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基金總部之戰
安德生一行人乘坐地下鐵路回到大卡車停泊的地點，休息一會，

然後開動車子到約定的地方。這一晚剛巧是「黑色之石」最接近太陽

系的日子。小伙子選擇這天是純屬巧合，還是有其深層的意義。安德

生和芬麗絲有這種想法，但無法想到究竟會有什麼樣的連帶關係。或

者這裏面根本就沒有關係。他們只不過覺得小伙子可能和天滿法師的

女兒有關係，而天滿法師是發現「黑色之石」的科學家。這裏面好像

有一條細絲線將事件連接起來，不過這種聯繫似乎很是脆弱。

安德生等人於子夜前到達基金總部附近的一個能源站。一輪偽

裝為電力公司工程車的小車從大卡車裏面駛下來。小伙子和他的一個

名叫素靈的同伴已經在那裏等候著。

人類的機動化技術，尤其是交通方面，在這一百年裏面，並沒

有全新的更換過。內燃機發明之後，就一直被沿用著。當然，其中的

設計已經和最初的原形，有著天淵之別的進步，但基本上它們依然是

一個內燃機，需要一種化學能源去推動。石油產品曾經一度是人類交

通運輸機動化的極重要能源。而為了爭奪石油能源的控制，人類因而

掀起許多次的地區性戰爭。時至今日，大部分學者都深深相信，美國

在二十一世紀初在中東地區發起的所謂反恐怖主義戰爭，其實和爭奪

石油能源的控制權脫不了關係。

踏入二十世紀末，汽車生產廠商才開始積極研究其他技術類型

的汽車。二十一世紀初，曰本廠商開始生產電油和電池兩棲汽車，由

於當時石油價格高企，其銷售情况非常熱烈。同期，日本和美國廠商

積極研究氫燃電池汽車，但其原型產品到了一十年代中期才面世，當

時，盧斯企業的幾項重要生物科技重創了氫燃電池在汽車業的發展。

盧斯企業用生物科技起家，一早就以能源產品作為其第二線的重要發

展。盧斯企業的科學家首先改良了甘蔗的物種，增加其生長的速度，

免疫能力，合糖量，需水量和種植的範圍。巴西政府首先和盧斯企業

合作，種植這種新品種的甘蔗。不久，盧斯企業推出「濃化加速缺氧

酵素」，可以快速將蔗糖變成乙醇酒精。乙醇酒精汽車很早便在巴西

使用，盧斯企業令到工業用的乙醇酒精可以大量和快速生產，其價格

下跌到比電油平宜得多，加上政府的推動，巴西的酒精推動汽車於是

佔據了差不多整個汽車市場，不單大大降低了對石油的需求，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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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巴西各個城市日益嚴重的空氣污染。其他南美和中美洲的國家也陸

