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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三更天了，希安還留在希平的房
裡，祇聽得希平迭聲反對， 「不行，不行！
我不答應，這樣做太危險了。更何況你是女
孩子，到紅樓那種地方成何體統？」
「平兒，我是化妝成丫鬟，沒有人會認
出我。我祇想知道朱君宇和名劍世家談得如
何，不會有事的。」希安極力說服哥哥。當
她知道飛龍堡也單獨約見名劍世家的蘇永昌
時，就想潛人紅樓探聽他們的會談。但她需
要有人來幫助她做這件事，希平自然是最佳
人選。
希平還是不同意，妹妹這次的主意太胡
鬧了，萬一被蘇永昌認出，她的名節就毀
了！且紅樓的出入分子複雜，安兒萬一有個
什麼閃失，他如何向爹娘交代？說什麼也不
能答應她。
希安見希平如此堅持，祇好使出絕招，
「你不幫我，我就自己去，誰也阻止不了！
除非你將我關起來。」她知道希平一定不忍
心這麼做。
「你……你怎麼這麼不講理！你這不是
為難我嗎？」希平拿她一點辦法都沒有。
「二哥！」希安軟軟地叫著， 「倘若飛
龍堡和名劍世家合作，蘇永昌一定會乘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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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妹妹蘇詠詠也一同前來。」
「哦？」朱君宇俊眉微蹙，傳聞蘇詠詠
是位絕色美女，但是她心高氣傲，平日難得
出門，今天卻和蘇永昌一起來，這代表什
麼？
他走進大廳，廳裡的男子馬上站起來對
他抱拳行禮。 「朱堡主，久聞大名了，在下
蘇永昌。」
朱君宇也回禮道， 「蘇少主。」聲音低
沉冷然。
坐在另一邊的女子看清朱君宇的長相
後，才起身行禮， 「朱堡主，小女子蘇詠詠
此次不請自來，望堡主別介意。」嗓音甜
膩。
朱君宇微笑回禮，未置可否。
僕人此時開始上菜，幾個婢女把菜擺
好後，立在一旁伺候。其中有個丫鬟長得
最為奇特，滿臉的麻子不說，左臉上還有
一大片的青色胎記，她可能明白自己長得
醜，所以瑟縮的立在角落。
希安所站的位置可將在座的三人看得一
清二楚。早上她化妝成這副模樣出現在希平
面前時，他先是驚愕的張大嘴，而後就情不
自禁的大笑出聱，害她急急地摀住他的嘴，
以免他驚動別人。先前她已讓僕人收買了紅
樓的管事，讓她進入紅樓做事。
「朱堡主，聽說你想找人合作，讓南北
貨運能流通，這真是一個好構想。以飛龍堡
本身的努力，再配合名劍世家在江南的產
業，這個合作計劃一定能成功。」蘇永昌開
門見山地說道。
「名劍世家在運輸方面的營生主要是陸
運，但江南多湖泊，水運會較為便利，關從
這點，蘇少主的看法如何？」朱君宇問。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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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的，你忍心看爹爹煩惱嗎？我發誓，我會
很小心的，他們會談一結束，我就立刻回
來，絕對不會有問題。」她祇有在兩種情況
下才會叫希平二哥，一是有麻煩解決不了，
二是有事相求；否則她一向認為祇比自己早
一刻鐘出生的希平是同輩。
「真拿你沒辦法！」希平摸摸地的頭
髮，百般無奈。
「謝謝二哥！」希安高興地摟住他。
第二天，龍業生就偕同龍翊風前往紅
樓。
席間，朱君宇提出了南北聯合運輸的計
劃，龍業生聽後也非常贊成，表示天誠莊願
意和飛龍堡合作。
朱君宇對龍業生的印象很好，龍翊風也
是彬彬有禮，他實在無法將他們與驕蠻的龍
