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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歸一流
芬麗絲躺在一間深徹治療病房的唯一病床上，那裏面設備有各種最先

進的醫療儀器。芬麗絲已經昏迷了整整三天了。面色蒼白怕人，本來銀白光

亮的長髮，也變得灰濛濛的。醫療團隊卻還是束手無策。這裏並不是普通的

醫院，醫生也不是普通的醫生。這個地方是亦利亞多的「保安團隊」的美國

西岸總部。在極動亂和暴力的世界裏負責保安，完善的醫療支援不可缺乏，

這個分部擁有一個龐大的醫療中心，專門研究治療各種類型的受傷。

金天滿追踪亦利亞多進入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時，在亦利亞多命令開動

Ｂ類能源和啟動心智探測和防衛器前，將一股心靈力量重新注入了他幾十年

前送給亦利亞多的那一串唸珠裏面，他希望值比可以跟亦利亞多進行交通，

而當心智探測防衛器發動之後。他亦想用這個方式試探一下心智防衛器的能

力。在心智戰役的最後階段，金天滿發出了心靈訊息，但由於心智防衛器的

作用，並不能直接跟亦利亞多聯絡上。但這個訊息卻能到達那一串唸珠裏

面。亦利亞多跟這一串唸珠相處了幾十年，已經產生了微妙的心靈關係，雖

然無法感應到一個完整的訊息，卻能捕捉到一種類似「直覺」的概念，憑著

這種「直覺」，車隊的武器及時作出準確的反擊。那是一種超聲頻的聲波武

器，專門打擊和干擾腦波，可以短暫凍結思維和行動。不過，假如亦利亞多

和金天滿不曾在北韓戰地相遇過，或者金天滿不是通過那串唸珠發出訊息，

又或者亦利亞多一早就掉棄了那串唸珠，亦利亞多就無法反攻，戰果就完全

不同。冥冥之中有着種種因果緣法。

在這一場心智戰役中，亦利亞多只損失兩個隊員，他們受到心智重創

後下落不明。但安德生的一方，除了安德生自己，不是沒了踪影，便是昏迷

不醒。由於芬麗絲最為危殆，安德生也頓失方寸，不知如何是好。亦利亞多

於是作出東道主，邀請各人來到『保安團隊』美國西岸總部作客。一方面急

救受傷的芬麗絲，雲生和安遜，另一方面有太多的問題有待大家一齊解答。

亦利亞多的勢力龐大，資源豐盛。半小時後，兩部直升機追上全速西

行的車隊，接載眾人直飛一個較大的機場，不久，一架醫療噴射機到達，再

將眾人轉飛到加州的聖地牙歌。子夜之前，他們進入位於城市南部的一座龐

大建築物。那就是「保安團隊」美國西岸總部。那裏不但戒備深嚴，而且己

經全天侯開動了心智探測和防衛器。金天滿族中的幾個長老亦正從遙遠的東

方趕來，這一切的部署都是因為那一戰只是擊退了敵人，並沒有重創對方。

有待解答的問題實在太多，不過最急迫的是要知道，究竟大家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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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甚麼樣的敵人？

