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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村景�承恩家日鏋

承恩用被蓋著頭，鬧鐘埋在被窩繼續響。打扮整齊的爸爸走入房，坐在她

的床邊。

爸爸：（溫柔哄著）馬承恩…快點起床喇…您媽咪又嘈㗎啦…

承恩：（朦朧地）好頭痛呀…唔想返喇…

爸爸發現床頭有幾顆白色的「廁紙雲吞」，用手掀開被子見承恩的面，用手

背輕按她的額。轉身到廁所打開鏡箱拿退燒藥，拿水給她送藥，一手扶起

她的背，一手幫她吃藥。

爸爸：哪，快啲食粒藥，聽爸爸話，今日你要做司琴啊，唔可以失場㗎，哼？

承恩吃藥，眼朦朦看著門外。媽媽經過沒有看她一看，只拿著一本恩頌聖

詩唱著詩歌。皮鞋打著木地板咯咯作響。

2 .�外景�父車上日鏋

媽媽駕車。爸爸在旁拿著幾封信，拆開看。

爸爸：（間中看著媽媽）琴日開會，淑貞話執事會想重組聖樂事奉人員，我

睇呢…可能有人要走㗎喇，上次發現婚外情，琴晚還在談…

承恩在後座塗唇彩。

媽媽看倒後鏡。

媽媽：（語氣重）馬承恩，媽咪不喜歡你塗那些東西…抹了它！

承恩看媽媽，再看爸爸，放下唇彩。爸爸回頭看承恩，看媽媽。

爸爸：（低聲）沒甚麼大不了吧…

媽媽：抹了沒有？給我看看。

若非愛（劇本） /�謝翠芹 媽媽從倒後鏡看她。承恩深深呼出一口氣，把唇彩擠入化妝袋，看著窗外，

目無表情。爸爸看窗外。半晌，媽媽作嘔，單手按著嘴。

爸爸：（看著媽）沒事吧？要不要我與你調位？

媽媽：（輕輕搖頭，看著前面）不用…

3 .�外／內景�教堂外停車場／教堂門廊接待處日鏋

車駛入教堂外停車場停下，承恩先下車，爸爸接著，承恩走在爸爸身旁，走

入門廊。媽媽隨後趕上，急步。蕭執事在司事桌忙著插花。

蕭執事：（拿著一枝花，向媽媽微笑點頭）牧師早晨！

媽媽：（看見司事桌亂七八糟）早晨…快快辦妥，要收拾好桌子了。（一面向

前行，回頭看爸爸）你幫幫她。

爸爸點頭後走到桌前整理小冊子和場刊。承恩在後面悄悄走上樓梯，到樓座。

4 .內村景�教堂樓座／教堂禮堂日鏋

承恩到了樓座，選了角落的長椅，拿歌集作枕頭，臥在椅上，輾轉一下，又

拿本聖經枕頭，閉上眼，深呼吸一口。禮堂傳來爸爸的琴聲，詩班開始練

歌。黃老太走到樓座掃地，走到角落發現承恩在睡。

黃老太：（發現承恩，搖頭）唉…

媽媽：（站在台上，手撐腰，開咪）馬承恩，你到哪裡去了？請你立即上來，

我們要練歌了。

黃老太探頭向媽媽揮手示意，手指著承恩。

5 .內村景�教堂禮堂／教堂女廁日鏋

眾人坐著觀看洗禮儀式，媽媽站在浸池中央，穿著黑袍，扶著一位中年婦

女。爸爸坐在三角琴前看著媽。承恩坐在管風琴前看著窗外發呆。

媽媽：黃秀彩姊妹，你是否願意耶穌基督作你個人的救主？

黃秀彩：（雙手合十，看著會眾）我願意。

媽媽：你是否願意一生一世跟從祂？

黃秀彩：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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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按手在她頭上）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施浸予你，使你加入教會，

