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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困獸之鬥之一

安德生等人來到『保安團隊』西岸總部的第三天。是半夜的時分。一

切已經準備妥當，可以隨時出發前往洪都拉斯。金天滿希望安德生逗留到幾

個長老到達的時候，讓他們用心靈力量的方法觀察芬麗絲。但是，美國的不

友善入境手續令到先到的兩個長老被迫滯留在洛杉磯機場的入境處。雖然擁

有民主尼泊爾的護照和『保安團隊』的邀請信，兩個長老依然被拒絕入境，

並要求返回尼泊爾申請簽証。在『保安團隊』律師周旋之下，他們仍然受到

意料之外的諸多盤問，甚至單獨問話。這些消息來自『保安團隊』設在洛杉

磯海關的線眼。格爾雖然下令洛杉磯分部的人員盡力協助，希望加快辦理他

們的入境手續，但是情形並不樂觀。金天滿知道安德生心急如焚，便不再提

這件事情。

他們出發前的一刻，兩個實驗室送來兩份報告和資料晶片。神祕「紅

花」的整個基因程序已經全部測妥。研究人員正在找尋製造香氣的基因起動

序，不過遭遇頗大的困難，因為這種植物的基因序很古怪和複雜。花瓣的初

步生化分析已經完成，發現了許多新的生化物質，因為其不同程度的複雜生

化結構，暫時不能確定是否含有帶香氣的化學物質。還有一件重要的發現。

在分柝「紅花」的基因程序時發現了一種大型病毒，它的基因程序包括了無

數人類容易變異的基因。最初以為是樣本的污染，後來証實大型病毒集中在

花刺的基層組織內。思連娜想這一定是那個馬雅族巫醫發現，可以修補「錯

亂了的定性物質」的「東西」了，原來是大型病毒，那是合理的。用沒有了

致病能力的病毒，將正確的遺傳基序帶入細胞核，替代變異和病態的基序正

是很多遺傳疾病的有効療法。誰人製造出這棵病毒呢？是無數世代之前的事

呢！人類絕對沒有這種能力。思連娜要求同時研究這個病毒。

另一份報告是關於芬麗絲的腦波和淚水的分析。証實芬麗絲對安德生

的說話的確有「組織」性的反應，足以証明芬麗絲的腦部從新活動起來。腦

波型態和思想內容的相關性是非常個人化的。對於完全沒有腦波記錄的病

人，腦波專家亦會束手無策，絕難發現其大致內容。淚水的分析亦確定了有

「感情成份」的衍生化合物，但是資料庫沒有這種衍生物的數據，也就不能

決定那是甚麼樣的感情。芬麗絲的情况是有進步，卻沒有突破。

這兩份報告都是重要的，思連娜用了差不多一個半小時去閱讀和跟兩

個專家在視頻電話上討論。當他們正要離開的時候，格爾通知他們亦利亞多

很有興趣會見普斯哥教授，所以會參加這次的行程。另一方面，洛杉磯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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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官員終於批准了兩個來自尼泊爾的長老的入境申請。他們登上了派去的快

