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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陸指揮官傻眼了，他只得命
令官兵們退守蚊帳內。誰知，剛剛
嘗到人血滋味的蚊子不甘罷休，緊
隨著自己的獵物湧進帳內。於是一
場人蚊惡戰又在帳內展開了……









官兵們蹦著。跳著，拍打著，
使出渾身解數，還是無法招架蚊群
近似殘酷的大肆進攻。









大家剛剛鬆了一口氣，只聽見
遠 處 的 灌 木 叢 中 發 出 「轟 」 的 一
聲，隨即島的上空升起一條蚊子組
成的黑帶。不一會兒，蚊群變成扇
形，凶狠地撲向官兵。












• 一切內兒科疾病﹑輕微外傷及各種
預防注射
• 診治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
電話：314-991-3747
胃﹑肝﹑腎﹑性病及過敏性鼻炎
E-mail:ad-slcj@slcjmail.com
• 全部血液檢查¸包括貧血﹑
白血病﹑血糖﹑電解質﹑膽固醇﹑
肝腎機能及甲狀腺機能
• 一般學校檢查﹑人壽保險及
就業體檢
• 婦女健康檢查¸包括子宮頸塗片﹑
乳癌照相及懷孕試驗

預約電話

(314) 997-3430
週六﹑日照常應診

8517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就在大家警覺地四下觀察時，
突然一種黑白相間的蚊子像一支支
小標槍玩命地俯衝下來，直插官兵
們裸露的皮膚。原來剛才那個奇怪
的聲音就來自這些蚊子。

官兵們心想這下可把惡蚊給治
服了，誰知這黑白相間的蚊子卻表
現出驚人的頑強，翌日清晨留下厚
厚的一層屍體，當晚又像前一夜一
樣向官兵發起凌厲的攻勢。
大量使用了滅蚊殺蟲藥物，蚊
群未滅，官兵們卻出現了中毒症
狀：頭暈、噁心、嘔吐、乏力、氣
短……
眼看守島官兵頂不住惡蚊的猖
狂進攻了，西沙部隊迅速成立了治
蚊小組奔赴琛航島進行調查，終於
發現了惡蚊的老巢。原來，琛航島
是珊瑚礁島，由於珊瑚蟲的環形選
礁運動，在珊瑚礁的邊沿露出海面
之後，中間低凹地帶漸漸形成了一
個封閉的潟湖。這個渦湖由於常年
積聚的雨水流不出去，發熱，發
臭，成了蚊子的孳生地，黃褐色的
湖水裡幾乎有一半是孑孓，看上去
好像整個湖都在蠕動，使人毛骨悚
然。
一個作戰方案馬上定下來了：
立即調推土機、拖拉機與島上的坦
克部隊相配合，將惡蚊的孳生地渴
湖填滿、軋實，讓惡蚊斷子絕孫!

足足奮戰了半個多小叫。可
是，這批來犯之 「敵」那又長又尖
的嘴還深深地刺入膚內。那些沒能
及時湧入帳內的蚊子，密密麻麻地
叮滿了蚊帳。沒有空隙落腳的蚊子
圍著帳子團團轉，像一架架飛機在
頭頂上盤旋，瘋狂地轟鳴著。一直
折騰到翌日凌晨三四點，這群惡蚊
才飛回到灌木叢中去。

當由登陸船送來的推土機低頭
向潟湖裡推去第一鏟珊瑚沙時，潟
湖立刻像一個怪獸驚醒一般大吼一
聲，接著升騰起一股蚊子組成的煙
霧。隨即，這股煙霧又分成許多小
煙霧，分別衝向推土機、拖拉機和
坦克車，密密麻麻包圍住駕駛員。
但參加滅蚊戰鬥的士兵早有防備，
個個穿著帆布工作服、水靴，戴著
防蚊頭盔，使瀕臨末日的惡蚊無可
奈何。

此後的日子，惡蚊們不時來光
顧駐島官兵。在它們的進攻下，官
兵們連大、小便都成了問題。 「方
便」時，要點上火，引燃一些腐敗
的植物，然後鑽到濃煙裡面去。但
仍然逃脫不了蚊群的進攻。

三天過去了，推土機、拖拉
機、坦克車仍在吼叫，而蚊群的吼
聲越來越弱。到了第五天，潟湖終
於填平了，惡蚊終被打垮了，一場
人蚊惡戰終於以人類的勝利而告結
束。

幾天下來，官兵們有的被叮咬
後發起了高燒，有的皮膚潰爛，有
的得了瘧疾、腦炎、黃熱病、登革
熱等。

孫怡律師事務所
Yi Sun & Associates, LLC

Former Missouri State Public Defender

孫 怡 律師(Yi Sun)
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
yisun@yisunlaw.com

