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諺
語又稱俗語或俚語。它是歷代祖

先從生活體中塑造出來的智慧語

言。換句話說是祖先的經驗智慧、名族

民情與思想信仰的縮影，任何人在成長

過程中都會從長輩的談話聽到言簡意

駭的俚語。

所謂的台灣諺語，是指源自廈門、

泉州與漳州的「福佬話」語系中的諺

語。今天所談的「台灣諺語」泰半是筆

者在南投縣竹山鎮社寮的成長過程中

及社會生活中所收集的諺語，其內容異

常廣泛，包括天文地理、神佛、命運、

國家、人倫、道德、身體、人物、衣食

住行及器用，職業、學事、語言、禽、

獸、蟲、魚介、草木、金石⋯⋯等。

台灣諺語當中有這麼一則：「食

果子，拜樹頭；食米飯，敬鋤頭」。這

一則諺語皆在提醒人們，凡事要飲水思

源。其他相關的許多台灣諺語不勝枚

舉，筆者謹在此列舉簡易的台灣諺語，

給為參考。

談台灣諺語
莊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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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枝草一點露。

2.暗頭仔吃西瓜，半冥仔反症。

3.乞丐趕廟公。

4.土虱好吃，沒死人頭那麼多。

5.人情留一線，日後好相看。

6.歪嘴機吃好米。

7.有錢講話會大聲，沒錢講話沒人聽。

8.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樹頭顧乎在，不驚樹尾做風颱。

10.細漢偷採匏，大漢偷牽牛。

11.好種無傳，歹種不斷。

12.借錢起厝壓死本，借錢娶某望子孫。

13.日頭赤炎炎，隨人顧生命。

14.長工望下雨，乞丐望普渡。

15.好田不如好子弟。

16.嫁雞隨飛，嫁狗隨狗走。

17.殺頭生意有人做，虧本生意就是無。

18.打虎捉賊親兄弟。

19.未食五日節粽，破棉襖不願放。

20.吃人一斤還人十六兩。

21.吃魚吃肉 ，也要菜格。

22.做粿要會甜，娶某要會生。

23.俗麵無好貨。

24.有樣看樣，沒樣自己想。

25.打狗看主人。

26.好酒沈甕底。

27.仙人打鼓有時錯，腳步踏錯誰人無。

28.燒窯著吃缺。

29.人若衰，種匏仔生菜瓜。

30.大甲溪放草魚，隨在伊去。

31.會算不會除，拿米換蕃薯。

32.查某囝仔菜子命。

33.不會駛船，嫌溪灣。

34.放屁安狗心，換籃仔假燒金。

35.狗吠火車。

36.死鴨硬嘴碑。

37.六月芥菜，無心假有心。

38.驚某大丈夫，打某豬狗牛。

39.一晃過三冬，三冬一世人。

40.有吃有走氣，有燒香有保庇。

41.娶一個媳婦，了一個後生（兒子）。

42.霞掰沒落魄的久。

43.頂司管下司，鋤頭管 箕。

44.垃圾吃，垃圾肥；清潔吃，凸眼雷。

45.吃水果拜樹頭，吃井水拜井頭。

46.天頂天公，地下母舅公。

47.一兼二顧，摸蛤仔兼洗褲。

48.一個某，恰好三個天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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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死貓吊樹頭，死狗放水流。

