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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困獸之鬥之二
安遜打破一道一道的大門，穿過一條一條的走廊，可是大門之後是

走廊，走廊的盡處是大門，沒有完結的一樣。可以得到一個結論，美西總

部的能力並不止於可以偵察和防禦心智力量，像盧斯人文基金總部一樣，

它本身亦具備一定的心靈力量，對抗不懷好意的入侵者。當美西總部的外

圍發生激烈的高科技攻防戰之際，在其核心地段，一場慘烈的心智力量較

技，亦正揭開序幕。

頃刻之間，安遜便發覺受到敵對心智力量的抵抗和狐惑，同一時

間，模擬為大門和走廊的結界立即便被摧毀，露出「真實」的面貌，他處

身在一個山洞之中，四面都是花崗石，而出口則只有他身後的那條小路。

安遜並不需要回過頭來，他已知道後面有另類的心智力量迅速地接近。安

遜並沒有轉身退回去，他飛快地衝向前方，衝入「石壁」，身形迅速隱

沒。跟隨著他的大球卻依然在那裏高速地轉動著，等侯攻擊逼近中的敵

人。安遜只專注向前衝。用洶湧澎湃的力量衝過去，這是因為受到控制的

心智並沒有留力保護自己的意念，還是他的力量大到無畏那些普通的心

智力量襲擊？

衝過一層層的「花崗石」，前面終於露出了一幅由不知名的金屬所

做成的「銅牆鐵壁」，泛出來一種灰蒙蒙的光茫，安遜的能力不能即時擊

破這一度「心智保護牆」。但他依然催迫所有的力量向前攻擊，沒有撤走

一絲的心智力量去扺抗後面即將來臨的重擊。雖然他知道大滾球已經被擊

破。

如果以為格爾無睹於安遜的行動，甚至沒有預測到這樣的結果，那

就實在太少窺保安團隊了。保安團隊發展到今日的地位，並不是純粹依靠

豐厚的金錢資源。領導人和管理人員的智慧才幹更是重要的因素。亦利亞

多和格爾對外人並不是沒有戒心的。那是一種常識，更可以說，是多疑人

性的本質。雖然在企業裏，格爾並不是頂尖兒的人物，但他在一開始便注

視到「引狼入室」這個處境。

粟米田那一戰後，亦利亞多並沒有關閉心智力量掃描器，所以他蒐

集到每一個人的資料。奇怪的是，除了安遜和雲生之外，每一個人都帶有

心智力量的印記。金天滿，素靈和小伙子同屬於一類。芬麗絲是另外一

種，而安德生的印記又和他們有所分別。格爾認為讓這樣多具有心智力量

印記的人進入西岸總部無疑是一項危險的行動，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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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謹慎的安排之下，卻是有被利用的價值的。

