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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往事

亦利亞多也在深深的思考着。他的內心有一種恐懼感，但不是

害怕將面對強大和可怕的心智力量，他經歷無數的危險，活到垂暮之

年，已不再害怕死亡。但他憂慮企業和他的部屬，不禁想到他和盧斯

之間多過半世紀，患難與共的經歷。

亦利亞多和盧斯生長於同一個城鎮，同是中產家庭的獨生子。

亦利亞多比盧斯大上兩年，但他們是鄰居，所以一塊上小學和中學，

一同參加童軍團。兩個人亦同樣醉心於生物科學。

亦利亞多家族三代以來都有參加軍旅，報効國家。他身為獨

子，為了滿足父親的祈望，高中之後，便進入軍事大學，畢業後再進

入醫學院深造。其間曾在不同地方服役，目睹戰爭替平民百姓帶來的

各種災難和悲劇。

在這十年之間，盧斯則進入加州柏克箂州立大學，攻讀分子生

物學，博士畢業後進入西北國家實驗室工作。不久，盧斯雙親和獨身

的叔父在飛機意外中亡故，留下一畢為數不少的遺產給盧斯。盧斯於

是離間國家實驗室，創立一間小型的生物科技公司。這時，亦利亞多

的父母親亦相繼病故，盧斯便邀請亦利亞多加入他的研究隊伍。

亦利亞多發覺格爾依然站立在他的旁邊。這個養子在孤兒院裏

吃過不少苦頭，養成孤僻，多疑和極謹慎的性格。從不絕對信任部

下，性格喜愛獨來獨往。缺乏一個領導人的胸襟。怎樣才可以開導他

呢？這也是自己作為養父的一種失職啊！。

「格爾，你過來坐到我的面前，不要站着，沒有這個必要。我

告訴你一些我和你盧斯叔叔的往事。你站着，我就不說了。」亦利亞

多慈祥的說道。格爾稍為猶疑，便坐到一張椅子上，開始聆聽亦利亞

多的回憶。

亦利亞多又再拿出唸珠，數動著小珠，光滑的小珠發出一種清

淡的光輝。亦利亞多回味著當年的往事。

「不尋常的遭遇開始於一個夏日的黄昏，我和幾歲大的孩子在

門前乘涼，等候太太的晚餐。那真是寧靜和美滿的家庭生活。那時我

正和孩子逗玩著。盧斯的車子從公司的方向駛來，停到大門口。盧斯

神情雀躍地跳下車，直奔過來，大聲和興奮地叫道，他發現了一個天

大秘密，極可能會改變這個世界。他說當他在西北國家實驗室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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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之中看到一份無人重視的研究報告。一組研究資料儲藏系統的科學