速直升機，正在趕來。格爾詢問他們是否願意等候他們。思連娜和安德生商

量。但不知道為了什麼，安德生心裏總是有點不安的感覺，希望盡快趕到洪

都拉斯。思連娜尊重安德生的意願，於是立即出發。

同一個時間，金天滿回到建築物的上層結構，準備接待即將到達的兩

個長老。建築物外面圍著一大片空地，除了停車場外，建有兩個直升飛機的

升降場，一個在建築物的前面，另一個在後。聖地牙哥離洛杉磯其實並不

遠，直升機不到半個小時便能到達。金天滿站在落地的大玻璃窗門前，注視

停機場。心裏納悶，覺得奇怪，為什麼安德生這麼急著離開呢？這也是好事

吧！這裏並不安全，另一塲戰鬥早晚便會發生。安德生應該明白「心」病還

須「心」藥醫。洪都拉斯的普斯哥教授始終只是一個出色的藥用生化科學

家，就算他多年研究這種具有神奇醫療效果的「紅玫瑰花」，但科學可以解

決心智力量的傷害嗎？金天滿面上露出苦笑。他自己本身就是出色的科學

家，他沒有能力解釋自己所學習的心靈力量。沒有能力解釋那顆會吸收心靈

力量的「黑色之石」。他之所以投身研究天文學，所以能夠發現這個古怪的

星體，全部的因果緣份都來自「一部分」直接存下來的秘密經文。佛經多次

講到「上天下地有恆河沙數世界」，人類幾千年來，每個晚上都可以抬頭望

到滿天繁星，這不就是恆河沙數的世界嗎？佛陀將他在物質世界裏面「領

悟」了的真理告訴了門徒，一些部分後來寫成為佛經。佛陀作為非物質世界

的「一部分」，又將非物質宇宙的真理藏在「西方世界」。一百年來，所有

族人都以為「西方世界」就是阿彌陀佛經所講的「西方極樂世界」，一塊物

質生命沒法去到的神聖淨域。其實我們對物質世界的真理還不能夠掌握和了

解，又憑什麼去想窺伺非物質宇宙的知識呢？根據佛陀所推測，「無色界使

者」得到「傳法信物」後，雖然必然會回去，但是它會留下它們在這個宇宙

的領悟，要跟佛陀力量比個高低。由於對抗和紛爭，世界因此踏入「第一刼

難」。「歸一流」的創始人是否得到了「無色界使者」留下的心靈知識？那

一股龐大的心智力量今人心有餘悸！是不是一定要用非物質世界的心靈力量

和知識才可抗衛源自「無色界」的強大力量呢？但佛陀曾解釋，那些非物質

世界的知識在這個宇宙並不適用。

金天滿在思考之中，竟沒有發覺格爾的一個高級助手走到他的背後，

告訴他直升機一兩分鐘後到達，是時候到外面接待了。

金天滿和這個高級助手打了一個招呼，便和他一塊走向大門口。金天

滿奇怪為什麼自己的警惕性這麼差，有人到了背後還懵然不知。是心智戰役

中受了傷嗎？是因為自己的病嗎？還是因為這裏有抗衡心智力量的能量呢？

在地面上，『保安團隊』的西岸總部包括了兩座龐大的弧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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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一個心的型狀。二十年代初期之後興建的盧斯企業建築物，差不多都有