作神的兒女，永遠蒙神的賜福，阿們。

媽媽握著她的手按她到水中，扶她上水。爸爸看著媽媽，微笑地奏樂。承

恩看著樂譜，目無表情的彈管風琴。會眾唱著詩歌直到禮成，媽媽離開浸

池。爸爸看著承恩，舉起姆指微笑。承恩表情無奈，升起眼眉。散會後，媽

媽走在祭壇前打理聖餐器皿，拿起碟轉身步出禮堂。承恩在後，拿著一枝

花，插在襟前的口袋。

媽媽：（提高嗓子）承恩，要繼續努力啊，常看著別人的姆指就不懂進步㗎

啦，知道嘛…

承恩沒回應媽媽，走到女廁。

6 .內村景�教堂女廁日鏋

承恩看著鏡弄頭髮，洗手。聽到聲音，朝廁格看。

黃老太（O.S.）：有人嗎？我忘了帶廁紙啊，可以幫幫我嗎？

承恩動也不動，看看掛在牆上的廁紙，不作一聲，慢慢離開。

7 .內村景�課室日鏋

同學坐在課室上課，有些同學在玩傳紙仔，有些在竊竊私語，葉家晴伏在

桌上睡覺。承恩拿著鉛筆在中文書上畫畫，又抬頭聽宮明講書。

宮明：這一課我們讀到最後一段文字了，大家應該發現爸爸愛花和畢業典

禮都是全文的主要線索，前者是主導，後者是副線。葉家晴，你幫我們讀

最後一段吧。

承恩立即拍醒葉家晴，提示她要讀的段落。葉家晴拿起中文書看著，朗讀

起來。

葉家晴：瘦雞妹妹還在搶燕燕的小玩意兒，弟弟把沙土灌進玻璃瓶裡。是

的，這裡就數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我對老高說：「老高，我知道是甚

麼事了，我就去醫院。」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鎮定，這樣的安靜。我把小學

畢業文憑，放到書桌的抽屜裡，再出來，老高已經替我雇好了到醫院的車

子。走過院子，看那垂落的夾竹桃，我默唸著：爸爸的花兒落了，我也不再

是小孩子。

她一面朗讀，宮明一面托著教科書走到座位行間，經過承恩的位，又轉身

走回黑板。他經過，承恩留意他的手，又留意他的皮鞋。在書上畫他拿著粉

筆的手。

宮明：（把書放在桌上，看著承恩）讀懂了甚麼嗎？

承恩：（跟宮明四目交投）爸爸死了啊，不能看她畢業典禮。

宮明：對，同學留意最後一句用了象徵的手法，作者將花兒落下象徵爸爸去

世，（雙手插在褲袋）那…哪些地方可以看出她不再是小孩子？（看著學生）

同學沒有看著他，只有承恩抬起頭看他。

承恩：作者寫到「我從來沒有這樣的鎮定，這樣的安靜」。（用鉛筆指著書

搜索文字）還有第6 9 小節「我雖然很害怕，但是也得硬著頭皮去。這是爸

爸說的，無論甚麼困難的事，只要硬著頭皮去做，就闖過去了。」（看著宮

明，期待回應）

宮明：非常好，你讀得很仔細。（微笑，右手抓抓腦袋，看著書，翻頁）大家

請翻到後面，修辭練習…

承恩翻頁，看著宮明暗喜。

8 .內村景�教員休息室日鏋

男教師A在茶水桌上沖茶，男教師B在沙發上看明報財經版，男教師C拿著

茶杯靠著桌站著。

男教師A：今天如何？忙嗎？

男教師B：欸…明天教育處的人來監堂…要準備一下吧…(搖著腳)

男教師C：（低聲）喂，剛才我聽Miss﹙ Wong﹙講葉家晴被校長捉個正著，（秘

密地）今次在附近的停車場呀…

男教師B：（放下報紙）吓？幹嘛？食煙呀？一定不出好事吧…

男教師A：（回頭看著B）你真不夠靈通！昨天整個教員室都在討論，他們

躲在地庫三樓「搞」呀，翻雲覆雨！就是如此巧合，躲在 校長的BMW 後

面…（喝口茶）

男教師B：吓？不是吧…日光日白…（把報紙疊好，抓抓大肚腩）

男教師C：剛巧校長落去車場拿東西，「斷正」！（三人冷笑）

宮明走入教員休息室，向男教師們點頭示好。拿著自己的杯，到櫃裡拿出

自己的咖啡粉，沖咖啡。

男教師A：（說生硬的國語）休息一下吧，工作很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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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明：（微笑）嗯，對呀，謝謝。

