀察房外的嬸嬸和阿立即刻走前。

「你地係佢邊個？」姑娘平常地問。

「我係佢阿嬸，呢個佢細佬。」

「你地同住架？」

「我係！」阿立答道。

「……」姑娘諗咗一陣。「佢媽媽喺唔喺度？」阿叔都有通知母親，但母親還未到。

「佢父母離咗婚。」阿嬸說道。

「佢阿爸…..」姑娘知道自己失言了，「OKOK，咁阿細佬最近有冇發覺家姐有咩問題？」

「……」阿立諗了一陣，其實自己冇咩返屋企，所以都唔知家姐最近點。只記得今日家姐唔舒服，腸
胃炎。「佢今日腸胃炎。」

「嘿……」姑娘冷咗一下，阿立心中不是味意，我只係講我知既野，你笑我做咩。跟住姑突然好正經
咁，說﹕「你家姐唔係腸胃炎，佢有咗。」

「有咗？」阿立唔明。

「有咗BB呀，四個半月。」



「吓？」阿立心想﹕唔係呀？家姐點會有BB？家姐一向都好乖，剛剛會學先考到六個A，你而家話佢
有咗BB。不要說笑了。

「駛唔駛再驗清楚？」阿嬸急急的問。

「唔駛喇，超聲都照咗，佢頭先應該激動得滯所以暈咗，冇小產跡像。但係今晚要係婦科嗰邊觀察，
你地幫佢辦住院手績先。」姑娘給了阿嬸一份文，指着我們去登記處。正當姑娘走時，她寧住頭望一
望我們，

「陣間差人可能會揾佢，我地報咗警。」家姐仲有三個月先生日先十八歲，所以醫方一定會報警。他
們聽了，沒有反應，應該說不懂反應。這兩天實在太多事了。
 
在病房，阿立陪着家姐，阿嬸去了買日用品給家姐，順便接母親來。阿立看着家姐，很想問他一樣野
，那個胎是誰經手的。

「你想知個bb係邊個？」家姐一眼便看穿了。

「更係想知，呢次唔係小事。」阿立很認真。

「唔講得，講咗佢可能要坐監。」阿立其實有一下諗住，唔通bb父親係阿爸？因為他們感情太好，
但如果要坐監，咁一定唔係阿爸。

「你以為係阿爸？」家姐笑着問，又看穿了。

「…….」

「傻瓜。」家姐笑着，但眼淚開始流，「其實阿爸係一個好好父親，只係佢唔識同你溝通。」

「……」竟然屈自己父親…..