希安聯想在一起。雙方談得算是愉快，但是
朱君宇還未作出決定，龍業生也不勉強，談
完就告辭離去。
朱君宇站在廳裡沉吟了許久，最後他還
是決定，與名劍世家會面後再下結論！
第三章
朱君宇在房中看書，隨從王統前來稟
告， 「堡主，名劍世家的少主蘇永昌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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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中傳來河水流動的聲音，對他極大的鼓
舞。
還有十多米。
熱浪在身體的四週旋動，每一個轉動都帶來
一陣使人窒息的灼熱的燃燒，他感到肌膚乾枯，
身體在炎熱的乾熬下迅速萎謝枯去。他強迫自己
不去想那些滿面乾癟皺紋的人，那會使他恐懼得
發狂。
炎熱稍減。
他發覺自己衝進了沿河的植物叢裡，遮天的
植物做成一個天然的保護傘，使紅光不能直接攻
擊他的身體。
大河就在眼前。
他幾乎是連跌帶滾般一頭撞進河水裡。
冰涼的河水，浸他火熱的身體。他從來不知
水原來這樣可愛的。他想起恆河污濁的水，現在
這河，才是名副其實的聖河。
他大口地喝河水，冰泉般的水從喉嚨滑下食
道，進入胃部裡去，然後向全身擴散開去。
他感到全身膨脹起來，活力充盈在每一條肌
肉的纖維裡，皮膚回復油潤平滑。
水清甜無比，充滿難以形容的能量，他不但
感到要命的口渴無蹤無影，還感到胃部充實起
來，就像剛吃完一個豐盛的大餐。
這是比地面上流動的水還要優勝的妙物。
他沉進水裡，向下潛游。好一會仍未到底。
就在這時，他背後的汗毛根根豎立起來，
靈銳的第六感告訴他，身後有危險的生物接近。
凌渡宇並不回頭察看，那是愚蠢的動怍。他
把雙腿縮起，運用堅勁的腰力一彈，整個人在水
氏翻了一個身。
頭上湧起一股強大的水流，一個黑影堪堪
在上面貼體掠過。
凌渡宇心內駭然，同那物體望去。
正好看到它遠去的尾部，有力地在清澈的
河水裡擺動。大尾最少有三、四米長， 光閃
爍，粗壯有力。它遠去了二十多米，一下扭動，
又轉身向他衝來。
那是一種地球上沒有的醜惡生物。
鱷魚的身體，舖滿金閃閃的鱗片，看不到任
何足爪，但黑黝黝渾圓的頭部，卻不合比例的龐
大，像一大塊黑漆漆岩石的石頭。怪物的頭部生
滿了一支支雪白的尖角，看來相當鋒利，頭部看
不到任何眼睛，卻佈滿了一個個寸許大的小孔，
小孔裡金光閃動，詭異難言，令人不寒而慄。怪
物的底部一片灰白，看來遠比其他部份柔軟。
一個念頭閃過腦際，這就是洞穴內的人不能
選擇在水內生活的原因。
敝物以高速迫近至十多米內。
凌渡宇收攝心神，專注於即將來臨的危難，
他要以赤手應付這聞所未聞的異物。
（七十六）

接著你還得告訴我，你為什麼沒有聽
我的話，單獨和別的男人出去吃飯？一個
一個問題的回答我。」
奕廷認真的表情，讓曉萱祇好認命的
回答： 「首先，我和俊之吃飯是為了幫助
曉薇，我並沒忘記你說的話，祇是為了他
們兩人的終身大事，祇好選擇暫時忘記。
」曉萱走到奕廷的旁邊，拉著他的手撒嬌
道： 「廷，我覺得很不公平，你不准我和
別的男人單獨吃飯，可是你卻和別的女人
單獨吃飯，你是不是該修改一下規定？
」
曉萱聰明的暗示奕廷，她還不曉得那
個女人是誰，奕廷不得不佩服他的老婆。
明知好奇得不得了，卻轉個彎提出她的問
題，不過他得先逗逗她。
「怎麼會不公平呢？我有工作，你又
沒有工作。」
曉萱心裡開始罵—— 「何奕廷大笨蛋
」，反覆的一遍又一遍的罵著，根本不曉
得她已經愈說愈大聲了。
「萱，你在喃喃自語些什麼？」看著
自己的老婆唸唸有詞的樣子，他覺得自己
的心已被層層的網住，他瞭解到他真的愛
上這個小搗蛋了。剛看到她的第一眼，他
著迷於她燦爛生動的笑容，他生平第一回
想獨佔一個女人，從傍惶到承認自己真的
在意她，雖然兩人相識的時間不長，但相
