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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暫時放下一顆心，幫著其他的婢女將
菜餚收回廚房，人就要離開。
她正往後門走去，就見到一個婦人一手
捧著酒菜，一手拿著筆墨，吃力地走來。見
到希安，她忙出聲叫道， 「快來幫我！」說
著就將手中的酒萊一古腦兒交給她， 「累死
老娘了！若不是廳裡忙得抽不出人手，老
娘怎會親自出馬端茶遞水！」
她看了希安一眼，懷疑地問道， 「你很
面生，是新來的丫頭嗎？」
希安祇能點頭。
「那好，你端著酒菜隨我來，機伶點。
」她下了指令。
希安無奈地隨她去，心想，這情形若讓
希平看見，一定會笑她自做自受。經過一個
清靜的花園，上了閣樓，婦人敲了門後，就
帶著希安進去。那是一個頗為寬敞的房間，
房內擺設不俗。
希安放下酒菜，好奇的左右張望；想不
到紅樓內也有如此雅致的地方，祇是不知道
住的是誰？
朱君宇由內室走出，對婦人微微點頭，
見到希安，倒是露出一絲微笑。希安看見朱
君宇，暗罵自己笨，她早該想到是他，祇有
他才有能力住在這個地方。

聖路易新聞

候吧！」說完，便出了房門。
希安心裡叫苦連天，事情怎會變成這
樣？朱君宇說得很明白，他留在紅樓一天，
她就得服侍他一天，這樣她要如何脫身回天
誠莊？最糟糕的是她不知道朱君宇要留在紅
樓多久，這段期間自己真要做他的丫鬟？希
安開始覺得頭痛了。
朱君宇看著立在一旁的丫鬟，她雖然相
貌不好，但做事、說話有種不凡的氣質，應
是念過書的女子，怎會淪落到此為婢？他心
裡有些好奇，便開口問， 「你叫什麼名字？
」
希安被他的聲音驚醒，方纔她祇顧著思
考自己目前的困境，根本沒聽清楚朱君宇說
了什麼，如今祇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她從未
做過丫鬟，祇能憑著直覺做事，忙恭敬地
道， 「對不起，忘了為您斟酒。」她硬著頭
皮為朱君宇倒酒，然後安靜地退到一旁。
朱君宇失笑地看著她緊張的模樣，倒酒
時手還微微發抖，心裡有些不忍，遂柔聲再
問一次， 「
你叫什麼名宇？」
希安謙卑地回答， 「別人都叫我醜兒，
公子也叫我醜兒吧！」
朱君宇聽了不禁皺起眉頭。雖說長相是
天生的，但哪個女子不愛美，生得醜已是傷
心，竟還被喚成丑兒。 「這名字不好，我為
你取個新名字如何？」
希安搖搖頭， 「剛開始，這個名字的確
讓我難過，但習慣了也就無所謂了。我爹
說，人長得醜沒關係，有顆善良的心才是最
重要的。現在我已經適應這個名字了，不需
要換新名字。」她婉轉地回答，朱君宇的舉
動讓她對他另眼相看，他不是一個以貌取人
的人。
「聽你的談吐不俗，你念過書嗎？」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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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那婦人要離開，她也跟著離去，孰知
那婦人卻轉頭對她道， 「你別走，留在這兒
聽朱公子差遣。」
希安嚇了一跳，指著自己問， 「我？」
她心中萬分著急，逗留越久。希平就越擔
心，她怕他會闖進來找人。
「就是你，好好伺候朱公子。」婦人說
完就要離開。
「我不能留下！」希安急得大叫，婦人
狐疑地看著地，希安忙解釋道， 「我生得
醜，當初進紅樓時，就說好讓我在磨坊工
作，以免嚇到客人。」她胡亂編了一個借
口，祇想快快離開這裡。
婦人上下打量著希安，想她說得也對，
朱公子是紅樓的貴客，萬一這丫頭招待不
