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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運當然也很重要，以名劍世家的勢
力，往水運發展並不困難，這點朱堡主可以
放心。」蘇永昌非常自豪。
蘇詠詠接著嬌聲道， 「朱堡主，名劍世
家願提出優惠的條件和貴堡合作。我們本
就有心往北方發展，彼此合作可以互蒙其
利，何樂而不為？」說完，還向朱君宇拋
了個媚眼，姿態撩人。
希安強忍住笑看著她，蘇詠詠還是同以
往一樣不長進。上回她見到希平也是如此，
害希平一頓飯吃得坐立不安、食不下嚥；現
在她又將矛頭對準朱君宇，大施美人計。但
看朱君宇一臉的漠然，恐怕蘇大小姐此次又
看錯人，她又要失望了。
蘇永昌見朱君宇對妹妹的美色不動心，
心中不由得想起了龍希安。朱君宇見了她不
知會如何？不，他絕對不能讓天誠莊得到這
次合作的機會。
「朱堡主，在江南能佔有一席之地的商
場大家祇有名劍世家及天誠莊。天誠莊固然
在水運上佔了優勢，但龍業生祇知墨守成
規，不求進步，也無意往北方發展，比較起
來，名劍世家才是飛龍堡合作的最佳選擇。
」他先下手為強，詆毀天誠莊的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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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稱呼過她。
蘇詠詠見那醜丫頭還站著不動，不悅的
推了她一把。希安被她一推，直覺內力一
動，隨即又想起自己目前的身份，便任由自
己跌倒地上。突然二隻有力的臂膀圈住了她
的腰，她摔入了朱君宇的懷中。
朱君宇見蘇詠詠對一個丫鬟惡聲惡氣已
是反感，末了竟還動手推人，更是怒不可
遏。看那丫鬟將跌倒在地，他忍不住伸手扶
持，倒入懷中的身軀卻異常的柔軟芳香，令
他有些訝異，不禁多看了她一眼。
希安跌坐在朱君宇的大腿上，見他正注
視著自己，忙臉紅地掙扎站起，可憐兮兮的
說， 「多謝這位大爺相救，冒犯了大爺、小
姐，奴婢該死！」語氣中滿是惶恐。
朱君宇對她微笑，揮手讓希安站到一
邊，冷冷的開了口， 「蘇小姐何必對一個丫
鬟如此？」
見朱君宇神色不善，蘇詠詠一臉強笑，
「我是太急了些，祇是這丫鬟也太不懂禮數
了。」
蘇永昌看朱君宇不說話，忙將話題拉
回， 「朱堡主，我們先討論一下飛龍堡與名
劍世家合作的細節問題。」
「蘇少主太心急了，飛龍堡還未決定與
名劍世家合作。今日謝謝兩位撥冗前來，若
有進一步的消息，朱某自會通知名劍世家。
」他向身旁的隨從吩咐道， 「王統，代我送
客。」
蘇永昌兄妹祇得起身告辭，臨走時，蘇
詠詠還狠狠的瞪了希安一眼；希安表面上裝
得很害怕，其實心裡早已笑翻了。在她看
來，朱君宇是個有雄才大略的人，對於這次
合作的對象，他定會做出正確的抉擇。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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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君宇依然七情不動，蘇詠詠更加把
勁，纖纖玉手親自執壺斟酒， 「朱堡主、大
哥，別淨談公事，吃點酒菜吧！」她倒了三
杯酒，手執一杯對朱君宇柔聲道， 「朱堡
主，詠詠敬你，我先乾為敬。」語畢，將杯
中的酒一飲而盡。
朱君宇依禮也喝了一杯。喝了酒的蘇詠
詠，血氣湧上雙頰，更顯嬌艷動人，一雙媚
眼秋波盈盈地蕩向朱君宇，人也靠向他身
旁。
希安看著蘇詠詠大膽的舉動，真替她覺
得丟臉；堂堂一個富家小姐，行為竟如同紅
樓裡招待客人的姑娘。蘇永昌更是可惡，竟
敢如此貶低天誠莊，還說爹爹的不是！她眼
珠子轉了轉，捉弄之心頓起，看蘇詠詠整個
人就要倚人朱君宇懷裡，她故意向前一站，