思的日子卻讓他如同過了一世紀之久，擁
有了她之後，自己更被她的一舉一動牽引
著，直到今天誤以為她受了傷之後，自己
的擔憂驚慌讓他更清楚的肯定了自己的陷
入之深，不過她的老婆對她是否也一樣的
情深依依呢？
「沒事。我祇是認為，如果你讓我出
去工作，你不就可以修改規定了。請你讓
我出去工作好嗎？」
「別轉移話題！反正你就是不可以單
獨和別的男人吃飯，知道嗎？」
「知道，可是……」
「可是什麼？！」奕廷斜睨了曉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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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 又 道 ： 「你 要
問什麼就問，何必
拐彎抹角？」
原來她被耍
了，奕廷明知她好
奇那個女人的身
份 。 「你 真 壞 ， 就
會欺負我。還不趕
快說。你為什麼和
那個女人單獨去吃
飯呢？」
「那 個 女 人 是
香港巨驛公司的專
員，來台灣和我談
投資的事情，她抵
達的時間正好是中
午 ， 我總不可以讓
遠來是客的她餓肚
子吧。」
「原 來 如 此 。
下次不要再抿嘴
了！」
「抿嘴？」
「你每次生氣都抿嘴，今天中午你看
到我和俊之時就抿嘴，以後不可以了，知
道嗎？」
這小妮子倒反過來糾正奕廷，她總會
想辦法讓自己由弱的一方，變成了控勢的
一方。奕廷回答道： 「知道了，不過你得
再告訴我，車子以及狗的事。」
「我之前不是已經告訴你們了嗎？
」
「我要完整版的。」
「那就得怪你了。」
「我？怎麼又扯到我身上？」 「是你
帶個女人去吃飯，又對我生氣，我開車就
會很小心，更不可能為了閃避小狗而撞上
電線桿，然後還不得不同情那祇可憐的小
狗，所以追溯到最初的原因，當然是你的
錯。」 （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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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納律師猶豫了一會兒才點點頭，字斟句
酌地說：
「距 今 十 九 年 前 ， 也 就 是 昭 和 七 年 的 七
月，有兩名學生到位於伊豆半島南方的月琴島
旅行。兩人的名字分別是日下部達哉和速水欣
造，不過我先說明一下，日下部達哉是化名，
不是真名。」
「那麼速水欣造也就是大道寺欣造嘍？」
「嗯，是的。這兩個人在島上停留了兩個
禮拜，這期間，日下部達哉和島上大道寺家的
女兒琴繪暗中交往。一直到兩人離去之後，琴
繪才發現自己有了身孕，因此她便寫信告訴日
下部達哉這件事情……」
「啊！請稍等一下。您剛才說日下部達哉
是化名，既然如此，琴繪又如何寫信告訴他？
」
「哦，這個嘛……那是因為速水欣造負責
幫她傳信的。大道寺琴繪想寄信給日下部達哉
的時候，都是先寄給速水欣造，再請他轉交給
日下部達哉。因為速水欣造之前曾告訴過琴繪
他的地址。」
「原來如此，我明白了。」
「當日下部達哉從速水欣造那兒得知琴繪
有身孕的事之後，感到相當震驚。因此他立刻
前往月琴島，那大概是昭和七年十月中旬的
事。」
「速水欣造也跟他一同前去嗎？」
「不，祇有日下部達哉自己去。他到達月
琴島之後，究竟和大道寺琴繪談了些什麼，我們
橫溝正史
無從得知。總之，日下部達哉在島上逗留了兩三
天，而且後來便在這座島上結束了他的一生。」
金田一耕助聽到這裡，不禁屏住氣息。
「那就是這封信上所說的，發生在十九年前的慘案嗎？那麼
日下部達哉又是怎麼死的？」
「他是從懸崖上失足摔死的。在這兩封警告信出現之前，大
家都是這麼說的。」
「那麼，警告信中又為什麼會說那是謀殺呢？」