金天滿用很慎重的語調說道：「在戰役的最後階段，我們合力一擊打

傷了敵人，他的心智掩護有非常短暫的一刻消失，我看到了他。有可能由於

這個原因，在他撤走前的一擊，是完全針對我的。」

金天滿受的傷也不輕，如杲不是亦利亞多源源不絕的「火」力，眾人

俱會一塊罹難。

眾人都注目金天滿，靜候他說出這個心智强人。

金天滿緩慢地說出一個名字：「他是『歸一流』的掌事」。

眾人聽到這個名字都不禁聳肩動容。

從三十年代開始，三個國際性的民間組織鼎立於國際舞臺。那是指

『善世會』，『歸一流』和『盧斯人文和平基金會』。歷史最久的是『善世

會』，上一個世紀七十年在遠東地區一個華人聚居地方創立，以佛教的大慈

大悲精神，實踐入世的助貧苦，療病困，救災難事業，以一圓運動開始，慢

慢地發展成為一個國際性慈善基金會。踏入本世紀二十年代，『善世會』的

活動範圍遍及全球每一個有貧病和災難角落，其無國界一切平等精神受到高

度讚揚和尊祟。其會員絕大部分篤信大乘佛教。亦利亞多的「盧斯救援隊

伍」，曾無數次和『善世會』的志工合作，將救援物資發放到戰亂災區。

『歸一流』的神秘性比盧斯企業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十年代中期，在

日本地區創立。相對於「善世會」的大乘佛教信念，『歸一流』揉合了類似

「小乘佛教」的個人修練宗旨和類似密宗的修練方法，其宣傳的修練結果可

以達到健身，治病和修慧。「歸一流」的發展速度驚人，不到十年的時間，

在日本己經擁有數百萬的信眾，分會亦陸續在其他國家成立，並有計劃地將

其勢力伸展到政治的層面。許多『歸一流』的領導人開始競選公職，直到二

十年代未，『歸一流』直接挑戰信奉「新神道教」的執政黨。就在大選前半

年，『歸一流』控制的傳煤作出爭議性的報導，揭露執政黨利用行政職權

「非法」調查『歸一流』的運作。執政黨政府立即作出反擊，聲稱調查屬

實，但一切依法進行，而調查並非指向『歸一流』的政治運作，調查的目標

是『歸一流』的傳「道」方式，起因是「不少的人」投訴『歸一流』的傳教

人利用類似催眠術的方法進行傳教和獲取大筆捐獻，並宣稱政府已經掌握初

步證據。

『歸一流』跟著指謫政府非法綁架了三名『歸一流』的著名議員，阻

止他們在議會特別議程上作正常投票。而政府則發佈正式的文件，顯示受到

該三名議員的直系親屬報案，投訴親人受到『歸一流』的洗腦。其後，其中

一名議員和家屬出席大陪審團聆訊時，該議員突然「心藏病」發死亡，『歸

一流』立即借題指責政府，而政府則在親屬同意下，發表該議員的長期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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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紀錄，及所有在「留醫」期內的醫療程序。顯示並無任何心藏病的徵

