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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是洛奇耶家族的繼承人，幾乎一生都在

家族的山頂別墅裡度過。在山頂別墅旁是無人

租住的戴恩莊，這天戴恩莊迎來了新主人——

大魔術師雷蒙德，也正是這位新鄰居給休的生

活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休和雷蒙德的性格極為不合，可是他們又

像相互吸引的正負兩極一樣，整天湊在一起，

聊些兩個人都討厭的話題。雷蒙德非常看不慣

休整日自信滿滿的高傲態度，有一天，他對休

說道：“我真心希望，某天你能陷入真正兩難

的境地，面對不可解的難題，那一刻教給你的

東西，比你自己幻想的萬全之計有用得多。”

而休對此不屑一顧，認為自己擁有足夠的智慧

和勇氣，能夠解決任何難題。

休的妻子想要修復丈夫和鄰居之間的關係

。她想了很久，決定辦一場非正式的小型晚宴

。她還請來了休的好友——韋南特醫生，想讓

大家坐下來安靜地聊聊天。

可是這場小型晚宴並未能解決任何問題，

甚至引發了一場災難。

晚宴上，韋南特醫生對大魔術師雷蒙德充

滿好奇。休見兩人相談甚歡，便用冷冷的語氣

打斷道：“我發現你有很多有趣的小點子，不

知道你願不願意將其付諸實踐。”休說話時眼

睛不離雷蒙德。

雷蒙德略微思考了一下，就點頭答應了，

他環視了一遍屋內，接著身子轉向休，指著分

隔客廳與餐廳的巨大木門：“那扇門沒上鎖，

但應該有鑰匙，對嗎？”

休點了點頭，拿出鑰匙，遞給雷蒙德。

雷蒙德擺了擺手，說：“不，別給我，給

醫生。現在，醫生，能否請你過去把那扇門鎖

上？”

醫生聞言，走到門邊，將鑰匙塞進鎖孔，

轉了一圈。

“現在，”雷蒙德說，“是最後一步，我

走到門邊，用我的餐巾輕輕拂過門鎖——”餐

巾象徵性地擦過鑰匙孔，“哢嗒，門開了！”

醫生走過去，抓住門把手，不敢相信地轉

動它，然後一臉驚恐地看著門悄無聲息地打開

了。“哦，太令人震驚了！”他說道。

但休對此的回應是發自內心的憤怒，他質

問雷蒙德：“你動了什麼手腳？”

雷蒙德微笑著點了點頭，說：“我是動了

手腳。因為事前，我就猜到今晚會有些小挑戰

。我只要最後一個進來，再利用一把普通的萬

能鑰匙，把門鎖上就行了。”有那麼一瞬間，

雷蒙德表情嚴肅，不過馬上又恢復了明朗，

“據我對人類本性的瞭解，只要先針對一個人

的弱點，提出一個不實的假設，

一旦他深信那個假設，接下來，

對方只會看到魔術師想讓他看的

部分。就像這把門鎖，其實門是

鎖著的，但你們都以為它是開著

的，你們充滿自信，以至於根本

沒考慮去驗證一下這麼明顯的事

。”

“是嗎？”休輕聲問道。這

時他的臉上浮現出一絲笑意，眼

睛死死地盯著雷蒙德，說道，

“對於手裡拿著鑰匙的人來說，

能打開一把鎖並沒有什麼稀奇的

。基於你的名聲，我想你應該拿

出些更厲害的。直說了吧，一扇

沒有鎖也沒有鑰匙能做手腳的門

，雖然用指尖輕輕一碰就能打開

，但事實上你永遠也不可能打開

它。你覺得怎麼樣？”

雷蒙德眯起眼睛，若有所思

，似乎正在想像那樣一個場景。最終他說道：

“聽起來非常有趣。再詳細說說。”

