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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雨下

雨水潺潺流下，不是傾盆大雨，千絲萬縷似的雨線，只是細細地落下。這種雨我覺得頗有詩意，雨滴
可能會微微淋濕雙方的肩，但不會過份騷擾，在雨下慢步，不會顯得狼狽不堪。嘀嘀嗒嗒，錯錯落落
在公園的花葉上，像彈琴，像鈴鐺聲，或者落在水坑，形成漣漪。
可惜我沒有和他在雨下漫步，在雨下對望，在一個沒有人的亭。
以往和他長時間聊天多少也不成問題，現在我們才見面幾分鐘，除了打招呼外，甚麼話也沒說。

「你說些甚麼吧？」心情激昂，這股激動情緒快將制止不住，我語氣的顫抖透露出這點。
而他緊据嘴唇，沒有說話。相識久了，我知道他是有話想說，只是說不出口。
他眼神在飄移不定，沒有焦點，是在緊張。
甚麼事情令我們的關係變成這樣呢？是你在我不知道的地方，認識了不少女生？
還是我沒像之前那樣向你撒嬌，在煩惱其他事情，對你冷漠，所以你認識另一個她？你可以告訴我，
你和那個女生只是誤會，你們沒有一點關係嗎？
昨晚我還在想這個問題，不斷想，不斷想，整晚沒有睡着。不知道我是做錯甚麼事，還記得他說過他
會一直愛我，而這個「一直」就只是這一段時間？
眼睛像紅得像兔子一樣，而且有點紅腫，鮮有化妝的我特意化了淡妝，他會察覺到嗎？

最後他望着我，就像當初我們的中學時代，一個放學後的下午，夕陽灑進那個偏僻的課室，羞澀的他
向我告白一樣。
幾年後的今天，他向我說相反的話。
「對不起，我們分手吧，但我們可以繼續做朋友。」

一剎那，身體沒有感覺。
就像身體陷入一堆冰水，零下幾百度的寒冷不但令我的身體僵硬，也讓我思想停止。
那句輕描淡寫的話令我內心被貫穿 ，整個人被掏空了，變得空洞。兩人間的羈押在此刻解開，就像
曾經綻放得極為瑰麗的玫瑰，慢慢乾枯，散落。
得知你經常和另一個女生在一起，朋友也警告過我，內心的深處早就知道，這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愛得深，痛得更重，回想不久前我還對這段關係充滿信心，堅信牢不可破，
明明大腦還沒有思考過，不知為甚麼，笑容自動地出現我的臉上，可能早已知道答案，可能因為愛得
很深，我笑得很燦爛。
「嗯。」沒有說其他，我輕易地答應了。
不過……不過，我沒法忍住臉上流淌着的淚水。

他想抱住我，只是朋友形式的輕抱？我不清楚。
我沒有推開他，身體傳來熟稔的體溫。
我說：「朋友，你和你適合的人一起走你的路吧，不用回頭。」
這是我真心的話，儘管發生那麼多事，我還是想他好。
是不是雨水被風吹進來，這次，他的臉上帶有雨水。
時間的流逝，難以名狀的憂愁，哭了不知多少遍，直至淚水乾枯，再憶起，淚下。
在一次又一次想忘記他，但又沒法忘記，自我矛盾地循環。
和他一起的地方，熟識的地方、物件，約定過的未來，在時間和淚水下慢慢、輕飄飄地悄然流走。
 後來認識很多人，換了男朋友，有新工作，和讀書時代截然不同的生活環境及困難，現在總算和一
個男生固定交往。
男友很溫柔，相處十分融洽，我們準備結婚了。
放班後，男友過來接送我，再一起去餐館吃飯。



「妳想吃甚麼東西呢？」
望着餐牌，我想起他，他會主動幫我叫食物，因為他清楚我對食物的愛好，別人可能覺得他有點霸道
的地方，我卻覺得這是他特有的貼心。
應該消失了的刺好像還在那，輕輕地痛了一下。

叫過菜後，眼前竟然閃過那個熟識的身影，攜伴並行。
在胸口的最深處，有一把聲音大聲呼喚着他的名字，狠狠地敲擊着我的心。
但嘴巴沒法出聲，眼睛默默地看着他的離開。
我突然明白，長年來，我努力忘記他，讓其他男生進駐我的心。
不過，大概我的心會永遠有着他，不知痛苦、自虐地想着他，叫喊着他的名字，而毫不褪色，鮮明地
刻在我靈魂的深處。
這思念會沈澱，會沸騰，像那個分手的雨天一樣，有時微微細雨，有時狂風大作，但雨水終會往水溝
流走，貫通至大海，只能讓我懷念。



