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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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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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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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荻岸散人「好了！曉萱才一回娘家，你們就這

樣子！以後她可不敢回家了，到時候我就
沒辦法常看到女兒了。」林郁在羅家也總
是扮演和事佬角色，由於對女兒疼愛，她
和女兒總是站在同一陣線。

「爺爺、爸爸，你們看，媽和奕廷都
這麼說！你們要好好的檢討，對女兒可要
多包容些，以後才有機會常看到我和奕
廷，知道嗎？」也祇有曉萱這種人才會得
了便宜又賣乖，她本來就天不怕地不怕，
現在又多了個靠山——奕廷，恐怕日後會
更囂張。不過她也清楚，再辯下去可不好
玩，奕廷回去一定又會訓她，她自己也覺
得奇怪，她總是很在意奕廷的感受，所以
一直不喜歡惹他不高興，這大概是因為愛
他吧！

「唉！不僅翅膀長硬了，又有靠山
了，你早晚會無法無天！」

「爺爺，沒這麼誇張，我頭上有天，
眼裡也有法律，這你可以不用煩惱的！
」

此時不僅羅友豪正想大喊救命，連奕
廷也要投降了，他老婆可真會說話，難怪
奕恆怕她！

「好，你和曉薇兩姊妹一定有很多話
要說，奕廷就留在客廳和我們聊天，這你
總沒意見吧！」

羅友豪的話似乎點醒了曉萱，她一直
想知道曉薇和俊之的近況，於是曉萱立刻
拉著曉薇的手往樓上跑，留下這些老人家
談天說地，還好她沒有衝出口叫他們老人
家，否則她嘴巴真會被封起來！

※※※
才一進房間，曉萱還來不及問話，就

已經讓曉薇搶先開口道： 「我知道你想問
什麼！」

「什麼？你說來聽聽看。」曉薇活潑
主動的態度，真叫曉萱有種耳目一新的感
覺，往常害羞被動的曉薇，今天臉上的神
情變全變了，曉萱從頭到腳仔細的看一遍
她的寶貝妹妹，似乎想就此看出一些蛛絲

馬跡。 「姊，你看什
麼嗎？看得我渾身不
舒服！」

「我才渾身不舒
服呢！我那溫柔被動
的妹妹今天好像請假
的樣子，怎麼換了一
個人了！」

「姊，你別笑我
了 ， 早 知 你 會 這 麼
說，我一定不會先開
口的！」

「反正你已經先
開口了，快一點，我
在等你的回答。」

「你想問我和俊
之的事，對下對？」
剛提到了俊之，曉薇
已不自主的傻笑。

「哇！你很聰明
哦！看你的樣子，好
像還沉醉在約會的情
節中，他跟你求婚了嗎？」

「姊，你可別亂說，怎麼可能這麼快
呢？」

「沒有就算了，不過你可得告訴我，
你們已經進行到那一個階段。」

「沒什麼，他祇帶我去他住的地
方，而且我們還一起佈置我們的家。
」

「我們的家？唉呀！真可怕，已經進
行到這個階段了！這麼親密，看情形，結
婚進行曲快要再起了！」曉薇一臉甜蜜的
模樣，終於讓曉萱放心了。
「姊，你別淨顧著取笑我，你和姊夫現在

過得如何？他對你好不好？」其實由之前
曉萱和奕廷連袂回家樣子，曉薇已約略看
出奕廷對曉萱疼愛，加上後來他幫老婆說
話，曉薇更可以確定奕廷對曉萱的偏
袒。 （五十九）

神尾秀子的語氣依然是那麼沉穩。
九十九龍馬一聽，隨即笑著說： 「大道寺先

生原來就不相信那個人會不小心失足墜崖，如今
有機會，當然要好好調查一下啦！金田一先生，
大道寺先生有沒有跟你提起什麼？」

「沒有。」
金田一耕助乾咳一聲才繼續說道：
「老實說，我還沒見到大道寺先生，所以並

不清楚他的看法或想法。我想，是不是能麻煩你
們告訴我當時的狀況？比如說，是誰先發現屍體
的？」

九十九龍馬不急不慢地回答： 「是我先發現
屍體的。哈哈！千萬別大驚小怪，因為神尾老師
那天晚上八點左右跑來找我，說日下部先生外出
采羊齒，遲遲沒有回來，琴繪很擔心會不會出了
什麼意外，所以我就帶了四五個壯丁往鷹喙的方
向走去，發現那裡的確有人滑落的痕跡，接下來
我們就……」