剛好立在兩人中間，手拿起了酒壺，朗聲
道， 「奴婢為大爺、小姐倒酒。」
蘇詠詠眼看自己的心思竟被一個丫鬟破
壞，大發嬌嗔， 「醜丫頭，這沒你的事，下
去！」
希安一時愣在當場，不知道她指的是
誰，過了一會兒才明白，原來她說的是自
己。她覺得有趣極了，自小到大，從沒有人

黃易
敝物向他快速遊來，到了近而三、四米處，
一條大尾奇異地向前彎來，凌渡宇腦細胞迅速活
動分析對方的戰略，照他的估計，怪物沒口沒
爪，所以尾巴極可能是最厲害的武器，其次就是
它頭頂的尖角。
敝物帶起急湧，猛地衝至。
凌渡宇一咬牙，雙腳猛力一撐，同怪物的底
部一米許竄下去。
敝物果然把大尾向前揮來，整個連尾在內十
多米長的身體打了一個旋，可是凌渡宇已來到它
身下，怪物一尾揮空。
敝物的腹部在凌渡宇的頭頂。
凌渡宇一面保持在急湧內的穩定，同時右手
指掌收聚成鋒，一下猛插往怪物的腹部。
凌渡宇自幼便受最嚴格的體能和武術訓練可
以用手指刺穿三分的薄板，這一下全力出擊，利
比鋒刃。
掌鋒一下刺破了怪物柔軟的腹部。
敝物整條在水底彈了起來：暗湧把凌渡宇帶
得旋轉開去。
敝物在十多米處翻騰顛倒， 黃的物質從它
的腹部湧流出來，把河水變成一團團金黃的液
體。
凌渡宇心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左後側忽地湧來另一股暗流。
凌渡宇駭然向後側望，這一下立時魂飛魄
散。
另一條同樣的怪物，從河底處標竄而來，已
迫近至他身後五尺許處，他全副精神放在受傷的
怪物身上，渾然不知臨近的這另一危險。
躲避已來不及，他死命向一旁退開。
敝物奇跡地在他身旁擦過，箭矢般游向那
受傷的怪物，大尾一揮，把受傷的怪物整條卷。
原來目標是那受傷的怪物，而不是他。
奇異的事發生了。
被他同類尾巴緊纏的怪物，全身忽地劈啪
作響，全身爆出金色的火焰，掙扎的力道愈是減
弱。
金焰不斷被另一條怪物吸進身體內， 光明
顯增強起來。
它在吸食同類的能量。
受傷的怪物尾巴軟軟垂下，身體的金色逐漸
脫下，轉為灰白。
凌渡宇心中一寒，發力向岸邊遊去。
攀岸邊深紅色的岩石，凌渡宇爬上岸去，
一露出水面，他立時呻吟一聲，全身水珠騰
起煙霧，向上蒸發。
炎熱倒捲而回，一下子又陷進灼熱的天地
裡。
凌渡宇避進沿岸虛的植物帶。選擇了一個
有若羅蓋銀灰色的植物的遮蔽下，挨條紋狀
的樹身坐了下來。
雖是酷熱難當，但和下水前相比，已是天淵
之別。
他的腦筋飛快的轉動起來，想到很多早前忽
略了的事物。（七十七）

「
你也會嫉妒啊？」
「
我才不是。」
「這次我不和你算帳，但你可別忘了
今早我告訴你的話——不准搗蛋。」
「廷，你可不可以稍微放鬆規定，而
且如果你讓我出去工作，你根本就不需要
擔心我會搗蛋。」
「
我再考慮看看。」
奕廷已開始考慮是否應該讓曉萱出去
工作，這讓曉萱非常興奮，她終於可以出
去外面工作，不需要老是悶在家裡被人侍
候。
「好吧。不過你得等到三月之後方可
以。」
「
為什麼？」
「三月開始，我將接掌何氏集團擔任
總裁，到時候你可以到公司擔任我的助
理。」
「什麼？去何氏集團？那我一點自由
也沒有了。」
「你是為了要工作，還是為了要自
由？」
「我都想要，廷，可不可以不要去何
氏集團？」
「不可以，我何奕廷的老婆怎麼 可
以隨便去外面工作呢？除非是自己的公
司，如果你不想待在何氏集團，你就乖
乖的給我留在家中當大少奶奶。」
「不，我答應去何氏集團就是了。
」
曉萱本來是希望另外找份工作，免得
一天到晚被何奕廷盯得死死的。結果還是
無法如願，不過有工作總比沒工作好，至
少她不必一天到晚和邱媽他們眼對眼相
望，他們一定覺得自己很可怕，才嫁進何
家五天，就搞出了這麼多麻煩，不過她
也不是故意的，祇是不小心而已！
奕廷知道曉萱不太願意待在他身旁工
作，不過目前對她來說祇要有工作打發
時間就好，所以將來他就可以將曉萱栓