兆。驗屍報告亦不能提供有用線索。到比，雙方都暗示對方想「殺人滅

口」。接近大選時，『歸一流』發動信眾二十萬人在首都遊行，最後團團圍

著國會達三天之久。政府斥責『歸一流』妨礙司法，因為政府安排了其餘兩

個『歸一流』議員在該日出席國會的聽證會。事態發展到比階段，全國已經

變得極化，情勢非常緊張，每天都有雙方的支持者在遊行示威和抗爭，暴力

事件逐漸不受控制。謠言更傳出政府考慮是否需要延遲下週舉行的大選。在

民意調查上，『歸一流』的政治勢力正在領先位置，『歸一流』的核心領導

層為免夜長夢多，透過媒體和民眾集會反對將大選延期。政府於是除消全部

警察的休假，動員所有後備人員，宣佈全國進入戒備狀態，以便應付突發事

件。

亦利亞多用探問的語調，對金天滿說道：「對絕大部分的人來說，大

選前一日發生的事至今依然是一件疑案。是嗎？」

金天滿沒有直接回答，卻追述道：「大選前一曰午間，政府宣佈負責

審理『歸一流』「不法傳教」一案的獨立黨派大法官遭到暗殺身亡。晚飯時

間政府再宣佈已經逮捕到涉嫌犯案的兇手。子夜後，全國多處開始發生動

亂，政府於是宣佈戒嚴。在這一個深夜，日本發生了自二次大戰以來最黑暗

的一場政治和宗教鬥爭！」

亦利亞多補充說道：「政府翌日宣佈『歸一流』策動信奉該教的軍隊

將領和士兵發動政變，攻入首相府，國會，檢察廳和執政黨總部，企圖控制

政府和破壞證物。首相和內閣閣員及時在警務人員保護下逃脫，支持政府的

軍隊則源源於清晨開入首都，包圍小數的叛軍。全國各地則開始逮捕『歸一

流』的重要會員，當然包括其掌事。不過當然沒有捉到所謂的『原凶』。」

憂心忡忡的安德生一直都細心聆聽金天滿和亦利亞多的談話，認識敵

人是打敗敵人的先決條件，更希望從蛛絲馬跡中找到救治芬麗絲的契機。他

在這時侯插口道：「我也記得這件轟動一時的政治風暴，那時我還是海軍陸

戰隊的初級軍官，駐守在日本。在大選日之前一星期，我們的那一單位駐軍

就開始進入最高戒備狀態，軍中暗地裏謠言滿天飛，而且盛傳一支特種部隊

已開赴東京近郊準備軍事行動。」

亦利亞多有點不恥，嘆息說：「這一百年間，真的沒有甚麼樣的國際

大事是美國沒有參予的，老百姓的錢財，甚至生命就是這樣的喪失掉！」

安德生繼續說道：「大選前一日的下午，我的隊伍還奉命開赴大使

館，保護大使及高級官員離境。後來還執行了一些任務。」

金天滿,詫異的說道：「當時你不旦在日本，而且曾經到過美國大使

館？你們執行了一些甚麼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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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生點了點頭，但卻並沒有回答金天滿的詢問。金天滿明白這可能

是軍事秘密，雖然事隔多年，安德生也不能透露的。

亦利亞多卻道：「當年美國政府的態度是支持執政黨的，主要原因是

執政黨推行全面建軍，而且全是美式裝備，那是一筆天文數字的軍火生意。

另外，建軍後的日本將能夠保衛自己，美國則可以大大栽減駐日美軍的數

目，降低日本民間的敵視態度，更能夠省下不少軍費。最後美軍雖然沒有直

接捲入這一次日本內部的武裝衝突，但在策劃這場政治風暴上，卻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大選前幾天，我和盧斯就已經飛到日本視察，評估一旦日本發生

內戰時的緊急救援策畧。註日大使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們曾在註東京的美

國大使館作客，回程時，盧斯細心分柝和預測事件的發展，大致上和後來的

結杲相符。當時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後來才知道那時盧斯學習心智力量已有

小成，其實他在走過通道時聽到了在近處的會議室裏面開會的少許重要內

容，加上他的驚人智慧，便猜到了以後的發展。」

這時侯金天滿深深舒一口氣，然後說道：「你們當日都在日本，但你

們不會想到當時我也在日本作客呢！」

三個人亙望著，都在想怎麽會這麼巧啊。

金天滿對亦利亞多道：「你先說盧斯的事情。然後我會告訴你們我到

日本的原因。」

亦利亞多於是續道：「盧斯的分析有幾點。第一，大選如果依期進

行，而又沒有什麼突發事件，執政黨一定落敗。第二，日本行使民主已經有

八十多年，一個執政黨下台是普通事件，只能造成政治風暴，不可能引發軍

事政變。所以當時廣泛謠傳的政變，甚至內戰，一定是『陰謀家』故意散播

和做勢的，而且有其特別的目的。第三，最有可能製造謠言的是當時的執政

黨和政府，因為任何程度的動亂都可以被政府利用來推遲大選，反之對『歸

一流』則絕無好處。第四，民主政府可以調動軍警防範和平息動亂，但是就

沒有能力調動軍警去鎮壓異己。所以執政黨想有突破性的發展，就一定要刺

激『歸一流』先動武。大選前執政黨政府擺出的架式，既可以引發公眾對

『歸一流』的疑惑，亦對『歸一流』作出了公開的挑釁，當然，如果沒有掌

握一點真憑實據，這些做作就顯得亳無真實感了。結果『歸一流』中計，發

動幾十萬人圍困了國會幾天，給予政府大規模調動軍警的借口。不過這還是

不足夠的。執政黨要有更嚴峻的事端發生，就必需行使一些險着。」

「根據以上的分析，盧斯作出了一些推測。執政黨政府必然用盡辦法

促使『歸一流』發動武裝政變。要達到這個目的，需要有幾個先決條件。第

一，『歸一流』要擁有發動政變的能力。當時一般的分析是『歸一流』確實

擁有這個力量，因為『歸一流』對軍警的滲透已經有一段時間。第二，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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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一流』認為發動軍事政變是唯一奪取政權的方法，甚至是賴以存生的手

