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心智世界
這是個典雅的小花園。在温暖陽光的懷抱下，宮本次郎站在

「阿叔」的陵墓前，祝福他唯一的親人已經去到西方的極樂世界。

「阿叔」是個平凡的好人，但次郎從他那裏學到慈悲和謙恭。從「太

婆」那裏，他則要學習智慧，操控和發展自己的心靈力量。「太婆」

多次說道，如果缺乏慈悲心，任何種類的力量只會帶來災難和自我毀

滅。

「太婆」正走到次郎的後面。

「他們已經全面發動了？」次郎轉過身去發問。「太婆婆不能

令世界逃過一刼嗎？」

「無數世代之前，世尊告訴我們一條到達『那裏』的道路，感

激之餘，我們自告奮勇的留在這個世界上，幫忙淨化人心和看守世尊

的『秘藏』，可是我出發到『那裏』的時限很近了。」

次郎長大了，知道人世就有生離死別的愁苦，不過，阿叔「剛

剛」才「走」了啊！一股愁情就不知從那裏而來，充滿了整個思維，

忽然間就想到，為甚麽你們都捨我而去？跟着而來的便是一種怨訴的

「心聲」。

「太婆」早就發覺了幾股强力的心智靜靜地進入了花園，並偷

偷地侵入了他們的意識之中，但她並沒有警告次郎，她要試試次郎的

警覺能力。

天生就具有心靈力量的次郎跟着「太婆」學習已經有十多年了，

所以他也立即覺得有外來的力量在左右他的思考和感情，一動念間，

他的强大心智已困著了入侵者。

「太婆婆」知道次郎可以從容的應付偷襲，於是發動强烈和驚

悸的反擊。當次郎要請示「太婆」怎樣處理那個『俘虜』時，他感覺

「太婆」已經破開了一角空間，將那些偷襲者的心智『擲』了進去。

「我讓你們去『地獄』受一世苦罪，然後回去告訴你們的主人，

放開『善世會』，否則只會樹立强敵。你們的主人根本不知道我是

誰。」

次郎隱隱的覺得那個空間裏一時充滿了熔岩烈焰，一時是萬丈

寒冰，還有惨叫的嚎哭。那就是「太婆」來自的世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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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生的大卡車奔馳在公路上，向著他們的根據地而去。安德

生閉上了眼睛，坐在一張舒服的大椅子上面，他要好好地將整件事情

想一想。但應該從哪裏開始呢？先從遇到小伙子開始吧。不對，如果

沒有羅爾雅將軍，他的上司，吩咐他「有空」就研究一下盧斯企業和

人文基金總部的說話，小伙子的出現就不可以打動他的心再去探查基

金總部的。這亦可以解釋為甚麼小伙子偏偏會找上他。這是投其所好

的道理。不過，小伙子又怎麼會知道自己正在研察人文基金總部呢？

他的消息從何而來？心靈力量總不會厲害到可以在人海茫茫中找到自

己呢。況且研究盧斯企業和人文基金總部的人何止千萬。下一次見到

小伙子的時候要好好的問一問他。

小伙子和金素靈要找尋他們失落了的信物。他們只是猜測信物

會在基金總部裏面。強攻基金總部的那批神祕人又想要得到甚麼呢？

跟小伙子和金素靈的情况一樣，他們是不是只不過是懷疑基金總部，

隱藏了他們要的東西呢？這些猜測和懷疑是基於基金總部通常佈滿了

深不可測的心靈力量，受到長期的保護，從這點就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他們要的東西是和心靈力量有關係的。自己夾在當中，最多只不過是

