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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的進步與更新，更多、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十六版週週上網，廣告效應無遠弗屆，再也不會錯過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電話：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e-mail:slcj@slcj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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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A 貨運服務

每週有固定航次往返台灣、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新加坡
、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等各大城市

服務項目 
 進、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 
 留學生、私人行李運送，國際搬家 
 陸、海、空，複合式運輸 
 提供貨物倉儲、報關、清關及配送服務 

Tel: 636-489-2188
e-mail: 

afainternational@char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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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告訴過你嗎？我應付得了這
一切的。」誰也想不到當初曉萱護妹心切
的情況下代嫁何家，竟造就了自己的一段
良緣，也使得曉薇有機會追求自己的感
情，一償多年的夙願。

「姊，姊夫他還記得第一次和我見面
的事嗎？」 「放心，他早忘了，而且當初
是他態度惡劣，又不是你的不對，你就甭
放在心上了，尷尬的人是他，絕不會是
你，知道了嗎？」真可謂知妹莫若姊，曉
萱知道曉薇一定不曉得如何面對奕廷。

「姊，過去的事我們都別再提了，而
且這也不能怪姊夫不對。」

「好，以後看到奕廷，你祇要叫他一
聲姊夫，我保證他的態度一定溫和快樂，
否則我就把他吊起來……」

曉萱還沒說完，奕廷已走進曉薇的房
間，他已經聽到了曉薇和他的老婆的一部
份對話，便假裝嚴肅的問道： 「你要把他
吊起來做什麼呢？」

「唉喲！我就知道我不可以在別人的
背後說人話。老公，你知道嗎？你太重
了，我可能沒辦法把你吊起來！」

「轉得太硬了吧！你哦！真像個小女
孩！」

聽著他們夫妻倆的對話，曉薇忍不住
笑了起來，今日的何奕廷和當初的何奕廷
簡直南轅北轍，總而言之，是愛情使人變
得溫柔又多情。

「廷，你該不會是專程來偷聽我們講
話的吧！」 「你們難不成是在討論國家機
密嗎？我偷聽了以後是不是有什麼好處？
」

「當然沒有，不過你無聲無息的進
來，真會把人嚇出病來！」

「萱，這應該是你的不對，誰叫你們
自己不把門關好。好啦！別在鬧了，我是
來找你們下樓吃的飯的。」 「原來如此！
廷，哪你是不是還有話想對曉薇說？」曉
萱比一下曉薇，奕廷也祇有應老婆的要

求，開口道歉。
「曉薇，對於那

次 的 態 度 ， 我 很 抱
歉。」

「姊夫，過去的
事別放在心上了，我
已經忘記了。」曉萱
立 刻 嘀 嘀 咕 咕 道 ：
「他 才 不 會 放 在 心

上。」
「老婆，你說什

麼？」奕廷看著曉萱
比 著 「沒 事」的 表
情，也讓他頭一次仔
仔細細地比較她們兩
個雙胞胎，雖然長得
一模一樣，但神韻、
說話的口氣，卻是完
全的不同，難怪認識
她們的人，一看她們
便可以辨視出來究竟
誰是誰。

「好吧！我們趕快下樓，爺爺、爸、
媽他們還在等我們吃午餐呢！」

對於曉萱而言，今天是她的大豐收，
她不但不覺得無聊，最重要的是奕廷一整
天都陪著她；此外曉薇的感情已找到了歸
宿，讓她再次體認人生實在是太美好了，
也許她應該改行做紅娘，專門做配對的工
作，說不定生活會更加有樂趣。日子飛快
的過去了，曉薇和俊之的感情也更加地穩
定甜蜜，曉薇除了從事翻譯的工作之外，
她每天幾乎都窩在俊之的家，幫他煮晚
飯、等他下班，假日兩人不是去郊外走
走，就是待在家裡談心，兩人簡直像是對
結婚多年的老夫老妻。然而曉薇心裡總想
著曉萱說的結婚進行曲，俊之為什麼到現
在還沒向自己求婚呢？ （六
十）