家，成功地將ＢＥＥＴＬＥ樂隊的一首歌曲用遺傳基因的編碼和分子

生物化學方法，裝殖進到一種大腸桿菌的遺傳物質ＤＮＡ裏面。這些

人工加入的遺傳物料對該細菌亳無意義，但亦不會影響其生理機能，

而當細菌生殖和進行細胞分裂時，加入的遺傳物料亦同樣被複製，一

代接一代地遺傳和保存起來。雖然該組研究人員認為此種方法可以成

為新的方法去儲藏資料，包括人類的歷史，文化，藝術和科技，但並

沒有受到注意和重視」。

「盧斯說當他看到研究報告的大綱時，整個人都受到震動，腦

海裏忽然翻起無數急劇變化的影像，當時不明白那是些什麽，雖然經

過這許多年的研究和思考，他知道了很多的原委，但是至今依然不明

白為什麼當時腦裏面會出現這些畫面。不過在那一刻，他得到了一個

確實的啓示，解開了他對生物遺傳基因的一個重大疑點。」

「踏入公元二千年不久，人類基因工程特飛猛進，己差不多譜

出人類二十三對染色體裏面的所有基序。雖然找出的基因和有關的基

因控制基序亦越來越多，但是相對於所有的傳遺物質，只達到幾個百

分點，大部分的專家認為，染色體裏面所包含的傳遺物質，大部分都

是沒有實質用途的。而有力的旁証是，這種現象，不但出現在人類，

基本上所有生物都有「多餘」的傳遺物質。那時，這只不過是個大胆

的假設，但二十年後，再沒有人懷疑這個論點。我們人類的傳遺物質

竟然有七成是亳無生物意義的。」

「當盧斯提出這個『多餘傳遺物質』的疑點時，我也就即時捕

捉到他的想法，那就是生物的傳遺物質不單只儲藏起該生物的生物物

性，它更儲藏了其他非生物物性的資料。正如那些被改變了的大腸桿

菌一樣，它們的傳遺物質除了儲藏起桿菌的物性外，還記錄了一首人

類創作的流行歌曲。」

「有了這種人工變異的大腸桿菌的現成例子，盧斯的想法就不

能被視成異想天開，天方夜談。但是實際上要去研究這個課題，卻不

是容易的。當時，如果不知道那組資料儲藏科學家的編碼，沒有生化

的方法，甚或沒有電腦的幫助，根本沒有人可以讀出那首歌的資科。

由於無人注目這項研究成果，盧斯輕易得到桿菌的菌種和其改變了的

基因組序，他整整化了一年的業餘時間，只憑個人的智慧，才解開這

項音樂編碼。於是，他知道如果不全職投入，根本無所作為。時值他

父母親和叔父空難身亡，留下一筆不少的遺產。在傷心之餘，他離間

國家實驗室，組織自己的公司，一面繼續他己有苗頭的關節炎症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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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一面全情去研究生物的『多餘傳遺物質』究竟收藏了什麽樣的資

科，而所用的又是那種類的編碼。」

「英文用二十六個字子母及十個數目字，基本上可以紀錄所有

知識，機械語言是數碼的，只有零和一的兩個『字母』。看似簡單，

但利用編碼，一組有八位數的零和一，就可以用來代表所有大小楷的

二十六個子母，數目字和常用的標點符号。亦即是說可以表達所有英

文可以紀錄的資料。利用其他編碼的方法，機械語言更可以紀錄圖像

和音響，比其他文字式的語言更有威力。」

「遺傳物質的紀錄方法，依靠四個化學分子的排序，我們叫它

們做ＡＧＣＴ，那就是『遺傳語言』的『字母』了。整個生物體系都

是以三個位元為一組去傳遞一個生物化學訊息。以億計算的訊息，決

定了一種生物的物牲。當時的生化學家就在這三個位元的網領上去找

尋所代表的生化訊息，根本沒有想到那些『多餘傳遺物質』所代表的

並非生化訊息，而編碼亦不是三個位元一組。」

「在進行研究之前，盧斯認為要先解答幾個問題，最少要作出

一些假設，否則不可能建立研究的大方向。普通人，會首先提出誰人

植入這些『多餘傳遺物質』的問題。好明顯，答案可以幫助解答其他

的問題。」

「時至今日，民間依然充溢着外星人訪地球，創造人類萬物的

說法，宗教超神和高等外星生命幾乎變成同義詞。在第三者的立場來

看，相對於桿菌，人類的能力是極龐大的，如同超神一樣，而事實是

人類的力量極為有限，時而今日，依然無法創造出一個桿菌細胞。桿

菌只是被改變和操作。回到主題，如果人類和其他物種的遺傳物質真

是被更改過的話，那就一定是『超神』的傑作。但是在宗教裏面的

神，能力沒有極限，沒有物質和時空的限制，甚至可以控制物質和時

空。但無論多高等的外星生命形態，雖然可以克服物質和時空的限

制，但不大可能控制物質和改變時空，甚或創造物質和時空。但對於

桿菌來說，人類和外星人的能力都龐大到不可了解和思議，桿菌甚至

不能確實知道衪們的存在，不知道已經被改變，正如人類不知道自已

的傳遺物質是被更改過的。」

「盧斯沒有去鑽這個牛角尖的問題。他提出的第一個大前題

是：放置『多餘傳遺物質』的『超神』是否『準備』讓人類去獲取這

些資料？無論細菌進化到甚麼程度，它不可能懂得人類的音樂，尤其

是音樂符号，正如五線譜，不但我不懂，就算擺在古代音樂家的眼

前，他們也不會懂得去讀，因為沒有了編碼的知識。但當一首樂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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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出來時，古今中外，甚至原始人，都會知道這是音樂，有類似的