個「好奇者」，知道得最少，但卻為可竟會受到致命的攻擊？兩個隊

員生死未卜。原因是甚麼呢？為甚麼沒有一點頭緒？思考這樣遲緩，

根本找不到一點關係。一定是這幾年的日子過得太好了，少動腦筋。

平平靜靜的生活，沒有爭鬥和流血，真好。其實，大家都想過著這樣

的生活吧。打來打去只會有更多人死，多數是無的，產生更大的仇恨。

大家多付出一點，少討平宜，一切就好辦。想到這裡，安德生不禁苦

笑，怎麼呢，自己真的變了很多。一點都不像一個軍人了，真是應該

去做一個真正的平民，或許跟芬麗絲組織一個家庭去吧。生下一兩個

小孩子。不過當想起芬麗絲的時候，心裏面就內疚，來自七年前發生

的那一件事。那段日子又要再湧現腦海，那是一段安德生不想多去回

憶，又捨不得忘卻的日子。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但結束得很悲哀。

安德生極不願意再想，但內心有一股力量卻緊握住他，逆着時間的洪

流，把他拉向七年前的那個時間，那些樹林，山崗，河流，部落，小

家庭，炮火．．．和綠草兒。

直升飛機裏面是隆隆的機械聲，普通的人會被吵得心煩意亂。

安德生和幾個隊員奉命在中美洲危地馬拉的熱帶雨林區執行一個普通

任務。由於芬麗絲正在參加另外一項行動，故所以沒有一塊同行。突

然之間機艙裏面閃起了紅燈，那是發現敵人砲火的警告，機長同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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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呼叫有導彈襲擊，直升機放出反導彈的激光，急劇地轉著彎，企圖

避開導彈的攻擊。一剎那之間，旁邊一架直升機已經被擊中，爆炸的

巨大震盪和熾熱的火焰衝撞著安德生的直升機，有些碎片打穿了機艙，

兩名隊員倒下，另一枚導彈隨即亦擊中引擎，直升機起火，失控地急

促向下衝。

安德生幸未受傷，他打開機艙的門，向外一望，形勢極度險惡

危急。他左手立時將旁邊一個受傷隊員抱住，住外面就跳出去，右手

繩索飛向一棵巨樹的橫枝。繩索雖然纏住橫枝，但那衝力實在太大，

安德生兩人撞向巨樹，跟著跌向地面。安德生受到重創而昏迷了過去，

四面頓成一片黑暗。

藉著那刻昏迷，安德生強行將思潮抽離那個時空，但思緒無法

完全停頓，昏昏暗暗之中，忽然發覺遠處有些光芒，噢，那是一堆柴

火。有個人影在旁邊，是老爸啊！是自己童年時代的老爸。老爸很喜

歡在夜裏生起一個火堆，然後躺臥在地上，注望著滿天繁星。好多時

更會唱起古怪的「歌」，跳起奇異的「舞」步。他說這些「歌舞」可

以呼喚到大地之神呢。但從來沒有看見到任何的神靈出現過。雖然知

道老爸是很希望自己能夠懂得這些傳統文化，但是自己卻永遠學不懂

這些古老的東西。幸好有芬麗絲，她為了不讓老爸失望和責備自己，

卻爭著去學，而且還真真的懂得去跳和唱這些神怪的「歌舞」。那是

很久以前了。

老爸曾說過很多故事，關於自己所屬的一個古老的部族，雖然

這個部族現在只剩下幾個家庭，但在古老年代時曾有過輝煌的歷史。

這個地域裏，則只剩下老爸和自己了。將來老爸回到「原來」的世界，

也就只剩下自己。如果忘記了他囑咐的說話，那麼這個曾經輝煌過的

部族就差不多完全死亡了。老爸時常在地上劃起很多的符號，叫自己

記住，那就是他們古老部族的一些文字。那些「文字」真難記憶啊，

看起來就像是各種走獸，花草樹木，昆蟲，飛鳥和魚蝦。

老爸忽然抬起了頭，向自己招手，隨即慢慢地「跳」起那些舞

步，啊！其實那不能算舞，只有很少的腳步，大部分都是手勢。老爸

口中也「唱」起了那些歌。單調的旋律，這倒像是咒語。漸漸地，一

些模糊不清的圖象在地上現出來，那是老爸曾多次教自己認的符號文

字，它們慢慢成形，而成了形的「字」都在動，爭著跳出地面，

「望」著自己，又團團的圍起來，向前移動，並且發出叫喊聲，叫喊

聲慢慢變成呼號聲，一個個影象爭著沖過來，要鑽進到頭腦之中。

安德生雙手亂揮，想擋住它們，雙足急忙向後退，但忽然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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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足，就彷彿向一個黑漆的深淵跌下去。無數的生物影像都想拉著他，

