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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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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煩惱這個問題的曉薇，並沒發
現今天俊之緊張和興奮的神情。否則她一
定可以感覺到有事情即將發生了。

「曉薇，我……」
「俊之，你怎麼了？」看俊之一副欲

言又止的樣子，曉薇忍不住問。
「我……我是在想你到底過得快不快

樂？」俊之真想罵自己，明明是要開口求
婚，臨到重要關頭又退縮了，他怎麼這麼
沒有用呢？

「傻瓜，我當然很快樂，祇是……」
曉薇實在不好意思開口講結婚的事，這種
事怎麼能叫女孩子先開口呢？但是她好
想告訴俊之，他疼她、愛她，她都知
道，但她要的不祇如此。她要嫁給他，
和他共組一個家，此時她真希望曉萱在
這裡，姊姊一定會明白的暗示俊之。

「祇是什麼？」
「俊之……哦！沒什麼！」

曉薇憂鬱不安的心情也使俊之受到感
染，俊之摸著口袋裡的戒指盒。心想他既
然知道曉薇愛他，他還有什麼不敢說的
呢？也許曉薇早已在等他開口，他總不能
讓曉薇等一輩子吧！

「曉薇，我要你知道我愛你，你的溫
柔體貼讓我的生命有了全新的轉變，我知
道我也許無法提供給你富裕的生活，但
我對你的愛卻是毫無保留的。」纏綿深
情的告白，讓曉薇的心不再憂鬱，祇要
俊之愛她，她願意永遠這樣守著他，曉
薇深情的回視，鼓勵著俊之輕輕拿出口
袋裡的戒指盒，並拉起曉薇的手，將戒
指盒放在她的手上，溫柔的開口道：
「曉薇，嫁給我好嗎？」