感覺和反應，因為我們擁有相同的『語言』，那就是聽覺的語言。」

「針對這個問題，盧斯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持否定的態度就

等於放棄研究。因為不論是外星人，或者更高級的『超神』，只要決

心不讓人類知道那些資料，我們就絕對無法可以解讀出資料。只要看

一看我們自已人類的保密編碼就已經知道破譯密碼是多難的事情。在

當時，外行的人根本沒有辦法解開１２８位元組的保密編碼。而當動

態式的保密編碼出現時，編碼隨時在變更，沒有編碼的核心資料和時

間的系數方程式，就連發展這種保密編碼的專家都沒法破開受到保密

的資料。人類都無法破開自已發明的編碼方法，枉論發掘外星人或

『超神』的密碼。更簡易的一個說明，來自古代民族的語言解柝的領

域。失望得很，在超級電腦的幫助下，至今古代語言學家對數種古

語，例如馬雅文字，依然是一知半解，有些古文字，專家都只是懂得

幾個符号。由此可見，沒有編碼的資料，破開一種語言和密碼是極之

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如果放置『多餘傳遺物質』的高等

生命，有心不讓人類讀出所記錄的資料，人類枉想讀出一個字。」

說到這個時候，電腦報告Ｂ類能源已經成功啟動，心智探測器

和防護屏開始發動。整個車隊的門窗自動上鎖，本來透明的窗門湧現

一種灰濛濛的顏色，車身亦是一樣。車內和車外隔絕成為兩個世界。

車隊的運作全然依靠電腦，人做慧星和特種掃描器。亦利亞多對電腦

下達了幾個指令之後，繼績講述盧斯的發現。

「盧斯有一個信念，那是近乎一種宗教性的信念。類似於歷代

先知說的感召。當他最初看到哪一份報告時，他有種觸電一般的感

覺。而在那一剎那間，無數影象曾經在他腦海中跳躍而過。就好像電

腦鍵盤的ＥＮＴＥＲ鍵，一按下，程式立即啟動，將資訊在電腦螢光

屏上飛快地顯示一樣。盧斯認為，這絕對不是偶然，是一種來自那些

『種植資料者』的啟示。資料種植在人類的遺傳物質內，人類的遺傳

物質控制了人類物種的特性，『種植資料者』可能同時將理解這些資

料的潛在能力，植入了人類的遺傳物質內。進一步的假設，如果『種

植資料者』有心意讓人類有朝一日找出那些資料，人類可能根本就不

需要任何的編碼，因為我們的物種特性已經包含這種解譯能力，只是

時機尚未成熟，或者根本我們不懂得去挖掘這種能力。」

「建築於以上的理念，盧斯還有一種古怪和近乎異想天開的想

法。由於『多餘遺傳物質』廣泛存在於生物界，並不限於人類，是不

是意味著『種植資料者』不但將資料植入其他多種生物的遺傳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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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還將理解這些資料的潛在能力同時贈送出去。他笑了一笑，打趣