週，那就麻煩了。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既然是讓你在磨
坊做事，那你就去吧，遺裡我讓別的丫頭來
伺候。磨坊比這裡辛苦多了，你要努力點。
」
希安忙點頭要走人，朱君宇卻阻止了
她。 「讓她留在這裡！我住在紅樓的期間，
起居就讓她來照料。」
那婦人聽了，忙對希安說， 「你真幸
運，承蒙朱公子不嫌棄，你就留下來好生伺

黃易
這處是沒有陰影的一個奇異世界， 想到這
裡，心中一動，仔細審視眼前的紅光，原來
紅光是無數一粒粒發紅光和熱能的塵屑，不
斷從頂上的紅雲灑射下來，空氣般充斥在整
個空間內，造成一個火紅和灼熱的世界。
他的眼光轉到大河流向的遠方，果然祇見到
紅茫茫一片，視線到了數十米外的地方便不能穿
透。
這種奇怪的紅微子，把這空間變成洪爐般的
淒慘世界。
「
蓬！」一聲巨響從左側近處傳來。
一株高達三十多米的黑色禿身大樹，驀然倒
了下來，揚起了滿天的紅微子，熱浪加劇。
凌渡宇呻吟一聲，想到了那條河，要死他也
要死在那裡。
他的目光轉往流動的大河，河面不時飄浮著
巨大的樹木，無論紋理和色彩都非常奇特，一切
是那樣地令人難以置信。
口舌的乾燥又開始摧殘他的神經，昏昏欲眠
的感覺不斷加強。
河水流到那裡去？
假設這是一個封閉的空間，水若要保持流
動，唯一的可能是來而復去，往而復還，所以這
條大 河 ， 應 是 繞 了 一 個 圈 再 回 來 。 一 直 以
來，他和沈翎都想像飛船內是超時代的巨
構，內裡佈滿不能理解的奇歎機器，絕沒有
想過會是這樣充滿了奇異生物的可怖地方，
也沒有想到飛船內的空間龐大若斯，直似另
一個世界。
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異域。
他可能再無車出此域的可能，地震應該把油
井徹底破壞，失望和自暴自棄的情緒湧上胸臆
間。
凌渡宇大吃一驚，自從修練苦行瑜珈以來，
無論在怎樣惡劣的環境裡，他也能保持強大的鬥
志，永不言敗。是了！因為紅微子產生的悶熱，
侵蝕他堅強的意志，就像洞穴內的人，喪失了與
環境鬥爭的勇氣，祇懂等待老化、死亡和在高熱
中熔解，化成蒸氣。
聖者的元神到了那裡去，他所說的 「獨一的
彼」，是否是這裡的其中一種生物。
「
蓬！蓬！」
遠處兩棵大樹倒了下來，其中一棵落到河
裡，順河水流去，加入了其他漂浮水面的植物行
列。
這個世界內一切都在腐毀和死亡，他心中驀
地浮起一個明悟：這異域正在逐漸趨向滅亡。
他站起身來，忽然一陣暈眩，迷糊間倒了下
來，熱浪一波又一波地肆虐施園，紅微子在龐大
的空城內跳躍，發出使所有生命乾枯萎竭的火
熱。
凌渡宇一咬牙站了起來，他一定要回到水裡
去，這時他的面貼在一棵大樹的樹根旁，發現了
一個奇怪的情況，利那間他明白了樹木不斷死亡
的原因。
（七十八）

俊之細膩的轉過曉薇的身子，雙眸
熱情的注視著曉薇，接著慢慢的吻上了她
的唇，纏綿深情的親吻，讓曉薇終於體會
到原來親吻也可以叫人刻骨銘心，也可以
讓人感到天旋地轉，時間彷彿停留了許久
許久之後，他們才依依不捨地結束了他們
的初吻。
「
曉薇，我愛你。」
「我也愛你！」在彼此心靈交流的時
刻，曉薇在亨受到彼此深刻的感情時，也
自然的表白了自己的愛。
在兩人的柔情告白之後，曉薇在俊之
依依不捨的目光下，進了家門，俊之也在
曉薇打開了房間的燈光之後，才驅車離
開。
※※※
望著已經駛離的車子，曉薇還沉醉在
她的初吻之中，沒想到七年的暗戀，如今
竟然美夢成真，這一切卻是曉萱的功勞，
不過她還是不瞭解，為什麼俊之會愛上自
己呢？然而答案也祇有求證了之後才知
道：女人就是這樣，總想要知道對方為什
麼會愛上自己，儘管早已確定方對方的愛
意，卻又一定要對方親自說出口才算數。
曉薇想到活潑調皮的曉萱，雖然她們兩人
個性不同，但對愛情的執著與要求卻是相