男教師A：你是教葉家晴中文的嗎？好像你今年是負責她們班…

宮明：對。

男教師A：那今天她有上學嗎？

宮明準備回答之際，電話響起，是從北京打來的女友小萱。看著螢幕等了

一下才接電話。

宮明：（溫柔地）小萱呀？

小萱（O.S.）：（興奮地叫出來）好想你好想你！你正在工作嗎？

宮明：（冷靜地）正在休息，（低聲）我也好想你。

小萱（O.S.）：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會飛到香港，星期六五點鐘到香港機

場唷！你來接我好嗎？

校長在門口叩門。

宮明：（看一看校長，再急忙的說）好，在接機大堂等你，再聯絡，我要工作

了。（掛線）

校長：（神情嚴肅）五分鐘後在會議室開會。（匆忙地走了）

9 .��內景�會議室�黃昏

眾老師與校長坐在會議室開會。

校長：校董會最近開會，打算在學校大力提倡閱讀，重整圖書館架構，幾

方面啦…（幾聲咳）行政工作，我知道老師要擔當的已經很多，不過…校

董的意思我也同意，大家盡量配合。（打算與老師眼神交流）

有些老師低頭寫東西，有些竊竊私語。男教師A﹑B及C看著宮明。

宮明：（喝一口咖啡，緩緩地打量其他同事，清清喉嚨）校長，其實我在國

中的時候也是圖書館理員，如果你們需要一位…老師，需要統籌一下的話，

（停頓）我也可以幫忙的！

眾老師互打眼色。

校長：（說國語）當然需要了，我會安排一下，找個學生幫你。那就這樣吧！

10 .�外景機彪場巴士�黃昏

宮明和小萱坐在巴士上層，靠窗。小萱握著宮明的手，細仔閱讀他的皮膚。

宮明安靜地坐著。

小萱：（皺眉頭）你看，皮膚都乾乾的，沒有人煮甚麼湯給你食吧…（看著

官明）媽很想你，說不然你會跑掉了，她就跟我擔心。

宮明：她的腳還好嗎？

小萱：爸給她看一個很棒的醫生，現在不用食藥，只用針灸…這陣子我太

忙了，老總跟我說多加幾個大客戶，就給我晉級了！到時候我們就可以早一

點…

宮明：（逗她）早一點甚麼？

小萱：還要說嗎…（害羞地笑，看著窗外）

宮明慢慢收起笑容，看另外一邊窗，把她的手牽在臂彎。小萱倚在他的肩，

打呵欠，合上眼�。

11 .內村景�教員室�下午

宮明坐在靠窗的工作桌上，埋頭在一大堆的作業簿裡批改作業。他翻開承

恩的隨筆本子。

承恩（O.S.）：跟恤衫一樣白的手，當我走累了可以牽著，走到平原跟蒙古一

樣廣闊，找個海洋跟教堂一樣深厚，在你的眉毛裡躲藏歇息，我就可以回到

野草成長的速度。宮老師，謝謝你那天的讚賞，特別喜愛聽你說北京話。

宮明拿起本子，放 鬆 地靠 後坐。輕輕呼口氣。眼看著天花板的風扇在搖

動。

11 a .內村景�宮明讀國中時的圖書館�黃昏�（回憶）

少年宮明正在把書車上的圖書放回書架。圖書館只有三四個學生在做功

課。風扇在搖。方凌走進圖書館，轉彎到還書的櫃台。拿出四本書等著管

理員出來。宮明從書架窺探櫃台，見方凌在等，立即停下手上的工作，用手

把恤衫弄整齊，急步走到櫃台。

宮明：（清清喉嚨，裝作很認真）續借嗎？

方凌：（搖頭）都是還的。

宮明把圖書一本一本地登記，字寫得特別慢，又抬頭看看她。方凌看著他寫

字，走到書架，伸手，升起腳踭，在高處拿了本書，找個靠窗的坐位坐下。

宮明（獨白）：國中的時候，有一個女生，令我每一次也要 按捺心裡面的

騷動不安。她很會看書，一星期看上三四本。伴隨著她我獻上任何一種姿

勢﹑實實在在﹑隱而不露，那個我像一條蟲，看著蝴蝶拍動美麗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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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明從她的背走過，回到書架繼續工作，在書縫中偷看她，冒汗的背隱約