太陽不暖

冬日的太陽只有光線，沒有溫度，照射在皮膚上，我沒有覺得變得更暖和。

嘯殺的北風吹走太陽的溫度。我在街上派着傳單，幸好今天有載上手套，至少手心會暖和。長期在這
街上站立，穿上再多的衣服也好像不會暖和。

我留意街上的路人，派傳單通常別人都不想收，收的人也不會看傳單內容。

我喜歡看着別人的面相，大致推測那個人是否和善，再遞上傳單。這是算比較不吃力的工作，麻木地
遞傳單已經沒有所謂。

我只是一個小侍應，今天下午老板見到餐廳裏的人不多，就對說我：「小伙子，來！去派一派傳單。
」
然後塞了一堆傳單給我。比起在店裏工作，自然是派傳單的工作舒服得多，不用看客人和禿頭老板的
面色。

不過，我真的不明白街上的行人。

我只是塞你一張傳單，又不是塞你炸彈，不用這麼避之則吉吧。下次我見到有人派傳單，我又不趕時
間，我一定會主動去拿，就像賣旗日一樣主動去給錢。
路口走來一個幾熟識的身影，我定眼看，是很久之前的小學女同學，名字我忘了，好像是姓曾甚麼的
。

外表豔麗四射，和之前梳着兩條小辮子的可愛樣子相差多了，這輪廓我大致認得出她是我的舊同學。

我想和她打招呼，最好順道留個聯絡方式，但她認不出我怎麼辦？可能她會以為我只是單純想搭訕的
帥氣「ＭＫ仔」（我是這樣定義自己）。

的確我動機也是想搭訕，不過我是以舊同學的身份呢。

這個舊同學無懼香港９度的溫度和寒冷天氣警告，下身穿着不可能保暖的黑色小短裙和快要透明的絲
襪，絲襪上的是心形圖案。正當我仔細研究她的衣着，她已經施施然走過我面前。我甚至連傳單也沒
有遞上去。

這可不行！心裏在吶喊。但現在突然搭話或派傳單也太奇怪了！
這時，我發現她後面穿着的異狀，她後面的裙子塞在絲襪裏頭！甚至可以見到絲襪透出的內褲。

作為一個有禮的男士善意提醒她這件事，絕對不失禮。我自然地說了一句：「小姐，等等！」

舊同學回頭望我，眼裏有防範的意思，自以為我是宣傳廣告的人。

「妳的內褲……在入面。」

她竟然用着望住變態的厭惡眼神望住我，就像望最卑賤的可憐蟲一樣。



她只說了兩句字：「去死。」

明明我只是好心提醒？！我呆滯，腦海不能思考。
而這個舊同學快步走完，沒有留下她的聯絡方法，只留下沒有溫度的太陽和她的裙子塞進絲襪，而明
顯露出內褲的倩影在我腦海中……



雲朵在飄

把手掌伸向高空，手掌呈爪狀，藍天軟綿綿的雲朵彷彿能抓在手裏。這看起來緩慢得近乎靜止的東西
，我總是覺得可以捉摸，當然現實不是如此。

我在課室，現在正是第二個小息的時候，因為我班上沒有朋友，不用強逼自己離開座位和其他人打交
道。

「喂！你這個傻仔在看甚麼！」說話的人是經常欺負我的阿傑，仗着自己身材健碩，總是和其他「跟
尾狗」一起連群結隊。而我這種沒朋友的可憐人成了被他們欺負的對象。

我不理會阿傑說甚麼，但心裏已經害怕他會對我做甚麼事。

阿傑不問我的意見，一個大屁股坐在我書桌上。「喂！你竟然不理會我？好大的膽子啊，我只是在和
你說話啊。」很快他的跟班已經在他身邊出現，無形中給我壓力。

他這個混蛋是太閒了吧，一到小息就來玩。「我和你沒有甚麼可以說。」我戰戰兢兢地說，語氣還算
平穩，盡量不顯示我的怯意。

「你還沒有理解你自己的立場嗎？上次你的課本，我留給你的畫還在吧？你想有其他事情發生在你的
身上嗎？」

「你這樣做的話，我會告訴班主任的！」班主任陳老師是一個不負責任，做完手頭上的工作就立即走
的老師，教書完全沒有熱誠，最擅長的是播放教學影片給學生看。我不期待他做甚麼，但希望對阿傑
有一點點阻嚇作用。