但深淵下有一種巨大吸力，強行拉他下去，那些影像慢慢遠去，消失，

安德生失去知覺。

再醒過來的時侯，頭腦劇痛，視線模糊，人影在前面轉動，也

有人聲，但不久又昏過去。又醒又昏好幾次，但終於慢慢的多清醒而

少昏迷。那是一間小屋，躺在那裏一定很久了。又好多人照顧過自己。

最常見到的是一個身栽苗條的女子。她幫忙進食，服藥，甚至洗潔。

身體一天一天的好過來，由於語言不通，沒法詳細知道發生的

事，只好慢慢學習對方的言語，臥在床上也沒有其他甚麼事可以做。

清醒後三個星期才可以下床，這個時侯己可以明白簡單的日常詞句。

學上來不算難，相信是一種印地安語系，有一點近似老爸懂得說的部

族語言。

女子叫綠草兒，因為她出生在草地上。她的父親叫晴日，是這

個小部落的「巫」醫。他們在採藥時，在一條河邊救起了奄奄一息的

自己。綠草兒估計自己撞昏了之後，就跌到斜坡上，然後滾落懸崖下

的急流，再飄流到下遊。

綠草兒面容不算漂亮，頭上沒有飾物，臉上沒有做上美容，但

膚色潔亮和健康，身栽窈窕，有另外一種成熟的女子韻味。雖然己經

過了三十歲，但選擇不去嫁人，主要的原因是想繼承父親的巫醫職位。

她臉上時常都有一種恬靜的笑蓉，關懷的神色，從容不迫的動作，令

到來看病的人感到安寧。面對着她可以將外面花花世界忘記，放下憂

慮，輕鬆而捨意。甚至忘記了芬麗絲。芬麗絲美豔動人，對自己熱情

真摯，始終如一，是對不住芬麗絲啊，為甚 會愛上了綠草兒呢？

慢慢的，一個酷似芬麗絲的身形在遠處出現，像幽靈一樣飄過

來，芬麗絲美豔的臉上盡是失望傷心，眼神冷酷。忽然芬麗絲身上發

出一股熾烈的火焰，捲過去將綠草兒包圍起來，綠草兒整個身軀立即

燃燒起來。晴日和其他族人跑過來救援，也一塊兒被火海困住。慘號

聲如鐵鎚一下下地打在頭上，一種思想趁機向身體裏面鑽，每一次都

如針剌一樣。雖然還沒有被鑽進身體裏面，但好像卻被釘住，不能動

彈。

芬麗絲看著安德生閉上了雙目在尋思，看著，看著，有一種好

溫馨的感覺。看得入神之際，一陣濃重的睡意侵入了身體裏面，好累，

打了幾個哈欠，也慢慢閉上雙目養養神。昏昏然之間，芬麗絲見到老

少安德生兩人在一堆柴火的閃爍光芒裡面，外面是無盡的漆黑，團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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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著那將熄滅的火光。和藹可親的安德生大叔講述英雄故事，教自己