同的，所以曉萱才能體貼她對俊之的一片
癡心。
第七章
今天是個很美妙的日子——星期六，
尤其對曉萱而言，它更應該是個快樂的日
子，因為奕廷會比平時早些回來陪她，但
是從起床到現在十點整，她卻祇能做一件
事情——幫她撿回來的小狗取個名字，然
而整整兩個小時之久，她還是沒有找到適
當的名字，不僅如此，她還和它坐著對望
了兩個小時，所以她始終快樂不起來。曉
萱終於下定決心，她要找些事情來做，雖
然昨天晚上奕廷告誡她不可以再搗蛋，但
她卻不認為她是在搗蛋，她自稱那是太用
心做有意義的事，所以不小心做過頭了。

現在她實在找不到
人來提供她意見，
所以她對著她的狗
兒道： 「喂！你覺
得我應該做什麼事
比較好呢？找曉薇
去逛街？這個一定
不行，到時候她祇
有對我著傻笑，戀
愛中的女人都是
這樣，所以不可
以找她！想除草
也不行，邱伯一
定不敢讓我再幫
忙了，而且天氣
陰雨綿綿，除草
可沒什麼樂趣可
言！那如果繼續
幫你命名，就太
沒意義了，看樣
子，我似乎要和
你繼續對望下去
了。」
看狗兒一臉無動於衷的樣子，曉萱祇
好繼續對著它道！ 「你很沒有良心哦！一
點也不同情我！沒有意見就算了，還裝得
那麼酷！」此時的曉萱竟然祇能對著小狗
訴苦，難怪她一點也快樂不起來。突然間
她想到了一個好主意，又繼續對狗兒喃喃
說道： 「我決定不理你了，我要去公司找
奕廷，不過我要變個樣子，否則被別人認
出來我是他的老婆，那可會驚動了他，這
可不是我所希望的。狗兒，對不起了，我
要拋棄你了，你必須再回到邱伯伯那裡，
由他幫我照顧你，我要去找我的奕廷了。
」 結束了她對狗兒的談話，她立即回
到房間， 「稍微」做些外表上的改變，曉
萱很滿意自己的裝扮，她要立刻出發去找
奕廷，不過在去之前，她得先告訴邱媽一
聲。（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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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是的，大道寺先生……」
加納律師猶如大夢初醒一般，嚥了嚥口

「那個人為了這件事，可說做了相當大的
犧牲。不過，他也得到應有的回報了。剛才我
說過，琴繪懷有身孕，而且孩子的父親就是日
下部達哉。
「日下部達哉曾經寫信告訴我的委託人這
件事，所以我的委託人一直希望能為這個孩子
取得東京的戶籍。於是，速水欣造便在我的委
託人苦口婆心勸說之下，和琴繪結了婚。
「由於琴繪是獨生女，所以速水欣造祇好
入贅大道寺家，不過這個婚姻的目的是為了給
孩子一個名正言順的戶籍，所以兩人僅有夫妻
之名，沒有夫妻之實。」
金田一耕助點點頭後問道： 「那麼，琴繪
後來怎麼樣了？」
「死了。她生下一個女兒，也就是智子，
在智子五歲的時候她就……」
「可是這段時間，大道寺先生……」
加納律師露出苦澀的笑容。
「大道寺先生和琴繪夫人從來沒有住在同
一個屋簷下。大道寺先生結婚時還是個學生，
畢業之後立刻就業，而且他是東大法學系第一
名畢業的高材生，當然不可能屈居在小島上生
活一輩子。至於琴繪則根本不願意離開小島，
因此，這兩人祇是名義上的夫妻，不過，大道
寺先生偶爾還是會到月琴島去探望琴繪。琴繪
橫溝正史
覺得過意不去，便叫蔦代這名女傭陪伴他。」
「原來如此。」
「大道寺先生很喜歡這名女傭，於是就帶她回東京同住。後
來蔦代有了身孕，並產下一子，名為文彥，這個孩子在名義上是
大道寺先生和琴繪夫人的孩子，入了大道寺家的戶籍。因此，大
道寺家這對完全沒有血緣關係的兒女從來沒見過面，但在戶籍上
卻是姐弟。」
「
那麼現在蔦代就成了大道寺先生的正室了吧！」
「不，事情並非如此，因為蔦代是個非常傳統、保守的女