這種特色。這種概念當然來自盧斯，他認為這樣設計的建築物可以集結一種

宇宙能量，保護在裏面工作的人，就好像中國人相信的風水一樣。後來他告

訴其他盧斯企業的創辦人，集結的能量加強了對心智的保護，防範多種型類

的心智攻擊。金天滿這一族人，長時間依賴心靈力量去和人與物質世界接

觸，在這個不利於心智力量發揮的環境裏，觸覺是否會比平時遲鈍呢？快踏

出大門口的時候，金天滿情不自禁地嘗試使用了一下他的心靈力量。他發覺

他可以使動心靈力量。這是非常意外的。一直而來，他和小伙子和素靈都以

為整座建築物受到保護就意味著這個空間可以抗衡心智力量的作用，而由於

尊重亦利亞多，他叮嚀過子女兩人不可隨便運用這種力量。在瞬息之間，他

覺得捕捉到一些嚴重的問題，就是這裏一旦被心靈力量的高手混進來，後果

將難堪設想。同時間，他更佩服亦利亞多的氣度和膽色。信任新相識的人始

終是危險的，而就現時的處境來說，危險並不單單指向個人，由個人承擔，

一個失慎，整個分部的人會一同遭殃。

金天滿的思潮只是一秒半秒間的事，但是，他已經覺得週邊的環境已

在急劇變化中，一重重的心靈障限已封閉了他的來路，斷絕了通知素靈和小

伙子的心靈管道。這種心靈力量好銳利，更由於攻其無傋，金天滿確實處於

下風，心靈壓力快速增加，無疑要盡快解決金天滿，受傷未癒的他可以說是

苦苦支撐。

格爾並不在這兩座大樓裏面工作。他在地下的深層建築物裏面。那裏

有一個『保安團隊』的控制樞紐，有一個高科技的醫療研究中心，所有系統

的核心結構，包括能源設施，安裝在更深層的地下。格爾是『保安團隊』西

岸總部的主管。在盧斯企業的時代，格爾負責了整個盧斯企業的保安工作。

『保安團隊』和盧斯企業分家的時候，他並沒有留在盧斯企業，而跟隨他的

養父一起發展『保安團隊』。亦利亞多年過七十，很多工作已經交付第一線

的接班人。但他不想格爾負責行動組那種非常危險的工作，所以要求格爾留

在這個比較安全的西岸總部。格爾明白老人家的心思，但他希望到外邊去闖

天下，建立自己的事業。他不要被看成是備受保護的家族成員。格爾並不熱

衷於權力和領導，但卻心儀仰慕傳說般的心智力量，渴望得到這種神秘和

「浪漫」的能力，那時候，自己可以無拘無束的遨遊四海。不過有些困擾的

問題。盧斯叔叔有強大的心智力量，為什麼要在盧斯人文基金總部裏面「隱

居」呢？他還在那裏嗎？

格爾坐在控制室裏思考著，好奇怪，裏面只有幾個人在操作著各類的

儀器，當然包括對抗心智力量的網路。每個人都很忙。

心智力量探測器和防護器並不是保安團隊的標準裝備。事實上，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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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只有少數的成員知道企業擁有這些裝備和懂得應用。但至於這些