地說：佛經不是說，眾生都有佛性，皆可成佛」

「當時我想撥他一點冷水，氣一氣他。就說，正如那些改變了

的桿菌，只是一個試驗，我們人類的『多餘遺傳物質』亦可能只是

『種植資料者』的一個初級試驗，只記錄了『衪們』的一首交響

樂。」

「盧斯知道我在氣他，哈哈笑道，這也非常好，能夠聽到天界

的音樂，也是榮幸之至，一生無憾了」

亦利亞多正想繼績說下去，但車隊已經開始進入警戒區域，心

智力量探測器已發現了心智力量。電腦視屏上用藍色顯示心智力量的

分佈，只見漫山遍野都是心智力量，形如無數個上下左右轉動著的旋

渦。隱約可以見到是正在圍困一個地方。忽然，一股心智力量分開

來，捲向亦利亞多的車隊，電腦響起了警告訊息和亮起紅燈。

「第一波心智攻擊六點二級。防護屏操作正常，能量糸統下降

百分五。正搜索心智力量原點。第二波心智攻擊將於兩秒後擊到。」

格爾心裏想道：「這樣龐大的心智力量，是初次遇到啊！一波

接一波的攻擊，我們可以支撐持到幾時。這些圖像真像遊戲機一像。

究竟心智力量的攻擊是怎樣的一回事，在外面可以看到嗎？」

這時格爾發覺亦利亞多好像用嚴厲的眼神瞪了他一眼，仿佛知

道了他的好奇想法，但警告他絕不可以到外面去。

素靈和小伙子也在追趕着安德生。他們並沒有亦利亞多的眾多

人手和高級科技，但卻知道安德生的路程，也知道他們的根據地。不

過，最重要的是素靈留下的唸珠，那並不是什麼高科技的追踪器，卻

附上了素靈的心靈力量，加上雲生對素靈念念不忘，令到素靈可以感

應到安德生等人的位置。素靈和小伙子懂得心靈力量，但並不會飛天

遁地，所以也得乘坐一部車子去追，車上還有一個人，就是因為去接

這個人，他們走得並不比亦利亞多快。事實上，亦利亞多的車隊曾經

超過他們的小車子。當時車上的另一個人便說道：「亦利亞多在車隊

裏面。」。

小伙子接口道：「爸，那是『盧斯』的保安團隊的車隊，但如

何可以肯定亦利亞多在裏面？」

小伙子的稱呼顯示那人就是他們倆人的父親，神秘的中國天文

科學家金天滿。他的死訊顯然是一種偽裝，可能隱藏着另外的秘密。

金天滿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大，額頭已有縐紋，頭上有黑白相混

的短髮。他神情淡泊，但卻好像有點累。他回答小伙子說道：「我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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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時見過亦利亞多，是他背負着我進入美軍戰地醫院的。我伏在他背