在自己的身邊，也不用老是提心吊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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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她是否又搗蛋
了，或是否出了什
麼事！
「現在，我們
夫妻倆可以一起洗
澡了。」奕廷立刻
抱起曉萱往浴室
走，也不管曉萱的
抗議，他認為接下
來應該是他們夫妻
倆的恩愛時間，他
們可以享受鴛鴦浴
之後，再度過一個
浪漫激情的夜晚。
※※※
對於第一次真
正約會的俊之和曉
薇，今天是一個特
別的日子，尤其在
如此寒冷的夜晚，
彼此心中更燃燒著
熊熊的愛火。
在離開摩翼咖
啡廳之後，俊之和曉薇享用了一頓浪漫的
晚餐，跟著前往中正紀念堂散步聊天，直
到人愈來愈稀少，才依依不捨的離開中正
紀念堂走回家。
此時俊之已經送曉薇到家了，便道：
「曉薇，今天一下午相聚到現在，你應該
也累了，晚上好好睡一覺，明天中午下班
後，我再帶你去一個地方。」
「
什麼地方？」
「明天再告訴你，好了，快進去吧。
」
「嗯！你自己開車小心，到了之後打
我房間的專線電話告訴我一聲。」曉薇才
轉身要開門下車，俊之突然由背後抱住曉
薇，輕輕的道： 「
我愛你。」
對於他深情溫柔的告白，她的心不由
得悸動不已，她也好想開口說出自己的深
情，但卻不知該如何表達才好。（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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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納律師痛苦地皺緊眉頭。
「是的。其實這也怪不得我，因為我的委
託人身份真得很特殊，所以我一心祇希望別再
節外生枝，其他什麼也顧不得了，我盡快將屍
體火化，並把骨灰帶回來。」
「日下部達哉的真實身份因而被封鎖住了？
」
「是的，完全封鎖住了。」
金田一耕助聽到這兒，越發好奇。
（如果連速水欣造都能看出屍體的死因可
疑，那麼，有豐富社會經驗的加納律師又怎麼可
能看不出來？但他不僅不聞不問，還刻注目睹死
因，這又是為什麼呢？那位神秘的日下部達哉究
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加納律師或許也察覺出金田一耕助眼底的狐
疑，他尷尬地說：
「老實說，我之所以認為那是一場意外還有
個原因，我們發現日下部達哉死前寫給我的委託
人的信裡曾經提到，他要採集生長在鷹喙……他
就是日下部達哉失足摔死的地方上的羊齒送給
他。」
「
羊齒？」
「是的。因為我的委託人對動植物非常感興
趣，因此日下部達哉每次出外旅行的時候，總會
採集一些當地稀有的動植物標本送給他。當時我
認為日下部達哉大概是在採集羊齒的時候，不小
心失足摔下懸崖的……」
「
這封信至今還保留著嗎？」
橫溝正史
「當然。因為這是日下部達哉最後的親筆
信，所以非常珍貴。其實也是因為這次收到兩封警告信，因此我
才重新把它找出來看的，沒有其他的用意……」
「
信中除了寫羊齒的事之外，還寫了什麼嗎？」
「
有的，還寫了蝙幅。」
「
蝙蝠？」
「是的。他大概發現到一種不同的蝙蝠，所以還提到要寄蝙
蝠的照片給我的委託人。」
「照片寄到了嗎？」
「沒有，不知道日下部達哉是在拍照片之前就出了意外，還
是因為慌忙中遺失在大道寺家了，不過他的萊卡相機反而寄到
了。對了，關於蝙蝠的事，我倒是覺得很奇怪……」
「什麼地方奇怪？」
「日下部達哉寫給我的委託人的信，用詞一向相當嚴謹，特
別是寫到有關生物方面的部分時，用字遣詞就更加謹慎了。可是
誰有在提及蝙蝠時，語氣上卻顯得十分挪揄，似乎還帶點好笑。
嘲諷的語氣。當時我曾經覺得這件事很奇怪，現在再重讀一次，
還是覺得相當怪異。」
「他所要傳達的訊息是什麼呢？就算發現再怎麼不尋常的蝙
蝠，也用不著用那麼輕率的口吻吧！這實在有違常理……」
加納律師一面說，一面不自覺地陷入沉思中。