“我能直接帶你去看。”休說著，站起了

身，帶著醫生和雷蒙德走向了地下室。在地下

室最裡面的牆角有一個石頭櫃子，一直從地面

到屋頂。

休指著石櫃的木門說道：“就是這個，結

實的原木，與門框嚴絲合縫。這東西存在上百

年了，沒有鎖，沒有門閂，兩邊各有一個軸承

環作為門把手。”休輕輕推了一下，門就悄無

聲息地滑開了，“看見沒？內部合葉咬合得十

分完美，讓門像根羽毛一樣輕盈。很久以前，

若有哪個僕人犯了錯誤，就會被關進這裡反省

。由於裡面的空氣最多只能維持幾個小時，因

此被關在裡面的人即便沒有悔意，也會馬上馴

服。”

醫生小心翼翼地發問：“那要如何防止僕

人自己把門打開？”

“你們看。”休說著舉起手電筒照進這間

小牢房，光聚焦在一個U形環上。

“我明白了。”雷蒙德說道，這是自從離

開餐廳他第一次開口說話，“真是巧妙啊！若

有人背靠牆壁、面朝門站在裡面，這個U形環

可以用錘子調整到正好卡著人的脖子。門關上

後，這人會不斷努力用腳去夠門，不過肯定夠

不到。我曾經經歷過許多類似的情況，在這類

裝置裡不幸喪生的犧牲者極其常見。好在，我

從未失手。”

“若你被關在裡面，就一定能打開這扇門

？”休挑釁地問道。

雷蒙德沉思了一會兒，說：“給我一小時

。當然不會太簡單，但確實能夠打開。”

此時，休慢悠悠地提出了一個賭約。他表

示：如果雷蒙德真的能在一小時內打開門，就

算雷蒙德贏，自己會把山頂別墅賣給第一個出

價的買家；如果雷蒙德做不到，就在一個月內

從戴恩莊搬出去。

聽完休的提議，雷蒙德頓了一下，接著慢

慢地說道：“我想先聲明一件事，前兩年我的

心臟就出了問題。所以即使你的提議新穎而有

趣，我被深深吸引了，但我還是必須考慮我的

身體因素。”

“前一秒你還健健康康的。”休挖苦道。

面對休的挑釁，雷蒙德沉默了一陣，最終

還是走入了那間牢房。

休揮舞著沉重的短柄大錘，將U形環鎖緊

雷蒙德的脖子。

休停止敲打時，雷蒙德在黑暗中看表。

“現在是十一點。”他冷靜地說道，“午夜之

前我將打開門，不管用什麼方法。這是條件，

而醫生是證人。”接著門就被關上了。

一開始，小牢房裡還不斷傳出撥來撥去的

金屬摩擦聲，以及細碎的腳步聲。然後是一段

長時間的寂靜，接著又是同樣的聲音。

三十分鐘過去了……四十分鐘……四十五

分鐘……

醫生不斷地看著表，很懷疑自己能不能挨

過最後的十五分鐘。就在此時，痛苦的哀號聲

穿透緊閉的木門。

“醫生！”雷蒙德叫道，“空氣！”

休和醫生一起沖到門邊，不過休動作更快

，他背靠著門，擋在醫生面前。

“休，”醫生懇求道，“現在請你忘掉那

些吧，賭局結束了，打開這扇門是你應盡的責

任。”

“是嗎？你還記得勝負的條件嗎？他要在

一個小時內把門打開——不管用什麼方法！明

白了嗎？他在玩弄你，假裝自己快死了，這樣

你就會把門打開，幫他贏下這場賭局！”

“你怎麼知道他是假裝的？”醫生質問道

，“他剛說他患有心臟病，你有什麼權利拿他

的性命打賭？”

“該死的，難道你沒發現，在我說打賭之

前他從沒提過心臟病嗎？你沒看出來這正是他

設下的陷阱，就像剛才他進餐廳前特意鎖上了

門一樣！”

醫生的聲音變得乾脆冷硬：“我告訴你，

如果這個男人正身處險境，那麼每一秒對他來

說都生死攸關，而你這麼做是在浪費他獲救的

機會！這是你所希望的嗎？”