設計是從哪裏來的，又在那裏製造，就算像格爾一樣高級的管理人員也並不

知道的。亦利亞多並不願意明確表態，但估計到是盧斯留下的傑作，盧斯是

要保護企業受到「歸一流」心智力量的進攻和報復嗎？在格爾的思緒中，總

覺得還有其他的因由。

從老爹複述那一晚盧斯跟好友離別的晚餐聚會的談話中，可以捕捉到

盧斯忐忑不安的心緒。他曾經放棄過研練『真實生命密碼』的核心部分，因

為害怕受到所謂「外魔」的干擾而走入歧路。最後決定要冒這個險，是因為

敵人早就在計算著盧斯企業。在那次面試日本員工時發生的「突擊」中，盧

斯能夠倖免，主要是對方大意輕敵，只當他是一個普通人去施加心智控制。

事實上盧斯的心智能力卻已經龐大到可以在無意識中反噬了對方。

在當世，「盧斯」並不只是一個人這樣簡單的一回事，他代表了整個

盧斯企業。個人的生死和行為並不只是個人的榮辱，它會影響整個企業，企

業的所有員工及至整個世界和無數人。日本之行回來後，盧斯決定有系统地

打散這個企業，分拆它的統治力量，敵人也就較難於一擊全中。分拆亦同時

做成敵人的疑惑。盧斯亦不能不再次參詳心智力量，因為純靠科技去扺抗是

不足夠的。但他害怕自己的心智力量走入歧路，會在不受節制的環境下損害

企業，傷害老朋友和世界，所以他首先找尋怎樣防止心智控制，傳聞更說他

建立一支極秘密的特種部隊，可以對抗心智力量。那是實情，還是故佈疑

陣。

在那田野的一戰，格爾首次「看」到心智力量的破壞和殺傷力，亦同

時確認了這些保護心智的裝備的超凡能力。

心智力量這個課題在『保安團隊』裏面已經流傳了很久。在高層方面

雖然被廣泛地討論，但直到幾年之前才正式向企業的行動人員正式下達指令

和提供有關的訓練。其他大部分的員工依然是半信半疑的。在企業方面，應

付心智力量的干擾或襲擊很早就已經開始，可以追溯到盧斯企業總部搬離美

國本土的年代。那時，盧斯可能只是感覺到有「幽暗」的心靈力量在窺伺，

而並未真正遇上敵人。日本遭遇戰後的漫長的歲月中，潛伏的心智敵人顯然

並沒有閒下來，而是積極發展其攻擊力量和人力機制，他們變得龐大。根據

近來發生的事件推斷，企業己經處於下風了。這是尤於企業的策略偏重防護

性，這樣保守致令到已方處於捱打的局面。從缺乏對敵人的徹底認識，到缺

乏攻擊心智力量的能力下，挽回頹勢並不容易。一定要盡量利用自己的長

處，攻擊敵人的弱點。直到目前，敵人並沒有站到明處，更枉論顯露出它的

弱點。所以格爾決心要將它「製造」出來。他策劃了這一場「困獸之鬥」。

格爾在亦利亞多面前唯命是從，好像沒有主張。其實他在亦利亞多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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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和栽培下，已是獨當一面的大將，有極強的觀察，聯想，判斷和策劃的

能力。在一開始，他就覺得容許擁有心智力量的人進入重要的設施是一項危

險的行動。但是否可以加以利用呢？

其中一個助理人忽然告訴思考中的格爾。他們探測到有活躍的心智力

量。格爾看著圖象，有心智力量在設施裏面活動。靠近中的直升機上面亦測

量到心智力量，那是金天滿族中的兩個長老。雖然時間太巧合，還算可以理

解的。可是，嚴峻的是整個建築物已經被包圍了，而敵人散發出心智力量的

能量。他們的心智力量的模型和金天滿他們有很大差別。他們應該也裝備了

「隱身」和抗拒常規偵察器的行裝，否則不能夠避過哨崗和偵察器。他們和

進攻盧斯人文基金總部的神秘部隊應該是一夥的。數目則多上幾百倍，足夠

發動一場小型戰爭。他們憑值甚麼實力在美國土地上橫行。格爾的目標就是

他們。尚未知道心智力量探測器可以「看見」他們吧！他們以為自己在暗，

事實並不如是。這是個好機會吧！

當金天滿等人進入這座設施後，亦利亞多便徵求他們的同意，用心智

力量掃描器收集他們心靈力量型態的模式，以增強掃瞄器的效率和準確性。

對於這項請求，小伙子曾經有過一陣子的猶疑，但是金天滿隨即坦然答應。

他認為只有衷誠的的合作，才可以結集多方的力量對抗神祕和強悍的敵人。

況且，這一項請求其實代表了亦利亞多對伙伴的一種尊重，因為當進入這座

建築物時，掃瞄器己經全天候地開動了。這些掃瞄的資料有助格爾分清敵

我。

格爾認為田野中那攻擊者並不會罷休。他們原來的目標本來是安德

生，其目的可能跟安德生曾經進入盧斯人文基金總部的「核心地段」有關。

但當他們知悉企業具備有「科學化」的心靈力量防護器材時，可以想像到他

們會即時感到企業對他們的實質威脅。攻擊企業只是遲早的問題。而且必定

會直指亦利亞多，所謂擒賊先擒王。格爾認為攻擊將會非常迅速和激烈。敵

人需要速戰速決，因為這裏始終是美國國土，而聖地牙歌並不是個小城市。

為了企業，所以格爾要求亦利亞多借機跟隨安德生等人離開這個即將

成為戰場的堡壘。此後更要隱藏行蹤。這項安排只有他們兩父子才知曉，只

在出發前一刻才知會安德生。就算敵人神通廣大，沒有可能知道亦利亞多會

陪同安德生前往南美洲。

亦利亞多並不是一個婆媽的人。他自己已經年邁，缺乏魄力和體能對

抗強悍的敵人。生新一代將要站出來肩負起維護正念的鬥爭崗位上。就算有

生命的危險也不能退縮，這是一個男兒漢必須承接的責任。自己親生的兒子

為此捐軀，妻子也因此鬱鬱不樂幾十寒暑。但是，亦利亞多從來沒有後悔走

上這條道路。他的兒子臨終前便曾叮嚀父親不能為他身死而放棄這項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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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驕人的氣度。格爾缺乏這種氣派和量度，但他擁有主持戰陣的一種狠勁