50.惡馬惡人騎，胭脂馬碰到關老爺。

51.三八查某假賢慧。

52.井仔底水蛙。

53.吃飯吃到流汗，做工作做到畏寒。

54.西瓜偎大伻。

55.草地親家，吃飽就走。

56.吃米不知米價。

57.一隻牛 幾層皮。

58.有功無賞，打破要賠。

59.吃，吃阿爸，賺，賺私起。

60.燒胎駛死牛。

61.飼老鼠，咬布袋。

62.青冥吃土豆，粒粒好。

63.囝仔卡倉三斗火。

以上列舉的這些「台灣諺語」，

淺顯易懂，每則都有啟蒙意義。相信讀

者可以從諺語中得到很多啟示。

筆者不是歷史學者，也非業餘的

史學研究者，平時喜歡看看書，也有愛

好蒐集語言相關資料的興趣。雖然我對

台灣諺語並沒有深入的研究，但我卻敢

於鼓起勇氣來寫這一篇「談台灣諺語」

的文章。緣於幾年前在某一家圖書館看

書、借書的時候，竟然讓我發現日據時

代大正三年台灣總督府出版的「台灣俚

諺集賢」這本書，雖然不可能在書店買

來閱讀；然而在借書閱讀那段期間，我

很用心的記下閱讀心得、摘要等，進一

步探詢若干日本人所整編的台灣諺語

手抄本，以資參考，讓我獲益良多。有

一句俗語「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

柳成蔭」。今天，執筆寫這篇「談台灣

諺語」文章時，正應了該句俗語無心插

柳柳成蔭的意外收獲。謹藉此表達個人

的感懷與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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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前八斗子應屬離島，是因早期人

類為方便開發建設此離島，因此

利用大量土石掩埋海溝，使得八斗子離

島因此與台灣本島連結成為一體。我個

人從高中時代最愛的運動就是潛水狩

獵，那是 60至 70年代間，當時潛水器
材非常簡陋且昂貴，不過當時海底能見

度相當好，各形各色海生物魚類也非常

豐富，海底礁石洞穴中經常居住整群龍

蝦組員。那時公路到下海處並無正式小

路，不過因為附近風景優美，因此眾多

青少年與學生喜歡來此郊遊、烤肉、浮

游及浮潛。其實我自己也曾數次帶領高

商校友與遠方鄰居好友來此戲水浮游，

真的好懷念那些年愛玩的場景 !也因眾

人經常踩踏，自然形成一條似有似無的

小路徑，我就是利用這小路徑騎著我老

舊野狼 125機車，克難運載著潛水器材
去現場海濱潛水打魚 !

從公路邊長潭里漁港進入此地必

先經過一座簡陋長長小橋（又稱平浪

橋），長潭里漁船進出外海捕魚一定要

通過此橋下。但好景不長，民國 62年
基隆市政府為了解決市內垃圾及污水

處理問題，同時依當時廢棄物填海造路

的辦法，居然選擇八斗子半島東北邊的

咾咕蒼附近作為垃圾場及水肥處理廠

用地，最後也於民國 66年底完成防波
堤、引道橋樑、垃圾場及水肥廠設施的

興建。

基隆八斗子海底保育區由來

官邱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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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場及水肥處理廠使用後，造