看見內衣。風扇吹動她的髮鬚。

11b .內村景�教員室／走廊�下午

宮明呆呆地看著承恩的本子，坐直，查看桌子玻璃板壓著的座位表。手指

著「馬承恩」的名字。班主任Miss Wong在他的對面，吃著杯麵。

Miss﹙Wong：（八卦地）喂，那班猴子如何？傷腦筋嘛？

宮明：（笑著搖頭）還好吧，有些同學還可以的。文章寫得不錯，可造之材。

（打理著桌上的作業）

Miss﹙Wong：誰呀？你說的是承恩嗎？（吃著麵）

宮明：對…她的筆特別巧，班裡沒兩個喜歡寫詩…

Miss﹙ Wong：她是牧師的女兒啊，特別乖巧，這傢伙都不用人擔心的…啊，

順道一提，圖書館的事，你可以找她幫忙呀，那麼你可以少忙一點！( 打眼

色)�讓學生做吧…

宮明微笑點頭同意。拿起紅筆在承恩的簿上寫下評語。

宮明（獨白）：畫個跟你頭髮一樣黑的問號，你可以牽著它散步，漫過洪水

蓋過街道，放學可以來圖書館打理書務？

Δ宮明拿著承恩的文章貼在走廊的壁報。

12 .內村景女獙更衣室日鏋

承恩與葉家晴分別站在兩個花灑下洗澡。葉家晴合上眼睛洗頭，手抓著頭

皮。承恩用水沖著頭髮。

家晴：（高聲地）你知道嘛，原來那天鄧樂然是第一次…親眼見到女生的胸

啊…（沖走頭上的泡）我跟他吃過午餐便下去，你知道停車場啦，地庫喎，

更是地庫三樓…怎也沒料到有人經過吧…

承恩：（看著她）哈哈…校長那天下午回來後，連窗簾都拉上，氣得臉青青

的…（把沐浴露擠在手上，再把瓶遞給家晴）

家晴：還用說！你知道校長看見我們的時候，我們在做甚麼！？

承恩：做什麼？（關水喉，拿毛巾擦頭）

家晴：他坐在石階，那我就站著抽煙嘛…（走到承恩前面，微曲膝彎腰）然後

他把那對冷冷的手伸入我的恤衫唷，就這樣擠著吧…（想用手摸承恩的胸）

承恩：（尖叫，笑，躲避）呀！

家晴：（拿毛巾擦身）然後他又掀起我的衣服唷，我還記得他的眼睛，（扮著

他）好像沒眨過一樣！平時跟我一起也不會這麼專心呀…可能我前男友所

說的對，我最出色的東西，（收起笑容）就只有這裡…（手按著自己的乳房）

家晴走到儲物箱，拿出書包和衣服，穿上一個性感的胸圍。

承恩捲著毛巾快快的拿出衣服，背著家晴急急穿上內衣。

家晴：（八卦地走到承恩背後）喂，你猜跟你第一次幹的人會是你的丈夫

嗎？

承恩沉默，從書包拿一個加拿蘋果，吃一口。

13 .��內景�圖書館�黃昏

承恩急步走到圖書館，看看手表，下午四時。她在圖書館櫃台前打理書籍，

把借書卡插入書中。三四個同學進來，兩三個同學離開。四時四十八分。承

恩伏在櫃台上看書，又轉頭看看大門，看著表，又看書。等待宮明來鎖門。

承恩（獨白）：課後隨筆──煙雨濛濛，春，自進入這個叫人躲懶的季節，總

是提不起勁兒做好學生。李白與李商隱，可以暫時與你們一起午睡嗎？這陣

子沒有甚麼好說…每次月經都是一個未完成的藝術品，想生孩子，生孩子

就是女士們最高峰的創作。還要與李白見多少次面，才能登上這個頂峰？

宮明（獨白）：看來你被中文課悶倒了，每次看你的隨筆也令我想起一個

在國中時的同學，你與她都是這樣坦率。直接面對自己的感受是寫作的良

方，也是成長的必然素質。

宮明進入圖書館，與承恩揮手，微笑。

宮明：承恩？你來了？今天怎樣？工作都完成了嗎？

承恩：（微笑）都完成了，你看看這個，（給他遞過一本數簿）檢查一下吧。

宮明：（看著承恩，微笑，接過來）嗯，謝謝。

宮明坐在圖書館中央的桌椅。承恩在櫃台看書，留意他，又低頭看書。宮明

鬆開領帶，抬頭看看她。黃昏的陽光落在木桌上，把宮明的影子都拉長了。

14 .內村景�承恩家�夜

承恩一家在吃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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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給承恩夾菜。