驚訝、喜悅之情，立刻充塞在曉薇的
心，她的願望真的實現了，俊之向她求婚
了，她高興的都說不出話來，反倒讓在等
她答案的俊之開始著急了。

「曉薇，你……不願嗎意嗎？」

握住戒指盒，曉
薇突然緊緊的抱著俊
之道： 「你這個傻
瓜，我當然願意，我
已經等了好久了。」
曉薇眼淚不自覺的流
下來了。

「哪你怎麼在哭
呢？」托著曉薇的
臉，俊之輕輕拂去曉
薇的淚痕，認真的
道：

「你別哭了，哭
得我心都痛起來了。
」

俊之慢慢的吻上
曉薇的唇，他的熱
情、他的愛戀，輾轉
纏繞著曉薇的唇訴說
著情意。

撫著曉薇的秀
髮，抱緊曉薇緊貼著自己的身子，他的激
情讓曉薇也為之溶化，兩人之間的熱度愈
昇愈高，俊之吻遍了她的臉，深深的埋進
她的髮中，輕輕的道：

「我想，我快克制不住我自己了。
」

曉薇因他隱喻的話語，剎那間臉都紅
了，紅潤的臉，亮麗的眼眸，在在說明著
這是一個美麗的戀愛中的女人。

俊之為平息自己的慾望，趕緊放開
她道： 「我們出去散散步，再過幾天，我
可要上門向你父母提親。」

兩人都感受到彼此之間情慾上的張
力，於是迅速地收拾好東西，離開公寓出
去外面散步，今晚的天空特別明亮，似乎
在預告這對佳偶將會有一個美麗的未來。
（六十一）

不過，他可能比較適合在他自己的房間裡用
餐，因為當他散完步回到房間的時候，那張猶如
希臘神像般的俊美容貌，卻變得非常陰沉。

他沉思了好一會兒，又不停地在房間裡來回
踱步。過了半晌，他打開窗子，望著外面的陽
台，此時陽台上一個人影也沒有。

多門連太郎關上窗子，打開走廊上的門，看
看外面，走廊上也沒見著半個人影。

多門連太郎隨即關上門．並且從床下取出一
隻上了鎖的皮箱。

他從口袋裡拿出鑰匙，打開皮箱，由皮箱底
部取出一封信。

多門連太郎拿著信封站了起來，他再一次看
看房間四周，確定沒有別人和可疑的跡象之後，
才把目光移到信封上。

這是一個隨處可見白色四角形橫式信封。信
封上寫著三行字：

銀座西四丁目
紅裊酒館轉交
口比野謙太郎先生
信封上的字體歪七扭八的，看來像是寫信的

人有意掩飾自己的筆跡。
多門連太郎凝視這個信封好一陣子之後，才

微微搖搖頭，從已經拆開的封口取出信紙。
那也是隨處可買的便宜信紙，上面還是寫滿

了歪七扭八的字。
多門連太郎： 收到這封信之後，就立刻趕

往伊豆的修善專，並且投宿在松籟在飯店吧！祇
要你在那裡滯留數日，便會遇見一位來自南方的
佳麗，而那位佳麗正是你未來的妻子。

但是請你留意，你將會有許多競爭者。
門連太郎，如果你是個真正的男子漢，就請你堂堂正正地打

敗這些競爭者，贏得佳人勞心吧！
記住，你必須勇敢、積極地展開追求。而且，你不能再自稱

是日比野謙太郎。
這封信上並沒有寄件人的姓名，祇在信末又附加了一句：
我已經準備了十萬元旅費，連同投宿松籟在飯店的介紹信，

將陸續經由紅果酒館以小包方式轉交給你。
儘管多門連太郎已經看了這封信好幾遍，但這會兒他又反覆

看了兩三遍，並且握著信紙沉思起來。
「問題是……」

多門連太郎眉頭深鎖，口中唸唸有詞。
「有誰知道我的本名是多門連太郎呢？」

他又低頭看了信封一眼。
「這個人究竟想要我做什麼？為什麼要給我十萬元？而且，

寫這封信給我的究竟是什麼人？他有什麼目的？」
多門連太郎把信紙收進信封裡，躊躇了好一會兒之後，他像

是下定決心似的，緊抿著嘴，劃根火柴，將火苗靠近信封的一
角。

火苗越燒越猛，眼看著就快把這封信吞噬掉了。多門連太郎
仍一直捏著信，直到火苗快燒到手指頭，他才連忙鬆開手，看著
掉落在地上的信紙漸漸化成一團灰燼。

接著，他小心翼翼地用腳尖踩著灰燼，再從皮箱裡取出一疊
鈔票。 （二十四）

凌渡宇一陣激動，向聖者跑過去，一下子穿
過了聖者的身體。

凌渡宇愕然回首，聖者沒有實質的影像，在
身後栩栩如生，但他卻清楚知道聖者的肉身已死
了，現在祇是能量的凝聚，造成一個虛假的幻
象。

即管是幻象，在這裡見到聖者，便像見到故
鄉來的親人那樣令人激動。

月亮孤懸在深黑的夜空中，又圓又遠。
凌渡宇道： 「這是甚麼地方？ 『彼一』在那

裡？這是甚麼一回事？」到最後那個問話，他是
聲嘶力竭地叫出來，胸口不斷強烈地起伏。

蘭特納聖者微笑道： 「你眼前看到的是 「彼
一」從它記憶細胞釋放出來的記憶影像那是千多
年前的一個晚上，地點是印度河旁的摩亨佐達羅
城，那天晚上， 『彼一』正要啟程離開地球時，
最致命的事發生在它的身上。」

凌渡宇呆了起來，細細地察看眼前的原
野、起伏的丘凌和天上的穹蒼，但他知道這祇是
一種幻象， 「彼一」讓他看到的幻象，一種 「三
度空間的立體電影」， 「彼一」既然有這種驚人
的神力，還有甚麼可予它致命的打擊？

蘭特納聖者道： 「要說明那次意外，不得不
從 「彼一」說起，它是宇宙內最偉大的生命之
一，這不單是說它偉大無可匹敵的力量，尤其是
指它 『自我犧牲』的感人心胸。」

凌渡宇呆道： 「自我犧牲？」
蘭特納聖者道： 「『彼一』在這宇宙已存

在了以億計的悠久年月，在這段人類不能想
像的歲月裡，它不斷沉思和搜探，終於感知
道在這宇宙的至深處，存在一個地方，那將
是所有這宇宙內生物進化的最極盡處，祇有
在那裡，生命才能有真正的自由。」