格爾認為沒有這個可能。安遜和雲生並未有沾上一點兒的心智力量

的印記，他們完全沒有這種印記，絕對是偽裝，而唯一的合理解釋就是他

們主動的將這種力量小心的收藏著。無疑，他們是敵人留下的棋子。敵人

是殘酷的，不會留下沒有用的人。看看芬麗絲的重創，看一看安德生早就

「失踪」的兩個同伴，看一看自己那兩個先遣的部下，他們就像在這個地

面上消失了一樣。

雖然敵人發覺了企業擁有防護心智力量攻擊的設傋，但他一定尚未

了解這些設備的能力和運作的機制，應該趁敵人尚未獲得這種資料的時候

去消滅敵人的主力。敵人的想法自然也是一樣，要盡快解決對它產生威脅

的力量。所以一定要給予敵人攻擊的機會，這是賭注，而注碼真是不小，

那是西岸總部和亦利亞多自己。

格爾尚清楚記得能源車站的那一段錄像和部下的報告。那些受到心

智力量控制的人，並不能靈活的思考，他們的心智受到鉗制，缺乏自由意

志。以常識而言，他們所獲取的能力一定比控制他們心智的人的能力大大

為低，西岸總部核心地段的心智保護牆應該可以抵抗。况且可能還有金天

滿他們的幫助。格爾的目標並不是安遜和雲生，他們只是心智敵人的兩個

傀儡。但它們卻是重要的棋子，一點不可疏忽。因為他們就像放在心房旁

邊的一口針。

格爾的目標是敵人的軍團組織。無論一個「人」的心智力量多麼強

大，他不可能學單靠個人力量摧毀一個龐大的武裝企業，何況是一個強國

的兵團。他要有一支強大的武裝部隊。否則，就算擊倒了保安團部和盧斯

企業，也不能稱霸世界。

這支部隊的一個小縱隊攻擊了盧斯人文基金總部，目標是盧斯本

人，或者是盧斯解開的「真實生命密碼」的核心部分。他們有高科技的可

怕武器和隱身的行裝，如果不早早引出主力和將他們「解決」，整個盧斯

企業則固然會被其凌虐破壞，整個國度亦將長久受到威脅和傷害。

格爾和亦利亞多了解爭鬥已經開始，所以還沒有回到西岸總部．格

爾已部署祕密撤走非基本的人員和所有病人，將他們靜靜地運到安全的地

方。這就是為什麼安德生和素靈都注意到，雖然西岸總部戒備森嚴，但卻

顯得靜悄悄的沒有幾個人。格爾和亦利亞多希望，一旦發生戰鬥，傷亡會

減到最少。

企業所「得到」的心智防護器材，是「真正秘密」的「武器」，沒

有人知道它們的性能。最初格爾抱有懷疑的態度，原因是沒有辦法測試和

發現其能力。後來，配備這類裝置的行動人員有斷斷續續的報告，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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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部的認識，更開始記錄心智力量的活動。

只靠自由心智受到保護是不足夠的，心智力量可以催動實體去攻擊

心智受到保護的人，例如發動一部汽車撞向敵人。亦可以用心智力量抵抗

物質實體的攻擊，譬如停著發射過來的子彈或激光。所以格爾是明白企業

的弱點的，企業的人力資源很難跟擁有心智力量的能手對抗。唯一的希望

是，世界上只有很少人擁有心智力量，更不要說可以呼風喚兩的「高

人」。這也似乎是現實情況。

不過在最近的兩個月。配備心智力量探測和防護器的企業行動人員

不停在世界多個地方發現擁有頗為強大心智力量的人。雖然這些人並沒有

用心智力量去進行活動，但已經驚動了半退休的亦利亞多和他的同袍。同

時間，『黑色之石』接近太陽糸，那是盧斯提及過的天象警號，於是，亦

利亞多等人根據當年約定，秘密會集盧斯企業的其他領導人商議。他們為

了尋找盧斯，只好計劃派人潛入盧斯人文基金總部，嘗試探索盧斯的下

落。在那一個晚上，卻是安德生等人捷足先登，進入了基金總部，繼而出

現了擁有心智力量和高能藍焰武器的神秘軍團。但盧斯依然是音訊全無。

在粟米田一役後，保安團隊的專家細心研究紀錄下來的心智力量的

資料，不但發覺粟米田那個超級強敵和那個神秘軍團有著同類型的心智力

量，亦証實和這兩個月在世界各地出現的那些「人」的心智力量模型相

同。格爾警覺到，所有發生的事件，並非偶然和巧合，有人正在策動一個

全球性的陰謀，目標明顯地至少包括盧斯企業，而保安團隊身為盧斯企業

的秘密守護神，已經介入這場戰鬥。敵人不但強大，更一定準備妥當，不

怕挑戰整個盧斯企業。

保安團隊是一個世界性合法的商營企業，尤於其生意活動的範圍和

其歷史背景，它擁有攻擊性武器。企業替它的行動人員依據法律程序申請

使用各種武器的牌照，亦將攻擊性武器依各個國家的法律條文註策登記。

大部分國家當然不會容忍有大殺傷力的武器，所以企業並沒有發展這類科

技。當保安團隊還是盧斯企業一份子的時侯，曾有一段時間和美國政府有

過非常緊張的關係，聯邦調查員曾多次拿著法庭文件突擊搜查保安團隊在

美國本土的倉庫和設施，幸而企業一向尊重和遵守法律，所以沒有落入法

網之中。但到了保安團隊脫離了盧斯企業後，美國政府的態度變更，有好

幾次要求企業合作研究發展高能武器，其目的顯然想吸收企業的高科技。

亦利亞多多次解釋企業並沒有發展和研究高能量武器，所以並沒有

合作的項目，但為了改善和美國政府的關係，卻願意將防衛性的科技共同

分享。安德生那架大卡車上的短距離反導彈系統便是其中一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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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的爭戰，格爾預計美國政府將會介入。經過基金總部的一