媽媽：（開心看著爸，低聲）偉賢，我想現在說出來…

爸爸：（看著媽）好啊，遲早她也要知道的…（微笑）

媽媽：（向前傾）承恩，你很快要當姊姊了。

承恩：（看著媽，呆了）吓？真的嗎？

爸爸：這些事沒有兒戲的啊…（夾菜）

承恩：寶寶何時出世？

媽媽：（喝湯）今年十月啊，�跟我一樣都是秋天出世。

承恩點頭回應。吃完飯，走入廚房拿湯，倚在門栓喝著。

承恩：（交叉腳站著）爸爸呀，前幾天葉家晴被校長發現呀…她與男友在

停車場…做點不太好的事情吧…之後校長超光火…

爸爸：（好奇地）吓？竟然如此？那麼家晴如何啊？

承恩：她也是照舊吧…你知道她的性格…

媽媽：（不滿地）承恩，媽咪教你…從不悔改的人，是最可憐的。你看家晴，

不修編幅，上帝給她機會，她不會珍惜。我認為她「與其慾火攻心，倒不如

嫁娶為妙」，承恩，你千萬不可以學她，知道嘛？你公公晚年時到處傳道，

很多人因為他而信主。我今天委身傳道，亦因為公公的榜樣。你和將來的

弟弟也要榮神益人！知道嘛…

爸爸：上帝也等待可憐的人回轉呀…

媽媽：（自言自語）如果弟弟將來立志做傳道人，你說多好…

承恩喝完湯，靜靜地入房。

15 .內村景�承恩家�深夜

黃黃的床頭燈照著承恩。承恩看著鏡中的自己站著。不快。良久，爬到床

上，關燈。蓋被，輾轉反側。她在被窩自慰。她發出很微的聲音。她停了，一

手伸到床頭，抽兩張廁紙。她在被窩裡抹手，把紙巾掉到床頭。聲音傳來

第二天她的琴聲。

16 .內村景�音樂室／走廊／梯間日鏋

承恩的手指在琴鍵上飛舞。家晴陪承恩在音樂室彈琴，家晴吃著百力滋。

宮明拿著作業簿在走廊經過，聽到音樂室的琴聲，步伐漸慢，走到門栓偷

看，見承恩。靜靜看。家晴發現宮明老師，便跟承恩耳語。

家晴：（低聲耳語）喂，宮明老師在門外…

承恩抬頭，凝視宮明。暗喜，手指在飛舞。上課鐘突然響起。家晴起來，牽

著承恩離開。

家晴：（急忙地）上課了，還是快些上去，Miss﹙Wong這陣子很煩氣…討厭…

（急步走出音樂室）

兩女生跑出門，承恩碰到宮明的肩，回頭看，對他笑了。家晴與承恩跑上樓

梯。校裙在腳間翻來翻去。

家晴：（回頭看）宮明老師看著你喎，看得出神呀…

承恩：是嗎？他一向看著人的時候，也是這樣的呀…

家晴：（豪放地）我打賭他想泡你…

承恩：吓？不是吧…（害羞）他比我年長得多…

家晴：你不信的話，可以試試看，他一定是喜歡你…（偷笑）原來他喜歡穿

制服的…

承恩看著她，只是笑著，繼續跑上樓梯。

17 .內村景內村衣店�夜

五花八彩的胸圍掛在架上，媽媽在選胸圍。承恩看架上的內衣。

媽媽：（拿著幾個胸圍）承恩，我去試這幾件，你等等我…（入試身室，再開

門探頭出來）承恩呀，你也選幾個試身吧。

承恩：哦。

承恩拿起白色的運動型，又放回架上。走到另外一端，看見性感的半杯款

式，好奇弄上手，猶豫了一會。

承恩：（冷漠地）我想試這個款…還有（指著另一邊）白色那個。

店員：（禮貌地）好丫，小姐，麻煩你等等，（把胸圍拿到試身室）小姐，可以

入去了。

承恩走入試身室，關上門，看著鏡中的自己，把衣服一件一件脫下，又把辮

子拆散。帶上半杯胸圍，看看側面，用手托起自己的乳房。然後坐在小椅上

向前傾，弄著頭髮，看著自己思考。

媽媽：（叩門）喂…合適嗎？不要試這麼久啊…我要趕緊回家工作喎…

承恩：（看著鏡子）哦！行了。（沒有動）



城大人創作第七章

338
city article339

心田萌生的綠意

18 .內村景�課室�黃昏

同學在上中文課，大家都在做作文堂課。宮明在座位間慢慢經過，查看同

學的文章。走到承恩身邊停下。

宮明：（微微彎身）承恩，校長昨天交了一批新書到圖書館，他希望本星期

能完成編碼，讓同學可以借閱…我們今天放學就做這個…

承恩：（點頭）嗯哼…（抬頭看他微笑）那我先編書號…你來時我們再做其

他的…

宮明點頭，背著承恩走到前面。家晴用手肘碰碰承恩的手，用中文書遮蔽

自己的臉，看著承恩作了一個野性的咀臉。承恩瞪著家晴。家晴從口袋拿了

一個避孕套，放入承恩的裙袋。二人四目交投，承恩再看著宮明的臉。

19 .內村景�圖書館�夜

承恩慢慢地走到圖書館，把書包放在櫃台上。把毛衣外套脫了，走到儲物

室抱著廿多本書出來。她看見書上有一張便條，抽起便條，笑了。她打開大

數簿記下書名和編碼，直到五時半。宮明鬆著領帶走進圖書館。

宮明：（有點疲態）承恩，還好嗎？要你做這個，真的辛苦你了，編好了嗎？

承恩：差不多了，給你看一下…

宮明：（拿過簿看）…哎喲，我真的馬虎，忘了跟你說，編碼要從現有的書

編下去，不能這樣開始新的檔號…（溫柔的）沒事，我們重新再做，讓我

來…（捲起手袖）

二人一起坐在櫃台工作，宮明編碼，承恩用膠套包書。

夕陽西下，最後鐘聲已經響過。同學老師都續漸離開學校。校工叩門，進

入圖書館找宮明。

校工：（禮貌地）宮老師？對不起，打擾你了，你們會何時離開？

宮明：看情況，可能兩個小時之內，你要關門了嗎？

校工：哦，那麼…我把　匙交給你好嗎？今天我要早一點回家，老婆「乍

型」呀…

宮明：（皺眉頭）甚麼是「乍型」？

校工：（用普通話說）我是說我老婆生日，要我回去陪她！（笑）

宮明：原來如此，麻煩你了，　匙交給我吧…

校工離開，門外走廊的燈都關了。只有圖書館的門微微滲出光線。承恩從

書包拿出蘋果，吃了一口。

宮明：你喜歡圖書館嗎？（低頭寫字)

承恩：（把包好的書疊起來）嗯，覺得這裡好安靜，在這裡就是可以好好的

放鬆自己。

宮明：那…你在家的時候，也可以這樣嗎?

承恩：在家裡的安靜是不一樣的，(看著窗) 這裡沒有束縛…

宮明與承恩在櫃台繼續工作，承恩發現沒有材料包書了。

承恩：沒有包書膠紙了…怎麼辦…

宮明：嗯，我到儲物房看一下。( 走到儲物室)

宮明走入儲物室尋找材料，良久未找到。承恩在儲物室門外徘徊，右手插

著裙袋。吃著蘋果。

宮明：找到了…（走出來）

承恩靠在櫃台看著宮明，兩人四目交投。宮明停了下來，與承恩相隔幾步。

承恩慢慢走到櫃台後，關了圖書館的燈。宮明急步走到燈制，舉起手再開

燈。手指留在燈制。承恩在他身後，用額頭輕輕按在他的背上。宮明低下

頭，半晌，手指按下，關燈。轉身用手摸著承恩的臉頰，嗅著她髮鬚的餘

香，溫柔地親吻她的臉。承恩開始吻他，但有點退縮。越吻越放膽。二人溫

柔地接吻，宮明將她整個抱起，輕輕放在櫃台上。鉛筆掉在地上，數簿掉

下。圖書館的書靜靜待在書架，只聽見二人交換溫柔的聲音。

2 0 .內村景�教堂禮堂日鏋

承恩與媽媽在教堂台上。承恩在彈管風琴。

承恩彈錯了。

承恩再彈錯。媽媽用手 拍著琴邊的木 板，為承恩打拍子，發出沉 重的聲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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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內村景�圖書館�黃昏