「沒有，這也正是大道寺先生深感懷疑的地
方。因為那一天是登茂祭典，大家全都上那兒祭
拜……登茂是供奉這裡祖先牌位的飼堂，位於琴
桿岬反向的位置。」

金田一耕助想了一會兒，轉頭問神尾秀
子：

「日下部先生死前似乎曾經寫信回東京，說
要採集羊齒，聽說信中也曾提到他在這裡發現了
一種特別的蝙蝠。你知道這件事嗎？」

「啊！是那件事呀！」
神尾秀子顯得非常吃驚。
「我記得那件事。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很奇

怪，因為那天日下部先生一早就拿著照相機出
去，中午還曾心情愉快地回來，並咯咯地笑著說
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他當時說： 『是蝙幅、是
蝙蝠耶！哈哈！是真的蝙蝠。我還拍了一些蝙
蝠的照片哦！要是我把照片寄回東京的話，肯
定會讓大家嚇一跳的。』那天他的心情顯得特
別好，但是沒有多久便發生那件不幸的事了。
」

「琴繪小姐說，好歹這也算是日下部先生的
遺物，於是便要我把他拍的底片送到下田去沖
洗。可是等我們看到送回來的照片時，卻發現裡
面根本沒有什麼蝙蝠。」

「那些照片現在還在嗎？」
「是的，還保存著。我這就去拿。」

神尾秀子把泛黃的相簿拿來之後，立刻交給
金田一耕助。

「就是這本相簿，這七張就是當時他拍的照
片。」

金 田 一 耕 助 一 看 ， 這 些 原 來 都 是 小 型 的 萊 卡 照 片
（24mmX36mm），其中一張是大道寺家的全景，此外則是抱著
月琴的琴繪、織毛衣的神尾秀子，以及抱著貓咪的外祖母阿真的
三張個人照。

還有三張不知道是不是賭徒流浪劇的劇照，祇見演員們都穿
了戲服、化了妝，有一張是十二三位演員合照的照片，另外則是
舞台正面的照片，以及一個脫掉假髮、獨自呆坐在後台的演員照
片。

「這是一出什麼樣的舞台劇？是業餘舞台劇嗎？」
「不，那是登茂祭典時，我們找來表演的劇團，叫做嵐王朝

劇團。以前每逢祭典，我們總是會邀請這個劇團來表演。」
「是這麼回事啊……看來這當中並沒有蝙蝠的照片嘛！會不

會是照相館忘記了？」
「不，不可能。日下部先生照完相一定會捲動底片。他死後

我們也看過那部照相機，指針指著8，送去沖洗的底片也全數沖
洗出來了，可是就是沒有蝙蝠的照片。」

金田一耕助又看了看這七張照片，裡面確實沒有半隻蝙蝠，
也沒有任何暗示蝙蝠的東西。

（蝙蝠究竟在哪裡呢？真的有蝙蝠嗎？）
金田一耕助茫然了。
第五章 南方佳麗
這天多門連太郎在餐廳用完餐之後，便點著一根煙，一邊吞

雲吐霧，一邊在飯店的庭院裡散步。
自從他住進這家飯店以來，從未在餐廳露過面，一日三餐都

在自己的房間解決。就好像刻意迴避和別人打照面似的，今天可
是他頭一回在餐廳用餐。 （二十三）

門忽漸向上昇起，沉重的腳步和喘息聲從門
內傳來，一股異味瀰漫在整個空間內。

凌渡宇一生從未試過這樣緊張，尤其是現在
亦要裸體，更不宜以這個野獸面貌去會見 「外人
」。

他一下子縮回剛的走廊內，待要退回把樹木
轉化為熱能的地方時，發現了廊道旁有個一方米
大小的方孔，熱氣從內裡透出來。

凌渡宇估計這應是熱能流通的氣口，照理應
該可以到達建物內每一個空間，心中一動，爬了
進去。

他在通氣道摸索前行，建成這建物的物質非
常奇怪，放射出一種銀光，把附近照個通明。

每逢有出口的地方，他總爬過去一看，不過
見到的一是空無一物的房間，一是堆滿奇形怪狀
機械的處所，像個廢物堆，不是他心中要找尋的
地方。最後凌渡宇爬上一道斜上的氣道，氣道盡
處是個出口。

凌渡宇探頭一看，幾乎興奮得跳了起來，急
忙腿了出去，眼前是一塊十米寬、八米高的儀器
板，難以形容的光色不斷閃動，板上有一束束幼
小的線，樹籐般在板上遊走。凌渡宇終於來到控
制整個操作的神經中樞。