續跟進，巴西因出口酒精燃料而首先致富，盧斯企業的南美洲總部便

設在巴西首都的近郊。其後，盧斯企業更和另外一間巨人公司共同發

展了二氧化碳的壓縮收集回收系統，汽車行走時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氣

體可以被部分儲存起來，在加「油」站時交回能源中心回收，這樣就

大大降低由二氧化碳帶來的溫室效應。不久，盧斯企業的分子遺傳學

家更成功將生產庶糖的基因植入多種植物中，令到庶糖的生產更為普

遍和穩定。於是，酒精推動汽車開始在美國本土和歐亞流行，佔據市

場，結果嚴重打擊了其他類別汽車的研究。時至今日，能源站主要貯

存的是酒精，並不是電油。

安德生部隊在離開大卡車之前，已經偷入基金總部範圍的地區

電腦系統中，製造一少部分地方停電，自動報警系統於是向電力公司

發出修理要求，但這個電腦訊息同時間被安德生的人員在網路上堵著。

他們再偷入電力公司的電腦系統，製造假的維修指令和資料，再傳回

到基金總部的電腦系統。所以他們進入基金總部的身分將差不多是完

全合法的，可以算得是無懈可擊。能夠這樣作業，得拜託這個電腦時

代的機制和安德生部隊的後援力量和資料基庫。當然進入基金總部大

樓的人數不能太多，否則就會讓人懷疑。計劃之中由小伙子、安德生、

芬麗絲和安遜進入基金總部。

他們要經過幾個細少社區才可以去到基金總部廣場。沿途見到

了很多青少年在街道和路邊夜店間留連遊蘯。這一陣子社會都很担心

和關注一種怪異潮流，就是城市中年青人失去了在日間活動的意慾，

在夜晚才躍動起來。社會稱之為「殭屍一族」。

盧斯人文和平基金總部廣場的原址本來是個高罪案率的貧民區，

基金用了一個平宜的價錢將整個區域買下來。基金答應在重新發展後，

原居民和商户可以選擇搬回原居地，只需付出舊區時期的價格，亦有

低息借貸幫助原居民。基金在廣場外圍建立了多個「心連心」社區，

除了投入資金外，更强調「心連心運動」的「工作自助，義務助人」

宗旨，往日的破落舊區變成了遊人常到的區分。最近，為了對抗「殭

屍一族」的活動，「心連心」社區政府首先實行了夜間對二十歲以下

青少年宵禁，所有商號餐堂亦同意在十一時之前停業。現在安德生等

人離開了「鬧市」，駛過「心連心」社區平靜的街道，盧斯人文和平

基金總部廣場就在不遠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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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雖然許多社區和城市開始對抗「殭屍風暴」，但「病」火已經燒開去
了。一百一十年後，兩種在每日不同時段生活的人類實在不能相容，世界爆發新
一輪的大戰亂，結果「黑夜派」戰勝，立例禁止所有日間活動，從此太陽之下的
地球變成死寂的大地，只有少數反抗分子在光明下繼續尋找病變的源頭，這已是
另外的故事了。

芬麗絲是電腦資科庫的專才，安遜則是破壞保安系統的能手，

他們的合作可以擊破最新一代的電腦化保安和武器系統。所以除了安

德生和小伙子外，他們是不可缺乏的人手，有需要一塊兒進入基金總

部，以便適時地破開有高度保安的武器或檔案系統和獵取有關的資料。

安德生和安遜是都是擅長戰鬥的成員。但安德生想，我們應該

不會有戰鬥的，盧斯企業雖然神祕和龐大，但從來沒有殺傷侵入其各

個機構的各國特務，所以這次任務應該不會有生死的危險。依據這項

資料，安德生決定將另外一個負責武器的專家留在車上，準備作為危

機性的接應。還有兩個隊員在大卡車上的控制室做監控工作。中央情

報局早就在基金總部四周，甚至其內部裝上無數監察器，安德生的其

他兩個隊員正利用這些監察器去配合潛入基金總部的工作。

幾分鐘之後，他們便來到基金總部外圍的停車場大閘口。安德

生知道那裏應該有兩個到四個的保安人員，但當到達關卡時，卻靜悄

悄的空無一人。這有些不尋常啊！安德生對自動查詢系統顯示身分，

電腦確認後，關卡升起，工程車慢慢駛向基金總部的大門。這時候，

安德生注意到小伙子的神情顯得有些緊張。

「小伙子是否正在運用心靈力量呢？」

他們終於到達基金總部的圓型大樓的正門。安德生等人下了偽

裝的工程車，走上有大約五十級的臺階，然後來到大門口。預算裏面

的保安人員應該從攝錄機中看見他們，並會作例行性的查詢。但再一

次靜悄悄地毫無動靜。這種異常的情况令安德生開始加深警戒。他同

時再一次看到小伙子的緊張神情，這種神情在小伙子的臉上極不相稱。

一個有強大心靈力量的人通常都顯得淡定和自然的。

「是否有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呢？」

安遜走前一步，啟動大門口的自動接待系統，將維修工程的工

作密碼輸入電腦，大門的鎖「得」的一聲打開了。那是一道龐大的門，

又高又寬，表面呈現美麗的木紋，但整度門卻是由金屬所鑄造的。安

遜正準備按下另外一個按紐去將大門打開，但是，小伙子卻沉聲說道：

「先讓我檢視一下！」

安遜向後面的安德生望去，安德生點一下頭，小伙子慢步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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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門前，然後有十幾秒鐘，包括他的衣衫在內，他整個的人像凍結了