戰，美國政府絕不可能罷休，尤其是那些藍焰武器，轟擊了基金總部，也

就同樣可以用來對付白宮。基金總部有出人意表的神秘力牆保護而幸免於

難，美國政府可是還沒有擁有同等科技，所以美國政府必然會全力對付擁

有這些極度危險武器的神秘軍團。不過，格爾的性格多疑。他的考慮是，

第一，他覺得整件事件來得太快，第二，他不能相信美國政府的情報和保

安會這樣糟，容許這樣的危險軍團混進美國本土，甚至在首都近郊鬧事。

不過時間不會容許格爾多所考慮，因為戰鬥已經開始。

首先發動的當然是在地下設施中的安遜。但由於格爾一早已經有所

準備，將心靈力量探測器調校到可以在建築物內部操作，所以格爾大致上

對安遜的行動及其動機是清楚的。但格爾無法圍困住安遜和制止他的破壞

行動，亦預計不到他有如此強大的力量。不過格爾依然可以從一些訊號知

道安遜的行蹤。那並不是現實生活中的錄象，格爾並不可能發覺到安遜的

心靈力量是遭到抵抗和迷惑的。他的觀察只是，代表了安遜的訊號曾經像

迷路一樣地在通往樞紐設施中打轉。但格爾並不明白原由。他並不知曉有

另類的心智力量在保護著這個中心。

安遜的心靈力量同時向著其他地方衝擊過去，格爾身處的總控制室

當然首當其衝。總控制室建築在一個心靈力量防護器的裏面，這一股心靈

力量並不能即時侵入。這也可能是聲東擊西的戰略，亦可能只不過是敵人

喜愛到處破壞的天性。這個時候，從幾個地段傳回來的短暫錄影，格爾可

以看到心靈力量另外一種形式的破壞力，美西總部將會受到它的廣泛破壞

嗎？幸而，所有不必要的人力資源都已經撒走，傷亡是減到最少的。格爾

發覺他們低估了安遜的「傀儡」式心靈力量。深層地下中的樞紐地段的心

靈力量防護牆可以困住它嗎？在地面上決戰之前，一定得要困住安遜。

心靈力量的暴虐只是開始。

差不多同時，一團帶備隱身行裝的部隊包圍了美西總部。他們發射

激光武器，攻撉正在升空的三艘直升飛機，飛機裏面有亦利亞多和安德生

等人。另外一邊，從洛杉磯接戴金天滿族中長老的直升機也正準備降落，

但同樣受到猛烈的突擊。幸而，保安團隊的直升機都裝備了高科技的防衛

屏，所以直升機並未受到破壞。

直升機降落之後，地坪迅速下降，直升機一下之間已經隱入地庫之

中。本來漆黑的四週，被耀目的激光轟擊而燃亮，一向寧靜的地平面，回

震著激光和導彈爆破的一波波巨大聲浪。從美西總部無數個地點發射出一

幅幅立體光幕「屏鏡」，將激光散射回去，也有適時射出引爆導彈的激

光，保衛著整座建築物。這一個晚上萬里無雲，從監察衛星上面會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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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場高科技的攻防戰鬥，美國的警備部隊沒有可能不來干預。當然他