凌渡宇撲上前去，拚命扯斷板上的幼線，彩
色繽紛的電光隨斷線冒了出來，原先儀器板上流
動的美麗色光不斷減少。

「蓬！」整塊儀器板冒起了強光，大力把凌
渡宇拋開，背脊撞在牆壁上，肉體雖然疼痛，心
中卻是喜歡無限，因為他知道，終於破壞了這遠
比人類進步的操作系統。

異味湧進鼻內，按是野狼般的喘息聲和腳步
聲。

凌渡宇跳了起來，縮回通氣道內，拚命向前
爬，爬……

他從最初入口處爬出來，全力往底部的出口
奔去。

喘息聲和腳步聲從身後追來。
出口在望。
凌渡宇狂奔到出口處，想也不想，一跳而

起，直插往十多米下奔流的河水裡，圓形物體底
部的百多隻機械手全部軟垂下來，停止了操作。

凌渡宇在溫熱的河水中暢泳，很快便把圓形
物體拋在背後。

他死命往前游，他感到愈來愈接近 「獨一的
彼」，時間失去了意義，他用盡全力在河水中前
進，沒有任何其他生物，祇有他。

忽然間，河水沒有了。
他已到了血脈的盡頭， 「獨一的彼」淒息的

空間。
他發覺自己來到廣闊無邊的草原上，抬頭上

望時，天空儷下銀白和青由約奇異光芒，皎潔的
月亮高掛天上，明亮有如黃昏的夕照。

難道我已重回地面？
低頭聖地，腳下嫩綠的小草，像柔軟的地毯

延伸無盡。
眼前忽地爆閃奇異迷人的色彩，色彩逐漸

凝聚，最後現出了穿雪白長袍的蘭特納聖者。
（八十五）

原來吳翰林奉詔還京，擇了吉日起行，不期剛出城，官府相
餞辛苦，不覺感冒些風寒，忽然大病起來，祇得依舊回家醫治。
病了月餘，方有起色。蘇有德在城中回來，知此消息。恐蘇友
白進城問知，竟自去求他，便不好做手腳，故三言兩語拼著二
十兩銀子，就攛掇蘇友白進京去走空頭路，好讓他獨自行事。
正是：

奸人一笑一奸生，哄弄愚生若戲嬰。
卻說蘇有德打發了蘇友白北行，滿心歡喜道： 「我正思量白

小姐，千思百慮再無計策，不想今日有這等的好機會送將來，可
謂天從人願。」遂打點了一副厚禮，竟進城來去拜吳翰林。

到了門前，叫家人尋見管門的，先就是五錢一個紙包遞過
去，然後將名帖禮帖與他，說道： 「我家蘇相公要求見老爺，煩
你通報一聲。」管門的道： 「我家老爺病才好，尚未見客，祇怕
不便相見。」

家人道： 「老爺見與不見聽憑，祇煩大叔通報一聲就是了。
」管門的因捏著個封兒，又看見是送禮的，遂不推辭，因說
道： 「請相公裡面廳上少坐，等我進去通報。」家人得了口
語，就請蘇有德換了頭巾藍衫竟進廳來，遂將禮物擺在階下。
管門人拿了兩個帖子竟進後廳來。

此時吳翰林新病初起，正在後園樓上靜養身體，待好了還要
進京。忽見傳進兩個帖子來，先將名帖一看，祇見上寫著： 「沐
恩門生蘇有德頓首再拜。」再將禮帖一看，卻是綢緞、台盞、牙
笏、補服等物，約有百金。心內思量道： 「此生素不相識，今日
忽送此厚禮，必有一故。」因叫進管門人分咐道： 「你去對那蘇
相公說，老爺新病初起，行禮不便，故未見客。蘇相公枉顧，必
有所教，若沒甚要緊，容改日相見吧；倘有急務，不妨口傳進
來。厚禮概不敢領，並原帖繳還。」

管門人領命出來，細細對蘇有德說知。
蘇有德道： 「既如此，就煩管家秉上老爺，門生此來蓋為

舍弟蘇友白的親事，其中委曲甚多，必得面陳方盡。今日老爺
既不便見客，自當改日再來，些須薄禮定要收的。再煩管事代
稟一聲。」管門人又進來稟知。

吳翰林聽說蘇友白親事，便道： 「你再去問，蘇友白可就
是前日李學院考案首的？」管門人出來問了，又回復道： 「正
是他。」吳翰林道： 「既為此，可請蘇相公到後園來相見。」