一樣，跟著，開門的按紐「自動」地被按下，基金總部的大門終於緩

緩開啓。

小伙子介紹他帶來的伙伴時，叫她做素靈。雖然他沒有明確介

紹她的性別，但「素靈」是一個女性的名字。而從她的身材和體態，

更可以知道她是一個少女。不過由於素靈的臉部做了非常高明的化妝，

沒有可能知道她真實的臉容。

小伙子是個聰明、小心和謹慎的人，對於素靈的偽妝，他介紹

的時候就已經說出來。他也知道，無論多高明的化妝，不一定可以瞞

得過安德生，除非是配合上心靈的偽裝力量，可是對自己的合作夥伴

動用到心靈力量，顯然是個不敬和愚蠢的行為。小伙子強調素靈除了

有比他還要高強的心靈力量外，她的駕駛技術是非常高超的，基本上

她懂得駕駛任何的交通工具，包括太空船在內。

對於小伙子的陳述，素靈一直都沒有答腔。她臉上自始至終露

出一種非常溫柔的笑容，這種笑容很怡人，而且好像不停的向著眾人

打著招呼，雖然她並沒有真正的開口說過話。

最後小伙子說素靈可以負責駕駛工程車。讓原定負責駕駛工程

車的雲生可以專心整理車上的武器系統。安德生同意，雖然站在他旁

邊的芬麗絲的肩頭動了一動，發出一種身體語言，叫他稍作考慮，不

過顯然慢了一點，安德生已經答應。芬麗絲於是沒有再提出異議，因

為她從來都信任安德生的判斷。

安德生一眾四個人進入基金總部大廈之後，車上面便只有素靈

和雲生兩個人。雲生是這次行動中最年輕的一個成員。安德生比他要

大上整整的十年。雲生的個子比較矮小，有個孩子般的臉容。他最初

服役時，已經是安德生的部下。安德生很喜歡這個年青人，一向當他

是弟弟看待。後來安德生被調升特種部隊隊長，他要求一同帶走雲生，

當然雲生必需通過基本的考核。雲生的體能比其他特種部隊的成員比

較差，不過他有另外的一種長處，就是他精巧的雙手和一個古怪的腦

袋。他有製造小巧武器的天才和用之不竭的古怪主意。不過有一次，

他最好的朋友用他的一種新武器時竟然失靈而被敵人殺死，於是在自

責之餘，他更懷疑自己的能力。在最頹喪的時候，他提出退役的要求。

這個時期，安德生也同樣為退役的事情被困擾，不過他很快得到軍部

新的任命，用退役為掩飾，回到阿里桑那州的故鄉秘密訓練一支危機

部隊。於是安德生帶同雲生和近十個最要好的戰友一塊離開正式的軍

隊，開始一種新的生活。最初的兩三年，雲生依然是垂頭喪氣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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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生和芬麗絲悉心照料和不停的鼓勵下，加上長時間的洗禮，雲

