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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爹爹是私塾的西席，醜兒從小耳濡
目染，讀過一些書。」希安隨口掰道。
「既是如此，你為何來這裡做婢女？」
朱君宇繼續追問。
希安馬上裝出一臉難過的模樣， 「年初
時，爹、娘相繼因病去世，親戚都不願收留
我，便要我來紅樓做事；又因為我生得難
看，所以幾乎都在磨坊工作。」她頓了頓，
又乘機勸道， 「公子，你讓我回磨坊吧，我
不習慣面對陌生人，也不想看到有人被我嚇
到。」希安緊緊的盯著朱君宇，希望他能答
應，又在心裡對爹爹和娘娘道歉，她不是有
意要詛咒他們。
朱君宇心中昇起一份憐惜，搖頭歎著，
「你還是留在這裡，這兒不隨便讓人出入，
所以你大可放心，不用面對許多人。別回磨
坊，那工作對你來說太辛苦了。」
希安的希望又破滅了，祇能裝出感激的
模樣道謝， 「謝謝公子，不知公子要在紅樓
停留多久？」這才是最重要的。
「不一定，快則兩、三天，慢則半個
月，端看我事情進行得如何。」朱君宇回
道。
這個答案讓希安的心頓時涼了一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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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希安知道自己不能反駁他的話，祇得無
奈的行禮感謝道， 「多謝公子對醜兒的厚
愛，醜兒這就回去整理東西搬過來。」
朱君宇點頭， 「
你去忙吧！」
希安匆匆走出，在後門四周觀看了一會
兒，確定沒人後，迅速開門離開。不遠處停
著一輛馬車，她趕忙向馬車走去，手還沒碰
到門把，門就被人打開了，並伸出一隻手拉
她上車。
希平關好門，氣急敗壞地道， 「你怎麼
拖到這麼晚？蘇永昌和蘇詠詠都已經離開好
久，會面也結束了，你為何逗留到現在才出
來？」
「我……」千頭萬緒，希安不知從何說
起，低低叫了聲： 「
二哥！」
希平被她叫得頭皮發麻， 「你遇上麻煩
了對不對？說吧！」他認命的說。
希安支支吾吾地小聲道， 「朱君宇要我
做他的丫鬟。」
饒是有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希平聽到
這話還是嚇得跳起來，大聲叫著， 「你說
什麼？怎麼又會扯上朱君宇？」
希安雙手托著香腮，心煩的吼回去，
「我怎麼知道事情會變成這樣？他們會談結
束後，我也跟著要離開，誰知被人叫去送酒
菜給朱君宇，結果，朱君宇竟然要我留下來
伺候他，直到他離開紅樓。我百般推辭都沒
有用，又不能明說我是天誠莊的三小姐，特
地改扮來探聽飛龍堡和名劍世家的密談。你
說，我能怎麼辦嘛？」她快被眼前失控的情
況弄瘋了！
看希安如此苦惱，希平也不忍心再責備
她，拉她坐在身旁， 「那你要如何解決？」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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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後悔不聽希平的勸告了。她把自己裝扮
得這麼醜，本以為會使人對她厭惡忽視，沒
想到竟然會引起朱君宇的同情心，人心真是
難料啊！
「你住在哪裡？」朱君宇又問，心裡也
不明白為何自己會特刖關心她，大概是她的
境遇讓他同情吧，醜兒悲慘的遭遇使他不禁