「哈，告訴那個白痴教師有甚麼用！你喜歡就去說啊，反正你沒有任何證據。你沒有證據可以說甚麼
？」他的跟班也在笑。

我雖然生氣，但沒有口才去反抗他，只能瞪眼。

「哎，你這個人真是沒用，垃圾一個。小息的時間只會發呆，和低能兒一樣，以後就叫你做低能兒，
好嗎？」跟班在旁邊叫嚷，歡天喜地在叫阿傑起的名詞。

「你還不懂回答？喂，低能兒，我在叫你啊。」阿傑用力拍打書桌，呯的一聲，嚇得我身體一震。

「總算是有點反應啊。」

鈴聲響起，表示下一節課開始了，阿傑沒有興致繼續煩我，因為這節課是中文，那個女老師總是很早
就來教室。

我舒了一口氣，從書包拿出教科室，就是被阿傑塗鴉的那本。

可以興幸這個小息就這樣完結，但現在離放學的時間還很完。

天空的白色雲朵在援慢地飄，我繼續中魔似的望着那些雲朵，想像着我和它們一起消失在天際。





土

對不起，我不知道怎樣表達我對妳的歉意。

我望着妳淺啡色的眼瞳，真誠地說。

對不起，我也不知道我為甚麼會這樣做。

但那女生的眼眸沒有神彩，好像完全沒有原諒我的意思。

對不起，我知道妳怎樣也不會原諒我的，但無論如何我也想表達一下我的歉意。

女生的嘴角好像向上扯起，是原諒我？還是嘲笑我？

對不起啦，在妳說原諒我之前，我是不會停止我這煩人的道歉的，妳不會覺得我厭煩吧？嘛，這樣也
能表示我的誠意吧。

我們現在身處在浪漫的山嶺之中，洋溢着的是泥土芬芳的青草氣味，四周無人煙，只有我們二人，絢
爛的霞光在泥土抹上淡淡的玫瑰色，天空也是漂亮的粉色。整個是粉色的浪漫情調。

妳不覺得這個場景很羅曼蒂克嗎？我經常覺得情侶去山邊逛逛，浪漫地在街上、商場逛呢。

她不發一聲，還好像歪一歪頭。

對……對不起！其實我們不是情侶吧，對啊……我們連情侶都不算，我真的覺得很遺憾呢。不過我認
為我們是關係親密的朋友啊。在我每次想找話題和妳說話，妳也很有耐性地和我傾談。我想妳也知道
我望着你的臉龐就會緊張吧。

鐵製的鏟子被用力插在泥土中，發出輕微的聲響。

女生的身體柔軟地靠在我身旁，我感受到她身上傳的溫熱，不禁有點亢奮。

這輩子都未感受過，這就是女生的觸感啊。當然這句我沒說出口，這個未免太失禮了。

女生好像知道我在想甚麼失禮的事，眼神稍微有點轉變。

對不起！剛才我才沒想過甚麼失禮的事啊。

啊，我可不能忘了自己的工作，工作時我就常被老闆駡我不專心，我超討厭那中年人，但為了生計自
然要繼續上班。

那個坑洞也差不多成形了。

女生好像依依不捨的倚在我身上，我不想離開她，想這個時刻永遠停留。

理智告訴我絕對不可以這樣，我要冷靜一點。



我把她的身體像寶物一樣珍而重之、輕輕地放在坑洞裏。

對不起喔。

她如睡公主一樣沉睡在土裏，身為王子的我卻不能夠吻睡她，反而像僕人一樣繼續用泥土掩沒。



傷口

在某天寒冷的晚上，那時行人可以吐出白色的空氣，吹在身上的寒風，手指頭凍得冰涼，我把手插在
大衣的口袋，低着頭，想快步走到溫暖的地方。

一天的上班生活已經結束，下班永遠是最值得高興的事，但我的身體和心靈上的疲勞沒有消散，身體
像鉛塊一樣沉重。
  
走到紅綠燈，紅燈正在閃爍，

想快點走。

身體很累走不動。這樣的矛盾我以深深的嘆息作發洩，並把雙手磨擦，嘗試釋出一點熱力。

不知由何時開始，可能是由這幾年開始，有時候在睡夢中被某些不知名的怪物襲擊後，一覺醒來身體
都會出現一些傷口，傷口都不大，有時是瘀傷，有時是小小的割傷。因為是傷口不大的關係，我一直
不太在意，反正一點點的傷口。