人，據說她認為自己出身卑微，無法入籍大道寺家，所以直到現
在她還稱呼自己所生的孩子為大少爺，而文彥也叫自己的母親阿
蔦。」
「
那麼，大道寺先生現在名義還是一名鰥夫嘍？」
「是的，琴繪夫人死後，他便沒有再娶。不過，他在新橋一
帶倒是有很不錯的發展……」
「嗯，他可說是一位有財有勢的企業家。」
「他已經是五六家公司的社長和常務董事了，當然，這有一
部分原因是他本身相當有才幹，不過他的後援者給的資助也是不
可輕視的，我的委託人打從智子出生之後，便開始在大道寺先生
身上投資。」
「這麼說來，這位神秘委託人在社會上也是相當有影響力的
人嘍？」
金田一耕助再次感到心中那股莫名的悸動。
那一天，金田一耕助回到自己的住處之後，便翻開名人錄，
查看有關大道寺欣造的資料。（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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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友白聽了道： 「題目雖不難，小姐好深情也，好慧心也。
」嫣素道： 「郎君何以見得？」蘇友白道： 「目今春夏之交，正
是燕來鴻去之時。且哈意 『送鴻』者，欲送張君也； 『迎燕』
者，欲迎小生也。 『送鴻』以 『非』字為韻，以張生為非人也；
『迎燕』以 『棲』字為韻，意欲小生雙棲也。非深情慧心安能辨
此？小生且無論妄想要親近小姐，即今日得此一題，已出萬分僥
倖。我蘇友白不虛生矣。」即研墨濡毫，將花箋斜橫在一塊臥雲
石上欲寫。
嫣素道： 「郎君且慢慢歡喜，還有難題目在後面哩。」蘇友
白道： 「又有何說？」嫣素道： 「每句上還要以 『金』、 『石
』、 『絲』、 『竹』、 『匏』、 『土』、 『草』、 『木』八音冠
首。小姐說婚姻大事舉動必須禮樂，今雖草草不能備，聊以此代
之。」蘇友白連連點頭道： 「有理，有理。貞淑之風愈使人景仰
不盡矣。」口裡說著，不覺情興勃勃，詩思泉湧，正要賣弄才
學；提起筆來如龍蛇飛舞，風雨驟至，不一時，滿紙上珠璣亂
落。正是：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漫道謙為德，才高不讓人。
蘇友白鬚臾之間即將二詩題就。半行半楷，寫滿花箋，雙手
遞與嫣素道： 「煩致小姐，幸不辱命。」嫣素見蘇友白筆不少
停，倏成二詩，心下又驚又喜道： 「詩中深意踐妾不知，然郎君
敏捷如此，定令青蓮減價，真可敬也。我小姐數年選才，今日可
謂得人矣。」蘇友白道： 「荒蕪之詞，一時塞責，恐不足以當小
姐清賞。萬望小娘子為小生週旋一二，沒齒不敢負德。」嫣素
道： 「郎君佳作賤妾領會。但此時日已暮矣，恐不及覆命，郎君
且請回。明日前廳客尚未去，張郎自然無暇。請與郎君再會與
此，定有佳音相報。」
蘇友白道： 「日暮小生自當告退，但不知乘此昏夜無人，可
能邀小姐半面否？」嫣素道： 「郎君此言差矣。小姐乃英英閨
秀，動以禮法自持。即今日之舉，蓋為百年大事選才，並非怨女
懷夫之比。郎君若出此言，便是有才無德，轉令小姐看輕，此事
便不穩了。」
蘇友白驚訝，連連謝罪道： 「小生失言矣。小娘子高論自是
金玉，敢不謹從。小生今且告退，明日之會萬勿爽約。」嫣素
道： 「決不爽約。」蘇友白又深深一揖，辭了嫣素，閃出後園，
悄悄去了不題。
卻說嫣素袖了詩箋，收了筆硯，笑嘻嘻來見小姐，說道：
「
那蘇家郎君真好聰明。」小姐道： 「如何見得？」（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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