連接上一場媽媽打拍子的聲音。承恩在走廊上急步的走著。進入圖書館，

開心地在書架執拾圖書，又看看掛在牆上的鐘。

2 2 .�外景�火車�黃昏

承恩與宮明一起乘火車回宮明家。承恩靠在宮明的肩，看著手上的一本書

《小團圓》。宮明看著窗外飛快的風景，出神，抱著自己的公事包。坐在對

面的中年女人瞪著他們，由頭到腳打量承恩，又打量宮明。

宮明：（看看承恩）今天晚上你想食甚麼？

承恩：（看著書）沒關係，只要你煮的，我都食。（看著宮明）

承恩看看女人。女人立即轉移視線。承恩繼續看書。

2 3 .內村景�宮明家樓下大堂�夜

承恩跟著宮明進入大堂。

看更：（揮手）老師，放學啦？（看著承恩，猥瑣地笑）

二人入升降機。

2 3 a .內村景�升降機�夜

承恩與宮明並排站立。宮明從公事包找　匙。

宮明：家裡比較亂一點，不要介意唷…（自嘲地）連自己也打理好…

承恩：（佻皮地）急不及待要看你的小秘密！

2 3 b .內村景�宮明家�夜

二人進入屋內，宮明開燈。承恩放下書包在沙發，立即走到書架上看看宮

明的物件，相架。又走到餐桌上拿一顆提子吃。

承恩：好餓呀…（走向宮明）你要煮甚麼？（走到廚房）

宮明：（打開雪櫃）有餃子，麵條…還有四季豆…

承恩：快快煮吧…餓死我了…（走出廚房，再探頭出現）我可以到你的睡房

嗎？

宮明：（猶豫）啊…不要亂攪就行了…（低聲）還是不要看，好嗎…

承恩已走入睡房。坐在他的床邊。看到一件女性睡衣掛在門後的架上。她

轉頭，看見凌亂的書桌上有一些書，旁邊放著兩張已用的戲票，一支香水，

還有兩張與一個女人的合照片。承恩傾前仔細看，然後躺在床上，看著天

花。宮明抹著手走進來。

宮明：怎樣啦？差不多可以食飯了。（坐在床邊看著她）

承恩：你有女朋友嘛？

宮明：…（漫不經心）她在北京，兩星期前來這裡工作…

承恩：她叫甚麼名字？

宮明：（嘆氣）…小萱

承恩：她比我大嘛？

宮明：…（無奈地點頭）承恩…我覺得我們這樣…

承恩：不太合適，對不對？

宮明呼一口氣，也躺在床上。二人一起著天花。

2 4 .內村景�教堂禮堂日鏋

主日祟拜，會眾坐在位上，等待領聖餅。

媽媽：（站在台上宣讀）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

被賣的那一夜，（舉高聖餅）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餅）就擘開，說：「這

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把餅放在

銀碟上）

承恩看著台上發呆。

媽媽：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拿起聖杯），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

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你們每逢吃這餅，喝

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放下聖杯）

執事們拿著銀盤小心地把聖餅遞到會眾。

媽媽（O.S.）：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

身、主的血了。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因為人吃喝，若不

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禮堂後有一嬰孩突然哭起來，母親連忙把她抱出去。執事走到父親前面，父

親拿起餅。低頭安靜。執事走到承恩前面，等候承恩拿起餅。承恩看著餅，

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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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溫柔地）承恩，拿餅…

承恩看看執事，慢慢伸出手拿餅，手肘擱在大腿，用手托著腮，沉默。

爸爸：（傾前看看承恩，低聲）幹嘛？這陣子看來滿懷心事…不開心嗎？昨

晚睡不著？爸爸起身聽到你在廁所待了好久唷…

2 4 a .內村景�承恩家�深夜�（回憶）

承恩在廁所的洗手盤洗校服。

2 4 b .內村景�教堂禮堂日鏋

承恩：（搖頭）沒事啊…昨晚肚子痛…就醒過來…

2 5 .內村景�教會女廁日鏋

承恩走入女廁，洗手，擠點肥皂，看著鏡中的自己。

2 6 .�外景�火車日鏋

承恩靠在車門旁，往窗外看。

承恩失驚，看見車外到了粉嶺火車站。走出車廂。有一婆婆走來問路。

婆婆：小姐…我想去巴士總站呀，要到哪個出口？

承恩：（茫然）對不起，婆婆，我不知道…我也不熟悉這裡…（急步的離開）

2 7 .內村／外景藥𡏆房／街上日鏋

承恩走到藥房對面，在口袋裡拿一個口罩，快快的帶上。過馬路，走入藥房。

承恩：買驗孕棒，幾錢？

店員：（懶洋洋）八十三。要不要袋？

承恩：不用袋。（給錢）

店員：（遞過驗孕棒）懂用嗎？

承恩：（接過來）…懂。（把它放在書包，離開）

2 8 .內村景女獙更衣室日鏋

體育課後，女生們在更衣室梳洗。承恩獨自坐在儲物櫃旁，摺好體育服和

毛巾，馬虎穿起校裙，還未拉鏈。看到她穿了那天她在內衣店試過的胸圍。

葉家晴：（坐在旁）喂，我要先走了，約了鄧樂然…（背起袋走了）

承恩看著她的背影。女生續一離開更衣室。承恩緩緩從書包拿出小花袋，

走到廁格。關上門。放學的鐘聲突然響起。承恩把驗孕棒拿出來，拆開包

裝。抽氣扇發出吱吱的聲音，女生們在外面說再見，全部人離開更衣室。承

恩留在廁格沒有出來，黃昏的光線落在地板上。廁格傳出承恩的哭聲。

2 9 .�外景�學校門口／街道�黃昏

下大雨。承恩走出校門，用毛衣擋雨，急步走回家。身旁有兩隻流浪狗急步

走。

3 0 .內村景�承恩家�夜

承恩打開家門，打個噴嚏。把書包和毛衣放在地上，脫鞋。整身都濕透了。

媽媽坐在窗旁沙發，雙手拿著一本日記簿。

承恩：（看著媽，走上前，緊張）為何你會拿著我的日記？（走入睡房，差點

滑倒）

媽媽（O.S.）：馬承恩，你給我站住！

滿地都是衣物，承恩的袋，信，本子，抽屜都打開了。承恩轉身想衝出房找

媽。媽進入房，拿著日記，看到承恩的捷毛液弄得眼晴都黑矇矇。

媽媽：（大聲，緊張地）馬承恩！（拿起日記）裡面寫的不都是真的吧？

承恩：（大聲）是！全部都是真！你憑甚麼管我？（搶走日記）

媽媽：你不知醜呀！（從抽屜搜出T-Back內褲，拿在承恩眼前）是誰教你穿

這些不三不四的東西？

承恩：（失控地）你收聲呀！

媽媽：你與那個老師幹過多少次呀？

承恩：你變態㗎？（兩手大力推開媽媽）不關你事呀！

媽媽：（抽著她的衣領）我問你呀，你快說呀！你何時學會這些？

承恩：你會關心這些東西嗎？我跟你說，我日日跟他幹一次呀！滿意否？

媽媽：（哭，大叫）你是我們的恥辱呀！

承恩：（哭）你日日只是留在教會！你不是我媽！你連牧師都不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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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反手大力地摑承恩的臉）收聲呀！