上，聽過他的心跳聲，說話聲和他心靈的呼喚，他是一個好醫生。」

滿目瘡痍的戰地，四處烽煙，受了傷的一個小孩子守著父母親

的屍體，一個美軍醫生救了這個孩子，送到臨時的戰地醫院治療。離

別時孩子將手腕上的一串唸珠送給這個救命恩人作為留念。這個美軍

當然想不到這串唸珠印上了這孩子的心靈力量，在以後的歲月中，曾

無數次在危險發生前發出徵兆，令到他轉危為安。這個美軍只是覺得

這串唸珠帶給他一種安寧恬靜，所以經常帶在身上，休息和思考時就

拿在手裏，將小珠一個一個的上下移動。

素靈接著說道：「亦利阿多是盧斯企業裏的第二號人物，十年

之前已經很少出來活動。今次在這裏出現，與安德生的事情會有關係

嗎？」

小伙子跟著說道：「表面上，亦利亞多是已經反出了盧斯企

業，但亦利亞多和盧斯淵源深厚，合作達到半個世紀之久，他維護盧

斯企業是極自然的事情。安德生和我們闖入基金總部可能驚動了他。

他找不到我們，自然就只好找安德生。但是，那一晚我們實在沒有甚

麼特別的發現，值得他親自出動嗎？」

金天滿提醒倆人：「不要忘記基金總部門前的攻擊，你們形容

的那些武器，不值得驚動亦利亞多嗎？我暫時還不能肯定，那些武器

並不是純科技的，它們可能附上了心靈力量。靈，妳當時突然受到攻

擊，沒有注意到蜘絲馬跡嗎？。」

素靈心有餘悸說道：「沒有！這種類的心靈力量竟然不受到

『黑色之石』的削弱？，那的確是可怕的。」

金天滿補充說道：「這也未必是事實，心靈力量的種類非常之

多，『黑色之石』對它們的影響，故然會有不同的程度，除此，幾時

受到影響，受到多久影響，都會有一定的差距。我們對『黑色之石』

的知識只是來自古經典藉，所知實是有限。」

金天滿稍為一停，繼續說道：「除了基金總部門前的襲擊，能

源站的伏擊呢？普通人可能並不清楚，雖然保安團隊的生意沒有直接

伸展到首都地區，可是其影響力則實在已經深入美國的民間，這種肆

無忌憚的市區戰鬥，簡直是向保安團隊示威挑戰。當然，美國本土安

全局更難下臺。我還得告戒你們，表面上美國政府是諸多不滿亦利亞

多的保安團隊，其實嚴格來說，美國是不滿保安團隊受到盧斯企業所

控制。美國政府恐懼盧斯企業是因為盧斯的神秘性和不合作。加上企

業合法地壟斷了很多醫藥和科技產品，一天比一天龐大，還在第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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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沒有政治家會處之泰然。但是，不要忘記，

亦利亞多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長達近十年，曾獲多個勳章，在戰地

上救治過無數將士，當中不少已是今日美國軍政要人。亦利亞多和他

們的交往從無中斷，他們的關係要比我們想像的複雜得多。在美國鷹

派軍政要員和盧斯之間，亦利亞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小伙子讚嘆的說道：「盧斯有這麼多能人協助，真是個厲害人

物！」

素靈則說；「盧斯厲害的地方是他的胸襟，不單只從無虧待他

的合伙人和生意伙伴，他所發展的慈善事業不知幫助和拯救了多少

人。只不過不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他有的是慈悲人，還是野

心！」

說到這裏，素靈驚訝地叫了一聲，她感到跟雲生的心靈聯繫突

然波動起來。她立即說道：「出事了！」

金天滿的一股「心力」，立即伸過去，幫助抓住那一條心靈的

聯線，並且說道：「對方好厲害，距離太遠！」

一剎那間，他們已失去了雲生的訊息。

小伙子則說道：「亦利亞多的車隊急速地駛入了公路休息

站！」

金天滿說：「先跟住亦利亞多，他們也發現異變！」

素靈關懷雲生等人的安危，懷疑地問道：「我們不趕去救援他

們嗎？」

金天滿小心的說道：「不能急，對手有極強的力量，要從長計

議，操之過急只會一敗塗地。亦利亞多已經戒備起來了。」

金天滿三人的小車跟著亦利亞多的車隊進入高速公路休息站，

亦利亞多的人員並沒有發覺。高速公路的車太多，沒有人會注意一部

普通小車子，另外，安德生那一邊發生的『失踪』怪事已搶去了亦利

亞多他們的注意力。

金天滿用『心』地聆聽亦利亞多那邊的動靜，他一定要弄清楚

亦利亞多是友是敵。不然的話，在救援安德生的時侯就會腹背受敵，

必敗無疑。

時間點滴地過去，素靈和小伙子望望父親，又望望亦利亞多的

車隊，只有在心裏焦急。但車外的人看來，只是見到一對少年男女，

休閒地陪伴著長者在休息，殊不知這是劍拔弩張的一刻。

金天滿終於打開眼睛，作了一個深呼吸。然後說道：「他們要

開動了。我們遠遠的跟上去吧。不要太近，他們有探測心靈力量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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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素靈和小伙子用好奇的眼光望着父親，等著父親加以說明。心