成長潭里及八斗子居民很大的困擾，因

為八斗子半島東北角沿岸海洋生物資

源豐富，為許多珍貴魚類及海藻生長棲

習地。垃圾場設置後，除了造成海岸附

近生物棲息地和種類的改變外，陸地上

也吸引一些海鳥到此覓食，造成海岸生

態環境巨大的衝擊，八斗子半島東北角

沿岸的採集及捕撈活動亦備受影響。同

時往來的垃圾車及水肥車，對長潭尾居

民的生活環境衛生也破壞得非常嚴重，

衍生的環境問題，甚至影響到隔著山嶺

的七斗山上望幽谷的遊憩品質。同時我

們這些喜愛潛水的朋友，當然也無法再

進入此管制區內的海濱裡潛水了。直到

民國 81年，垃圾場及水肥處理廠終於
到了使用年限而停止，使用雖解除了，

但居民長期環境被破壞的夢饜是永遠

存在著。垃圾填海造陸及海堤，造成八

斗子半島東北邊海岸許多美麗海的海

岸及漂亮奇岩怪石被埋在土底，永遠消

失 !不過水肥處理場設置於此，海底生
態可能意外得到好處，因為在往後潛水

中發現，水肥廠附近之海底海生物軟珊

瑚及海扇等特別豐富，難道是水肥含有

豐富的養料？

雖然 81年以後停止使用，但是現
場必須修復與靜養，讓垃圾與土石踏實

堅固，因此門禁仍舊始終森嚴，人車管

制不能任意進出。直到 85 年∼ 86 年
間，管制沒有那麼嚴格，我們與潛友會

透過管道，才能進入到裡面海濱附近之

海底潛水！

附近海面距離陸上平面落差非常

大，主要是為充分利用空間面積，所以

垃圾堆與覆蓋泥土加總，可能有 10公
尺高，但此處也成為便捷的好潛場。我

不怕辛苦，經常背著笨重空氣瓶連同其

他必備潛水器材，像猴子似爬上爬下，

最初 2個夏季並無任何收穫。但是非常
幸運，就在 86年某夏日，發現海底沙
地有一處廣大連接礁石集中處，居然深

藏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美輪美奐之軟

珊瑚，以及五顏六色精彩繽紛的海扇。

在這之前大部份都是單獨一個人自己

去現場潛水，所以我私自命名為：「秘

密花園」，可是自己一人獨自在此潛水

非常單調無趣，因為休息減壓時段，旁

邊無人與我聊天。所謂獨樂樂不如眾樂

樂也，因此 87年後我就將此秘密海底
花園推薦給許多愛好潛水的同好們。至

今也近 20年，期間前來的潛友們到底
有多少已無法統計，只知道現在八斗子

秘密花園或稱潮境秘密花園（陸上附近

是潮境公園）在網路上已相當有名氣，

與我榮焉也！

▲ 有毒獅子魚

▲ 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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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此海底實在漂亮，我個人

居然在 92年間曾製作企劃書，希望將
此海底劃分為國家海底公園（分送各有

關單位），實在不知量力 !慶幸地，這
處秘密花園屬於望海巷潮海灣，在眾多

有心人士努力奔走陳情下，基隆市政府

於 105年 5月 12日終於公告特定範圍
為保育區，漁船與任何人皆不得任意捕

捉保育區海底之各種動植物，這對我個

人而言，也算是達成心願，真的要感謝

那些出錢出力的有心人。

雖然潮境保育區成立時間不長，

但是親自下海底潛水觀察後，發現效

果顯著，105年夏天花園現場經常看到
大石斑魚數尾，最大尾居然長近 80公
分，偶爾也會看到石斑魚嘴巴咬緊軟

絲游走，似乎軟絲也是石斑魚之最愛。

可惜當下手中居然沒有攜帶相機，除了

措手不及更覺失落。除了大石斑魚外，

也有石鱸（加誌）、燕魚、黃雞魚、紅

甘⋯⋯等各種不同種類的魚群，魚群來

來去去每分每秒都在變化，景觀變化萬

千，你不知道下一秒鐘會看到什麼或遇

見什麼。尤其五彩繽紛的軟硬珊瑚與美

麗海扇是不會移動的，但是各式各樣珊

瑚利用水流強弱，可以綻開數百萬密密

麻麻之口部觸手，展現出其燦爛色彩 ! 
現場也有稀有海葵豹紋蝦，體型雖然嬌

小，顏色與旁邊海葵合為一體，幾乎

難以發現，但太陽照射水波粼粼反光，

造就彷彿海龍宮般的景觀。八斗子海底

秘密花園真正主角也是鎮園之寶 --「彩
色海蘋果」，是 5年前與女潛友莊琪榛
（Melody Cool）共同發現。「彩色海
蘋果」屬於海參類，因為稀有而顯尊

貴，目前全台灣可能只有這顆！

▲多彩海蛞蝓
觸手綻開海蘋果

▲

▲ 觸花園潛之豹紋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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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好學的雲公子

客棧老闆娘不知從哪兒買來了一

些女用衣裙，包括抹胸、絲質衣褲、名

稱為褙子的長外衫以及名稱為圍腰的

黃色腰帶，如果不是她幫我穿，我大概

是沒辦法讓這些衣服在我身上各就各

位。讓她頭疼的是找不到適合我的繡花

鞋，她能買到的我都穿不下，最後只好

讓我穿男子的小號鹿皮靴。

「幾位公子，姑娘已經換好衣裳，

你們可以進來了。」客棧老闆娘打開了

房門。

進來了幾個彪形大漢，最前面那

個一開口我就知道他是那個騎馬帶我

來客棧的頭頭。個子挺高的，長得還

不錯，把他拐到現代，當個模特兒、偶

像明星之類的，我倒是可以當他的經紀

人。由於已經穿戴整齊之故，我現在面

對這些人，不像在荒野中剛看到時那麼

慌張了。說到衣服，就想起我的睡袍和

貼身內衣褲，剛好瞥見老闆娘準備帶出

去。

「欸！妳把我衣服拿到哪裡去？」

無視這幾個壯漢，我高聲喊著。

老闆娘回頭一笑，「姑娘，我幫

妳洗一洗，炭火烘乾後再還妳。」

那個頭頭咳了一聲，好像是要引

起我的注意。

我轉頭瞪著他說：「幹嘛？」

「放肆！」有人對我大吼。

那個頭頭舉起手阻止那個人的咆

哮，「墨黃，你們先出去，我和這個姑

娘談一談。」

「可是，公子，這個姑娘行動鬼

祟，屬下怕有詐。」這不中聽的話還是

那個墨紅說的。

加料的酸梅湯（中）

湯系列之二

葉子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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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個討厭鬼，你才行動鬼

