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 Louis Chinese Journal   聖路易新聞10  小說 Thursday  Feb  2  2023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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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上網：slcj.us請上網：slcj.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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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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啊！你就是我最想吃的甜點！」
俊之望著臉紅不已的曉薇，不由得開懷大
笑。

「討厭，你就會尋我開心！別笑了，
趕緊吃飯了。」

「是的，老婆！吃完飯之後，我負責
洗碗的工作，你則負責切水果，好嗎？
」

聽到俊之稱呼自己是老婆，曉薇心裡
快樂得不得了，但又覺得十分不好意思，
然而在俊之深情的凝視下，她也祇能點頭
同意了。

這一次看到俊之的家，曉薇真的深刻
感受到俊之的孤獨，雖然他沒有真正能體
會過雙親細心的呵護，卻依然能體貼溫柔
的對侍他週圍的朋友，讓曉薇因此更加的
愛他了，曉薇在心中默默地許下心願，發
誓從今以後愛他、照顧他，讓他這個家充
滿了愛與溫暖，此時她真的很感謝姊姊的
幫忙，否則她永遠無法知道俊之對她的愛
以及他的孤單；對於俊之而言，今天是一
個待別的日子，曉薇對他的溫柔與體貼，
讓他更加地愛，以前愛的是她的深情與執
著，現在更為她甜美的性情著迷，此時他
真該感謝曉萱，是她的點醒，讓他和曉薇
能坦誠的向對彼此。

兩人就在甜蜜溫馨的氣氛下度過他們
的午餐時間，他們並利用了下午的時間
出門仔細的採購，挑些精緻又不貴的裝
飾品，點綴屬於他倆的天地。

曉薇今天原本一早便約了俊之，他
們想繼續昨天的佈置，並購買一些盆
裁，但爺爺及父母親特別交代，今天早
上姊姊及姊夫回娘家，她得待在家中；
所以她和俊之的約會祇好改在下午了。

今天可以說是全家團圓的日子，但曉
薇想到等一下見到了她的姊夫奕廷，不知
該如何是好！從第一次見過面之後，他們
一直便沒再正式碰面，如今真有機會見

面，關係已經不同
於第一次，不曉得
姊夫是否還記得上
次見面的情形！

此時外頭的陳
媽 已 大 聲 喊 著 ：
「老太爺，大小姐

及大姑爺來了。」
曉萱及奕廷已

隨陳媽來到客廳，
看見爺爺、父母親
及曉薇全在客廳等
待許久，便趕忙向
他們問好。

「奕廷，曉萱
在你家可為你添了
不少麻煩吧！」羅
友豪對自己孫女的
個性可是相當的清
楚，加上由何少谷
那邊得知曉萱的情
形，更讓他明白，曉萱即使結婚了，個性
可一點也沒改變！

「爺爺，你很不公平哦！你怎麼不問
我過得好不好？奕廷有沒有欺負我？」對
於羅友豪對奕廷的態度，曉萱心裡覺得十
分不平，她認為爺爺是想要孫子想瘋
了。

「曉萱，你爺爺難道還不瞭解你嗎？
他可是十分清楚，依你的個性絕不會任人
欺負的！」羅浩正對女兒坦白的態度，讓
曉萱心裡更不服氣。

此時始終沈默的奕廷道： 「爺爺、爸
爸，曉萱是活潑了些，但可沒惹什麼麻
煩，你們儘管放心，有我照顧她，一切不
會有問題的。」最聰明的莫過於奕廷，眼
見老婆要火山爆發了，他趕緊幫地說話，
疼老婆的心，讓羅友泉及羅浩正不由得眉
開眼笑。 （五十八）

「再說，琴繪是獨生女，我是次男，所以我
早就打算入贅大道寺家，琴繪的父親也有這個意
思，就連琴繪本人也並不反對。然而我萬萬沒想
到後來卻殺出一個程咬金，而且那個人還讓琴繪
懷了身孕！

「當時我幾乎快氣瘋了，所以後來聽到那個
人失足摔下斷崖消息，我心中再度充滿希望。我
願意接納琴繪肚子裡孩子，可是琴繪卻不給我機
會，反而和現在的大道寺先生結為夫妻。我實在
太傷心了，於是在失望之餘離開了月琴島。啊
哈！間貫一失戀之後變成專門放高利貸的吸血
鬼，而我則變成法師，專門玩弄女人。哈哈……
」