憶起自己的過去。
他出身綠林，父親是山寨裡的一個守
衛，在他五歲那年，官兵圍剿山寨，他父親
在戰鬥中身亡。他母親帶著他逃亡，卻貧病
交迫死在路上，留下他到處流浪受人欺凌。
他八歲那年遇上了一位武林高人，高人收他
為徒，並教他讀書識字。十八歲他學成下
山，獨立創建飛龍堡，其中不知遇上多少艱
難，他都咬牙撐過，終至功成名就。奮鬥時
的辛苦、成名後的孤寂，這些不堪回首的往
事，他已多年不再想起，醜兒的遭遇卻又使
他記起過去。
「我既然是丫鬟，當然和其他丫鬟住在
一起。」希安模稜兩可地回答，她怎麼知道
自己要住在哪兒？
朱君宇沉思一會兒， 「這閣褸裡有間客
房，雖然不大，但挺清靜的，你就住在那兒

黃易
近樹根虛的並不是覆蓋這異域大地那深紅的
岩石，而是銀光閃閃、近似飛船物質的奇怪東
西，不像沈翎那塊的堅硬，而是鬆軟濕潤，離根
部稍遠的地方，銀光閃閃的物質已轉化為紅色的
硬巖，這就是植物不斷死去的原因，整個原本適
合植物和生命的濕潤土地，逐漸化為堅硬無情的
紅巖類物質，就像充滿生命的泥土，變為死寂的
硬石。
凌渡宇千辛萬苦地爬了起來，一動便帶動四
週炙熱的紅微子，令人昏眩的熱力驀地十倍百陪
地加強。
凌渡宇強抵熱力，同七、八米外的河水走
去。
走不了幾步，離開河水數尺的地方， 「蓬」
一聲整個人倒了下來，躺在一棵倒下來的樹旁。
他待要再爬起來，剛好看到大樹樹身是中空
的，容積可以納入一個人的身體有餘。
凌渡宇靈光一現，先把腳伸入，再把身體縮
了入去，祇把頭部露出了一小截。
樹身內有輕微的濕氣，看來是剛倒下來不
久，凌渡宇精神一振，體力回復了少許。
凌渡宇運刀把身體向靠在的樹壁全力撞去，
圓圓的樹身打了一個轉，滾落河水裡，順水向紅
茫茫的遠方流去。
河水滲進了樹心內，使凌渡宇舒服得要叫起
來。
為甚麼河水不給熱能熬乾蒸發掉，他想不
通？這並不是他熟悉的世界。
樹木在河面浮流而去，沿岸的樹木擋他的目
光。使他封閉在河道的世界內和壓頂的紅雲下。
向這奇異的世界無限深處進發。
有好幾次那種怪物在河面乍浮乍沉，但都沒
有來騷擾他，渾然不覺他的存在。
沿岸的樹木不斷死亡倒下，倒進河裡的便加
入了他 「座駕樹」的行列，每走遠少許，河裡的
生物便換了另一批，奇形怪狀，無所不有，形相
都是猙獰可怖，透一種腐敗和邪惡的味道，不同
類的生物不時爭鬥殘殺，有好幾次撞上浮木，幾
乎把凌渡宇翻了下來。
浸在河水裡，他感到精力旺盛，失望和無奈
一掃而空，即管不能出去，他也誓要在這異域內
一探究竟。他閉目養神，準備應付即來的任何事
故。
「轟！」猛然一下大震，浮木停了下來，擱
淺在岸邊的岩石處。
凌渡宇心想：也好，看看附近是甚麼環境也
好，他飄浮了怕有二至四哩遠，河道仍是沒有盡
頭，若是如他早先推想，河流是個循環不休的大
圓，那才冤枉。
凌渡宇爬出浮木，沉進清涼河水裡，他不敢
停留，怕惹來甚麼兇物的攻擊，連忙爬上岩石，
又把浮木用力拖上岩石的間縫處，免它流走，沒
有它，這裡真是寸步難行。（七十九）

當曉萱站在邱媽面前時，奕廷的奶媽
差點沒昏倒！她本以為今早大少奶奶真是
難得，不僅沒惹出什麼麻煩，還安安靜精
地和狗兒待在客廳，一步也沒出門…而現
在曉萱卻穿上奕廷大而寬的毛衣及外套，
外加配上一條相當舊的牛仔褲，另外又戴
上一副黑框眼鏡，邱媽有一股強烈的預
感，她家的大少奶奶又要做出什麼驚天動
地的事了！
「大少奶奶，您怎麼穿成這樣子？該
不會是又要出門了吧？」
「邱媽，你好聰明哦！我正要出去，
麻煩你請邱伯幫我照顧那隻小狗。」
「可是，大少奶奶，您昨天才出了車
禍，今天又要跑出去，這怎麼行呢？」邱
媽希望能說服曉萱別出門，否則出了意外
就麻煩了！而且萬一大少爺再打電話回來
找大少奶奶，她可就慘了。