靈力量可以用儀器探測。從來沒有見過。看情形，亦利亞多十之八九

也是在追踪著安德生。但他是友還是敵呢？亦利亞多縱橫四海幾十

年，沒有人想和亦利亞多為敵的。

金天滿喃喃說道：「沒有人親眼見過盧斯行使心靈力量，可是

無數的盧斯機構佈滿心靈力量構築的結界。不是盧斯是誰？現在，亦

利亞多則有探測心靈力量的儀器和防備受到心靈力量攻擊的設備，難

道盧斯和亦利亞多真的鬧翻了？但是，亦利亞多從那裏得到這些設備

了？盧斯又怎樣修練到心靈力量？真的是他得到了被搶去的佛陀『信

物』而獲得至高無上的法門嗎？」

金天滿等人的小車子，遠遠的跟著亦利亞多的車隊。三人都將

自己的心靈力量收藏好，避免亦利亞多的儀器可以探測到他們的行

動，做成節外生枝。

金天滿對素靈和小伙子說道：「亦利亞多的目標也是安德生。

而安德生等人顯然正受到另外一股勢力的心靈攻擊，中間當必有關

連，你們有甚麽看法呢？」

小伙子和素靈亙望了一眼，搖了搖頭，等候父親進一步的解

釋。

金天滿於是說道：「凡事俱離不開因果。一件事情發生，一件

事情沒有發生，全都有著道理的。只不過大部分時間，我們不在意吧

了。或者，我們沒有具備透視根由的智慧和知識。」

金天滿稍為一停，看來是組織一下，繼續他的敘述。

「一百年前，我們族人總動員，迎戰來自非物質世界的一股另

類的生命力量。雖然這一戰是經過二千多年的部署，但由於彼此的能

力過於懸殊，失敗其實在所難免。不過在交戰之前，族人雖然戰戰兢

兢，卻都滿壞希望和信心。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對佛陀的信念。」

「這一戰之前，故老相傳，族人只知道將會有從『無色界』而

來的使者，搶奪由佛陀傳下的『傳法信物』，所以，當然要誓死護

法。而整件事情的真相和因由，則只有一個人知道。」

「這個知情的人，當時只有十歲，但因為他是靈童轉世的『護

法』，所以依然執掌了『傳法信物』，當然亦知曉整件事情的來龍去

脈。不過，他有一個獨到的見解，就是無需執着擁有。可以擁有時擁

有，到了要失去時也就應該放手，世間絕無常有，失去則更清靜。再

者，法已經傳下，信物的作用也就完結，應該回去原來的地方。強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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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這世界，只會做成災害。這並非是佛陀的心意。」

「『護法靈童』這個見解沒有對族人解釋，因為只會做成分

歧，削弱整體的協調和力量。等侯千年的一戰終於來臨，『無色界使

者』雖然受到族人猛烈的攻擊，但只是受到阻擋，並無受到任何的損

傷，最後『無色界』的使者突破埋伏，進入受到『天然心靈力量』守

護的密室，五個長老聯合發出所有的心靈力量，亦無法制服『無色界

使者』。」

「『護法靈童』早就明白，來自物質生命的心靈力量實在沒有

能力對抗純心靈力量的生命形式。他雖然不明白為什麽佛陀隆而重之

安排了這必敗的一戰，但他相信佛陀的善意，確實為了族人，甚或整

個人類的福益。現在守衛戰已經完滿結束，不應執着是否留住『傳法

信物』。他並沒有抵抗『無色界使者』的心靈力量攻擊，而將『傳法

信物』拋給了『無色界使者』，可能『無色界使者』沒有想到『護法

靈童』會主動交出『信物』，於是稍為撒開心靈保護，將『信物』

『接住』。這種情况可是古怪的，一種心靈力量的生命，卻接收一種

物質的實體！」

金天滿說到這裏，稍為一停。亦利亞多的車隊開始離開高速公

路，駛向安德生等人出事的方向。金天滿恐怕被亦利亞多發覺，於是

繼續向前，駛向下一個公路出口，用另外一條小路駛向出事地點。

趁著金天滿這片刻的停頓，小伙子說道：「『護法靈童』一定

是將心靈力量放到『傳法信物』裏面，希望搏得『無色界使者』瞬息

之間的疏忽，進行突襲。」

金天滿沒有即時回答，仿佛要將感情調整到身處那遙遠的過

去，那狹窄，但充滿心靈力量的小室，那驚天動地的一戰裏面。

金天滿終於用一種難於形容的語氣說道：「沒有人會知道『護法

靈童』的真正想法了。『護法靈童』沒有扺抗攻來的心靈力量，卻將

全部的生命力量注入『傳法信物』，其中包括了他歷世的真實記憶，

思考和願力。可能這種『攻擊』生効，也可能感動了『無色界使

者』，使者和『傳法信物』瞬時間就消失無影了。」

素靈難過的說道：「『靈童』犧牲了。」

金天滿嘆息說：「是。那是徹底的犧牲，因為，他的生命力不

再受到自己的主宰了。那是真正的死亡。」

小伙子問道：「但是，這一戰又怎樣和安德生扯上關係呢？」

金天滿繼續說道：「這正是我將說的。」

金天滿稍為一停，續道：「還有一個尾聲。『靈童』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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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了『傳法信物』裏面的一項由佛陀留下的心靈訊息和力量。五個