承恩按著自己的臉，衝出房間。拿著書包離開家。

31 .�外景�旺角街道�夜

承恩在旺角街道流連，經過鮮果汁店，買一杯西瓜汁。店員把西汁放入攪

拌機，西瓜被攪得稀爛。承恩看著，眼有一點淚水。接過果汁，一直走，到

達舊巴士回收總部。

3 2 .�外景�舊巴士回收總部／巴士�夜

承恩穿過圍欄的破口進入總部。走到破舊的巴士中，選了一輛窗口沒有玻

璃的，吃力地爬了上去。承恩摸黑，走到上層，到最後一排躺在位上。捲縮

著身子。合上眼。突然傳來一男一女的笑聲，越來越近。

男聲（O.S.）：你看，那邊好像有個男人看著我們…

女聲（O.S.）：在哪？不要嚇我呀…啊！嚇死我了…（打他）討厭討厭討厭！

男聲（O.S.）：喂，不如上這輛車？

女聲（O.S.）：不好吧…

男聲（O.S.）：來吧！

男生爬了上車，女生再上車。二人先後走上上層。承恩打開眼，醒了過來。

從椅背探頭窺看男女。二人在接吻，傳來開拉鏈的聲音。

女生：你有沒有帶？

男生：（支吾）沒有…

女生：（猶豫，低聲）不如不要做…否則出事，怎辦…

男生：沒事的…（二人放膽地親熱）

承恩沒有再看下去，捲縮起來，靜靜地哭。

3 3 .內村／外景�教堂禮堂／教堂外停車場�夜

媽媽、爸爸正與詩班員練唱。

媽媽：（唱音階）準備，起，（詩班員一起唱）DO-RE-MI-FA-SO-FA-MI-RE-

DO…

承恩走進教堂，緩緩直入禮堂，看見媽媽站在台上。媽媽看見承恩，示意叫

詩班員停下。安靜。

承恩：（站在詩班員後面，向著媽）我懷孕了。

媽媽：（驚呆了）甚麼…

承恩：（大聲）我說我懷孕了！

媽媽：（立即走下台拖著承恩走到門口）過來！跟我出去！

承恩：（被弄痛，在掙扎）放手呀！

爸爸從詩班員中追出來。三人出到門外。

承恩：（被拖向父的車，激動地，跌在地上）你為何拖我出來？你怕甚麼？

媽媽：（壓低聲線）這裡是教會來的，要說甚麼就回家才說！

承恩：（站起來）最自私的人是你！你怕我影響你的名譽！（哭）你是牧師！

我是牧師的女兒！你只想我做你喜歡的事！（大叫）你很討厭啊！

媽媽掩著咀巴，哭了。

爸爸：承恩！立即回家。（拖著她走上車）

爸爸與承恩駕車離開。媽媽看著車離開。執事出來看個究竟。

執事：（關心地）究竟發生甚麼事？

媽媽：（搖頭）今晚可以散會。（立即離開）

3 4 .��內景�承恩家�夜

爸爸帶承恩回到家。二人沉默。承恩經過自己的房，看見前天的凌亂還是

一樣，便直入父母的房，脫了皮鞋，捲縮在床邊。爸爸走入廚房，打開雪

櫃，暖了支牛奶，端入睡房。替承恩解開頭辮，蓋被。

爸爸：（輕輕拍承恩）喝口牛奶，好嗎？

承恩：（張開眼晴，微微坐起）嗯…（喝了一大口）

承恩躺下合上眼。爸爸出房，離家。

3 5 .�外／內景�教堂外停車場／教堂禮堂�同夜﹙

媽媽在教堂遠處偷看會友續一離去，急步的到後門，躲入教堂。

3 6 .�外景�父車上／教堂外停車場�同夜﹙﹙﹙﹙﹙﹙﹙﹙﹙﹙﹙﹙﹙

爸爸駕車在教堂外停車場停下，下車，看見教堂都關燈了，緊張，圍著教堂

外徘徊，看看裡面有否人在。只見裡面有幾枝燭光閃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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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內村景�教堂禮堂�同夜