段。最後，要給予『歸一流』一種錯覺，認為政變成功的機率高，不旦可以

一擊逮獲執政黨和政府的要員，控制政府，更不會在事後遭到全國嚴厲的指

責和可能的反樸。盧斯認為這是一場世紀性的大陰謀，包含了政治，軍事和

宗教的元素，而美國一定扮演重要角色。雖然將有無數軍政宗教人物被捲入

旋渦，生死難卜，但知道整個步署和應變計劃的，一定只有參加角力的陣營

的最高負責人，無論誰勝誰負，事件真相都將永遠淹沒，成為疑案和傳聞，

因為各方面都不會再提那些見不得光的卑鄙無恥手段。」

金天滿對亦利亞多問道：「日本是盧斯企業的大主顧，盧斯是偏向於

支持那一方。」

亦利亞多答道：「以企業的觀點看，盧斯企業較為了解執政黨和其主

持的政府，一向的關係也不錯。相反，對迅速崛起，而又掛了神秘『宗教』

外衣的『歸一流』則較為陌生。但我們是商營企業，公開表達政治傾向是極

為不智的。」

金天滿續問道：「盧斯本人的喜好呢？」

亦利亞多答道：「我知道外界對於盧斯企業是毀譽參半的。但事實

上，企業的創辦人全部都有極為豐富的人文思想。盧斯更一向討厭政治家的

嘴念，口是心非的行為，所以他對當時日本的執政黨是沒有好感的。不過，

他更不信任『歸一流』。盧斯認為『歸一流』有着比任何政黨更大的野心，

不單只想奪得一國政權。在宗教和政治上，都想一統天下。在出發到日本之

前，我們亦詳細研究過大量關於『歸一流』用心智方法傳教的報告，令盧斯

更為憎厭『歸一流』。」

安德生有些不明白，道：「盧斯本人不也是精於此道嗎？」

素靈這個時侯答腔道：「心智力量，或者叫心靈力量，又或者叫精神

力量，其實是一個統稱。在物質宇宙裏面，存在著不同類型的心智力量。

『歸一流』所行使的一類，可能屬於心智控制型的，可以窺探別人思想，控

制行為，刪除或更改思想紀錄。盧斯在富於自由文化色彩的美國長大，尊重

個人思維，對此類型的心智力量當然極為不滿。」

亦利亞多點頭道：「素靈小姐說得甚對。」

金天滿沉吟一下，滿續問道：「當日你們訪日就只是為了考察有關救

援的事情？盧斯和你身為最大企業的總裁，日理萬機，有這個需要親自出動

嗎？」

亦利亞多回答道：「金先生說得對。我們還有更重要的理由。日本一

向是企業的一個重要根據地。它是民主國度，政治一向穩定，經濟發達，民

生富裕，國民工作效率高。不但企業的亞洲區總部設在東京近郊，『盧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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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救援組織』的『東方世界總部』亦在附近。事發前一年開始，政治鬥爭迅