和周密的思慮。這一戰是他的考驗，而這種考驗遲早總會來到，除非你不願

意接受。

格爾首先製造一個假象。企業「秘密」地發放一個假消息，就是亦利

亞多將會親到首都向總统直接滙報「極重要的發展」。而事實上，只是一個

亦利亞多的副手將會到華盛頓的白官去作詳細的報告。為了令假消息更加真

實，格爾調配了亦利亞多的一批個人保安部隊一同出發。這個部署需要得到

美國政府的合作和認可，由其是將武裝人員派駐入首都。需要知道，保安團

隊的保安生意從來不向這個地區伸展的，所以亦沒有任何的武裝團隊在那裏

一帶活動。主要的原因是避免美國政府的猜疑。也是同一理由，盧斯人文基

金總部也並沒有部署屬於盧斯企業的武裝保安人員。那一帶的分部，純屬代

表或會計性質，雖然長年受到美國政府巖密的監視，但相反來看，也就是受

到特別的保護。因為任何屬於外界武裝勢力的可疑部署和侵犯，將會被視為

對美國政府的行政樞杻採取行動，必然受到美國政府的痛擊。保安團隊脫離

盧斯架構之後，與美國政府間的關係已大大改善，間中還有合作性的項目。

雖然還未能夠達到推心置腹，但總算有相當程度的亙信。沒有這種「亙

信」，格爾亦不可能將武裝人員注入首都地帶。過程中亦利亞多扮演重要的

角色，他不但與多位現職的資深國會議員和軍部將領友好，就連現時的副總

統都曾經是他的部下。但是亙信並不等於全信，交情在政治上並不代表直通

車。亦利亞多仍然需要「利用」幾日前在首都近郊發生對「盧斯人文基金總

部」的攻擊和能源站的大爆炸作為根據，加強了事件的說服力，並聲稱其代

表將會攜帶一份重要資料情報，到首都和國安署長和副總統研究。總統府雖

然答允了，但相應此項請求，更加深化了整個地區的防護部署，以應付突發

的事件。這種反應充份顯示美國政府並不信任保安團隊，但會令敵人相信亦

利亞多正到訪首都。雙方保安部隊的異常和有規模的調動，正是為了加深對

領導人的保護。

當然這始終是個假象。神通廣大的敵人，一定已經廣佈線眼，絕對不

會上當，而且會利用這個機會。不過就算敵人誤信這個假消息而向企業襲

擊，他們將要認真考慮是否要進一步驚動和刺激極度敏感的美國政府。對一

個超級軍事大國的挑釁跟打殺一個超級企業的總裁，將會是兩碼子的事，敵

人勢必躊躇不決，這就是弱點。

保安團隊的美西總部設在聖地牙哥南部是有特別用意的。因為不論盧

斯企業或者現在的保安團隊，在墨西哥都有龐大的投資，所以得到墨西哥政

府亳無保留的全力支持。就在邊界附近的一個現代化農莊裏，有著保安團隊

的一個極度秘密基地，這是格爾的其中一張皇牌。不過格爾並不想隨便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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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部隊和他們的力量。