（七十七）

希安忍不住輕笑出聲， 「公子，你是在
笑話醜兒，醜兒怎麼會比蘇小姐美麗？」

朱君宇淡淡地道， 「心地的美麗較外貌
重要得多，你心地善良，蘇小姐自然比不上
你！」

希安開心極了， 「謝謝公子誇獎。經過
這件事，公子還會和名劍世家合作嗎？」她
問出最重要的問題。

「就算不發生這件事，我也不會選擇和
他們合作。」他早已作了決定。

這個消息讓希安非常高興，但因為左
臉腫了，她祇能微笑。她化妝到紅褸來做
丫鬟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朱君宇愛憐地摸摸醜兒的頭， 「你今天
就留在房裡休息，不用服侍我了。」

希安順從地點點頭，回房去了。
朱君宇在醜兒離開後，獨自來到花園，

望著繁花靜思。方才發生的事，讓他明白醜
兒在自己心中所佔的份量，他絕不忍心讓她
留在紅樓為婢。

「帶她回北方吧！」這個突來的念頭嚇
著了他，若真帶醜兒回飛龍堡，她要以什麼
身份留在北方？朱君宇仰頭向天，自己也迷
糊了……

經過一個晚上的休息，希安紅腫的左臉
好了一些。她正要去伺候朱君宇梳洗，一個
小廝跑來傳達消息， 「你姑母的兒子在後門
等你。」

希安一聽，知道是希平來了，忙跑向後
門。出了門，就看到希平的隨從陳三東張西
望，希安走到他面前，反把他嚇了一跳，
「你是醜兒姑娘？」

希安點頭，陳三忙引她到轉角的馬車
裡。

希平見了妹妹，本來很高興要開口問
候，待看清楚希安的臉，不禁大驚失色。

「誰將你打成這樣？」他厲聲問著，一
張溫和的俊臉立刻轉為冷硬無情。

希安忙安慰他， 「我沒事的，你別擔
心。」

「你還沒回答我，到底是誰打的？」希
平狂怒的臉色，讓希安看了也有些害怕，祇
得將事情經過告訴哥哥。

希平冷著一張臉聽完，輕撫希安的臉
頰，硬聲道， 「我不會放過蘇詠詠的！」

「平兒，我知道你會為我出氣，但是你
現在能不能別繃著一張臉？我看了不舒服。
」希安拉著他的衣袖撒嬌。

希平勉強一笑。 「你何時要回家？爹
爹、娘娘和大哥都好想你，娘娘一直要到蓮
池陪你，你若不早些回去，早晚會拆穿的。
」

「我知道，我會想辦法早點回家。對
了，朱君宇已經決定要和我們合作，你先將
消息帶回讓爹爹知道。」

「我知道了。但是你不能再受到任何傷
害，否則我會不顧一切帶你回家。」希平面
色嚴肅的提醒。

希安看著希平認真的眼神，明白他是說
到做到。 「我不會再受傷的，我保證。」

得到妹妹的允諾，希平嚴酷的臉這才露
出一絲笑容。

第五章
希安坐在花園中，苦著一張小臉。朱君

宇既然已經決定要和天誠莊合作，她就該早
點離開紅樓回家。但是，一方面她想不出用
什麼理由離開，另一方面，想到要和朱君宇
分開，她的心情就莫名的低落。她也不知道
這是什麼感覺，大概人相處久了自然會捨不
得離開吧！朱君宇對她是百般的好，她卻隱
藏真實身份欺騙他，這也讓她覺得十分愧
疚。

想了半天還是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希
安煩躁地起身在園子裡踱步。才走了幾步，
前頭走來一群人擋在她的面前。來者都是紅
樓裡的姑娘，她唯一認識的是站在中間的江
南名妓練小小。

希安不解的看著她們， 「姑娘們找醜兒
有事嗎？」

一個紅衣女子站了出來，不友善的看著
她， 「你果然長得很醜，叫醜兒還真是名副
其 實 。 」 其 他 的 人 都 笑 著 附 和 。

（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