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成集

生日

劇本
1D 李芷菱、倫柱均、鄧瑩瑩、黃樂怡、黃潤鈞、黃遠輝

（二人帶笑握手擁抱）
南： 不要這樣說。咦，你的女朋友？你很少帶她出來玩呀！

第一場
時間：2010年2月19日黃坤25歲生日
地點：監獄
人物：黃坤（坤）、旁白（旁）
（幕開）
（燈亮）
（在監獄內，坤望著天空，流著淚反省）
旁：（為黃坤說出內心的話）今天，又是我的生日，但我已經不會，亦不能
再慶祝了。前年生日，我本來多麼快樂，現在一切都沒有了，只是轉眼
間……，轉眼間……
（燈暗）

坤： 這是美雪。不過，很快不是女朋友。
南： 吓！（很疑惑）
坤：（滿臉笑容）很快是「老婆」。
南： 啊！把我嚇死了。（對美雪）「阿嫂」，你好。
雪： 不要聽他的。（很尷尬）
坤：（斟酒）來！喝一杯，你最愛的威士忌。（遞上酒杯）
南： 坤，生日快樂！（喝了一口）敬「阿嫂」！（再一口喝光酒杯裏的酒）
（坤和南二人對飲）
豪：（用手推阿南）你別愈走愈後，擋著我了，看不到歌詞。
南： 唱新歌吧！我要《眼睛不能沒眼淚》，插播！插播！
豪：（醉醺醺地說）不要古巨基，我要紀念張國榮，我愛張國榮！

第二場
時間：2008年2月18日晚上
地點：NEW NEW卡拉OK
人物：黃坤（坤）、阿南（南）、阿豪（豪）、美雪（雪）
（燈亮）
（卡拉OK內，黃坤正在喝酒，房內有他的女朋友美雪和朋友阿豪，阿豪正在

南： 別老是抱著咪不放，每次都是這樣，插播一首讓「阿嫂」唱吧！（向美
雪）「阿嫂」，《喜帖街》好嗎？（若有所指地笑）
雪： 不用了，謝謝，你們唱吧。（不好意思的喝了一口橙汁）
豪：（舉起酒杯）別說那麼多，今晚我們不醉無歸。
豪、南、坤：（舉起酒杯）不醉無歸！
（豪和南繼續在爭唱歌，坤喝完手上一杯威士忌，又倒一杯）

唱歌，他另一位朋友阿南進入卡拉房間）

雪：（拉著坤的手小聲勸喻）不要喝那麼多吧。

豪：Woowoowoowoo……無心睡眠……

坤：（不耐煩地）不要煩！（坤推開雪繼續飲）

南：（一進房便對阿豪說）又是《無心睡眠》！為甚麼你會唱這麼「Out」

雪： 不要喝太多威士忌。（有點不高興）

的歌？

坤： 好，不喝威士忌（放下酒杯，拿起一罐啤酒）喝啤酒。（喝啤酒）

坤：（立即起來歡迎）為什麼那麼遲？

南： 十二時了，阿坤，真正的生日到了，生日快樂！

南：（興奮地走向坤身旁）生日快樂！很久沒有見面。

豪：（舉杯）生日快樂！黃坤生日快樂！阿南生日快樂！張國榮生日快樂！

坤： 是你太忙了罷了！不是慶祝我生日你也不賞面出來！

坤： 多謝。（喝完一罐啤酒，又再開一罐）「傻仔豪」都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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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大笑，再喝酒）

南：（驚訝地）嘩！前面有隻狗走過！

雪： 坤，別再喝了，醉了。

豪： 甚麼狗？

坤： 啤酒沒那麼容易醉的！

南： 北京狗。

雪： 喝太多不好，啤酒也會醉的。

豪： 哦，北京狗。

坤： 今天這麼高興，不要掃興。我心情好，就這樣，好嗎？就這樣。（安撫

坤： 街上怎會有隻北京狗？那隻狗可愛嗎？（大笑）

雪）
（雪無奈地看著坤一罐又一罐的喝）
（燈暗）

（突然車子搖晃不定，不一會撞向路旁欄杆，眾人東歪西倒）
【畫外音：撞車聲】
（全部人倒下，四周靜悄悄）
坤：（走出車外）你們怎樣啊？怎會這樣的？（先看美雪）美雪，你怎樣

第三場
時間：2008年2月19日凌晨四時
地點：停車場及馬路
人物：黃坤（坤）、阿南（南）、阿豪（豪）、美雪（雪）
（燈亮）
（眾人走到停車場，除了雪，大家興奮得擁作一團）

了？（把美雪拉出車外）美雪！（再看看後面的朋友）阿豪！（想拉他
出車外但做不到）阿南！你們怎樣了？
（除了阿南動了一動，其他人都沒有動）
坤：（到處亂叫）救命！有沒有人？救命！（跑去抱著美雪）美雪！美雪！
救救美雪啊！
【畫外音：救護車的聲音】
（燈暗）

坤、南、豪：Woowoowoowoo……無心睡眠，Woowoowoowoo腦交戰……
雪： 你喝了那麼多，我來駕車吧。（用手就要拿車匙）
坤：（煩厭地）我可以駕車，走開吧！我來開車。（坐到司機位置）
（豪醉得失足倒在地上，南哈哈大笑，扶起豪上車）
坤： 我來開車吧，（叮囑眾人）坐穩呀！
豪：（提醒坤）開車燈。
坤： 你以為我忘了嗎？（開車燈）我知道要移正倒後鏡，還要用車匙……
（醉醺醺地做）

第四場
時間：事發後一年，2009年2月19日黃坤24歲生日
地點：法庭
人物：黃坤（坤）、法官（法）
（燈亮）
（模擬法庭只有法官和黃坤）
法： 被告黃坤於2008年2月19日醉酒駕駛，車輛駛至西九龍公路時失事撞向

豪： 你醉啦！

路旁欄杆，導致車上兩名乘客死亡及一名重傷，當時被告血液酒精含量

坤： 你才醉了，我還會開車呢！

超標近3倍。被告曾於2006年因酒後駕駛被定罪，罰款八千元及停牌一

（三人在車上吵鬧，車左搖右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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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告明顯漠視法庭上次發出的信息，也漠視他人生存的權利。（向
黃坤）被告，你知不知道你已恨錯難返？當日酒後坐上司機位，已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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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當劊子手的角色。早前你已承認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及酒後駕駛共
兩項罪名，現本席宣判你入獄三年，另停牌五年。今天正好是你女朋友
和好朋友的死忌，你由今天開始你的牢獄生涯，相信能警醒你為自己的
過錯好好反省。
（坤望向法官，輕輕點頭，再望向遠方）
旁：（為坤說出內心的話）有一些過錯，永遠也無法彌補，只餘下一生的悔
疚、眼淚和嘆息……
（燈暗）
（幕閉）

教 師 回 饋：慶祝生日卻樂極生悲！本劇透過一宗交通事故，帶
出酒後駕駛的禍害，使人從中反思，含意深遠。故
事以倒敘法展開，令人心生懸念，增加情節的吸引
力。（胡詠欣老師）

賞析與思考：我們狂歡盡興之際，可有「三思而後行」？

閱 讀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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