速升級，更轉趨暴力，企業員工的士氣非常低落，我們的訪問會起短暫刺激

作用。而更令人擔心的是，一旦發生暴亂或武裝衝突，我們如何繼續運作，

如何保障企業和它的員工的安全。還有一點，企業當時已經回復私營狀態，

為了產品和研究的保密和保安，及其他一些難以明言的理由，企業總部正遷

離美國本土，搬到中美洲的一個孤島上。新總部正作全球性的招聘，頗多的

日本員工因懼怕經濟衰退甚至戰亂，所以提出轉調。盧斯判斷企業一定已受

到『歸一流』滲透，所以要親身到日本一看，評估時勢。」

金天滿因為問得太多，露出歉意，不過還是追問下去：「盧斯有什麼

發現呢？」

亦利亞多答道：「盧斯親自面試，之後，將名單交給總公司的有關負

責人。我曾問他怎樣選拔，有什麼發現，那時他的面色蒼白，苦笑說只是憑

直覺。之後他說立即要返回中美洲總部。幾年之後，到了盧斯和我們分手的

時侯，才重提這件舊事，將事件的真相告訴我們。」

亦利亞多稍停，潻了點茶，整理著回憶。會議間突然靜下來。眾人聽

金天滿不停發問，現在才明白他一定知道有驚人事故發生過。大家都在等侯

亦利亞多的憶述。

一會兒，亦利亞多續道：「在我們留心『歸一流』的發展之前，恐怕

『歸一流』就早已經定下了『征服』盧斯企業的陰謀。滲透盧斯企業的日本

分部是必然的步驟，亦是最容易做到的。但是，滲透或者可以竊取一些有利

的情報或產品的資料，但想值此控制企業，則實屬奢想。」

亦利亞多年過七十，說話往住要有些停頓。屬於天才，又是心智力量

能手的金天滿已經猜到一些端兒。他接著說：「只要控制了盧斯，就等於擁

有企業。在平常的時侯想見到盧斯，施行心智控制，近乎不可能。那一次，

是千載難逢的時機。最後一定是盧斯擊敗了對手。」

亦利亞多點頭道：「滲透的目的只是為了埋下這一招殺手，難怪我們

從來找不到一點蛛絲馬跡，所以忽畧和低估了『歸一流』。盧斯說，假如他

自己不是無意中學習了心智力量，一定就受到控制，盧斯企業早就變質，為

人所用了。那一次心智交戰是初次盧斯與人較量，而且事出突然，所以雖然

最後擊敗了敵人，但自己也受了傷。此次之後，盧斯便留在中美洲的總部休

養，一直沒有再公開露面，令到外界多方猜測，漸漸就變成神秘人物了。」

金天滿詫異地問：「盧斯一直都在中美洲的總部？」

亦利亞多苦笑道：「那一次與『歸一流』的交手，並非盧斯主動，但

因為他尚未能控制自如自己的力量，所以不慎重傷了對方，仇口已經結下。

那一戰後，盧斯心有餘悸，逼得他不能不進一步修學心智力量，不單只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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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自己，也要保護企業。唉，說來話長，我們也不知道他現時的行止呢。上

一次我們想趁『黑色之石』的影響進入基金總部查察線索，但被安德生捷足

先登，繼而一隊擁有高能武器的神秘人攻入基金總部。過去的事情千頭萬

緒，但我卻想先知道你當年訪日的遭遇呢？」

亦利亞多停了講話，注視金天滿，等候他細說從前。眾人意味著那一

次的行程一定會和『歸一流』扯上關係。

金天滿說道：「在飛機上我粗略地介紹過我們這一族人的源流歷史。

一百年前，我們全力抵抗來自另類世界的一股龐大心靈力量，但依然失去了

佛陀交給我們的信物。大戰之後，機緣巧合，族人才真正知悉事端的始末，

但真相亦令到我們分裂。族人分散到世界不同的角落。有些隱伏不問世事，

有些則雲遊四方，更有一些繼續追查失落信物的下落。大約十五年前，我收

到一封函件，發自兩個去到日本定居的族人。你們嘗試猜想一下他們的身份

吧！」

亦利亞多嘗試答道：「他們是『歸一流』的人？」 金天滿連忙說

道：「不，不，我們修練心靈力量，可是卻也不懂得心智控制，佛陀傳下的

經文，屢屢告戒我們不可涉足此種黑暗力量，在修練心靈力量時，更需先學

習抗拒這類的心靈攻擊。它們隱伏在宇宙每個角落。」

金天滿續道：「這兩位年老族人的身份是當時『新神道教』的『法

長』，所謂『法長』就是擁有『超乎一般人力』的長輩，其實指的就是心靈

力量。記得嗎，不單只當時的首相信奉『新神道教』，很多閣員也是信

徒。」

亦利亞多道：「所以當時『歸一流』不單只是政治鬥爭，更是一幕宗

教爭奪戰。」

金天滿道：「函件裏面，簡述了他們所認識的『歸一流』，和幾次較

量的經過，他們確定『歸一流』懂得控制心智的法技，而且利用心智控制去

幫助傳教。最後他們指出，在最近的一次事件，他們發覺所抗衡的心智力

量，非常類似一百年前攻擊我們全族的那一類心靈力量。兩位『法長』要求

我們去鑑證一下。」

安德生說道：「這不就是等於要求你們去相助嗎？而幫助『新神道

教』就等如幫助了執政黨。」

金天滿道「二千多年來，我們族人集體居住在了無人跡的地方，修煉

心靈力量，除了希望有一天可以脫離物質世界的控制，就是為了應付一百年

前的那次心靈戰役。當族人分散到世界各地，加上人口爆炸的局面，就沒有

辦法不和其他的人發生關係和互動。亦不能夠完全置身於宗教和政治活動之

外，深山野嶺已經不再存在了！何况，我們族人根本就擁有每種宗教號稱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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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神秘力量。」