「請等一下。當時斷崖上面有沒有什麼可疑
的地方？比方說打鬥的痕跡、掙扎的痕跡？」

「沒有，我沒有注意到。不過要是有這些痕
跡的話，一定會有人發現的，因為跟著我去的年
輕人不少，應該不至於沒有人看到。金田一先
生，大道寺先生先前也很懷疑日下部先生是不是
早就被人在什麼地方殺死，再把屍體帶到斷崖上
丟棄的……」

一聽到這句話，智子的身子突然往後挪了一
下。

她忍不住想起在那間上鎖的房間內，似乎殘
留著不少血跡。

不過，沒有人注意到她用手帕拭去額頭上的汗水，金田一耕
助祇是瞪大眼睛問：

「可是，大道寺先生為什麼會懷疑……」
「他是從傷口來推測的。就如同我剛才所說，我們發現有人

從懸崖上摔下去，可是那天晚上我們並沒有划船過去找人，因為
鷹喙下面是這座小島最危險的地方，所以晚上幾乎沒有人敢靠近
那裡。我們祇得等到第二天天亮才划船過去看看，結果日下部先
生果然就躺在從海裡凸出去的岩石上面。於是我們用小船載著屍
體回去，一回到家就立刻拍電報通知大道寺先生。

「第二天，他和加納律師一起趕來，結果發現死者後腦袋上
有一個大傷口。醫生也說過那是致命傷，大道寺先生不同意那個
傷口是從斷崖上摔下去造成的，他認為是被什麼東西毆打成傷；
也就是說，日下部先生應該是被人打死的。」

智子聽到這裡，不禁用手帕掩面。由於她是死者的女兒，聽
到生父的不幸遭遇，自然會相當震驚，因此沒有人對她的反應感
到奇怪。

不過，如果當時智子提起那間上了鎖的房間，提起有一把沾
滿血跡的月琴的話，說不定這件事早就解決了，而接下來的慘案
也就不會發生。祇可惜智子並沒有出聲講話。

金田一耕助祇是沉思了一會兒，便開口問道： 「那麼，有沒
有人看見日下部先生走向琴桿岬？」 （二十二）

一座巨大佈滿圓孔的半圓形物體，像翻轉的
碗一樣倒放在河面上，河水從它底部的中央穿流
過去，死亡之光不斷從它的小圓孔射出來，擊殺
想從河水通過它下面的任何生命。假設它安裝有
偵察生命的超級裝置，他凌渡宇便休想有命渡過
它下面的流道。

這可惡的物體截斷了通往 「獨一的彼」的通
道。

想到這裡，心中一動，迅速進入禪靜的冥想
層次，這次他集中精神，把所有的意志和思感，
包括每個毛孔，都往內裡收藏，不讓有一點漏往
外方。

假設真有能偵察生命的裝置，憑借的極其可
能就是生命發出的能量和熱力，所以凌渡宇現在
就利用本身的獨特才能，把生命的力量凝聚起
來，以避對方的耳目，逃過死光殺身的大禍。

樹木緩緩漂前。水流聲忽地加重，隆隆響
叫。

凌渡宇心中歡呼，他已避過難關，進入了物
體的底部處，再過片刻，就會穿流過去。歡喜末
過，驀地騰空而起，昇離了水面。

凌渡宇嚇了一跳，難道給發現了。他向外望
去。

圓形物體橫跨二十多米河面的龐大底部下，
佈滿了長達十米的機械手，把河面的植物鉗了起
來，放進底部正中的一個十多米寬的孔洞內。整
個物體都是由銀白不知名礦體造成，銀光流轉，
照明四週。