大廳裡迴響著九十九龍馬空洞的笑聲。
「客人，這邊請。」

女傭輕喚一聲，站在山茶樹林裡的金田一耕
助這才從沉思中醒悟過來。

「已經到了用餐時間，大家都在那邊恭候大
駕。」

「哦，原來如此。」
金田一耕助來到舖著榻榻米的房間，看見碗

筷、菜餚都已經準備好了。九十九龍馬氣定神閒
地坐在一旁，而智子的外祖母阿真、智子、神尾
秀子也都在等金田一耕助一塊兒用餐。

「對不起，讓各位久等了。這一帶的景色實
在大優美，連伊豆七島、三原山的炊煙也都看得
清清楚楚呢！」

金田一耕助搔搔頭，不好意思地說。
「哪裡，請用餐吧！」

阿真招呼道。
「對了，我們明天早上離開小島，到時會有汽艇從下田開過

來接我們。」
吃飯的時候，九十九龍馬宣佈著。
「這實在是、實在是……」
「這祇是我個人的打算，金田一先生，不知道你有沒有其他

的安排？」
「沒有，我沒有特別的安排……」
「哈哈！你不必刻意隱瞞了。你不就是為了十九年前那個案

子來的嗎？伯母、神尾老師，長久以來你們都對這件事三緘其
口，但金田一先生可是日本著名的偵探哦！說不定他會查出什麼
線索……」

九十九龍馬說到這裡，便停住不說了。神尾秀子和阿真全都
神情緊張地看著金田一耕助，尤其是阿真手中的筷子，甚至還掉
在地上，雙唇更是不停地顫抖。

至於神尾秀子在聽到這句話的一瞬間，整張臉也變得十分慘
白，可是她很快就鎮靜下來，靜靜地用筷子夾菜。

智子則下意識地朝離館看了一眼。
「哈哈！大家為什麼這麼緊張呢？瞧你們神色慌張的樣子，

難道有什麼不便說出來的隱情嗎？金田一先生，我看咱們還是先
吃飯吧！這件事待會兒再說。」

沒有人再出聲講話，也沒有一個人有食慾，這餐飯很快就結
束。女傭阿靜將餐桌收拾好之後，神尾秀子立刻拿起毛線開始編
織。

「真是奇怪，大道寺先生究竟在想些什麼？那件事不是早在
十九年前就已經塵埃落定了嗎？現在怎麼還……」 （二十一）

他由至熱的區域旅遊到至寒的地方。究竟抵
達了 「血脈盡處」沒有？

樹木永無休止地漂浮。
「天頂」的顏色亦在不斷變化，從灰暗的白

色變成粉紅色，再轉為燦爛的銀白色時，兩岸再
不是皚皚的白雪，而是銀晶晶的巨大堅冰了。

凌渡字的腦筋冰冷得不想思想，幸而河水的
溫度不斷增加，抵消了大部份無情的寒冷。

凌渡宇聽自己的心臟緩慢地跳動，流水就像
命運一樣，帶不由自主的他進軍往茫無所知的未
來。

他的身體一動不動，有若垂死的人，但他的
意志仍剛如鐵石，繼續在這異域裡作史無前例的
奮鬥、追尋。

永不屈服。
溫熱的水浸他的背部，露在水外的部份卻是

奇寒無比。
一股明悟湧上心頭，他忽然知道了這條奇怪

的河以外飛船內的世界，都已死亡，或是像那巨
大紅巖洞內的人類，苟延殘喘。

這天地是用那種沈翎擁有一塊的奇怪物質組
成，這種物質像地球的泥土，厚德載物，賦予了
飛船內這世界所有的生命，但現在這物質已在腐
朽，一些在灼熱的紅微子無情的照射下，逐漸轉
化成堅硬的紅岩石，使所有植物枯死。一些卻在
不斷剝落，化成銀屑，把整個城市埋葬。