「這一點我並不瞭解，畢竟當屍體被發現時早已摔得血肉模
糊了。」
加納律師的臉色顯得十分凝重。
金田一耕助則將身子靠向辦公桌。
「這麼說，你去過那座小島，而且也見過屍體？」
「我去過。大道寺家一發現屍體就立刻拍電報告訴速水欣
造。速水知道後大吃一驚，立刻趕往……神秘委託人那兒。但是
我的委託人不願露面，所以由我代替他和速水欣造前去月琴島。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成了這個神秘委託人的法律顧問了。」
「當你看到屍體的時候，是否曾認為有他殺的可能？」
「沒有，當時我不認為，因為我根本沒有時間考慮是否有他
殺的嫌疑，我祇是擔心日下部達哉的真實身份會就此曝光。倒是
速水欣造曾說他覺得這件事很可疑。」
金田一耕助非常認真地看著加納律師的臉。
「所以你把心思全放在如何替日下部達哉掩飾真正身份上，
而不注意查明死因，是嗎？」（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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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祇因算出這條計來，或早或晚時時叫嫣素到後園來探
望。爭奈蘇友白因是個侍郎人家不好祇管常來，就來兩遭，或
是張軌如陪著，或是穎郎同著；嫣素祇好張一張又躲了去，那
裡敢出頭說話，所以往往不得相遇。
忽一日，白公在家，有人來報道： 「楊御史老爺由光祿卿新
昇了浙江巡撫，今來上任。因過金陵，特道來拜老爺。先打發承
差來報知。楊老爺祇在隨後就到了。」
白公笑道： 「城中到此有六七十里，此老特而來，可謂改過
修好矣。若是怠慢了他去，倒是我氣量小了。」因分咐家人一面
收拾書房留住，一面打點酒席款待，又叫了一班戲子俟候。因想
無人陪他，欲要到村中請兩個鄉官，又無大鄉官，又不相知，反
恐不便，莫若祇叫張郎來陪，倒是秀才家不妨。打點停當。到了
午後，楊巡撫方到。白公與他相見過，敘了寒溫，就設席在大大
概上，做戲留他飲酒，命張軌如相陪不題。
卻說蘇友白打聽得有這個空，便悄悄閃入後園來。後園管門
的見蘇友白時常往來，也不盤問。況此時前廳忙亂，無一人到後
園來，故蘇友白放心大膽走到亭子上來，四下觀望。恰好嫣素有
心，正在那裡窺探，剛剛撞著。
蘇友白喜不自勝，慌忙上前深深一揖，說道： 「小生自前日
蒙小娘子錯愛之後，朝夕在此盼望，並無空隙能見小娘子之面，
忘餐廢寢，苦不可言。今日僥倖前廳有客，故得獨候於此，多感
小娘子見憐，亦如有約而至，誠萬幸也。但不知前日荒疏之句曾
復蒙小姐一盼否？」
嫣素道： 「詩倒見了，祇是郎君二詩與張郎二詩一字不差，
不無盜竊之弊。小姐見，不勝駭異，正要請教郎君此何意也？
」
蘇友白驚訝道： 「原來如此！我說張軌如之詩如何入得小姐
之眼！煩小娘子達知小姐：此二詩實小生所作，不意為張軌如盜
竊，非小生不肖。」
嫣素道： 「誰假誰真何以別辨？」
蘇友白道： 「此易辨也。此二詩若果張生之作，已為老爺小
姐所賞，小生復盜竊來，此乃真愚也。」
嫣素道： 「前日小姐亦作此想。又因面試張郎《紅梨花曲
》，乃一時新題新制，與前二詩若出一手，豈復是盜竊郎君之作
耶？」
蘇友白笑道： 「若說《紅梨花曲》，一發是盜竊小生之作
了。」
（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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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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