跳舞唱歌，囑咐說如果跳得正確的話，那就可以得到大自然的力量，

不會怕妖魔鬼怪抓去靈魂。想到鬼怪，一陣寒意竄上心頭，不其然撲

到老人的懷抱之中，閉起了眼睛，緊握著安德生的手，才覺得安全。

漸漸老人的温暖溜走了，安德生也己經不知所踪。

睜開眼睛，原來靠在冰冷的大石旁。安德生生死未卜。不，不

要自我安慰，他是兇多吉少了，他從來不離身的繩索也失落在山林裹

面，隊友的屍骸遍地。他是不顧自己而死去了。救援隊伍己找尋多天，

不能不回去。不過我要留下來，沒有人陪伴，他會寂寞的。大叔說過，

沒有親人守侯的靈魂，會無盡期地流浪飄浮，妖魔惡鬼就會搶走它。

四面的黑漆裏面，就有着無數的惡鬼，伺機而動，那些藍汪汪的鬼眼，

發射出針一樣的射線，彎彎的飛過來，打擊在自己隱身的亂石堆上，

發出妖異的聲響和光芒。對了，只要跳那些舞，可以得到大自然的力

量，可以趕走鬼怪，可以保護他的靈魂。四面依然都是黑暗一片，還

是勇敢地站了出來，為的是安德生的靈魂，一定要記得那些舞步和手

勢，趕走惡魔。一步一步的跳起來了，啍起久己未唱過的平板音律，

漸漸忘記了害怕，各種身體的動作都回到記億之中，身體四週漸漸圍

起了一層層朦朧的光芒，迫向本來無盡的黑暗，啊！終於衝破了黑暗，

再一次看見那個翠緣的山谷。

己經失蹤了兩個多月，絕望之際，指揮官卻說收到了當地友軍

的情報，獲悉安德生被一個四處遷徙的神秘部落所拘留，友軍己經派

出特擊拯救隊。不過指揮官認為事態有些可疑，因為這次那些友軍太

積極了，行動得太快，而且沒有跟美軍商議，跟平常大不一樣，所以

己派出另一隊特擊隊跟上去，亦安排自己立即飛到當地「支援」。

就是那一個翠緣的山谷，不過當趕到去的時侯，山谷依然翠緣，

卻淹上了好多鮮血，近百個的屍體，散佈在四處，大部分是男女老幼

的部落民眾。是被屠殺的。一陣陣的戰慄充滿了整個人，從來沒有這

樣害怕過，竟在暑熱的天氣發起抖來，害怕些甚麽，害怕看見他躺在

血泊之中。

美軍特擊隊趕到時，較早出發的友軍，己經開始攻擊這個部落。

看來並非像是救拯的行動，指揮官想聯聯友軍，但得不到回應，反而

受到攻擊，於是在得到總部指令下還擊，幸好如此，否則安德生亦支

撐不住，而一塊受到屠殺。

自已的一隊人到達後，加入戰鬥，才可以佔到上風，驅逐了那

些「友軍」。最後發現了安德生，他守著一個山洞，保護著僅餘的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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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族小孩子，他走出洞口的時候，緊緊抱着一個奄奄一息的女子，

他那種絕望的眼神，表露出男女情人的生離死別，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剎時好像有一把利刀剌進心窩，好痛，但卻不能昏死過去，全身好像

在一個冰窟裏面，眼淚於是就湧出來，原來傷心是這樣的。

視線模糊起來，四面的真實景物開始消失，孤單單的不知到了

那裏，真羨慕那個女子，雖然垂死，但有安德生緊靠在身邊，那是幸

福的。漸漸一股陰暗的思想從四面湧過來，看到憎恨，報復，詛咒，

殺戮。

雲生的傷口流了不少的血，做手術的麻醉藥効早就過了，他服

食了止痛藥和鎮靜劑，便躺在床墊上休息。雙眼望著車頂上的燈光，

隨著卡車震動而搖曳著，好似化成了會變形的光影。素靈將偽裝工程

車歸還了之後，一塊看過車上的錄影紀錄，便也匆匆離開了，臨走時

卻留下一串唸珠給他。那些光影令人頭昏，但為甚麽閉上了眼睛也可

以看見燈光，而且越來越猛烈，比白晝還光亮。一個模糊的影子漸漸

出現，那是死去的最好朋友阿力，因為用自己製造的一件新武器而死

的，四面是光亮的，但阿力的身子卻是灰朦朦的，看不見他的臉，但

感覺到他死亡時的痛苦和呼號，叫著自己的名字，每一聲都像針般刺

入自己身體，自己的血也隨著流出來，四面變成暗紅色，身體的精力

飛快地流失，腦裹面的各種紀憶，像快速搜畫般被任意地挖掘出來，

驚駭過度，大聲地呼叫起來，卻叫出了素靈的名字，雙手用力緊握，

一串唸珠破開，發出七色的光芒，阿力不見了，叫號聲也停止了，四

週恢復了色彩，但依然是虛虛幻幻的，但慢慢感到有些真實的景物，

一個窈窕的身影由遠而近，看見是素靈，身上只掛了一縷輕紗，若隱

若現，輕輕的媚叫聲，一陣陣的傳過來，可以釣住魂魄，奪走思想的

能力，軀體不時作出的誘惑扭動，燃起原始的慾焰，焚燒着體內的每

個細胞，雲生抵抗不了，整個人撲了過去，要緊抱那個胴體，解決那

種自然的需要，但卻發覺竟抱了個空，素靈就在呼吸之間，卻是抓不

住，素靈的嬌笑聲響個不停，戲笑他的無能，她張開雙手，迎上去，

但雲生只能穿過那個誘人的身軀，卻沒有一絲觸摸的感覺，沒有獲得

一絲的滿足，那種得不到的惱火，迫得雲生團團的亂轉，不能停下片

刻。焚心的慾火燒得更盛，素靈忽然揮手指向另外一邊，雲生望過去，

見到自巳的身驅竟在那裏燃燒著，雖然沒有一絲的損毀，但頓時卻感

受到更深的煎熬和痛苦。

亦利亞多的車隊正跟在安德生的大卡車後面，車程不到一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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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自能源車站起，他的部隊就派了人一直跟蹤著安德生。但由於安