格爾將心智力量探測器的所有數據圖表轉示到控制中心的大型顯示屏

上面。看到這些圖像。他的瞳孔就收縮起來。每個人的神經都拉得繃緊。敵

人的部隊不但眾多，更重要的是來得太快。而且裏應外合。

格爾的部署己經非常迅速，但敵人來得更快。更可以說是「裏應外

合」。當金天滿的部族的兩個長老到達的時候。在建築物外圍亦有神秘的部

隊正在靠近，他們有著和攻擊「盧斯人文基金總部」的同類隱身裝備，可以

輕易突破哨崗和先進的監察系統，但因為部分的敵人散發出心智力量的能

量，才被心智力量掃描器捕捉到蛛絲馬跡。而依靠這些位置數據，「保安團

隊」的高科技探測儀就可以加以精確的調節，測量到另外那些沒有心智力量

的入侵者。格爾認為這是入侵者所意科不到的。他們以為在暗，其實行蹤已

經暴露。這是嚴重錯誤。不過，他們是不是也帶備有那種可怕的藍焰武器？

這裏的高科技外牆結構是否可以抗衡？而一旦被攻入和破壞，心智力量保護

器就不能保護整個分部人員的心智了。不過無論怎樣，老爹和安德生他們都

不能夠在這個時候離開了，外面實在太過危險。

雖然格爾即時通知亦利亞多，但安德生一行人和保安人員已經上了三

部直升機，直升機正進入起飛的程序中。在那一刻，不單素靈和小伙子感應

到有心智敵人快速襲擊過來，連安德生也覺得四週殺機重重。素靈和小伙子

反應迅速，立即設下了心靈結界，保護眾人的心智。噴射直升機在開動時，

敵人的高能射線武器已經轟擊過來。這時侯安德生等人就見識到盧斯企業的

防護高科技了。直升機的頭和尾處開放出一幅弧型的銀色光幕，如同一塊凸

鏡片一樣將高能射線截著，並散射了回去。迅時間三架直升機飛上了高空。

安德生眾人在夜空中向下望去，「美西總部」已經變成一個高科技的戰場

了。飛來飛去的激光和那一幅幅適時散放出來的銀色光幕，加上那反射回去

的餘光，令人眼花繚亂。那龐大的建築物裏面有素靈和小伙子的父親，有亦

利亞多的養子格爾和部下，有安德生的拍擋，有思連娜的伙伴，他們會安然

渡過危難嗎？

安遜和雲生並沒有離開這個地下醫療設施。他們的心靈傷勢並沒有像

芬麗絲那般的致命，但身體虛弱，神智也有間歇性的模糊不清。安德生本來

打算將他們一塊帶走，但金天滿說這不是個好主意，說道他們的「病情」跟

芬麗絲非常「不同」。不過最主要是格爾的反對。於是安遜和雲生就留下

來，等待金天滿族中長老的幫助。安德生心裏想，如果在洪都拉斯找到醫治

心靈力量做成的傷害，便會要求格爾立即運送他們兩人到洪都拉斯。離開地

下醫療設施前，安德生曾和素靈探視過兩人。那一刻他們卻都「沉睡」著。

安德生和素靈離開後不久，安遜的眼睛打開，發放出銳利的眼神。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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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又閉上了眼。一個多小時左右，安遜突然迅速的跳下床，瞬息間走到病房

的門前，用手想打開門，但那是上了鎖的。安遜的嘴角露出冷笑，心靈力量

已經伸展出去。「崩」的一聲，門鎖破碎了，跟著門的表層被撕開，一層灰

濛濛的光芒卻露出來。那是內層發放的。安遜被激怒了，他的力量向四面和

上下攻擊，發出激烈的噪聲，房間被澈底破壞了，但他的整個身影卻被灰濛

光芒包圍了。那是對抗心靈力量的科技。安遜的心靈力量沒法通過這個圍

困。但這並不等安遜無法破壞這個困室。安遜的力量在榨壓著室內所有的物

料，製成一個超重的圓球，圓球在室內由慢而快地運行著，然後軌跡突然改

變，圓球撞到門上，爆裂開一個大洞。安遜走出室外，他的心靈力量即時充

溢了整個通道。破壞開始了。

「帶」著那個越滾越大的圓球，安遜飛快地在無人的通道上前進。當

遇上限制出入的鋼門時，安遜的心靈力量就將門鎖打開，不然，那個大圓球

便將鋼門撞破。「安遜」走向深層的控制樞紐中心了。不論是破壞了地熱能

源系統，或者是破壞了中樞電腦，都可以癱瘓整個中心的操作系統，心智防

護屏便會瓦解。看來「美西總部」的保安機制嚴密，但有一個漏洞，就是心

靈力量的探測和防護只是對外，一旦進入建築物內，心靈力量就可以為所欲

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