金天滿續道：「當我們到達日本北海道的一個祕密會場時，發覺我們

族人的中另外兩個支派也有代表參加這個會議。其中一個支派一直熱衷於追

查攻擊我們的那一股心靈力量，他們的正邪觀念非常濃重，認定那就是魔

界，自己要負起除魔衛道的神聖天職。在會議之前，『新神道教』的幾個法

長聯合了他們，已和『歸一流』的心智能手打過幾次硬仗，亙有傷亡，最後

成功劫走了屬於『歸一流』的三個議員，打開了他們受制的心智。本來由他

們現身說法可以嚴重打擊『歸一流』的聲譽，影響大選結果。但是，『歸一

流』肯定在他們心智裏面種下了殺着，其中一個議員就在公開聆訊時突然身

亡，執政黨也不能再急於要求其他兩位議員作同樣的公開露面。兩位議員和

家屬都躲在北海道一個『新神道教』的道場『避難』，那裏不但滿佈忠於政

府的軍警，更有『新神道教』的多個法長和我們族人守護。我曾經見過那兩

個倖存的議員，亦檢查過那個被『殺害』的議員的屍體，不能不同意他們都

是受到心智力量所枷鎖的。」

安德生問道：「有什麼根據可以肯定『歸一流』的心智力量和一百年

前攻擊你們的是同一類型呢？」

金天滿解釋說道：「普通人當然沒有這種能力，亦不能分辨出什麼樣

是心智力量造成的傷害。但對於精通心智力量的某些人，分辨心智力量的類

型就並不因難。用槍傷打一個譬喻吧，一個專門的法醫官不就是可以判斷出

槍傷是那一種槍械和子彈做成的嗎？」

金天滿頓了一頓，再道：「一百年來，這種類的心靈力量首次呈現在

我們眼前，令到我們一方面有種使命感，但也異常地驚悸，因為如果對方真

是一百年前的那一股力量，我們就算集合所有分散於五湖四海的族人，都不

是它的對手。不過，經過詳細觀察和分柝，大家都認同類型的鑑證無誤，但

這一股心靈力量的强度卻是大大不及一百年前的。對於是否找尋族中失落的

信物和佛陀收藏的『真實真理』，各個支派都有不同態度，不過對於『歸一

流』發動心智控制，族人則一致憎惡，乃是佛陀定為走入『魔界』之行逕。

一百年來，我們族人首次再度聯合起來，佈下天羅地網，計劃引出『歸一

流』的執事，加以制服。」

金天滿在這關健處停下來，望了眾人一轉，用一種神秘兮兮的口吻問

道：「你們可猜測到有怎樣的發展？」

眾人都以為將有一幕驚天動地的惡戰，但看到了金天滿的那一種表

情，就猜到事情的發展一定出人意表，當然就不會亂猜。最後還是亦利亞多

說話：「兵變當日，『歸一流』控制的軍隊很快就攻入首都，佔據了首相府

和執政黨總部，但卻逮不到任何重要人物，也搜獲不到任何對『歸一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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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證物，他們撒退的時侯，與隨後趕到的大批政府軍發生遭遇戰，政府軍