祟！」我叉著腰，右手指著那個墨紅，

說完我才發覺這個架式好像是茶壺，趕

緊將兩隻手放下。

不知是我的話還是我的茶壺模樣

取悅了大家，頭頭在一片笑聲中將那些

屬下全趕了出去。

「姑娘別生氣，他們都是粗人。

來，請坐。」頭頭自己先坐下來，拿起

茶壺倒了兩杯水。

拿起茶杯，他先喝了一口，「姑

娘貴姓大名？」

我放下杯子說： 「問別人姓名前，
你應該先報上自己名字。」

那個頭頭沒料到我這麼說，竟然

被茶嗆到了。我站起來走到他旁邊，

幫他拍背順氣。他嚇了一跳，急忙站起

來，眼神詭異地看著我。

「幹嘛呀？你嗆到了，我幫你拍

拍背不好嗎？」說完我坐回板凳，自顧

自拿起茶杯喝水。

頭頭又在清喉嚨了，我實在搞不

懂這些古人，有話直說就好，老是用這

麼拙劣的咳嗽動作想引起別人注意。

「我說啊！」我又喝了一口茶，

「有話你就說，不用擔心我會不好意

思。」

頭頭終於笑了，「墨紅說得沒錯，

妳真的很怪異。沒錯！我應該先介紹自

己。我姓雲，妳喊我雲公子就可以了，

外面那八個兄弟是我的暗衛，排行是

墨，按年紀名紅、橙、黃、綠、藍、靛、

紫，共七個。」

說完他看著我的反應，這沒什麼

嘛，雲公子帶了七個打手，都姓墨，每

人一種顏色，紅橙黃綠藍靛紫。

「妳沒什麼要問的嗎？」他問。

很奇怪耶，你家愛給屬下用顏色

當名字，我有什麼好問的？我回說沒

有，他好像很驚異的樣子。難道說雲家

是個了不起的家族？他雲公子是個大

富大貴之人？他不會是為我的無知而

驚訝吧？

「呃，我姓白，你可以喊我白姑

娘。」我剛說完，他又被茶嗆到了。這

個古人真奇怪，我隨便講句話他都能嗆

到。

雲公子看著我，「請問白姑娘，

妳昨天獨自站在雪地裡，還穿著奇怪的

服飾，方便告訴我原因嗎？」

「好啊！」我又喝了一口茶，「可

是你不會相信。」

雲公子笑笑說：「試試看，說不

定我可以接受。」說實話，這個雲公子

笑起來有點妖孽。

既然他這麼篤定，我就直話直說：

「聽清楚喔！我是 1000年後的人，我
乘坐時光機來這個時代找我哥哥，等找

到後我們就會回去我們的時代，也就是

1000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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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妳說什麼？」說完，他這