一些卻變成寒凍之極的堅冰，把這個世界化
成冰天雪地。

祇有這條河，這道 「彼一」的血脈，在默默
對抗這把極寒極熱兩個極端共冶於一爐的世界。
但據 「彼一」的暗示，這血脈也在步進死亡。

那將是甚麼情景？
在印度的史前時期，一定發生了某一種意

外，做成了死丘災難，也令這艘飛船來到這地底
裡。

這宇宙飛船內廣闊的天地，像地球上居住不
同的種族，也居住不同的文明和生物，包括了人
在內。

究竟這是為了甚麼目的？
假設飛船沒有意外發生，她會載這多元化的

生命和文明到那裡去？
這空間內不見任何設備或裝置。這飛船究竟

靠甚麼動力來作那慢無涯岸的宇宙飛航？是否設
備都安放到看不到的地方？又或那是人類不能夢
想的飛航方式？

想到這裡……
「嘩啦！」一陣水警，一條滿口利牙的怪魚

從水中跳了起來。
「蓬！」一聲，怪魚爆開，化成片片碎粉。
河水的激盪把樹幹湧得連連打轉，凌渡宇也

給帶得打了十多個轉，那種滋味真不好受。
這是甚麼一回事？凌渡宇探頭出去，恰好看

到電光一閃，一道青白的強光照在河面，立時跳
起另一條怪魚，爆炸而已。凌渡宇心中一廩，這
是超時代的殺人利器，忍不住攀身出去，迅速扭
頭向水流向的地方望了一眼，又迅速縮了回來。
他已看到了即將來臨的命運。 （八十三）

蘇友白道： 「那有此事？」蘇有德道： 「這是小弟親眼見
的，難道敢欺仁兄？」蘇友白道： 「宗師既趨奉鄉貴，為何又有
此美意？」蘇有德道： 「哪是宗師美意，我聞得原是翰林老吳之
意。他起初見吾兄不從親事，一時氣怒，故作此惡。久之良心發
現，豈不思辭婚有何大罪？又見仁兄默默而退，並未出一惡言與
之相觸，他意上過不去，故又與宗師說，方才復了。」蘇友白驚
喜道： 「言從兄，果然如此嗎？」蘇有德道： 「宗師書吏與學中
齋夫俱是這等說，非小弟一人之言也。」

蘇友白聽了是真，忽然喜動顏色。此時飯已吃完，正拿著一
大杯酒在手，不覺一飲而盡。蘇有德見了道： 「此乃吾兄小喜，
到秋發了方是大喜。」蘇友白道： 「小弟豈以一第為得失？蓋別
有所喜耳。」蘇有德道： 「捨此更有何喜？吾不信矣。」蘇友白
道： 「不瞞兄說，小弟不喜復前程，而喜復前程之意出之吳瑞庵
耳。」蘇有德道： 「此是為何？」蘇友白道： 「小弟因有事要求
老吳，正愁他前怒未解，難於見面。今見他尚有相憐之意，明日
去謁他，便不難開口了，故此喜耳。」

蘇友德笑道： 「老兄莫非想回念來，原要求他令愛？但他今
愛別有人家了。」蘇友白道： 「非也。」蘇有德道： 「不是為
此，便是知他主場有分，要拜門生了。」蘇友白笑道： 「一發不
是了。」蘇有德道： 「端的為何？」蘇友白笑而不言。蘇有德
道： 「小弟倒報兄喜信，兄有何喜反不對小弟說。難道小弟與兄
至交，有甚麼壞兄事處？或者對小弟說了，小弟還效得一臂也未
可知。」

蘇友白此時因心中快暢，連飲數杯，已有三分酒興，不覺便
吐露真情道： 「此事正要請教仁兄，豈敢相瞞。小弟有一頭親事
要求吳公作伐耳。」蘇有德想了想，驚問道： 「兄莫非要央他求
白太玄令愛嗎？」蘇友白見說著了，不覺哈哈大笑道： 「兄神人
也！」

原來蘇有德與白侍郎鄉村相近，白小姐才貌之美與選婿之
嚴，久已深知，祇恨無門可入。今見蘇友白從村裡來，又見要求
吳翰林作媒，故一語就猜著了。因留心道： 「白小姐之美自不必
說。但白老性拗，這頭親事也不知辭了多少人，就是吳瑞庵作代
也不濟事。況問得他已選了一個姓張的做西賓，此事必待內中有
些消息，方才能成。」蘇友白見說得投機，遂將如何遇張軌如做
《新柳詩》，如何被張軌如換了，後來如何遇嫣素之事，細細都
對蘇有德說了。 （七十五）