金田一耕助祇覺得心頭悸動不已，可是當時他萬萬沒有想
到， 「
蝙蝠」正是解開這個恐怖事件的關鍵。
「嗯，那麼現在可以請你談談大道寺先生，也就是當時的速
水欣造嗎？」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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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素驚訝道： 「即有此事，《紅梨花曲》乃老爺見夢草軒紅
梨盛開，一時高興要張郎做的，此種梨花別處甚少，郎君何以得
知便先做了與將張郎盜竊？」
蘇友白道： 「此曲原非小生宿構。就是遇小娘子的這一日，
張軌如絕早著人請小生來，就引小生在後亭子上望著內中紅梨
花，勒逼要做。小生因慕小姐，見物感懷，故一筆成此。誰知又
為張郎作嫁衣裳也。殊可笑！殊可恨！小娘子若不肯信，況張郎
不死，小生現在，明日當面折對，真假便見了。」
嫣素笑道： 「原來有許多委曲，老爺與小姐如何得知？不是
這一番說明，幾落奸人之局矣。郎君勿憂，待我進去與小姐說
知。斷不有負郎君真才實貌也。」
蘇友白又深深一揖道： 「
全仗小娘子扶持，決當圖報。」
嫣素去了一會忙忙出來，說道： 「小姐說，張郎蹤跡固有可
疑，郎君之言亦未可深信，今且勿論。但問郎君既有真才，今有
一題，欲煩郎君佳制，不識郎君敢面試否？」
蘇友白聽了笑容可掬，歡喜無盡道： 「我蘇友白若蒙小姐垂
憐面試，便三生有幸了。萬望小娘子作成，速速賜題。」
嫣素笑道： 「郎君且莫深喜，小姐的題目也不甚容易。」因
於抽中先取出花箋一幅並班管一枝，遞與蘇友白，隨又取出古硯
一方並水壺黑墨，放在一塊石上道： 「小姐說，古才人有七步成
詩者，郎君幸不吝一揮。」
蘇友白接了花箋展開一看，不慌不忙，便欲下筆。祇因這一
詩有分數：佳人心折，才子眉揚。正是：巧之勝拙，不過一時。
久而巧敗，拙者笑之。
不知蘇友白可能做詩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一片石送鴻迎燕
詩曰：
從來人世美前程，不是尋常旦夕成。
黼黻千端方是痛，鹽梅百備始為羹。
大都樂自愁中出，畢竟甘從苦裡生。
若盡一時僥倖得，人生何處是真情？ 話說蘇友白接了花箋大
手，展開一看，卻昌一幅白紙，並無題目在上，問嫣素道： 「小
姐既要面試小生，何不就將題目寫在箋上？」嫣素道： 「小姐
說，閨中字跡不敢輕傳，題目叫妾口授。」蘇友白道： 「原來如
此慎重。願聞題目。」嫣素道： 「題目一個是 『送鴻』，一個是
『迎燕』。 『送鴻』以 『非』字為韻， 『迎燕』以 『棲』字為
韻，都要七言律詩一首。」（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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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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636-489-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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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afainternational@charter.net

請上網：slcj.us
電話：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e-mail:slcj@slcj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