念頭還未完， 「轟」一聲，凌渡宇連人帶
樹，給提起他的機械手拋進了圓形物體的 「腹」
內。

樹木和內中的凌渡宇沒有停下來，給掉到銀
白色的運送帶上，把他們帶動。凌渡宇正不知如
何是好，耳中剛好捕捉到一些奇怪的聲音，從前
面的植物傳來。

凌渡宇立時從樹幹中竄了出來，一個翻身，
從輸送帶跳下到光滑的銀白地面上。

他與之相依為命的大樹，繼續前進，到了一
個方孔時，一道齒輪壓了下來，把它壓個粉碎。
碎片進入方孔後，立時化成青白的銀光，產生出
溫熱的能量，把內裡保持溫暖。

凌渡宇打量身處的空間，數千尺見方，左邊
正中虛有一條通道，不知通往那裡，心中暗暗叫
苦，沒有了樹木的屏障，教他怎樣繼續旅程，去
與 「獨一的彼」會合。況且祇要他一跳往水裡，
怕立時給那些機械手活活抓死。

他走過通道。立時愕然，這是一個更龐大的
空間，足有上千方米，呈長形，高度達二十多
米，是個大堂。

大重的兩旁放滿各式各樣的機械物，用與半
圓形物體的同一物質造成，不過看來所有機械都
向殘破和朽壤的方向發展。他們並非整齊地排
列，而是東歪西側，殘件散佈地上。

大堂的右方有一道門戶，門戶高十尺寬六
尺，若照這比例，居於此的生物體積一定相當龐
大。（八十四）

蘇有德便留了心道： 「既如此，去見老吳一說就上。但祇可
惜老吳如今又飲詔進京去了。」

蘇友白道： 「莫說進京，便是上天，小弟也要去尋著他。」
蘇有德道： 「你既要進京尋他，何不就往這裡過江去近些，又到
城中去何用？趕早去早來，還好鄉試。」

蘇友白道： 「就去便因好。祇是進京路遠，前日小弟匆匆出
門，行李俱無，盤纏未帶，今還要到城中去設處，方好起身。」
蘇有德道： 「兄有此美事，小弟樂不可言。盤纏行李小事，小弟
盡可設處，何必又住城中耽閣日月！」蘇友白大喜道： 「若得吾
兄相貸，小弟即此北行，又到城中何用。祇是吾兄高誼何以圖
報？」

蘇有德道： 「朋友通財，古今稍有俠氣者皆然。兄何小視於
弟？今且與吾兄痛飲快談一夕，明日當送兄行也。」

蘇友白道： 「良友談心，小弟亦不能遽別，祇得要借榻於陳
蕃了。」

二人一問一答，歡然而飲。蘇友白又將《新柳詩》並《紅梨
曲》寫了與蘇有德看。蘇有德看了，大加稱讚，直飲得痛醉方
散，就留蘇友白在書房中宿。祇因這一宿，有分教：李代桃僵，
鵲爭鳩奪。正是：

雄狐綏綏，雎鳩關關。
同一杯酒，各自為歡。
二人不知如何分別，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有騰那背地求人
詩曰：
好花漫道護深深，景物撩人太不禁。
嬌蕊才經風雨妒，幽香又被蝶蜂侵。
縱無遊子相將折，爭奈詩人挑達吟。
細與東君吊今古，幾枝絕不露春心。
話說蘇有德探知蘇友白與白小姐婚姻有約，便心懷不良，要

於中取事。
到次日，二人起來吃了早飯，蘇有德就叫家人搬出行李來，

又取出白銀二十兩與蘇友白道： 「些須盤纏兄可收拾了。祇要速
去速來，不可耽閣。白公性傲，恐有他圖，雖小姐亦不能自主。
」蘇友白深深致謝道： 「承兄相助，又蒙大教，感激不盡。小弟
到京祇求得吳公一封書，就星夜回來了。倘僥倖成全，皆仁兄之
賜也。」說罷，就叫小喜收拾行李起身。

蘇有德又叫一個得力家人，分咐道： 「蘇相公此間鄉村這路
不熟，你可送他到江口，看蘇相公渡了江，方可回來。」家人領
命，蘇友白作謝了，竟自欣欣上馬進京不題。 （七十六）

朱君宇正想一把推開蘇詠詠時，門外傳
來杯盤摔落的聲音，還夾雜著醜兒的大叫
聲，他立刻起身大步走上前打開門，祇見醜
兒一身狼狽，酒菜也翻灑一地。

希安看見朱君宇開了門，忙要走向他，
卻在跨門檻時絆了一跤，整個人往前倒。朱
君宇伸手想接住她，她卻倒向他身側的蘇詠
詠，衣服上的菜湯酒漬全印上蘇詠詠的衣
服，油膩的雙手一揮，弄壞了蘇詠詠精心化
好的妝。蘇詠詠氣瘋了，不假思索的揮手就
給醜兒一巴掌。