生便也重新對設計武器恢復了興趣，在危機部隊裏面也自然地負責管

理武器系統。

素靈坐在駕駛座上，而雲生則坐在後面，他的前面有一塊電腦

螢光屏，分區的顯示著幾種特種掃描器的訊息，監視著工程車四周的

環境。這一次是雲生七年來第一次來到大都會，又見到新的面孔，而

且是一塊美麗的臉容，所以顯得很興奮。他問了素靈很多的問題，又

說起自己的事情，他覺得素靈的人和藹可親，可以答他的話就很快的

回答，而不想說的時侯也一定露出真誠的歉意，坦白地說她不能回答

這個問題。

他們有說有笑之際，突然之間，素靈切斷雲生的話題。

「你的監察器有沒有不尋常的現象？」

素靈的話還沒有說完，她便己經開動工程車，飛一般地向前衝

出去。「坐穩，我們被襲擊啊！」

不到幾秒鐘的時間裏，工程車已經開動到全速。雲生的身體被

拋得緊緊地壓在座位上。這時侯，車的後面才爆出轟然巨響，工程車

原來停泊的地方湧現起一團藍汪汪的火球，雲生可以感到一陣熾熱的

氣流鑽到車的裏面。這時雲生才可以回過氣來說：

「所有的監察器都突然失靈了！」

工程車繼續的飛馳，僅僅可以避開接二連三轟來的的攻擊，工

程車的四週彷彿都是藍汪汪的火球。

「這是來自什麼樣的地獄的武器？」

「雲生，『黑色之石』已經靠近太陽系，所有類別的心靈力量

都會受到影響而削弱，我再無能力用心靈力量去對抗如此高的能量武

器，但我感覺和看到建築物內有保護力牆，而且非常強大，那裏是我

們唯一可以逃生的地方。況且我們還要去接應他們。我會用心靈力量

打開一個缺口進去，然後你發出你可以動用的武器，盡量設法阻截緊

隨後面的攻擊。」

工程車剎然回轉頭，用不可思議的高速度向著基金總部的大門

口衝過去。然後飛跳上去大門前的台階樓級，跟著撞向那度本來己經

自動關上了的大門。雲生也用他的雙手飛快地在標板上按下幾個按紐。

看著那一道龐大的金屬門，雲生根本不能想像會發生什麼樣巨

大的撞擊力。但在千鈞一髮的時候，那道大門被素靈的心靈力量打開，

而工程車則即時衝進去了。在同一時間，工程車亦向後發出幾個激光

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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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生一行四個人進入基金總部的大堂。這座大堂是世界上著

名的室內建築。就像整座基金總部的建築外形一樣，這座大堂也是一

個心形，心的尖角處便是大門口。

整個大堂由花崗石鋪成。盧斯企業以醫藥方面的生物科技起家，

所以地面上刻上了整個人類的基因庫，就連沒有作用的基序都沒有遺

缺。在花崗石上面刻上如此複雜的資料和圖案，顯然是一項創舉的

「科學藝術」。但是地面的石刻比起大堂四周牆壁和天頂的石板圖，

無疑就顯得膚淺了。大堂的四面牆壁和天頂由無數來自不同國家的宗

教藝術家雕刻和繪上所有宗教的起源歷史和他們的重要經文的原版文

字。盧斯本人規劃這麼樣的設計是有其深一層的社會和政治意義。

踏入二千年之後，人類的科學雖然突飛猛進，但精神文明卻日

走下坡。有宗教色彩的衝突不時引起地區性的戰爭，而美國則由於其

政府支持猶太人的以色列國，引發恐怖義式的襲擊。其後美國更借消

滅恐怖主義為藉口，對數個敵對的國家進行戰爭。盧斯人文和平基金

以推行和平共存為首要宗旨和任務，故此招聘各國一流的藝術家完成

這幅世紀性的宗教壁畫。希望各個宗教可以和平共存

為了可以長期保存這些壁畫，這座龐大的廳堂每一日都要限額

參觀，而且不准許任何的攝影。安德生四個人站在這座廳堂內，望著

這項驕人的建築藝術，都不禁佩服盧斯本人的龐大氣魄。但是，有氣

魄的人是不是沒有野心呢？

每一日無數的參觀者都只能走馬看花般經過這個藝術殿堂，沒

有什麼人可以真正細心欣賞這些藝術珍品。現在，整座大堂空無一人，

靜悄悄的，但安德生等人有任務在身，也沒有這個餘暇去細看。本來

這裏應該有兩三個夜間的保安人員在守護著大門區域，但都不知道去

了那處。各人都感到事不尋常而提高了警覺。小伙子打了一個手勢，

慢慢地向著大堂後面的電梯和升降機組走去。建築物的電力系統位於

大堂最低層的地庫，只有運輸升降機可以到達這個地庫。小伙子認為

這個地庫有通道往返基金總部的祕密地段。

眾人進入其中一部的運輸用的電動升降機，小伙子跟著伸手去

按掣紐，他的手指停在最低層地庫的按紐上，但並沒有一下子就按下

去，其實這個猶疑非常之短，安德生和眾人注意到這個小動作，純粹

是因為氣氛太過緊張的緣故。小伙子跟著用了一種古怪的方式按下這

掣紐，升降機門便隋隋關上。

「一定要用這樣的手勢按掣嗎？」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這樣想。

升降機移動得非常穩定，簡直一點都感覺不到震動。只有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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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告訴他們升降機正在向下層移動。一刻，升降機的門打開，但卻是