次真的大咳起來了。

我嘆了口氣，再度走到他旁邊幫

他拍背，看起來這個古人的喉嚨不太

好，大概是身體比較寒吧？

「雲公子，我沒有騙你，我老爸

是 1500年前的人，他坐時光機來找我
老媽，後來又讓我哥哥到你們這個時代

來，現在我來是找我哥哥回去的。」我

簡單地說明來龍去脈。

雲公子咳完後看著我沒說話。

「我知道這很難接受，可是這可

以回答你剛剛的問題。」我再補充。

雲公子的臉色恢復正常，他平靜

地說：「雖然妳說的話我大部分都聽

不懂，可是我應該可以了解，妳說妳是

1000年後的人，來我們這裡找妳哥哥，
對不對？」

看我點頭，他又說：「妳和妳哥

哥被送到這兒，都是那個名字是老爸的

人做的？」這次換我翻白眼了。

我拍拍他放在桌上的手背，像教

育小孩一樣對他說：「老爸就是我父

親，也就是我爹；老媽就是我母親，也

就是我娘。在我們那個時代，我們都是

這樣稱呼我們的爹娘的。」

他沒說話，眼睛直盯著我的手，

我想起這是古代，男女之間好像不可

以這麼隨便，遂趕緊將手自他的手背拿

開。

說實話，這個雲公子還算是鎮定

的了，他不會覺得我是妖言惑眾；想當

初老爸說他是 500年後的人時，我吃驚
地心臟都要停了。

雲公子想一想後問：「呃，白姑娘，

如果妳是 1000年後的人，這個時代應
該已成歷史了，妳能不能告訴我，北蕭

國攻打我天朝會成功嗎？」

這是什麼問題啊？我回答他：「我

老爸說，時間軸扭曲了，所以我現在位

於一個我們歷史上不存在的時代，所以

你的問題我沒辦法答覆。」

雲公子站了起來，笑得有點不屑，

「說了半天，原來白姑娘在開在下玩

笑啊？既然是歷史，妳當然應該清楚

啊！」

「啊？我幹嘛要騙你啊？我就說

是時間軸出問題了嘛！除了歷史、地

理和我們的時代有偏差外，我想算數方

面，你一定比不過我。」看來這個古人

聽不懂我的理由。

「是嗎？妳說說看！」雲公子一

臉不相信的樣子。

我笑了笑，「我問一個算術題目，

你可以把紅橙黃綠藍靛紫都找進來，大

家一起算答案。」

「不必，我一個人就可以了。」

雲公子傲傲地說。

我露出賊賊的笑，「好，我問你，

有一塊四四方方的農地上，每一縱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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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顆白菜，每一橫行也種 225顆白菜，
這塊農地總共種了幾顆白菜？」

「這是什麼鬼題目？」

我耐心地換了一種說法：「就像

在戰場上，如果敵軍來了一隊的兵，

縱、橫都是 225 人，總共有多少敵
軍？」

雲公子露出感興趣的神情，顯然

和打仗有關的題目，他有更大的興趣。

他想了想之後，開門把他的七個暗衛叫

進來，把我的題目說了一遍，要他們算

答案。

七個壯漢舖好宣紙，再用毛筆沾

了墨汁以後，在紙上畫了無數小點，先

以直線隔開四個 10X10大塊正方形，
再隔出很多個小正方形，反正他們八個

人合作算了三分鐘才算出答案來。雲公

子打開我之前給他的紙條，看了裡面的

標準答案後詫異地看著我。嘿嘿，這種

題目對我根本是小菜一碟。

雲公子也出了幾個算術題目給我

做，無非是加減乘除四則運算罷了，對

我來說實在太簡單了，我又想了另一個

不同類型的題目。

「如果你的敵人埋伏兵馬在甲地

點，」我在宣紙上畫了一個直角三角

型，指著頂端標示「甲」的地方，三角

形直角處則標示著「乙」，斜邊銳角處

則註明是「丙」。

我把整個圖攤開給雲公子和七個

顏色看，「你的人馬在丙點。甲點到乙

點 30里路，甲點到丙點 50里路。甲、
丙之間有天險很難通過，你們不能直接

從丙點去攻打甲點的敵人，必須要將兵

馬從丙點拉到乙點以後再到甲點。請問

丙點到乙點有幾里路？如果你能算出

距離，就能算出到達的時間，對於你們

的攻擊行動有莫大的助益。」

「通常我們是騎馬走一趟以測時

間。」雲公子說。

我舉起手，「不用，我現在可以

告訴你，丙點到乙點是 40里。」

「真的假的？」墨紅露出懷疑的

眼光，「妳只是隨便說說吧？」

我笑著說：「這很簡單，我量給

你們看。」

我向客棧老闆娘要了一支布尺，

畫了一個兩個邊各是 3、4寸的直角三
角形，再請雲公子量斜邊，果然如我所

說是 5寸。

「除了算術，妳還有哪些本事？」

雲公子問，這時候，包括他那七個暗

衛，對我已不再露出輕視的眼光了。

「我不會騎馬，可是我跑得很快；

我不會射箭，可是我拋東西很準。」

墨綠大笑起來，「妳一個嬌滴滴

的小姑娘會比我們跑得快？走！我們

到大街上去比。」

客棧老闆娘借了我一件短褙子穿

在衣裙外，我則將裙子在腰上捲了兩

圈，讓它的長度不會妨礙我的跑步。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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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穿著靴子不好跑，可是對我來說難度