們會盡量推延，因為這樣就可以測量到保安團隊的防衛能力和攻擊力量。

為了不給予美國政府任何藉口，格爾早就安排了幾層報警的機制，因為他

相信對方有能力癱瘓一個地區的通訊系統，他並不寄望一旦發生事故，美

西總部還可以和外界保持聯繫。對手不但有心智力量，同樣有高科技。

熾烈的攻擊只不過維持了一段很短的時間，一切歸於沈靜。格爾知

道這不過是山雨欲來前的異樣寧靜。常規的攻擊只是試探。敵人一知道常

規的武器不能攻破美西總部的防護網，下一步便是更激烈的攻擊了。時間

滴滴答答的過去，控制室裏每個人都被緊繃繃的氣氛榨壓著，大家都目不

轉睛地注視著那幅多功能的顯像屏幕，超夜視的紅外線熱感探測觀景器可

以將美西總部的四週看得一清二楚，可是也捕捉不到絲亳攻擊者的影像，

敵人的隱身行裝的確是超時代的，簡直無懈可擊。如果不是他們中間有著

擁有心智力量的人，而被心智力量探測器素描出來，沒有任可科技可以測

量到他們的位置。敵人停止了攻勢，是等待美西總部裏的中樞系統從內部

被擊破吧！還是在準備必殺的一擊。

金天滿抵抗著突如其來的心智力量攻擊，正在最吃力的一刻。從洛

杉磯飛抵的直升機亦下降到達美西總部的內層。兩個長老還沒有下機，已

經將心靈力量快速伸展出去。但是敵人銳利的心智力量設下了結界，困閉

著金天滿。在這個距離下進行拯救並不可能。兩個長老知道金天滿危在旦

夕，於是迅速跑出機艙，直奔上層而去。這個時候，外圍的攻擊正是非常

激烈，美西總部的能量大量用到開放激光防護屏去，顯然削減了對心智力

量的防護，兩個長老的行動開始受到敵人的心智力量干擾。他們剛跑上層

時，下層的停機室亦受到侵入的心智力量所破壞而發生連串爆炸，連環的

巨響震盪著每個角落，大量的濃煙和熱氣流向四處急竄。心智力量更扭曲

了上層的時空，普通人根本不可能通過。兩個長老不是普通人，但也要步

步為營，強行打通一條通道，迫近金天滿被困的位置。這個時候，外面的

攻擊突然停止，充沛的能量又開始對心智力量作出一定程度的節制。亦可

能是對在遠處發放出心智力量的人有一定的節制。兩個長老的阻力大減，

立刻找到了困位金天滿的結界的入口。兩個人的默契並不依靠語言，力量

已經結集在一起，準備一擊將出口打開。就在這一刻，結界驟然自己解開

了，心智力量亦隨即消失得一乾二淨。四處雖然依然煙塵迷漫，但沒有遭

受到心智力量的扭曲。金天滿喘著氣，三個人亙望著，都在詫異究竟發生

了什麼事情。但沒有時間思考這一點了，因為他們同時間感覺到可怖的能

量正在建築物之外聚結起來。金天滿驚變，發出訊息，由他帶領，三個人

飛怏撲向深層地段。沿途所見，盡是心智力量造成的破壞，這個地方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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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復舊觀，難於辨認方向。

美西總部的外面，十幾個藍色的火球突然在近距離出現，迅速轟向

建築物。格爾看到了那些藍焰火球，看到超厚的牆壁被爆破，建築物剎那

間倒塌，深層地下都劇烈震動起來。雖然一切早就被計算出來，但依然不

能平復心靈中自然而來的震盪，他的手板下了兩個控制器，輸入一個密

碼，然後向在控制室的人下達撤走的指令。一度暗門打開，露出一條陝窄

但光亮如白晝的下行通道，格爾是最後一個離開的。總控制室的燈光首次

全面調暗，顯示屏就格外光亮，一個倒數器起動了，那是自爆的系統。盧

斯企業本來就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存的。

曾經被視為銅牆鐵壁的美西總部已經不復存在，廣闊的地面上是堆

堆頹垣斷壁，到處冒出火焰，濃煙塵埃向四週飄散過去，加上突然從四週

升起的濃烈夜霧，構成一片淒迷景象。忽然，從「虛無」之中之中「踏」

出了近千個穿著一式軍服的人，站在那裏觀望著依然焚燒中的美西總部，

是欣賞自己的傑作吧！就在這個時候，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這些人忽然一

個一個的倒在地上，連一聲叫喊聲都沒有發出。更驚異的是，無聲無色地

從外圍忽然掩來無數黑衣蒙面的人，迅速的將倒地的「軍人」和他們的裝

傋搬走。瞬息間，一切歸於原來模樣，就是連那夜霧也消散得無影無踪

了。這一戰是誰勝了，還是螳螂捕蟬，黄雀在後，有第三者坐收漁人之利

呢。

黑衣人撒走不久，刺耳的警笛聲由遠而近傳來，無數軍車陸續到

達，空中出現十幾架軍用直升機，強烈的射燈佈成幾十條光柱，來回閃

動，就在這一刻，美西總部的地下傳來一系列的隆隆聲，殘餘的建築進一

步倒塌下陷，再一次揚起一大片塵霧。

格爾離開美西總部的時侯，知道還有好些人留在裏面，包括雲生，

金天滿和他族中的兩個長老。可是，他實在沒有辦法去幫助他們。建築物

裏面，除了少數受到保護的通道和控制室之外，已經全部被安遜的心智力

量所控制或摧毀，根本沒有辦法去接觸他們。安遜的力量超出了估計，事

變亦發展得太快。格爾的心非常沉重。

安遜正在用心靈力量強攻美西總部的核心地段。

「這個地方的自爆系統已經啟開，一切將會毀滅，攻擊已經沒有意

思了！」這是雲生的聲音。

安遜轉過身來，「看」見雲生被裹在一個看不見的結界裏面，結界

抵拒著他激烈的攻擊。

「你是誰？」

「我是雲生。」雲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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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你不是，你是他！」