長老同時收到並受到感應，能夠明白陳述的整個事情的原委。佛陀最

後說道，『無色界使者』得到『傳法信物』後，應該就會返回『無色

界』。佛陀和族人的先祖的『契約』也就完滿了，大家可以自由自在

去弘法，去修行，無需要整天惦記著保護『傳法信物』，阻礙修

行。」

素靈說道：「這樣就等於解散了族人嗎？事情不會如此簡單告

終吧！」

金天滿點了點頭，然後說道：「不錯。當五個長老轉述這個心

靈訊息時，並非所有的族人都能完全接受。由於長時間生活在一種神

秘的宗教信仰裏，正邪神魔的觀念深植於心，許多年輕的族人認為

『傳法信物』被魔界搶去，所以發誓不計生死，要尋找佛陀留下的

『非物質界』的知識，即是相傳的『真實真理』，然後用學到的力

量，打敗『魔界』，奪回『傳法信物』。到了這個地步，族人便分裂

了。」

「我們這一系屬於『護法靈童』一脈。大部分族人在激烈爭

辯，不歡而散去後，你們的曾祖父和幾個同系的人，依然留在原地，

進行火化『護法靈童』的肉身。就在火化的時侯，『護法靈童』的肉

身產生了舍利子，舍利子的萬彩光芒竟然啟動了佛陀留在該地的另一

段心靈訊息，一切發展似乎都在佛陀的計算之中。」

「佛陀世尊作出最後一次的弘法，他雖然祝福人類，但卻不能

樂觀，因為當人類科學開始發達後，人的精神文明卻會更走下坡。

「無節制」思潮將有日泛濫，淹沒人性良知和自控，人類更難放開物

質生命的諸多享受和慾樂。高速的人口增長必然加速破壞大自然，

「天然」災害將與日俱增。祟尚擁有的文化打擊分享和犧牲的高尚情

操，大戰將屢次發生，種下殺戮的累世仇恨。佛陀的真實信徒應當慈

悲濟世，廣行人間菩薩道，救人救己。」

「最後世尊說到『真實真理』。他表示他從另一個宇宙帶來的

知識對這個世界並無太大的實際用途，所以才選擇這裏作為收藏地。

不過除了這些知識外，他後來將他對這個物質宇宙的了解一併收藏到

同一處，那卻是可以用來造福人類的。後世『有緣』的人當會在『西

方世界』的人裏找尋到。」

「『無色界使者』奪走的「信物」，儲存了足夠的訊息，會令

它立即返回自己的宇宙。不過『無色界使者』不可避免地會留下它在

這個宇宙感悟的知識。那本來並無惡意，只是一個紀錄，但由於『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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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界使者』留在這個世界的時間太短，並不了解「人性」，當不會加

入密封機制去選擇適合的人選讀取其紀錄的驚人知識，災害亦將根緣

於此。再者，假若人類不會為小數統治階層的愚蠢行為所毀滅，在未

來的歲月中，當會遭遇到更多經由『開啟了的通道』進入這個宇宙和

星系的高級生命形式，如果缺乏了和平和謙卑的人心，戰難則無法避

免……」

說到這重要的關節時，金天滿三人已從另外一條農村公路進入

安德生等人出事地點的邊緣地帶。他們俱感到前面滿佈心靈力量的陷

阱，覆蓋著廣泛的一片地域。心靈力量壓迫過來，已經不容許他們分

心。

金天滿面色更為蒼白，對兩人說：「本來打算將事情始末，在

見到安德生後一一說明白，想不到突生兇險。時間緊急，如果我不能

成功救出安德生，也不可能全身而退。你們應該速速逃走，回到我們

的根據地，佛陀的心靈訊息被封存在那裏。」

素靈和小伙子知道父親的能力是比自己高出很多倍，但是依然

沒有一點把握，還留下了遺言。這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剎時禍

福。兩人面面相覷，都沒有主意，難道真的在父親危殆時，自己逃生

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