「個bb既父親係一個大學生，不過我地分咗手喇。」

「分咗手？…..咁你打唔打算卑佢知？」

家姐寧一寧頭，「我冇，我會自己照顧個bb。」

「自己？家姐你唔好玩啦，你點照顧呀，你中五畢業咋，仲要升中六呢？咁你唔讀書呀？阿爸又已經
……」說着兩人都低下頭，阿美也開始再哭了。
 
「家姐，你唔好咁樣，唔係陣間又暈。」
 
「唔……」阿美抺一抺眼淚。「咁…..你想叫家姐落咗佢？」

阿立靜下來，一陣後，堅決咁話，「係。」

「我唔會。」家姐同樣的堅決。「呢個係我既親人，除咗阿媽同你，係我既最親既人……我知道，如
果阿爸喺度，佢會好開心，佢有個孫。」阿美的淚已經像大雨那樣的流。



阿立繼績冇出聲，只係默默咁，捉住家姐隻手。冇錯，呢個係我們的親人，唔可以唔要佢。

「家姐，你放心，我會照顧你兩個。」

「傻瓜。」家姐笑了，摸一摸阿立的頭，用滿了眼淚的雙眮，温柔地望着阿立，「咁你要卑心機讀書
。第日要敎佢做功課呀。」

兩姊弟在這兩天，過了一個風暴一樣既日子。但只要兩個人一條心，一定沒什麼事不能解決的。
 
初初，他們是這樣想的。
 
回到家，阿立一個人在房內，他沒有沖涼便訓了下床。他雙眼望着天花板，還在整理這兩日的事。
 
阿中被斬死，父親恂職，家姐有咗。
 
個天是否在玩自己呢？
 
就像昨晚一樣，一合上眼，一幕幕和阿中和父親的回憶不斷湧現。很開心，很高興，眼淚好像想流出
來，但沒氣地留在眼內。阿立不知不覺的睡了。
 
「走位啦仆街，我點交卑你呀！」阿立大聲罵着，只見阿中不停走，但仍然被幾名守衛死追。他眼見
阿中越走越慢，越走越慢，最後更被其他人拉跌了，在人羣中失去了。
 
「阿中！！！」阿立已經找到阿中的身影。他只好路帶着球，一路向前走。
 
阿立一直不見有人支援，只好繼續走。前面又有了兩名後衛，阿立怎也擺脫不到他們。此時他見到有
隊友在走前，阿立一望，是阿爸。當阿立正想交給他時，阿爸被人拉跌了。
 
「阿爸！」阿立叫着，但已經被兩名後衛拉住，他們不停拉着阿立，阿立想擺脫，但不成功。
 
「放開我！」但他們明顯已經不是在踢波，只是不停拉跌自己。
 
最後突然所有事物變黑，阿立被拉了入一個深淵入面。
 
「呀！」
 
醒來，滿身都是汗，原來是一個惡夢。阿立躺下床上，想再睡一會，但睡不着，怕一睡，又係一場惡
夢。
 
這幾天，阿立就是忙着要照顧家姐，也有父親的身後事，其他事他已經沒閒去處理。阿立其實覺得自
己就快痴線，一方面處理死人的事，一方去準備迎接新生命的降臨，根本就是精神分裂。
 
來到父親的出殯日子，消防處以最高級別榮譽儀式進行。由於是一個大儀式，好多事情要阿立同阿美
兩個去做。其實阿立內心有點不耐煩，因為實在太煩擾，點解親人死咗，還要搞咁多野去煩佢既家人
。福利組人員三日唔埋兩日又打電話來說東說西，又要採排，人死都要採排的麼？直至那天，阿立終
於明白點解要處理那麼多事情，因為這個儀式真係太大，又封路，又多傳媒，又多政府高層。更重要



，係好多父親以前的同事。他們個個都好傷感，好多都聲淚俱下。原來阿爸係好得人尊重。
 
一輪大儀式，經過幾個父親守過的局，最後去到浩園。吹奏完三首歌後，父親正式下葬。阿立接過父
親的消防帽，代表父親的使命完成。各人都在哭，只有阿立沒有。他不知如何，真的哭不出，好傷心
，但眼淚由父親死那一天，已經沒再出現。最後，阿立再父親的墓前，閉上雙眼，同父親講了一句。
 
「唔駛掛住我地，我會代替你，守護大家。」
 
接着的個多星期，阿立每天就是幫家姐安胎，做家務。他跟嬸嬸學如何煲補品，也學了很多安胎知識
，有時又要幫手安撫一下家姐的情緒。很累，但阿立沒有退縮。
 
「應承過阿爸，要守護個家」
 
所以幾辛苦都頂住。阿叔成為了他們的監護人，因為母親已經再婚，阿立和阿美也不想給母親增添麻
煩，所以拜託了沒有兒女的阿叔做了這件事，而他們兩姊弟﹐都是兩個人一齊住。
 
到了開學前幾天，原本阿立想不如不讀了，或者等姪兒出世才再讀，但家姐一句，
 
「你唔做好榜樣點樣教佢呀！」
 
結果阿立都係要返學。這一晚，阿立很累，坐在書枱，望着一堆沒做過的暑期作業，當然沒有衝動想
做，只係想起一上學便會見到阿茵，他真的不知如何面對。他瞪一瞪窗外的一條繩，想起已經很久沒
有和阿珊談話。其實自己好多野想同人分享，想去訴苦，但時間不讓他做，他也不知誰可以做這個對
像。阿立拉起繩，發現夾着很多紙，每張都有寫日期。原來阿珊由阿中死第二日，每日都寫一堆文字
給他。
 
「呢個傻妹。」阿立甜甜的笑一笑，發覺累意消了，決定要睇一次她寫的信。內容大致上都係問候阿
立的情況，說自己很擔心，希望阿立可以回一回應他。正當阿立拿起筆，想寫下自己的事時，他停下
來。
 
「我憑咩去要佢分擔我既唔開心……」
 
阿立放下筆，關燈，走回床，繼續去發他的惡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