「我不是他，我是雲生，安遜，我是你的朋友，安遜！安遜！」雲

生答道。

呼叫聲雖然柔和，但卻直搗安遜被禁制的心智。

那一個晚上，在盧斯人文基金總部看見了那種藍焰武器，安遜的心

靈便受到很大的震動。別人不會明白。原因是這種武器正是他一直以來研

究的項目。當然，他的研究甚至還沒有達到雛形的地步，但對成品的威力

及其爆破時的式樣，他總是有個概念的。

安遜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之後不久，便跟隨一個著名教授學習一門叫

「能量禁閉學，ERERGY CONTAINMENT」的新學科。顧名思義，這門學

問研究如何將能量封鎖，聚積和壓縮在一個空間裏面，而當這個「鎖」打

開的時侯，能量就釋放出來。

成功開發這種科技，當然可以有很多種民事和和平用途，但主要的

投資者對和平用途並不感興趣，他們要的是製造一種非輻射性，但有極強

毀滅能力的常規武器。

那一次家庭慘劇之後，安遜失去了研究的能力，主要的原因是很多

記憶變得模糊。他曾經看過幾個心理醫生，可是沒有效用，只是千篇一律

的認為是慘變造成的後遺症，應該會慢慢痊癒。後來，安遜終於被迫退出

研究機構，轉換身分而隱伏在安德生的部隊裏面，更漸漸的忘記了以前的

研究。

突然看見了那一種藍燄武器，安遜的頭腦忽然清醒過來，所有的記

憶不但一瞬間全回來了，還有很多新的影象陸續在腦海中浮現。能源車站

脫險之後，他不停苦苦思索，想將這些影像拼成可以理解的事件，就在他

全力在思考的時候，他就被那種心智力量侵入，並且被俘虜。

雲生柔和而豐厚的呼喚聲，破開了禁制心智的鎖，安遜的自由意志

重新活躍起來，開始排斥侵入的心智力量。而在心靈開放的那一刻，所有

那些他苦思不得其解的影象，竟然奇怪地順序排列起來。這是大腦自然性

的隨機活動，或者是受到刺激後的突發能力，又或是不是另外一類或另一

波浪的心智操控。

安遜根本沒有思考甚麼機制令到破碎不全的記億重組起來，更沒有

理念要去評估事件的真實性，影象的內容過度驚慄，己經佔據了他整個思

想的空間。安遜一生傷害過太多人，這類嚴重錯誤不是一聲覺誤前非便可

解放困結的心靈，就是一生無盡的努力也難擔保有機緣償還呢，何况安遜

除了稍盡了一點為人子者的責任，從來就沒有積極去行過善業，沒有為曾

被他傷害過的人做過任何的補償，他缺乏一個「好」心。缺乏好心就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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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恨別人加之於自己的算計，缺乏好心就沒有能力明白：你能傷害人，別