「昨天不是車禍，是不小心撞到電線
桿！而且我人也沒受傷，所以沒關係的，
一看邱媽依舊一臉擔心的表情，曉萱安慰
她： 「放心，我今天絕不開車，我坐計程
車總行吧！」
「可是，如果大少爺像昨天一樣打帶
話回來，那我該怎麼告訴他呢？」
「
昨天奕廷有打過電話過來？」
「
對啊！」
「好吧！如果他打電話來，你就說沒
看到我，可能待在房間，這總可以了吧！
」
「
這……」
「好了好了，邱媽，我要出去了。」
曉萱趕緊先溜了出去，再磨菇下去，搞不
好就下班了。
※※※
「喂！你們兩個幹嘛直盯著我看！
」
當穎奇由奕恆那邊聽著有關他嫂子這
兩大的事跡，穎奇簡直無法想像奕廷這種
嚴肅冷漠的人，怎麼竟然娶了一個迷糊樂
天的老婆，這不曉得是奕廷的幸或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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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看情形奕廷倒是
樂在其中！穎奇心裡
盤算著，他可要好好
利用這個機會調侃他
的好朋友兼上司。
「聽說嫂子她這兩天
做了一些驚天動地的
創舉，想不到你才來
上班兩天，她的花樣
就這麼多，不曉得她
今天又要送你什麼驚
奇了？」才聽了穎奇
的話，奕廷立刻猜是
多嘴的奕恆說的，早
知他這麼多話，當初
就讓曉萱儘管修理
他！
「哥 ， 你 別 瞪
我，我祇是順口提了
一下慘不忍睹的草
皮，還有炒飯裡的辣
椒 ， 以 及 我 的 ＢＭ
Ｗ，而且我又沒說是嫂子做的，是穎奇他
自己一猜就猜中了。」
「奕恆，你最好把你的嘴巴鎖緊，否
則被你嫂子知道了，你會很慘的，特別是
你嫂子她三月要……」
「要做什麼？」奕廷一臉故弄玄虛的
樣子，讓奕恆不由自主的揮把冷汗，他現
在愈來愈怕曉萱了，以前曉萱是他的學
妹，他還可以安心地和她鬥嘴，現在局勢
改變了，她是他的嫂嫂，加上爺爺、哥哥
的袒護，論這極情勢叫他連哭訴都不敢，
他可不希望有有什麼事件發生！
「她三月要來公司擔任我的助理。
」
「什麼？她要來公司工作？！」看著
穎奇和奕恆一臉害怕表情，奕廷終於瞭
解，他的老婆確實令人無法招架。（五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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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寺欣造（本姓速水）
明治四十三年三月十八日生
昭和八年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系畢業
現職：
武相鐵道社長、伊豆相模土地常務董事、駐
河纖維
常務董事、三信肥料常務董事、松籟在飯店
常務董事
「
嗯，他的確是個非常出色的企業家。」
接著金田一耕助便拿起一支筆，畫出大道寺
家的家譜。
阿真———— —————大道寺鐵馬 （亡
）
蔦代（三十六歲）|—大道寺欣造（本姓速
水‧四十二歲）——琴繪——日下部達哉（亡
）
文彥（虛歲十七歲） 智子（實歲十八歲）
第四章 消失的蝙蝠
金田一耕助醉了，醉在這個充滿浪漫傳說的
月琴和上所飄散的神秘而美麗的氣氛之中。
其實，早在他昨大傍晚從船上遠眺琴桿岬的
峭壁時，就已經陶醉其中，當時一位絕色美女出
現在他目光所及之處，讓人看了有種如歷仙境的
感覺。
啊！她那份美艷，以及全身散發出的高不可
攀的神聖魅力，實在讓見到她的男人癡迷。
當然，她自己完全沒有注意列這一點；上已