凌渡宇祇覺腦中一片空白，人類實在太渺小
了，這類事情完全超出了他們的思域，欲想無
從。

蘭特納聖者道： 「於是 『彼一』決定起程
前往那還未有任何生物曾到達的地方去，它同時
也作出了另一個決定，一個令它致命的決定。」

「它覺得自己不能獨享其成，於是決心在這
個無岸無涯的宇宙裡，找尋其他有靈智的生物，
讓他們在它的保護下，一同前往該神聖的處所
……」

凌渡宇喃喃道： 「那究竟是甚麼處所？」
「彼一」這個做法，便像為躲避洪水的諾

亞，建成了巨大的力冉，把世上的動物各選一
對，便能共乘一舟，避過危難。當然， 「彼一」
是要赴某一地方，使所有生命同時得到 「真正的
自由」，那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蘭特納聖者道： 「我也曾向 『彼一』問過
同 樣 的 問 題 ， 它 說 那 不 是 人 類 可 以 明 白 的
事 ， 若 強 要 加 一 個 名 稱 ， 便 說 那 地 方 叫 作
『彼岸』吧！」 （八十六）

管門的忙出來道： 「老爺叫請相公後園相見。」遂引蘇有德
出了大門，轉到後園，進廳裡來坐下。不一時，吳翰林扶了一個
童子出來。蘇有德看見，忙移一張交椅在上面，說道： 「老恩師
請台坐，客門生拜見。」吳翰林道： 「賤體抱恙，不耐煩勞。若
以俗禮相揚，反非見愛，祇長揖為妙。」

蘇有德道： 「老恩師台命，不敢有違，祇是不恭有罪。」因而
一揖。吳翰林又叫蘇有德換了大衣，方才相讓坐下。

茶罷，吳翰林就問道： 「適才所說諱友白的這位原來就是令
弟？」蘇有德道： 「雖非同胞，實族弟也。少年狂妄，不諳世
務，向蒙老恩師再三垂青，而反開罪門下。後宗師見斥，實乃自
作之孽，而老恩師不加譴督，反憐而卵翼之，真使人負恩感恩，
慚愧無地。每欲泥首階前，因無顏面，故今門生今日代為荊請。
」

吳翰林道： 「向因一時瓜葛之私，願附賢豪，不意令弟少年
高才大志，壁立不回，愈覺可敬可愛，返而思之，實老夫之愆，
令弟何罪？但不知今日何得復言及親事二字？」蘇有德道： 「舍
弟一時愚昧，自絕於天。久之自悔自悟，始知師台之恩天高地
厚，每欲再托根於門牆下。近聞令愛小姐已諧鳳卜，其道無由。
今不得已而思其次，訪知令親白司空老先生有一位令甥女，年貌
到也相稱，妄意倘得附喬，猶不失為師門桃李。然門楣有天淵之
隔，此自是貧儒癡想，但素沐老恩師格外憐才，故不惜腆顏有
請。不識老恩師尚可略其前辜則加之培植否？」

吳翰林欣然道： 「原來為此。實不瞞兄說，向日所議非小
女，原是捨甥女。」蘇有德驚問道： 「為何卻原是令甥女？」吳
翰林道： 「捨甥女乃白捨親最所鍾愛。前因奉使虜庭，慮有不
測，深以甥女托弟代為擇婿。小弟偶見令弟才貌與捨甥女可作佳
偶，所以苦苦相攀，蓋欲不負捨親之托也。若是小女葑菲之陋，
安敢妄扳君子？今令弟既翻然而俯就，又承賢契見教，況捨甥女
猶然待字，老夫自當仍執斧柯，撮合良偶，方知前言為不謬耳。
」

蘇有德道： 「原來恩師前日之議不獨憐才，更有此義舉。門
生輩夢夢不知，殊為可笑。今日得蒙老恩師始終覆庇，曲賜成
全，真可謂生死肉骨。舍弟異日雖犬馬街結，亦不能報高厚於萬
一矣。」因復將禮送上，深深打一恭道： 「些須薄物，聊展鄙
枕。若是師台峻拒，便是棄門生於門牆之外了。萬望叱存，足徵
收錄。」 （七十八）

希安見她們出言不遜，知道是來找麻煩
的，但她實在沒有心情理她們，不發一言轉
身想離開。

一群女子立刻團團圍住了她，不讓希安
離開。 「大膽，你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婢女，
竟然不把我們放在眼裡！你以為朱公子收你
為貼身丫鬟，自己的身價就不同了嗎？」穿
著綠色衣衫的女子鄙夷不屑地哼道。