人也就可以傷害你。缺乏好心就很難寬恕，很難淨化諸惡念，不能平伏怒

火。

安遜的心智重新被征服。所不同的是，這個時候他覺得自己是清醒

的，並且主管著自己的意志。他的精神狀態返回到劇發生的那一天，所

看到的只是一個個倒地的親人，和那些旁觀著的策劃者。他被迫得憤怒，

發狂地揮出他所有的力量，而攻擊的對象其實就只針對著雲生一人。

雲生和保護他的結界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真實的雲生並不在那

個位置。就在安遜全力出擊的時侯，金天滿和兩個長老亦闖入了這個地

段，他們觸動到充滿了心智力量的空間，兩個長老的心靈深處就冒起了同

一個念頭，「這是『一點願力』！」。金天滿亦立即感應到這個訊息，不

禁喃喃道：「這就是祕密經典和傳說提到的『一點願力』！傳說『佛陀』

曾留下這種力量，保護了初期的佛團」。

安遜的迷失心智無法找到雲生，但他發動的力量正破壞著圍困他的

結界。

金天滿已經進入臨界點，一霎眼間，他感到雲生在那裏和他散發的

力量。

「『一點願力』選擇了雲生？」金天滿心中有個疑問。

「『一點願力』的結界將被這個『傀儡』的最後一擊打破，不過這

個人的生命力也差不多全被抽離，已經無可救藥。結界破滅的一刻，主宰

他的力量因要重新步署和結集，極可能出現一個漏洞，如果『一點願力』

並沒有完全消耗，亦會揀選這一刻出擊。我們就加入戰團，除掉這個『傀

儡』吧！」其中一個長老指著向安遜，並向金天滿發出一個訊息。

「安遜將被犧牲！」金天滿心想。

迷離的結界將破，露出真實面孔。但是，這並不比虛假的結界中清

晰。上層結構的徹底破壞令到下層也像要危危欲墜，到處都有塵土飄浮，

安全燈時亮時滅，殘照著五個模糊人影。

那個真的是雲生嗎？他怎樣會在這裏呢？他是否真的發動著『一點

願力』？又是誰人留下這點『願力』？金天滿滿腹疑問，時間卻不容他思

考這些問題，因為戰情並沒有片刻停頓。

在安德生部隊裏面，雲生最為年青。他來自美國中部較為質樸的小

農村的簡單家庭，有父母兄弟姐妹，生活正常和有相信善良的信仰。中學

畢業之後就進入軍團，不久就調配到同樣有道德準則的安德生的團部，之

後就一直跟隨著待他如小弟的安德生。相對於大半生在糜爛中生活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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遜，他的心靈純潔得就就像一張白紙。所以有理由相信他並不容易長久可

以受到心智的控制。在「危機團隊」裏面，他跟安遜的的交情很好，因為

安德生囑咐他跟芬麗斯去照顧初來的的安遜和他神智迷糊的母親。

雲生就在安遜的前面，他雙手一伸，握著了安遜的手，力量像電流

一樣通過接觸直搗安遜的心靈。安遜突然醒過來，確實看到了自己的一生

過錯，也明白了朝生暮死，忽然間氣力都沒有了，但精神卻旺盛，正在困

鎖著一直操控著他的那股心智。

「它再也走不掉！跟我一塊下地獄吧！」安遜安祥的對雲生說。整

個人就倒向雲生。

這個時候，兩個長老的合擊亦發出了，但竟然並不是向著安遜，而

是直擊雲生。將要離世的安遜卻奮力推開了雲生，他的精神擋著了這一

擊。兩個長老第二擊將要發出，金天滿的雙手手掌已印在他們的背心重

地，兩個長老倒地，但金天滿亦給他們垂死的反擊打中，霎時間只剩下雲

生一個人站在那裏。

這一刻，保安團隊美西分部的自爆系統的警號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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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後記

載著亦利亞多和安德生等人的三架大型直升機衝上雲霄之後，就一

直沿西岸向南方全速駛去。亦利亞多多次嘗試和西岸總部聯絡，但發覺到

所有通訊管道俱被干擾和堵塞，就算從人造衛星上也看不到那一區的視

訊。這是極為不妙的形勢，因為並不是普通的國度可以封鎖著保安團隊高

科技的傳訊網路。加上目睹了脫險時那種兇猛的攻擊，大家都替西岸總部

裏的人極為擔憂，正是生死末卜。機艙中大家不發一言，氣氛是緊張而沉

重的。最後還是亦利亞多用較為冷靜的語氣說道：「對方的行動非常快，

而且很清楚我們一般的部暑，如果我們不是急於有此南美州一行，相信俱

會困在西岸總部裏面。」

素靈隨即問道：「他們守得住嗎？」

亦利亞多答道：「素靈小姐，妳曾經看見過那些藍色火焰球武器

的，如果攻擊者是那一伙人，沒有人可以扺擋的。」

「啊！西岸總部沒有盧斯人文基金總部的保護牆設備！」安德生猜

得出來。

亦利亞多點頭道；「保安團隊和盧斯企業正式分家已經差不多十

年。實際上，企業管理，生意和技術發展在更早的時候就開始分道揚鑣。

所以盧斯企業擁有的技術，我們不一定會有。這是分家的部分原意。不

過，就算擁有那種保護牆的設備，最終依然是會被攻破的。除非我們還

擊，或者先發制人。而在現時階段，我們並沒有更強的武器去攻擊，也不

適宜這樣做。這裏是美國國土，並不是第三世界的戰場！」

素靈道：「這是個很不利的捱打局面，因為美國政府只會就手旁

觀？」。

安德生說道：「保安團隊和盧斯企業的總公司雖然不再在美國本土

了，但它們在美國的生意是龐大的，美國政府不真正站出來保護合法運作

的企業，只有兩個原因，一是無能，二是不想，針對保安團隊，『不想』

的可能性較大，有人敢去挑釁你們，正是觀察『雙方』面真正戰鬥實力的

大好時機，也可以消耗雙方的戰力。」

這幾年閒下來，安德生閱讀多了，加上沒有在軍隊生活，比以前對

本土政治多了一層了解。

亦利亞多同意，並補充說道：「分析是正確的。我甚至不會懷疑美

國政府會樂於犧牲我們去將神秘的「敵人」引到明處才決定是否加以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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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籠絡，問題是，這一次他們是否有足夠的力量或智慧去對付這一批神秘