蘇詠詠低頭想了一會兒，才抬頭給哥哥
一個嬌笑， 「這有什麼問題！」她已經知道
該怎麼做了。

自從醜兒成了朱君宇的貼身丫鬟，兩人
一直相處得很愉快，醜兒的妙語如珠、聰明
慧黠，常使朱君宇開懷不已，對她也異常疼
愛。這情形讓朱君宇的隨從王統十分驚訝，
這幾天他聽到朱君宇的笑聲，比他這些年所
聽到的加起來還要多；王統不禁要對醜兒另
眼相待，同時也深深惋惜醜兒的外貌不出
色，否則她會是莊主夫人的最佳人選。

朱君宇在紙上列出了天誠莊及名劍世家
兩家的優缺點。與兩方各別交談過後，他對
天誠莊的評價較名劍世家高出許多。龍業生
談吐不俗，態度不卑不亢，遠遠勝過蘇永昌
及蘇詠詠；但如此有禮的人為何會教出龍希
安這樣的女兒？這令他非常的納悶。

希安端了碗蓮子湯放在桌上， 「公子，
休息一下，喝碗醜兒煮的蓮子湯吧！」看到
桌上朱君宇列出天誠莊及名劍世家的優缺
點，她試探的問， 「公子，你還沒下決定
嗎？」

朱君宇雖吃著甜湯，眉頭仍是糾結著，

「此次合作非同小可，各方面都得列入考
慮，所以我還未作最後選擇。」

希安眼珠子一轉，笑道， 「公子你知道
嗎？我爹所教的私塾就是屬於天誠莊。」

「哦，天誠莊聘你父親為莊裡少爺、
小姐的西席嗎？」朱君宇隨口問。

希安撇撇嘴，爹爹才不會請一般的夫子
教他們呢！她連忙搖頭回答， 「不是，莊裡
的少爺、小姐們是另請師傅教導，我爹是指
導莊裡管事傭僕們的孩子。祇要他們有心，
都可以讀書識字，學費由莊裡支付。」

朱君宇放下碗，挑高了眉， 「天誠莊請
夫子教導僕人的孩子？」語氣有絲訝異。

「對呀，這原是龍夫人的美意，龍莊主
很疼愛夫人，就照夫人的意思去辦。這正是
有教無類的真正含意啊！」她可沒說謊，天
誠莊的確有這項措施，所以莊裡的小廝傭僕
都非常盡心地為主人做事。

「龍業生果真有寬大的胸懷！醜兒，你
一定也希望我能和天誠莊合作吧？」朱君宇
徵詢她的意見。

希安點頭一笑， 「光是見名劍世家蘇公
子及蘇小姐的表現，實在很難讓人有好感。

雖然醜兒是這麼希望，但公子一定有自己的
打算。」她深知以退為進要較強求有效得
多。

朱君宇沉思不語，希安也不打擾他，逕
自收起碗盤出去。她走到花園，卻迎面遇上
了蘇詠詠，經過她身旁時，蘇詠詠還不屑的
冷哼一聲，腳步不停的走向閣樓。

希安看她一身光鮮艷麗的打扮，又獨闖
朱君宇的房間，當下便明白了她的用心。希
安感歎的搖搖頭，受了一次教訓，她竟然還
不清醒，這趟蘇詠詠準會自取其辱。但是蘇
詠詠城府極深，孤男寡女待在房裡，難保她
不會耍詭計，自己要幫幫朱君宇才行。

於是她飛快的衝到廚房端了一些酒菜要
到朱君宇房間，卻被蘇詠詠的丫鬟阻攔在
外， 「我家小姐和朱堡主在裡面談話，交代
不准任何人打擾！」

「我祇是送酒菜進去而已，不會打擾他
們的。」希安伸手想推門，但那兩個丫鬟就
是不放行。希安定神想了想，心生一計。在
推拉當中，她放意失手將酒菜打翻一地，隨
著杯盤落地的巨響，她放聲大叫， 「哇，你
們打翻了我的酒菜，嬤嬤會罵我的！」

房外的希安不得其門而入，房內的朱君
宇可也不好過。他見蘇詠詠登門拜訪，又將
婢女遣到門外守著，心裡雖厭惡得緊，但在
禮貌上也不便拒絕。孰料說不到三句話，蘇
詠詠整個人竟然緊靠在他身側，言詞曖昧，
極盡挑逗之能事。

「朱堡主，詠詠一向喜愛北方的英雄，
豪邁又不拘小節，堡主更是人中之龍，若堡
主不嫌棄，詠詠願伺候你一輩子。」她一邊
說著，一雙柔荑已探向朱君宇的胸口。

（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