另外一面的門，這種設計非常普通。眾人向門外望去，臉上都露出懷

疑的神色，非常奇怪，依然是原來的地方。升降機其實沒有動過嗎？

但是如果沒有移動過，門的方位就不對了，這是不容易解釋的，况且

顯示器確實指出己經到達地庫。

「這就是心靈力量！」安德生徐徐的說，他曾兩次偷入基金總

部的其他地段，有過類似但不同的奇異遭遇。

「這不太可能的，『黑色之石』已經進入太陽系外圍軌跡。所

有心靈力量都會被壓抑減低！」小伙子答道。

壓抑減低，但並不等於完全無法施為嗎？

「『黑色之石』，就是金天滿所發現的『黑色之石』？」芬麗

絲接著叫出來。

「這是包括你自己的心靈力量？」安德生猶疑地問。小伙子之

前表示他們的心靈力量可以保護大家。

小伙子臉露歉意地點了一下頭。

「我們要不要進去？」安遜提醒各人做一個決定。

「或許我們可以再回到大堂再試一次！」芬麗絲提出一個建議。

小伙子好像不大敢於走出去，或許只有擁有心靈力量的人更加

知道(懼帕？)心靈力量的威力和對心智的嚴重傷害。安德生也覺得這個

主意不錯。小伙子於是按下大堂的按紐，門立即關上，一刻，升降機

的門重新打開，這次是他們原來進入升降機的那道門。小伙子吸了一

口氣，正準備再按地庫的按紐，就在這個時候，地面震動了一下，外

面隱隱傳來一聲沉悶的爆炸性。安德生和眾人的對講機剎時間發出

「絲絲」的噪音。微波通信顯然受到破壞，一下接著一下的震動和爆

破聲隨之而來，安德生己飛快地竄出升降機，直奔大堂而去。芬麗絲

和安遜也迅速的跟上出。安德生剛跑進入大堂時，大堂的內門已經被

撞開，他們偽裝的工程車已經直撞進來。

素靈用全速將基金總部大門的第二層門撞破，一進入大堂，她

就見到安德生他們正飛跑過來，雖然她己經將駕駛盤扭轉，並急速地

將工程車煞停，但是打轉的工程車依然險些把安德生撞倒。

不等工程車完全停頓，素靈和雲生己飛快地跳出了車。

「我們受到攻擊，是地獄般的攻擊！」雲生一面非常大聲地叫

喊著，一面將車內的武器拋向安德生他們。然後自己翻出一個遙控鍵

盤，雙手迅速地操作著。這似乎是車子的控制器。

在以後日子，素靈曾認真地解釋過這一次的死裡逃生。素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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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夠撞入大堂裏面，絕不是僥倖的事情，裏面有各種因素的配合。