軍團。這個敵人有強大火力，高科技和心智力量。我們不知道他們的數目

和根據地。當然，我不排除政府會有更多的情報。」

安德生問道：「保安團隊會坐以待斃嗎？」

亦利亞多並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只是解釋說道：「不要忘記，

保安團隊只不過是一個超級的商營企業，不是一個國家，沒有領土和真正

的基地，要靠身處的國度去保護企業的資產和人力資源的安全。當然事實

上我們有能力應付大型的犯罪集團，甚至可以抗衡一些恐怖組織，更可以

用投資和借貸去影響貧窮和發展中國家，但如果對方是一股能夠與美國政

府對抗的勢力，那就並不是我們的能力所能應付，因為犧牲將會太大。我

們可以做的就是撒走人力資源，將傷亡減到最低限度。事實上，總公司從

企業的根據地美國撒走，是因為感到美國政府的壓力，盧斯在企業還沒有

受到鉗制時就忍痛撒走是有遠見的決策。」

亦利亞多稍停，然後繼續說道：「美西總部一早就秘密地撤走了很

多人員。它的地下設有地道，可以通往墨西哥。本來的計劃是當金天滿先

生接待了遠道而來的長老後，便會會合格爾一同見機而行的，但敵人來得

太快，我也很難預測結果。」亦利亞多望著安德生，接著說：「還有一點

是，安遜和雲生極可能在粟米田已遭到心智控制，很遺憾，沒有辦法可以

幫忙他們。」

安德生沈吟了很短一刻，說道：「心底下，我亦有這個憂慮，所以

最後和素靈小姐商量後，決定留下兩個戰友，只怪我自己沒有能力照顧他

們。」

素靈對亦利亞多道：「這樣看來對方的目標是你們呢！」

安德生亦沈著聲對亦利亞多道：「本來我以為一切是針對我們的，

看來你們才是真正的目標。」

這時小伙子加入討論，對安德生說道：「不錯，盧斯企業才是正主

兒，對付你只不過是因為我們曾進入盧斯人文基金總部，在田野那一戰

中，敵人侵入你們的心智，當然大概知道我們其實沒有獲得到甚麼，所以

沒有進一步對付你，否則我們不會這樣容易脫險。我相信現時為止，敵人

還料想不到亦利亞多先生跟我們…」

小伙子的話還沒有說完，機艙的另一度門打開，亦利亞多的一個助

理走進來。他的臉色非常蒼白，各人都感覺到有壞消息。這個助理彎曲了

身在亦利亞多的耳旁說了幾句話，亦利亞多的表情頓時也變得極為難看。

各人都注視著亦利亞多，等侯他發放壞消息。

亦利亞多沒有說甚麼。他打開一個普通的電視頻道，正在重複地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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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著美國政府的一項緊急通訊：

「…相信暗殺和顛覆是一項長時間和周詳的部署。現階段還不能夠

確定真正的幕後敵人，但是行動卻是通過全球最大的保安公司『保安團

隊』安排和由該公司的高層行動人員進行的。該公司的最高負責人利用近

期頻頻在首都地區發生的恐怖活動，安排了這一次在白宮的秘密會議和在

首都邊區的一次聯合武裝反恐行動。進入白宮的四名該公司人員雖然並沒

有攜帶有任可武器，但卻在會議中突然發難，用重手拳擊中安哥爾副總統

和其保鏢的心臟，並同時從保鏢身上奪得武器，隨後潛離現場，在總統辦

公室外與警衛發生激烈槍戰，費蒙總統不幸被流彈擊中，即時身亡。稍

後，國會標霍斯議長隨即根據憲法宣誓接管總統權力，並立即宣布全國進

入緊急狀態，下令九個受到攻擊的城市實行晚上十時至早上五時戒嚴，其

中包括華盛頓，紐約, 巴爾的摩，費城，波士頓，三藩市，聖地牙哥和達

拉斯。司法部隨即下令關閉『保安團隊』在全國的各個分部，並發出搜查

令，亦下令逮捕該公司的總栽亦利亞多和其他六名高層總管。」

亦利亞多跟着轉到一個歐洲英語頻道。

「今日清晨在美國白官發生的總統和副總統被行弒事件震動了整個

世界。事件發生後兩個小時，情況顯得非常混亂和不明朗。官方不停的在

所有通訊網路上作廣播，美國多個地方…」

第一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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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真理」大事年表