休垂下頭，發出沉重的呼吸聲。這一刻，

他突然明白那天雷蒙德對他說的話——只有身

處真正的兩難境地，那一刻教給你的東西，比

你自己幻想的萬全之計有用得多。

在這間陰暗的地下室裡，伴隨著雷蒙德的

求助聲，醫生等著休作出抉擇……

抉擇時刻

孫縣長因為貪污受賄，被人匿名舉報到

了紀委。孫縣長得知消息後，一害怕，結果

心臟病就犯了，人一倒下，就再沒醒來。

孫縣長的鬼魂飄飄蕩蕩來到陰間，被關

進了貪官監獄，這貪官監獄是陰間專門用來

關押貪官污吏鬼魂的。

和孫縣長被關在同一間牢房裡的，還有

六個鬼，他們和孫縣長一樣，生前也都是貪

官。只不過，這幾個鬼生前的官職比孫縣長

小得多，都是些芝麻綠豆官。為此，孫縣長

對這幫獄友很是瞧不上眼，總覺得和他們關

在一間牢房裡，有失自己的身份。

由於監獄裡的生活實在太無聊，時間一

久，眾鬼就熬不住了，都想找點事來打發時

間。

這時，有個鬼就提議，要在七個鬼當中

選一個首領。眾鬼一聽，覺得主意不錯，紛

紛贊成。

可是該按什麼樣的標準選呢？孫縣長提

議，按生前官職大小來選，官職最大的那個

鬼就當首領。眾鬼聽了都直搖頭，覺得太老

套了。這時，又有鬼提議道：“要不這樣吧

，既然大家生前都是貪官，那咱們乾脆就來

一場鬥貪大比拼，誰生前貪得越多，說明越

有能耐，也就越有資格當首領，不知大家意

下如何？”眾鬼認為這個方法很有新意，都

同意了。

於是接下來，大夥兒就開始了選舉流程

。每個鬼依次發言，說出自己生前貪污的數

額，數額最大者就是首領。

第一個發言的是孫縣長。孫縣長心想，

自己堂堂一縣之長，生前貪污的動產加不動

產，怎麼說也有個八位數，豈是那群窮鄉僻

壤的芝麻官能比的。想到這，孫縣長信心倍

增，但他仍然故作謙虛地說：“雖說我是堂

堂縣長，但也沒貪多少，總共也就一千來萬

吧。”

不料，孫縣長的話音剛落，眾鬼就哄笑

起來。孫縣長被笑蒙了。

其中有一個鬼笑得直咳嗽：“咳咳咳，

才一千萬，你是來搞笑的吧。”

“是呀！”另一個鬼接道，“堂堂縣長

才貪一千萬，你可真是有辱貪官這個名號呀

！”

孫縣長被說得面紅耳赤，低頭不語。這

時，第二個鬼迫不及待地說：“我生前貪了

五千多萬……”緊接著，其他幾個鬼也一一

說了自己生前貪污的數額。他們有貪七千萬

的，有貪八千萬的，還有貪一個億的。

聽著眾鬼的發言，孫縣長只覺得冷汗直

冒。他萬萬沒想到，在七個鬼當中，他貪得

竟是最少的，而且少得可憐。他原本的優越

感此時早已蕩然無存。

很快，選舉結果出爐了，拔得頭籌的是

一個生前當村主任的鬼，貪污數額高達一個

億。孫縣長因為貪得最少，在七個鬼當中地

位最低。按規矩，地位低的鬼得聽地位高的

。所以，孫縣長成了一個誰都可以使喚的鬼

。一會兒，這個鬼讓他打洗腳水；一會兒，

那個鬼又讓他端尿盆。孫縣長生前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身邊的人都怕他，可如今卻被