141 N. Meramec, Suite 201, St. Louis, MO 63105
TEL: 314-863-8887 FAX: 314-598-9915

陳昭良醫師

接受4歲以上兒童門診

E-mail: slcj@sprintmail.com



肚痷:314-991-2554

這時，晚霞已燒紅天邊。官兵
們正三三兩兩沿著島嶼四周漫步，
突然，不知從什麼地方發出了一種
奇怪的聲音。剎時，島上拉響了警
報器。戰士們很快進入了一級戰
備。

大陸很快調來了現代化的防疫
藥物。一到夜晚，整個小島四處濃
煙滾滾，噴藥機械轟轟地響著，滅
蚊藥瀰漫在每一個角落。

聯合門診
內科

筿杠:314-991-3747



竧隔易穝籇叫洽



財務稅務 退休計畫 教育基金 金融理財 醫保壽保



我們服務的目標是協助客戶：
★ 積極合法省稅
★ 穩步增加資產
★ 有效保護財富
★ 盡情享受人生



電話:314.997.0992
www.ancpa.com

20 世紀 70 年代的一天上午，我
人民解放軍二百餘名官兵登上了收
復不久的琛航島——個瀕臨赤道的
無人居住的荒島。為了爭奪時間，
登陸官兵不顧熱帶的酷暑，將火
炮、彈藥及食品、淡水、藥物、帳
篷等物資運到指定地點，迅速紮下
營寨。

親屬移民
職業移民
各
投類
資簽
移證
民
公司組織
各
民類
商簽
合證
同
刑事訴訟
交通違規
遺囑信託

11901 Olive Blvd., Suite 208
St. Louis, MO 63141



安斌財會專業公司



Benjamin An & Co., P.C. CPAs



戰後不久，貝爾東以叛國罪被
判處終身監禁。



後來盟軍軍事法庭瞭解到，那
第十二個人名叫貝爾東，曾因在馬
賽參加法國地下抵抗組織而遭納粹
逮捕，隨即叛變並出賣戰友，為免
被法國地下鋤奸組織追殺，他乞求
納粹對他進行保護。納粹把他轉移
到福斯的希諾爾兵工廠。貝爾東曾
經也是個軍械技術人員，為了討納
粹的歡心，他使盡渾身解數拼了老
命地為納粹製造質量上乘的武器彈
藥。他沒想到納粹說話不算數，敗
逃之前把他和其他工人一起趕到機
關鎗前要統統殺掉……



伯頓上校讓憲兵們把另外的 11
名工人從椅子上扶起來並撕下他們
嘴巴上的膠帶，史林姆將軍大聲對
他們說： 「先生們，剛才槍裡的子
彈確實是由你們親手製造出來的，
你們經受住了良心的考驗，你們是
真正的英雄！」



黎明時分，兵工廠旁的一個室
內打靶館，12 個人被依次帶進來，
他們看到靶道盡頭擺著 12 把椅子，
12 支步槍整齊地排列在靶道這一端
的槍架上。英軍憲兵荷槍實彈，伯
頓上校手托一盒子彈站在最前面，
冷冷地開口了： 「為了讓你們死得
公平些，我們將採取一種新穎的方
式完成對你們生命和靈魂的審判。
看到沒有，這是你們自己生產的子

史林姆將軍大步走進來，輕蔑
地看著這個人，嘴裡吐出兩個字：
「猶大！」轉頭吩咐憲兵： 「把他
拖下去！」



就在全廠的法國同胞喜極而泣
歡慶新生時，史林姆將軍和伯頓上
校親率憲兵來到彈藥填充車間。史
林姆將軍當場宣佈車間的 12 名工人
助紂為虐，命人將他們全部逮捕，
並立即執行槍決。工人們驚訝極
了，繼而激動地圍上來，欲向英軍
訴說什麼，可是伯頓上校根本不容
他們多說，手一揮，令憲兵把他們
全捆綁起來，並迅速用膠帶封住了
他們的嘴巴。

伯頓上校舉起小紅旗，12 名憲
兵刷地舉起步槍，瞄準 12 個人的心
臟 ， 伯 頓 上 校 紅 旗 一 落 ： 「預 備
——放！」只聽 「卡噠、卡噠」一
陣撞針撞擊的空響，卻沒響起一
槍，第 12 把椅子卻咕咚一聲翻倒在
地，椅子上的人在空槍聲裡翻著白
眼暈了過去。