德生蓄意迴避可能的追查和跟踪，所以也有一段時間失去了安德生的

踪影，所以並未能夠在最快的時間內追趕到安德生。當知道了安德生

的確實方位時，亦利亞多立刻便乘專機到達附近的機場，格爾所安排

的車隊早就等候著。

亦利亞多正享受着一杯熱茶和愛爾蘭音樂，他手裏把弄著一串

細少而精緻的唸珠，這已經是幾十年的習慣了。他在北韓戰役時，救

了一個小孩子，小孩子送了這個給他。

格爾忽然用通話機報告安德生的車駛離了高速公路，進入了一

條連接農村城鎮的次級公路。格爾認為車隊會很容易被發覺。為了避

免不必要的誤會，應該直接知會安德生。亦利亞多同意，因為大家並

非處於敵對位置，可以坦率對話和討論。一會兒，格爾用詫異的語氣

報告，安德生的所有通訊頻道忽然消失得無影無踪，而卡車則進入更

窄狹和荒僻的道路。跟踪工作己是完全依靠企業的人造衛星。再過一

會，格爾的聲線有點不安。人造衛星失去了安德生的影踪。在光天化

日下，一望無際的農地上失去了一架四十呎的大卡車的踪跡。亦利亞

多覺得事非尋常，他關掉音樂，下達戒備的指令，吩咐在前面負責追

著安德生的部員，小心翼翼地開車駛入安德生走去的小路探察，並打

開通話視頻，車隊則駛了公路休息站戒備。格爾從車的前艙進入亦利

亞多的艙室，站到養父的旁邊，一塊兒密切注視螢光屏的資訊。

「報告：己經進入Ｒ３４Ａ，兩邊是粟米農田，路面有大卡車

駛過的痕跡，是車速不均勻留下的。」

「報告：一哩的地方，依然有卡車駛過的痕跡，卡車的控制出

現問題，幾次擦過旁邊的粟米田。」

格爾按下控制屏上的幾個按紐，另外一個螢光屏亮起，同步顯

示人造衛星對該區的高空監察。格爾輸入了安德生的那架大卡車的確

認編碼，人造衛星進行幾種模式的搜索，但只能搜出卡車失踪前的座

標。格爾向義父苦笑一下，將負責追踪安德生的那部車的編碼輸入，

衛星立刻檢察到那部車的位置，並自動將一組追踪器對準目標，進行

全面監察。非常明顯，衛星監察系統操作正常，問題是出在安德生那

一邊。在如此空曠的地勢和大白天之下，極難相信有任何反慧星偵察

系統可以有効地操作。

「報告：兩哩的地方，依然有大卡車的痕跡，一哩外便是大卡

車失踪的地方。」

「報告：接近出事現場，奇怪，地型忽然變更了，粟米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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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公路不見了，前面出現樹林，後面的路也消失了．．．」

報告到這裏結束，通訊終斷。衛星再也搜索不到追踪車的位置，

情形跟安德生那部大卡車一樣。

「開動地型檢索程式，目標：１４１區，復核１４１區氣象數

據。」格爾對電腦發出口頭指令。

「地型檢索程式報告：地型圖像掃描符合地型資料庫。注意：

圖像穩定度六級五，偏低。氣象數據正常。」

「注意：最後收到２１０５Ｔ自動緊急救援訊號，座標１４１

區５Ｂ，訊号傳遞時段２．５秒，訊息於１７：３４：３７中斷。」

亦利亞多站起來，深深的呼吸一口氣，然後發出指令：「開動

Ｂ類能源，發動心智探測器和防衛屏。」他收起了唸珠，拍了一下格

爾的肩膀，說道「我們去吧，他們等候着我們的救援。我是不應該叫

他們單獨去的！」

格爾既驚且喜，終於可以親眼見識心智力量，但我們真的可以

抵抗它嗎？心智防衛屏需時發動，而且消耗大量的能量，可以支持多

久？老爹從那裏得到它們呢？從來沒有聽說過它們曾經被試驗過，根

本也無法可以試驗呢。企業裏面根本無人懂得這種像「傳說」一般的

神祕力量。為甚麽老爹這樣相信「心智防衛屏」的能力？「老人家」

的胆量是越來越大了。他的表情並不輕鬆，還有點沉重和悲傷。心智

力量是真實生命密碼的核心部分，盧斯叔叔己經成功解開所有密碼而

獲得至高無上的心智力量嗎？是擁有心智力量的盧斯叔叔在對付我們

嗎？他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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