一群比自己小得多的芝麻綠豆官騎在脖子上

，這叫他如何咽下這口窩囊氣？孫縣長就想

改變現狀，可怎麼改呢？思來想去，他就想

到要重回陽間，彌補缺憾。

於是，孫縣長就找到貪官監獄的典獄長

無常，希望無常能帶他去見閻王爺，他好求

閻王爺放他回到陽間。無常聽罷，連連擺手

，說：“這根本不可能，我們閻王大人鐵面

無私，清正廉明，而且最恨貪官，讓他放你

回陽間，簡直就是天方夜譚。退一萬步來說

，即使你真有通天的能耐讓閻王大人放你回

去，近期你也見不到他。”孫縣長忙問為何

。

無常歎了口氣，道：“哎，還不是因為

陽間近來反腐反得厲害，導致陰間的貪官鬼

魂越來越多，貪官監獄已經鬼滿為患了。為

了解決這一問題，閻王爺就上了天庭覲見玉

帝，想求玉帝撥款，擴建貪官監獄，不知什

麼時候才能回來。”

孫縣長聽無常這麼一說，很是失望，但

又不甘心，於是央求無常幫他想想辦法，並

將隨身攜帶的冥幣往無常的辦公桌上堆。起

初，無常嚴詞拒絕，因為陰間現在也在搞反

腐，誰敢頂風作案？可隨著桌上的冥幣越堆

越高，無常最終還是妥協了。

無常答應孫縣長，趁閻王這兩天不在陰

間，他可以偷偷放孫縣長回陽間，但只能放

一天。俗話說“地下一日，地上一年”，也

就是說孫縣長可以在陽間待一年。時間一到

，他就會立刻把孫縣長的魂魄勾回。因為閻

王爺這兩天隨時都可能回到陰間，一旦被察

覺，他將吃不了兜著走。

孫縣長聽罷，大喜過望，雖說只有一年

，但對他來說已經足夠了。不久，無常就找

了個機會，把孫縣長的鬼魂偷偷放回了陽間

。

返回陽間，孫縣長才發現自己只是變成

了植物人，並沒有被火化，於是孫縣長就還

魂蘇醒了。醒過來後，孫縣長得知，之前他

被人舉報原來只是誤傳。為此，孫縣長放心

了。接下來的日子裡，孫縣長一改前期謹慎

小心的態度，放開膽子，甩開膀子，大貪特

貪起來，到處積極索賄，絞盡腦汁撈油水。

最終在他不懈的努力下，孫縣長的貪污金額

很快就達到了九位數。與此同時，因為孫縣

長太過於肆無忌憚，沒多久，他就被紀委盯

上了。從酒桌上被帶走的那一刻，孫縣長一

驚慌，結果心臟病發作，這下徹底斷了氣，

此時離他返回陽間恰好一年。

再次來到陰間，孫縣長頗為輕鬆，因為

在陽間的這一年裡，他把所有的缺憾都彌補

上了，尤其想到自己馬上就能在獄友面前一

雪前恥，重塑尊嚴，他更是激動得按捺不住

。很快，孫縣長來到了貪官監獄。然而讓他

感到意外的是，原先鬼滿為患的監獄現在竟

然變得空蕩蕩的，跟他關在一起的那六個鬼

也沒了蹤影。孫縣長感到很奇怪，就向旁邊

牢房裡的一個鬼打聽。

那個鬼懶洋洋地說：“他們呀，都被帶

走了，不止他們，這裡好多鬼都被帶走了。

”

“那他們都被帶到哪裡去了？”孫縣長

急著問。

“怎麼，你不知道？”那個鬼顯得有些

驚訝，隨後，他便把一份地府早報遞到孫縣

長手裡，“你自己看看。”

孫縣長接過報紙一看，只見上面最顯眼

處赫然出現這樣一條新聞：“鑒於陽間反腐

力度加強，直接導致陰間貪官監獄鬼滿為患

，天庭財政緊張，無力擴建，為解決這一問

題，閻王決定對獄中的鬼作以下處理——凡

生前貪污兩千萬至五千萬的，打入第三層地

獄，勞改二十年方能投胎；貪污五千萬至八

千萬的，打入第九層地獄，勞改三十年方能

投胎；貪污八千萬至一億的，打入第十五層

地獄，勞改五十年方能投胎；貪污一億以上

的，直接打入第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

。”

孫縣長看罷，只覺得雙眼一黑，隨後就

手捂胸口蹲在了地上，因為他的心臟病又犯

了。

到了陰間不忘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