洪荒年代：「一部份」帶著非物質世界的知識到達物質世界，收藏到地球上去。

紀元前５６０年：「一部份」幾乎恢復所有力量。創立佛陀思想。

１９４５年：一股非物質力量攻擊「真實族」人。

２００５年： 盧斯和他的五個合夥人科學家，推出治療關節炎的方法和藥物而致富，

盧斯企業開始成形。同期，安德生和芬麗絲出生，〔前孤兒潮〕。亦利亞多親生兒子

約三歲。盧斯開始拆解「真實生命密碼」。

２００７年：美國攻擊北韓，金天滿九歲，以難民身份進入美國。

２００８年：盧斯擊敗大企業的收購，終於令盧斯企業正式上市，其集資的程度驚

人。

２００９年：盧斯開始全心研究「真實生命密碼」。

２０１０年：盧斯人道救援組織成立。

２０１２年：盧斯人文和平基金成立。格爾和絲連娜出生，進入孤兒院。是為「後孤

兒潮」。

２０１７年：金天滿十九歲，已經大學畢業，進入 MIT天文學系的研究院。同期，盧
斯已經解通部分「真實真理」，盧斯企業的科技一日千里。 安德生和芬麗絲十二歲，

進入初中。

２０２０年：金天滿二十二歲，生下私生子「小伙子」。

２０２１年：亦利亞多收養九歲的格爾，其兄長十九歲。盧斯企業收回所有上市的股

票，回復私營狀態。盧斯企業利用「真實真理」的知識，正以幾何級數的速度膨脹。

日益龐大的盧斯企業及其對第三世界的同情和援助，引起各大國的懷疑和指控，認為

具有危害世界的陰謀。盧斯企業正計劃撤離美國本土。總公司遷到中美洲的一座小島

上

２０２２年：金天滿二十四歲，以一級博士的榮譽畢業，留在 MIT任教，專門研究隕
石。安德生和芬麗絲十七歲，進入軍部大學。第三世界動亂不息，盧斯人道救援組織

積極參與救援的工作。同年，亦利亞多親生兒子二十歲。

２０２３年：金天滿二十五歲，正式結婚。盧斯企業宣布進入研究極高的生物科技。

２０２４年：「保安團隊」正式成立。計劃武裝保護人道救援組織。

２０２５年：安德生和芬麗絲大學畢業，正式參加軍隊。同年，「歸一流」事件在日

本爆發。

２０２６年：。世界爆發新一輪的宗教衝突，美國鷹派再次抬頭，地區性戰爭不停發

生及升級。金素靈出生。

２０２７年：傳出盧斯和他的合夥人有分歧。企業開始分家。

２０２８年：格爾和絲連娜十六歲，在大學認識。亦利亞多親生兒子在蘇丹中伏遇害

身亡。享年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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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９年：盧斯企業的「保安團隊」全面武裝保護參加救援行動的車隊。蘇丹爆發

政變。「保安團隊」被新領袖邀請，用合約形式介入保護其首都地區。

２０３１年：盧斯企業興建「盧斯人文和平基金」總部，並成立「心連心連動」。企

業進一步分裂。傳出「保安團隊」脫離盧斯企業。中國再爆發民主連動，政府與民眾

達成民主政治化的進程時間表。大批海外華人開始回流中國。金天滿三十三歲，答應

翌年返回中國，負責「天外之眼」的研究工作。金素靈五歲。小伙子十一歲。安德生

和芬麗絲二十六歲，己服役五年。

２０３４年：盧斯人文和平基金總部落成。企業再分裂。「保安團隊」離開盧斯企

業。金天滿在中國宣佈發現「黑色之石」。

２０３７年：金天滿三十九歲，宣佈剃度出家。安德生和芬麗絲三十二歲，己服役十

一年。

２０３９年：安德生在中美洲執行任務時發生意外，引起其退役意志。同年，被任命

偽裝退役，返回故鄉組織一支秘密的危機部隊。

２０４６年：故事開始，安德生和芬麗絲四十一歲；金天滿四十八歲；「小伙子」二

十六歲；金素靈二十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