希安看著練小小，冷冷地問， 「你們到
底想做什麼？」練小小自詡琴棋書畫皆通，
又善於察言觀色，加上本身不俗的相貌，故
有江南第一名妓之稱。她也見過無數的王孫
貴族，但還是被醜兒身上所散發的尊貴氣勢
嚇了一跳；這醜丫頭確實不同於一般的婢
女，難怪朱君宇會對她特別好。

眾女子見醜兒高傲的模樣，不禁氣上心
頭， 「我們想讓你明白做婢女該有的態度，
好好教訓你一下。」一名白衣女子高聲說
道，其餘人紛紛作勢要出手。

練小小趕緊阻止姊妹們， 「你們別亂
來，先退下，我和她談談。」眾人祇能不平
的退到一旁。希安的心情原本就很差，又見
她們仗著人多要欺負自己，便想動動筋骨，
說不定心情會好些；誰知卻被練小小阻止，

不禁有些生氣。
「我們沒什麼好談的，你若要見朱公

子，現在他不在房裡，晚點再來吧！」語氣
裡儘是不悅。

「我是要見朱公子，不過也想請教你一
些問題。」練小小並不生氣，仍陪著笑臉。

希安這下是真的不耐煩了， 「我知道你
是想問我，為何朱公子會對我另眼相看？還
有，如何才能討公子歡心？我看姑娘還是直
接去問公子吧，因為我也不知道！更何況姑
娘是堂堂的江南第一名妓，不應該為這種事
為難一個小丫鬟吧？」

練小小被希安犀利的言詞駁得無話可
說。想這紅樓裡的人全部對她必恭必敬，沒
想到一個小小的丫鬟竟敢給她臉色看！她也
忍不住火氣上昇，拉下了臉， 「你吃住都在
紅樓，就該聽我們使喚，否則我一樣可以趕
你走。」

希安本就為去留問題而煩惱，現在又成
為一群女人嫉妒的目標，還不能對她們解
釋，性子一起，也冷著一張臉， 「我要來便
來，我想走誰也留不住，不用你們趕，我自
己走。」說完，她頭也不回的走向後門。

她知道自己這一走，朱君宇定會責怪

練小小，紅樓也會受到波及；但這是唯一
能讓她名正言順離開紅樓的辦法，祇好委
屈一下紅樓的人了。至於朱君宇，她相信
他們一定會再見面的！

大伙都被醜兒的舉動嚇著了，白衣女子
擔心地道， 「萬一醜兒真的走了，朱公子怪
罪下來，我們怎麼辦？」

紅衣女子不以為然的答， 「她怎會捨得
走？祇是對我們做做樣子罷了。朱公子回來
後，她也會跟著回來的。」

一群女人七嘴八舌的討論，吵得練小小
心煩，遂命她們離開，自己留在花園裡等朱
君宇。

她舉目望向閣樓，神情有些黯然。身為
名妓的她閱人無數，其中就以朱君宇的風範
氣度最令她心折，但他總是對她冷冷淡淡
的，絲毫不將她放在心上。為了吸引他住
下，她特意讓出自己所居住的合樓，佈置成
他中意的模樣，就是希望他能發現她的一番
苦心，對她有更深的感情，甚至能為她贖
身。這種送往迎來的日子，她早過得厭煩
了，她祇希望能安定下來，和自己喜歡的人
共度餘生。她不敢奢望成為飛龍堡的堡主夫
人，她祇想待在他身邊而已。後來見朱君宇
對名劍世家的蘇小姐也是一樣冷漠，她以為
他大概對全天下的女子都是如此吧！他的個
性中是沒有 「溫柔」這項特質的。

但她卻沒料到，朱君宇竟會對一個丫鬟
體貼關心、溫和親切。他這種態度是她所衷
心期盼的，卻始終不可得。她原先來此是想
問醜兒一些問題，好從這醜丫鬟的口中得知
朱君宇到底欣賞她哪一點，誰知道竟弄巧成
拙，逼走了醜兒。從醜兒走時所說的那些話
中，練小小知道她是不會再回來了。 （十
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