傷口通常都在我很難察覺的位置，是我洗澡時才會發覺得到。這件事我從來沒有和人透露，是所有人
也不知道的事，我也不打算告訴人。
夢中見到的那個怪獸是黑色的，形象模糊不清，碩大的身軀有巨大的利齒，夢中的我完全沒有反抗能
力，眼白白地看它走到我面前，它張開血盆大口，把我從頭開始咬碎。

我感到恐懼，心臟劇烈地鼓譟，好像人類某種重要的東西已經漸漸消失。

頭沒有了，四肢沒有了，身體沒有了。

我仍然感受到怪獸的咀嚼。

咬。嚼。咬。嚼。

怪獸愉快地嚼食。我的身體和意識陷入黑暗的深淵，沒有痛楚，漸漸化為虛無。

醒過來的我身體上已經多了一道傷口，有時會在胸膛，有時會在手腕，都會在不算太顯眼的地方出現
。

傷口不算太大，很快就會痊癒，起初我也有點害怕，但慢慢也不覺得不算甚麼事了。

傷疤慢慢地消失，就像心裏的結疤也漸漸癒合一樣。心情變得平淡，原本發生令我傷心得胸中作疼的
事，竟然慢慢不覺得有任何感覺。

在紅綠燈等待的我，想起剛才被客戶責備得狗血淋頭，我沒有任何怒氣，只是默默的承受。

想起父母吹噓自己的朋友孩子的厲害事業，明明是對方的事，好像是自己拿到的功績一樣興奮。



沒有能力的自己，不能告訴他人的煩惱，一事不變的生活，如機械一般生活的都市人，沒有表情的路
人，生活中的喜怒哀樂漸漸頹靡。

紅綠燈的紅燈指示維持一成不變的節拍在響，突然覺得世界上已經沒有甚麼事阻礙或推進我，我只要
維持一定的節拍就可以。

紅綠燈由紅轉做綠，路人沒有疑問跟隨指示行走，我追隨他們的步伐盲目跟上前，沒有任何懷疑，路
上的狀況也沒有看。

回到家，和往常一樣做的準備工作，包括明天要用的文件，打掃一下只有自己一個人住的細小空間，
洗澡。

最後鑽入被窩，睡覺的寧靜又安詳的時刻是我唯一的歸屬。

而在夢中，沒有任何東西的空間，那個無形的黑色怪獸再度襲來，今晚我也沒有任何反抗，它停在我
面前，觀察一下自己的獵物，審視完畢，它臉上沒有表達感情的五宮，但我認為它臉上帶有滿足的笑
意。

它張口，我被它的利牙撕裂。

雖然是自己的身體，但感覺像別人的事，我麻木地看這個進食自己的過程。再度被它吞噬。

第二天的早晨，昨晚殘留在心裏的郁悶心情一掃而空，我觀察一下身體，手臂上有大約兩吋的傷口，
傷口也是不大，和不知多久之前形成的傷口呈十字的形狀。

我撫摸這兩道傷口，心情無比地平淡，沒有任何憂慮，相反喜悅也消失。



夜街

在沒有人的街道，雖然我已經走過這條路無數次，低聲呤唱的夜風還是令我有點膽怯，這是屬於夜晚
的魔力吧。

現在是凌晨12時多一點，夜風不可思議地凍結我的雙手。和舊同學聚會的關係，我竟然才這個時間
才開始走回家。老實說我不算一個喜歡夜晚才回家的人，事先通知過家人會晚回家，但他們也會驚訝
我這個時間點還未回家吧。

我否認我是膽小的女生，在普通的夜路上行走對我來說沒有甚麼難度，但想起之前在這附近的慘劇，
我快步向前走。

這個山頭在幾個月前發生一件發現遺體的事件，死者是一個十八歲的女生，她被埋掩在不起眼的泥土
中，死者已死去半年，三年前家人向警察報過她失踪的消息，但一直沒有發現她的消息。那個女死者
是一個學生，同學說她不是一個喜歡招人麻煩的和善女生，不明白為甚麼會有人對她做出這樣的事。