因為她沒有注意到，所以才會人感到更加心
橫溝正史
醉。
她不經意地蹩眉、不經意地一笑，甚至毫不遺作地嘟著嘴歎
息，都足以攝人魂魄，祇要被她那天真無邪的雙眼掃過，任何男
人都不禁要熱血沸騰了。
即使像金田一耕助這樣理性的男人，即使他此刻正流連在美
麗的山茶樹林間，但一想到她的容貌，還是不由地要打哆嗦。
（沒想到警告信中竟將那女孩比喻成女王蜂！竟會說許多男
人將在她面前流血……啊！任何人祇要看她一眼，恐怕就真的是
無法自拔了吧！）金田一耕助歎口氣，盡量控制了自己，重新回
顧自己來到這座小島上的因由。
當時，他接下加納律師委託的案子，在五月十七日離開東
京，來到修善寺的松籟莊飯店。
這是加納律師指定的飯店，祇要他在此投宿，就可以和大道
寺家派來的人碰頭了。
根據名人錄上的記載，松籟莊飯店是大道寺欣造的關係企業
之一，這裡原本是某位皇族的別邸，戰後由伊豆相模土地公司買
下了，裝修成飯店。
普普通通客人根本沒有資格住進這家飯店的，就連金田一耕
助也是因為手持大道寺欣造的介紹信，所以才能大搖大擺地住進
來。
金田一耕助一進來就很喜歡這裡，它不但前有桂川、後有嵐
山，而且還有遠離喧囂的修善寺，更顯出它的清幽淡雅。
再加上金田一耕助近來對基督教教會頗有好感，所以他甚至
覺得鐘樓不時傳來的鐘聲彷彿都有洗滌心靈的作用。此外，這裡
早晚也可以聽得見修禪寺的鐘聲。這家飯店的內部相當寬廣，分
成西式客房和日式客房。金田一耕助個人比較喜歡日式房間，所
以便選擇住在日式客房內。
（十七）

玉嬌梨
作者：荻岸散人

嫣素道： 「我將題目與他，他一見了便將小姐命題微意一一說
破，連稱小姐慧心不已。若非二十分聰明，那裡就領略得來？」
小姐道： 「小小聰明，人或有之，但不知真才何如？此二詩恐
上下限韻一時難於措手，你為何就進來了？莫非他以天晚不能完篇
帶回去做了？」嫣素笑道： 「他若不能完篇帶了回去，莫說小姐，
就是嫣素也不重他了。」小姐道： 「
既不帶去，怎生不做？」
嫣素道： 「怎生不做？他展開花箋，提起筆來，想也不想，就
信筆而寫。嫣素在旁看他，眼睛轉也不轉一轉，他二詩早已寫
完，真令人愛殺！果是風流佳婿，小姐萬萬不要錯過。」
小姐道： 「如今詩在那裡？」嫣素方才從袖中取出，遞與小姐
道： 「
這不是，難道嫣素敢哄騙小姐不成？」
小姐接了一看，祇見筆精墨良先已耀耀動人，再細細讀來，祇
見：
送鴻（限非字）
金秋景物隔年非，石蕨沙蘆春不肥。
絲柳漸長聲帶別，竹風來暖夢先歸。
匏瓜莫系終高舉，土谷難忘又北飛。
草面胡兒還習射，木蘭舊戎慎知機。
迎燕（限棲字）
金銷文杏待雙棲，石徑陰陰引路迷。
絲棘漸添簾幕影，竹風新釀落花泥。
匏尊莫尉烏衣恨，土俗體將紅雨啼。
革故倘思重作壘，木香亭伴有深閨。
小姐看了一遍又看一遍，不禁讚歎道： 「好美才，好美才，勿
論上下限韻，絕不費力，而情思婉轉，字句清新。其人之風流俊秀
如在紙上，吾不能寤寐忘情矣。但此事被張家那畜生弄得顛倒如
此，卻將奈何？」
嫣素道： 「這也不難。小姐若自對老爺說，恐老爺疑我等有
私。何不叫蘇相公自見老爺剖明，與張家厭物當面一試，真假立辨
矣。」
小姐道： 「是便是如此說，但我思凡事祇可善善為之，不可結
怨。你不記得老爺在京時，祇為惡辭了楊御史親事，後來弄了多少
風波？我看張家這畜生如此設謀，決非端士，怎使他當場出醜。況
蘇生孤族，恐未免又生事端，反為不妙。」
嫣素道： 「小姐所慮固是，但如此畏首畏尾，此事何以得成？
」
（七十一）

AFA 貨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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