爸爸打開大門，走入禮堂，朝木椅尋索，到最前兩排，發現媽媽躺在木椅。

爸爸：媽咪？

媽媽：（起身）你怎麼來了？承恩怎樣？

爸爸：（坐在她身旁）﹙睡了，沒有說一句話。（把她枕在自己的大腿上）

媽媽：（嘆氣）偉賢…記得我們第一次生孩子的時候，我爸怎樣教我們？

爸爸：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離…

媽媽：（沉默，開始哭）…（躲在他懷裡）

爸爸：我只希望她可以走「當行的路」…沒其他了…

媽媽：她罵我的，都說中了…

爸爸：媽咪…不要這樣…

媽媽：（嗚咽）我一直迫她走「我想她走的路」…

爸爸沉默。手按著媽媽顫動的肩。看著美麗的燭光。哼起Amazing﹙Grace的

調子。二人依偎彼此。

3 8 .內村景�承恩家�清晨

清晨，微光把百葉簾的影子打在家中的地板。爸爸與媽媽走到睡房門前。

媽媽卻步，靠在門栓。看著在床上捲縮著的承恩。爸爸先走到床邊，看見

承恩一直沒有睡。

爸爸：（輕輕嘆氣，溫柔地）媽咪回來了…

爸爸媽媽看著彼此，爸爸示意叫媽媽過去床邊。承恩看著窗，沒有說話。

媽媽從另一邊慢慢爬上床，在承恩背後停了下來。睡在她的背後，緩緩用

手擁著承恩，顯得有點生硬。

媽媽：（向承恩耳語）�媽咪想跟你說…對不起…我做錯了…

承恩沒反應。爸爸望著媽媽。

媽媽：（看著爸，再看承恩）原諒我，可以嗎…

承恩沒有回應那個問題，仍然看著窗，良久，媽媽打算鬆開手，承恩便拉著

媽媽的手，把媽媽拉近自己。

承恩：（沙啞聲音）我也錯了…從沒試過這麼錯…

媽媽：媽咪打算幫你找那個人…事情總要處理…

承恩：媽咪…這次…可以放手嗎？我自己找他…

媽媽想挺起身看著承恩再說話，爸爸伸手按著媽的手臂。

爸爸：承恩，記住，要對生命負責任…爸爸支持你，無論如何都要面對…

媽媽緊握著承恩的手。

3 9 .�外景�濕地公園日鏋

承恩走過叢林到了池塘邊。見宮明提著背包在徘徊。

宮明：（勉強一個微笑）你來了…幾天沒見你。

承恩：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說。

宮明：承恩，我也有一件事…

承恩看著他。

宮明：我將會辭職，回到北京工作…（看著池塘）小萱懷孕了。

承恩沉默地看著宮明，慢慢轉身，穿過濕地的小橋，看著白鷺。一直走出

公園。

承恩（獨白）：我從來沒有這樣的鎮定，這樣的安靜。我雖然很害怕，但是

也得硬著頭皮去。這是爸爸說的，無論甚麼困難的事，只要硬著頭皮去

做，就闖過去了。

4 0 .內村景執ギ事家��夜

四位執事正在飯聚，討論承恩懷孕的事。

淑貞：（高姿態）大家都知道承恩的事，其實教會不希望事情傳開，只有少

數人知道…

執事甲：怎會不傳開呢？承恩的肚遲早也現形呀…

淑貞：如果讓承恩留在教會事奉的話，可能會影響其他的弟兄姊妹囉…

執事乙：（附和著）對呀，上次的希倫的事，也令敬拜隊很大壓力…會眾都

有很多意見…

執事甲：始終，站在台上事奉的人，應該要比較「清潔」的好…

淑貞：對…免得惹人話柄…（各人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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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丙：（猶豫）…誰沒有錯過？

淑貞：教會一向對事奉人員的要求比較嚴謹…況且，你與我也不想添太多

麻煩…

執事乙：（指頭舉起）平平安安每星期回來做禮拜，然後去飲茶就最好喇！

4 1 .�外景�教堂辦事處日鏋

媽媽坐在辦工室，對著電腦正在打字，桌上有一本本打開了的參考書。

淑貞叩門，走進來，坐下。

媽媽：（脫了眼鏡，微笑）咦，淑貞？今天不用上班嗎？

淑貞：哦，今天放假，特來找你。

媽媽：（認真地）甚麼事？

淑貞：（弄著指甲）關於承恩的事，執事會有一些意見…（抬頭看媽媽）這

段時間還是讓承恩休息一下，也許敬拜隊需要一點時間接受這件事…你明

白我的意思嗎？

媽媽：（冷靜地）你是說暫停承恩當司琴嗎？

淑貞：暫時性，遲一點我們會商議何時讓承恩再回來幫忙。

媽媽：（點頭，呼一口氣）有多少人知道這事？

淑貞：暫時只有詩班員，執事們，董事，會眾還未知道…

媽媽：嗯，我會想想如何向他們交代…謝謝您…承恩這陣子正辦轉校的

事，我們一家需要大家祈禱支持…

淑貞：（起身準備離開）嗯，我們會為你祈禱的。（在門前）還有，你需要提

早放安息年嗎？堂議會一定批准的。也許，這對大家也有好處…

媽媽：（看著淑貞，沉默了一會）下星期回覆你，好嗎？

淑貞離開，關門。

4 2 .內村景�教堂禮堂日鏋

承恩一家在台下參與崇拜。

會眾：（唱詩）The Lord's my Shepherd, I'll not want; He makes me down  to�

lie in pastures green; He leadeth me the quiet waters by. My soul He doth�

restore again; and me to walk doth make within the paths of righteousness,�

e'en for His own name's sake.

媽媽與承恩一起唱詩。二人背後有兩執事看著他們，竊竊私語。媽媽拖著

承恩的手。爸爸看著媽媽微笑。

4 3 .內村景�課室日鏋

葉家晴旁邊的承恩座位空空如也。葉家晴專心地看著老師。一位新中文老

師在介紹自己。

老師：大家好！我姓黃，大家可以叫我黃老師。知道你們的宮明老師離開

了，回到北京他的老家，所以我將會是你們的新中文老師！希望我們有美

好的學習。

4 4 .內村景婦晚科診所日鏋

承恩與父母一起躺在床上。二人的上衣都掀起了一半，看見兩個隆起的肚

子。媽媽的肚皮塗上啫哩，儀器在上面滑動。承恩看著畫面，笑逐顏開。

媽媽回頭看著承恩。超聲波畫面看見嬰孩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