至於她是為甚麼會發現得到，好像是那個兇手把殺死這個女生的詳細過程寫在自己的筆記上，而這本
重要的筆記竟然被其他人發現，這個可悲女生的死訊才得以告訴給她的家人。

我就住在那個新聞報導的山腰上，我會在這麼在意這道新聞，除了因為發生的地點和我很近，也是因
為我和死者的年紀一樣。

這個城鎮裏和我一樣年紀的女生，過着和我差不多的生活，但人生會突然被結束成這個樣子。真是難
以想像。

我一邊不顧寒風的吹侵快步走，一邊不着邊際地想像這些事情。

這個時間的話父母應該會打電話給我吧？雖然我也是成人，但他們總是覺得孩子應該早點回家。事實
上為了去這個同學聚會，我花了不少唇舌才勸服媽媽讓我去。

奇怪的是父母完全沒有打給我。

我從單肩包拿出電話，沒有任何來電顯示也沒有訊息。

平時會對媽媽經常打來的電話感到不快，但現在沒有電話打有一種不明所以的不安。

這股不安驅使我小跑步地跑回家。

我家是一幢老舊的村屋，和其他的村屋稍微有一段距離。雖然有點偏僻，但從我出生到現在我也是住
在這裏。媽媽總是說早晚要搬離這個地方，但我早就習慣這裏。

打開大門，家裏沒有開很多燈，昏黃的光線和外面的街燈差不多的亮度。

「爸爸，媽媽，你們在嗎？」

我向看似沒人的家大叫一聲，像對洞穴叫喊，沒有人回應。



把包包放在平時用的櫃子，我再叫一聲。

「喔．．．妳回來啦？」那是爸爸的聲音，由廚房那邊傳來的，廚房的木門虛掩着。爸爸的聲音有點
顫抖，不像他平常穩重的聲音。

「爸爸，你怎麼了？」

「沒有甚麼！妳回房吧。」

「你在做甚麼？這個時間在做夜宵。我來幫你吧？」

「不用了！」爸爸的聲音令人出奇地激動，可能是和媽媽吵架，正在飲悶酒。上次他飲酒，把玻璃瓶
使勁丟在地上，自此廚房的桌子有着顯着的凹痕。平常的爸爸雖然很溫和，但一生氣來是十分可怕的
。「妳快點回樓上的房吧。」

「喔。」我跟從他的指示，走上階梯。

儘管我覺得家裏還是維持鬼魅的不安氣息，但我決定把這些情緒無視。明天會是另一天上學的日子，
我快速地洗澡，準備明天要用的東西。

拉上被子，緩緩閉上雙眼，意識漸漸飄去，聽到一點輕微的吵雜聲，但可能是我的夢也說不定......

一覺醒來，窗外沒有早上明媚的陽光，今天是個陰天，我換上校服，打算走到樓下的客廳。

走到地下的樓層，還是漆黑得像夜裏一樣，還有夜裏不明朗的氣氛依舊持續。家裏應該還有家人在這
裏，但我現在沒有聽到任何聲音。沒有爸爸忙着出門走動的聲音，沒有媽媽準備飯菜的聲音，好像家
裏只有我一人。

空氣中瀰漫着一股難聞的氣味，要我形容的話，就像街市遇見的魚販身上的腥血味。濃洧的氣味鑽進
的嗅覺甚至腦袋，有點透不過氣來。

可能是媽媽在煮甚麼樣的肉?

我決定走進廚房，廚房的木門還是和昨晚一樣虛掩，黑暗的廚房，窗簾遮掩着微弱的晨光。我看到爸
爸的背後，他如常坐在他的木凳，但他是上半身伏在桌子。心裏特地放鬆。

「爸爸，你昨天睡得不好嗎?」

他沒有回應，我想他可能昨晚累壞了。他應該沒有睡着，只想躺一下休息吧。

「為甚麼家裏的味道這麼重啊?」

還是沒有回應。但他再這樣睡下去，爸爸可能會遲到。

「我去開燈啦。為甚麼你不開燈的啊?」



喀卡。打開電燈的開關，鮮紅、鮮血的世界呈現在眼前。

廚房凌零不堪，裝着碗碟的大櫃被推倒在地，玻璃及碗碟的碎片散落在地。鮮血像油漆被任意塗抹在
整個房間。

爸爸的姿勢伏在桌上，但腹部有着巨大的傷口，看不到他樣子，但他身上的血液從椅上不停流淌在地
上，滴答滴答。

以為媽媽在別的房間，原來她就在我的腳邊，朝天躺臥着，喉嚨的血管和骨頭清晰可見，她令人聯想
起死眼的混濁眼睛一直看着我。

滴答滴答。爸爸身上流淌的鮮血聲。媽媽的眼睛令我難以移開的目光，我一直陷入那股混濁、沒有生
氣的白色，不能自拔。

......