根本就沒有給叛軍談判或投降的機會，結果叛軍死傷枕藉，同時政府軍警大

舉在全國搜捕『歸一流』的領導人，手段血腥，事後受到世界各國指責，不

過始終捉不到『歸一流』的執事。後來，傳聞他發動兵變之前就已經離開日

本，『歸一流』失去總指揮，才會一敗塗地。難道就是你們殺傷了他？」

金天滿很快就回答：「沒有這回事，我們勞師動眾，運籌帷幄，佈下

無數埋伏，但『歸一流』的執事始終沒有現身。十五年來，我們族人都想不

通這個道理，到今日我才大悟啊！」

眾人聽到金天滿的說話，都注視著他，等侯他的解釋。

金天滿說道：「真奇怪，你們為什麼會想不通。道理好簡單，『歸一

流』的執事一早就給盧斯無意中重創了，受傷後急忙躲起來養傷，既沒有踏

入我們的圈套，也不能統率『歸一流』的核心組織。『歸一流』失去領導，

於是陣腳大亂，沉不著氣，踏入執政黨和政府設下的政治圈套和陷井中，竟

然發動兵變，給政府捉住了錯柄，給予毀滅性的痛擊。少數人的可怕野心做

成無數人的冤死，可悲可痛。」

各人雖然覺得合理，但沒有證據，最多只是個合理的推測，事隔了十

五年多，還有證據留下來？又到那裏去搜羅呢？

「『歸一流』在日本爭奪政權遭到慘敗和毀滅，卻搖身一變，成為與

『善世會』和『盧斯人文和平基金』齊名的國際性民間組織。這可是『歸一

流』厲害之處！」素靈也道說起來。

亦利亞多解釋說：「這也可以說是人算不如天算。大規模的搜捕迫使

好多『歸一流』的信眾流亡到國外！尤其是歐美地區，他們組織分會，教授

『歸一流』的那一套聲稱可以治病驅邪的修練技術，過得幾年，好多曾患重

疾的富翁和學者都出來現身說法，稱讚『歸一流』修練法的神妙，和其熱愛

正義和平的理念。大量資金開始流入『歸一流』的各個分會，有錢好辦事，

『歸一流』重新擁有自己的報紙，新聞網絡，慧星電視臺，文化機構和遊說

組織。亦有大量捐助發放到世界性的救援組織，國際地位也就越來越高。五

年之前，他們重新選出執事，並在瑞士興建總會所和國際大學。」

金天滿接著說：「這十多年來，我們緊密注意『歸一流』的發展，亦

有派入進入一些分會學習他們修練的法門，並沒有發覺『歸一流』再使用心

智控制，但亦找不到其修練法門可以冶病的能力，那是一套普通的動態靜坐

法，可以健身固體，但說到冶療絕症，甚至驅邪趕鬼，可謂言過其實。一定

尚有我們沒有發覺的秘密。」

以上是眾人到達後第一天的討論，雖然還有很多的疑問，但不能不暫

停。接近午間，冶療芬麗絲的主冶醫生思連娜進來報告，芬麗絲進入昏迷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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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器官呈現衰竭的跡象，自動維生設備已接管了她的生理機能。安德生立

即跟隨思連娜醫生，離開陽光充沛的大廳，急步走向芬麗絲的深切冶療病

房，素靈和小伙子也伴着去。走廊道上靜悄悄的，兩人對望一眼，都覺得有

點奇怪。金天滿受了傷，只能和亦利亞多慢慢踱步而去。

亦利亞多審慎的道：「你真的看清楚攻擊者就是『歸一流』的執事

嗎？這多年以來，我們也非常注意『歸一流』的活動，並沒有發現他們有進

行影響心智的活動。這麼樣厲害的心智力量，就是上一代的執事也沒有呢！

有沒有偽裝的可能呢？」

金天滿沈吟了短暫的一刻，道：「以前『歸一流』的執事是個神秘人

物，極少公開露面。至今沒有人可以肯定他的真正身份。紀錄中的樣貌很可

能是偽裝的。這一代的執事只是不太多公開露面，但好多人曾經見過他，跟

他面對面的談過話。也有相片，新聞錄影及訪問等的紀錄。在戰鬥完結前，

敵人的真容只在電光火石間露出來，能認出他不只是視覺上的，那也是一種

心靈的感覺。至於偽裝的可能性嗎，我不敢肯定。對手敵人很喜歡賣弄亂人

耳目的技倆，故弄玄虛令我們迷惑也有可能。總之，對『歸一流』小心在意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