這一切都是希安故意的，她存心要讓蘇
詠詠在朱君宇面前失態。但她沒料到蘇詠詠
會在朱君宇面前打人，一時閃躲不及，給結
實實的挨了一耳光。她頓時眼前一花，身子
倒向一旁，朱君宇飛快的抱住了她。希安祇
覺臉頰像是被火燒灼般疼痛，從小到大她何
曾受過這般對待，不禁委屈的抱著朱君宇放
聲大哭。

聽到醜兒的哭聲，朱君宇心中像被人砍
了一刀般地疼痛。他摟著醜兒，臉色霎時變
得堅冷如冰，對著蘇詠詠陰寒地道， 「滾，
別再出現在我眼前！」

蘇詠詠望著自己狼狽的模樣，早顧不了
身份與風度，尖聲叫著， 「她把我弄成這

樣，你竟然還護著她？」
朱君宇依然冷著一張臉， 「滾，別讓我

再說第二次！」
「你……你會後悔的！」蘇詠詠如潑婦

般大吼大叫，轉身氣沖沖地離開。
朱君宇抱起醜兒在椅子上坐下，想抬起

她的臉看她的傷勢如何，但她的小臉埋在他
懷中就是不肯抬頭。 「不要，我現在的樣子
一定醜死了，我不要給你看。」說完便捂著
臉跑回自己房中。

他著急的跟上，敲著門，焦心地喚，
「醜兒，開門，我祇想看看你傷得如何？快

開門！」
希安在鏡前坐下，祇見鏡中的人左臉腫

了起來。其實她不是不願意讓朱君宇檢查她
的傷勢，主要是剛才她哭泣時，淚水將畫在
臉上的胎記及麻子都沖糊了，她拿起胭脂忍
痛往臉上塗抹，看看沒有破綻了，才前去開
門。

朱君宇看見醜兒雙眼通紅，左頰也高高
的腫起，不禁心疼的輕撫她的臉， 「很疼
嗎？」

希安不安地閃躲他的碰觸， 「好疼呀，
別摸我的臉頰了。」

「我去找些藥讓你的臉消腫。」朱君宇

說完，轉身想走。
希安拉住他， 「不用了，我剛才上過藥

了。」
「真的？」朱君宇仍是一臉擔心。

希安點頭，不一會突然笑了起來，不小
心牽動痛處，又悶哼了一聲。朱君宇趕緊拉
她回自己的房間，準備好好地檢查她的傷
勢。

希安搖頭要朱君宇不用擔心，小聲問，
「蘇小姐剛才的樣子一定很可笑，可惜我當

時昏頭轉向的沒看清楚，她很狼狽嗎？」
朱君宇聽了又好氣又好笑， 「我擔心你

都來不及了，哪有時間看她的樣子好不好
笑？下次別再這樣捉弄人。」他輕點她的鼻
尖，詻氣滿是憐惜。

「醜兒是擔心公子嘛！蘇小姐教人守在
門口不讓人進去，醜兒怕她會對公子不利，
才堅持闖進去，誰知道蘇小姐會在公子面前
出手打人！」她一臉無辜。

「你若不是故意弄髒她的臉及衣服，她
怎麼會打你？」他早看穿了她的小把戲。

「那才不是故意的，是腳不小心絆到門
檻嘛！」希安為自己辯解。

「是嗎？」朱君宇懷疑地看著她，他相
信自己絕對不會看錯。

希安見他不上當，索性耍賴， 「她打了
我耶！不過這樣蘇小姐就無法施展美人計來
迷惑公子，醜兒也算是幫公子解圍了。」

朱君宇聽了有點哭笑不得， 「我想我的
定力應該不會那麼差，會受她迷惑，不過你
倒是真為我解了圍。」

「蘇小姐很美，一般男人是很難拒絕她
的。」希安明白地指出。朱君宇一臉不贊
同， 「我從不認為她長得好看，你比她美多
了。」（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