明媚的早上，在某一個家庭的電視機播放着早上的新聞，女生一邊吃她的早餐，一邊漫不經心地聆聽
新聞播導員的清脆聲音。

「位於XX山的某個村屋被賊人盜竊，戶主夫婦發現賊人，雙方發生衝突，而戶主夫婦被賊人挾持。
夜歸的戶主女兒回到家懷疑沒有發現家裏的狀況，直至翌日早上發現父母的屍體。女兒的精神狀態陷
入錯亂，現在進入精神科病房，警方發現......」

女生被這新聞吸引，難得地望一眼電視，咬一口面包，再找遙控器關上電視。

 



女生聚會

今日約了很久沒見的朋友吃飯，女生一各自交了男朋友就很難約出來吃飯。雖然幾年前我和我的幾個
朋友都是差不多每天見面，但她們一有了男友就明顯少說話很多。

這天的約會其實已經約了很久，由上一個月約到現在，還要身為「搞手」的我在whatsapp
gp多次提醒。這些女神才終於「記起」這次的飯局。

有時我也不知道大家還想不想繼續聯絡，但一見面這些女生都會表示依依不捨，一見到面就很激動，
雖然見完面大多數都不會說話。

算了，反正大家終於約到出來見面，我收拾好心情，難得地化個淡妝(平時也很懶不會化)，終於去出
門，因為小姐們通常都會遲到，所以我也預計好她們遲到的時間才出門。

這次的聚會是在一間頗高尚的CAFE裏吃，我是很少去這些地方的，但和女生聚會自然要去這些地方
吧。

來到會合地點，不久就見到我其中一個朋友Amy，Amy是一個矮小的女生，雖然不知幾高，就算穿
上高跟鞋，也矮我一個頭。她身穿粉紅色，感覺是有點像兒童才會穿的裙子，包包也是粉紅的，她非
常熱忱粉紅色系的物品。

"Rosie! 很久沒見你啊!"
Amy嬌滴滴地對我說，手掌像企鴨伸直可愛地拍在我肩。忘了說，Rosie是我的名字。

"對啊Amy，真的很久不見了" 我這樣說，但這個Amy經常放我鴿子，這次終於出來。

我們寒喧幾句，接下來的Floria 和
Kitty也來到。Floria是高個子的女生，高佻的身材很容易受人注目，可惜的是嘴唇太厚對樣貌整體扣
分。Kitty
是很受歡迎的女生，基本上她各方面的條件也很好，也是一個富家小姐，追求她的人一直也很多，但
男友換得很快，最近的男友應該維持兩個月的樣子(已經算久)。

人齊了，大家高高興興地出發。

Kitty伸個懶腰，順便換一換她的新名牌袋，說: " 我真的很餓啊~~整天也沒有吃東西"

Amy: "對啊對啊，我也沒有吃東西啊"

我: "那我們快點去吃飯吧!"

來到CAFE，聆聽着舒適的音樂，Kitty說她有很多東西也不能吃，想了至少5分鍾才決定好。

大家點完菜，興奮地討論大家的近況。
Kitty拿出她之前去歐洲旅行的手信給我們，都是些小吃。Amy也不甘示弱拿出她在韓國買的面膜送
給我們。



飯來到，先幫食物拍照，
拍到食物也差不多涼了，我忍住立即吃飯的衝動。她們不是說了很餓嗎，為甚麼還有力氣拍照?!

吃過飯的大家， 再談了幾句，Amy站起說:
"哎啊，我忘了告訴我男友我約了人吃飯，他現在在等我啊"

說話的興致立即大減，大家口中說不介意，其他人的心裏怎樣想我不知道，我覺得很奇怪，明知我們
今天要出來，又約了男友。而且男友是經常見吧，我們才幾個月見一次。

Amy拿起包包走，我們三人繼續談話。

Kitty一邊滑手機一邊和我們說話，突然大驚叫了一聲。

我和Floria問她怎麼了，Kitty瞪大她的眼瞔，指着手機。

Kitty"這個不知名的女人和我男友在拍照，他們去了甚麼地方?!"

我望一望顯示的地標，是一間餐廳。十之八九她的男友和這個女生去吃飯了。

Kitty "和女生吃飯也不跟我說一聲? 這個人是發瘋了?"

Kitty說要立即找她男友質問，所以我們很快解散。

老實說，和女生們聚會真的很麻煩，我下次還是不要提議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