素靈的心靈力量非常強，但是『黑色之石』接近太陽系的時候，她的

心靈力量便受到削弱。當感到有敵人接近和發出攻擊的時候，素靈已

經處於被動的位置。但是當左閃右避的時候，她發覺了絕大部份的攻

擊是針對整座的基金總部建築物的。但非常

奇怪，這些高能量的武器並不能夠即時擊破基金總部。這些火球般的

武器沒有蹤跡可尋，一下子就爆開來，但整座基金總部卻像在一個龐

大力牆的保護之下，一點都沒有受到破壞。這個力牆非常古怪，素靈

的觀察是，通常的情況下這個力牆似乎並不存在，但當有毀滅性的攻

擊到達的時候，力牆就自然形成。

素靈用逐漸消失的心靈力量躲避攻擊，知道己經到了千鈞一髮

的時候，只有冒險衝入基金總部裏面，才有一線生機。她有一項大胆

的假設，就是基金總部的力牆只對抗大殺傷力的武器，而對於一般的

撞擊並不會作出反應。於是素靈用她僅有的力量將基金總部的第一道

大門打開，但對於裏面另外一層由不易碎合成玻璃所建做的門，她已

經是無能為力了。幸好這部工程車是特別設計的，加上強大的衝力，

才可以撞破第二層的門。

「我還發覺到，這個力牆的運作是有一定的規律。當只有一個

攻擊的時候，它的保護力是最大的。但當同一時間有兩項攻擊時，他

就會分開力量去截擊個別的攻擊。所以如果有著無數的攻擊在同一時

間到達這個建築物時，就有機會擊破這個力盾的保護牆，我看外面的

攻擊者正在使用這個策略」

這時候外面的爆破震動聲已經由頻密和不規則而轉為集中，由

於大門已經被打開和撞毀，可以見到外面的攻擊情況，一個個藍汪汪

顏色的火球接二連三的爆破開來，變成古怪的火舌，尖銳地想鑽破有

彈性的保護力牆。兩種力量在對抗消耗時，發出古怪的尖哨聲，每個

人的臉色都變得蒼白。尤其是安遜，他注視著外面，口中喃喃自語

「終於造出來了，怎可能呢？」不過，沒有人留意到他的自言自語。

「前面已經無路可走了，我們退入地庫吧！」

安德生在這個時候發揮他的領導才能。前面既然闖不過去，就

只有向後退。地庫既然可能是基金總部的腹地，就一定有更加精密的

保護，那裏雖然可能是另一塊險地，但總比坐以待斃的好。而內心之

中安德生偏向於相信盧斯不會隨便傷害人命。

安德生及眾人於是立即飛奔往大堂後面的運輸升降機，雲生快

手快腳地按下地庫的按鈕，芬麗絲驚叫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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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雲生望著眾人。他可不知道小伙子曾經用一種古

怪的手法去按這個掣紐的。其實芬麗絲也不知道這種手法是否確實重

要。升降機的門瞬時關閉，但外面的震動聲卻沒有減弱，大家都知道

攻擊者己經集中火力去攻擊基金總部的大門入口處，相信擊破力盾保

護牆只是分秒之間的事情。升降機終於停頓，電梯的一度門緩緩打開，

一種暗紅色的閃光隨即從外面照進來。當門打開的殺那，安德生和曾

經進入升降機的眾人便因發覺那不是先前打開的那一

度門，而一塊驚叫起來。他們隨即回轉過身，只見外面是一條長長的

走廊，裏面閃爍著暗紅色的燈光。一種機械式的警報語言隨之響起。

「自動毀滅系統已經啓動，現在作五分鐘的倒數，所有人員立

即撤離！」

這時安德生已無暇再思考這裏面所發生的一切，他已經一馬當

先衝出升降機，向著通道的另一端飛奔而去，眾人也不及思索，一塊

跟著安德生拚命向前奔跑。

「隔離門一號開始關閉．．．隔離門二號開始關閉．．．」

電腦一方面倒數，一方面報告將執行的指令，一道道的隔離門

從他們跑過的地方降下來，大約有五十呎左右的距離就會有一度門。

眾人只有向前，而絕沒有機會向後掉頭跑。眾人跑了大約五六百公尺

左右，都不禁氣喘起來，也不知道有多長的路要跑過。而就在這個時

候電腦通道的閃燈停止了閃動。

「已經到達安全地帶，輸送系統在前面一百公尺處」

這時候眾人才可以停下來透一口氣，用較緩慢的步伐繼續向前

走。果然不遠之處的通道上緩緩降下一度小型升降機，眾人得擠進去，

升降機的門隨之關閉，慢慢地向上移動。一會後升降機停下來，同時

候它的頂蓋慢慢打開，眾人抬頭可以見到漆黑的夜空。眾人正準傋爬

出去時，升降機的底部突然向上提升，將眾人傳送到地面上。

「請立即離開載運系統，本載運單位將於一分鐘後自動回

收。」

眾人隨即踏出這部升降機，升降機也就縮回到地下裏面。眾人發

覺處身於一個墳地之中。升降機的出口自然是用一個墳墓作偽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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