史林姆將軍率部繼續向前突
進，三天前消滅了德軍的一支頑抗
部隊後，順利佔領了小鎮勒芒克，
這裡離福斯已不足五十英里。然而
就在三天前的傍晚，小鎮裡突然發
現了德軍的狙擊手，兩名德軍狙擊
手各攜兩支狙擊槍，躲在暗處向史
林姆等高級將領開槍，卻不約而同
地啞了火。英軍哨兵及時發現了他
們，驚覺的史林姆立即派出憲兵追
捕這兩名狙擊手。慌不擇路的狙擊
手邊逃邊摘下備用槍壓進一顆子
彈，回身向英軍開槍。已被德軍的
啞火槍弄得有些放鬆警惕的英軍萬
沒料到，隨著一聲清脆的槍響，追
在最前面的憲兵隊長一頭栽倒在
地，被子彈擊中頭顱，當場斃命。

果然不出伯頓上校所料，就在
史林姆將軍的部隊連夜解放了福
斯，並派兵攻佔接管了希諾爾兵工
廠時，德寇準備炸廠的炸藥已經埋
好，屠殺工人的機槍也已經架好，
幸而被神兵天降的英軍解救。

這時，第十二個人走上前。伯
頓上校發現，他的腿在抖，從彈盒
裡取子彈時，他的手也在激烈顫
抖，壓子彈時，他的手抖得竟 「噹
啷」一聲把子彈掉在地板上。憲兵
面無表情地把子彈撿起來遞給他，
他艱難地接過來，腦門子上冷汗成
串，又壓了三四次才勉強把子彈壓
進去，然後邁著灌鉛似的腿向靶道
盡頭走去，癱坐在椅子上。



工兵小心地拆開炸彈，意外地
發現彈殼裡填充的不是炸藥而是沙
子。沙子裡面還埋著一張小字條：
「我們只能做到這些了，反法西斯
英雄萬歲，正義和自由萬歲！」驚
訝不已的史林姆將軍請來自己的老
搭檔，參謀長伯頓上校來鑒定這顆
炸彈。伯頓上校戰前是位軍械專
家，經伯頓上校分析確認，這枚炸
彈生產於法國小城福斯的希諾爾兵
工廠。希諾爾兵工廠早在 1941 年就
被德軍佔領，廠裡的熟練技術工人
們一直被德寇脅迫，為納粹生產彈
藥。

伯頓上校向史林姆將軍建議，
立即發起進攻，爭分奪秒解放福
斯。因為德軍很快就會發現希諾爾
兵工廠出了問題，他們一定會毀滅
工廠並屠殺所有工人的。

工人們聽了伯頓上校的話，幾
乎每個人都如釋重負地面露喜色，
一個個輕快地將子彈壓上了膛。



可奇跡發生了，十幾秒鐘過去
了，那顆炸彈竟然沒炸！史林姆被
部下轉移到安全地帶，那顆炸彈仍
靜悄悄地躺在原地。

從這兩名狙擊手的身上搜到了
兩隻裝狙擊步槍子彈的彈盒。伯頓
上校發現，子彈又是希諾爾兵工廠
的產品。兩隻彈盒分別有 9 聯和 10
聯 子 彈 ， 每 聯 10 顆 。 伯 頓 上 校 發
現，總共 19 聯子彈中，有 17 聯完全
是 「臭 彈 」 ， 不 過 和 那 枚 炸 彈 不
同，這些 「臭彈」的彈殼裡裝的倒
都是貨真價實的彈藥，但製造者卻
在子彈的底火上做了手腳：底火的
觸發點全是偏的，偏上偏下偏左偏
右，子彈底火哪怕出現一點點細微
的偏差，撞針擊發不到正確的位
置，子彈就會啞火。而兩名狙擊手
彈盒中各有 1 聯子彈底火位置百分
之百精準。伯頓上校可以肯定，這
兩聯子彈出自一人之手。

彈，一會兒，將由你們每一個人自
己把子彈壓進步槍裡，然後你們坐
到椅子上，由我們向你們的良心射
去正義的子彈。」



二戰後期，盟軍在諾曼底登陸
並迅速向第二戰場縱深推進。在突
入法國本土的激烈戰鬥中，有兩件
事引起了在左翼擔當先導進攻的英
軍某師師長史林姆將軍的注意。頭
一件事發生在一周前，該師駐地及
史林姆的臨時指揮部突遭德國空軍
轟炸，當史林姆剛被參謀人員拉出
指揮部，一顆炸彈呼嘯而下，落在
了離史林姆不足五米遠的地方，史
林姆眼睛一閉——這下完了，自己
要和上帝直接會晤去了。

憤怒的英軍立即還擊，一名狙擊手
被打成了馬蜂窩，另一名被擊傷後
生擒。

人蚊惡戰


德寇佔領的兵工廠中，技工們
生產出的 「特殊彈藥」為盟軍的勝
利創造了條件。可是，當納粹敗退
後，盟軍的槍口為什麼卻對準了這
些無辜的工人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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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惡與救贖﹕向自己的良心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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