不高。

白雪仍在紛飛，我們站在幾乎沒

有行人的街上一字排開，不知情的路人

也許以為發生了什麼大事。雲公子也來

勁兒了，堅持九個人一起比賽。

客棧老闆是我們的裁判，他看了

我們九個人一眼，「從我們客棧到烈

士廟，如果是我跑步，大約要兩刻鐘，

各位壯士身強體壯，應該一刻鐘就跑到

了；至於這位小姑娘，大概半個時辰也

會到得了。」

老闆話剛說完，一陣大笑傳遍整

個街道，顯然我的出現，給這些無聊的

古人帶來了說不完的樂趣。雖然我不清

楚一刻鐘是幾分鐘，而半個時辰又是多

久，反正不是好聽的話，我就自動略過

了。

客棧老闆娘喊開始的時候，我邁

開腳步飛奔而出，沒一會兒就到烈士廟

口了，等他們八個人趕到時，我的頭上

已經有層薄雪了。我抓起剛做好的雪

球，往廟頂的祥獸扔去，須臾之間，那

個雪球就穩穩地鑲在祥獸的口中了。我

回頭望了望，這些飆悍的暗衛們總算露

出心服口服的表情了。

接下來一直到晚餐時間，雲公子

都待在我房裡，不恥下問有關我的時代

各種事物，我也不厭其煩從食衣住行育

樂的現況，講到電腦手機科技新知，看

起來他是一個很上進的青年。比較遺憾

的是他想知道我們的戰爭戰略知識，對

於一個國二學生，我哪懂啊？不過，我

將我所看過的戰爭電影的情節倒是說

得很清楚，至於他聽不聽得懂，我就不

予理會了。

七、雲公子的大秘密

來到古代的第一頓餐是客棧老闆

娘打理的，對於上一頓只吃了一片土司

和一壺酸梅湯的我來說，這些菜無異是

人間美味。加上剛剛又運動過，看到食

物後不計形象狼吞虎嚥。

「好飽啊！」我很沒氣質地摸著

肚子，「真滿足啊！」

抬頭一看，同桌雲公子的飯碗還

有半碗飯，八個暗衛的桌上還有滿滿的

菜，而我，已經吃完兩碗飯了。

雲公子很客氣地問我：「請問，

白姑娘的時代是鬧飢荒嗎？」

「啊？饑荒？沒有啊！」我想大

概是我秋風掃落葉般的吃相嚇到他了，

「在我們那個時代，很多人節食，也就

是吃得很少，以維持苗條的身材。你知

道嗎？有人只喝水，有人只吃水果，有

的女人瘦得像紙片一樣。」

我右眼瞥見隔壁那些暗衛停箸偷

聽我說話，我把雲公子拉近，低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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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別告訴別人我是未來人，不然他們

會將我當成妖言惑眾的女巫。我知道

在你們這個時代，有些地方流行燒死女

巫。」

雲公子也小聲地說：「白姑娘，

妳這樣拉著我不放，他們不會認為妳

是女巫，雖然我也不知道女巫是什麼東

西，但是他們會以為妳是青樓的人，也

就是妓女。」

「啊？」我趕緊放下他的手，「我

才 14歲，還在讀國中二年級呢，就算
要當妓女，也不夠格吧？」剛說完，我

覺得隔桌那些暗衛在偷笑，暗衛的武功

都不錯吧？所以聽力應該很好。

雲公子輕輕笑道： 「妳明年就及
簪了，也可以論婚嫁了。」他剛說完，

旁邊那桌的笑聲越來越大聲。

我站了起來，走到他們桌旁，

「欸，我說各位大哥，你們可不可以不

要偷聽我說話呀？及簪又怎樣？姑娘

我打算 30歲才結婚，我還沒玩夠呢！」

這下可好，不但雲公子及他的暗衛

笑得東倒西歪，連客棧老闆娘也呵呵笑。

這頓飯就在一片歡愉中結束，也算是我

帶給沒有電視可看的古人一點娛樂。

聽雲公子說皇城只剩一天的路程，

雖然我不想去皇城，可是好像我也沒有

其他地方可去，就算知道老哥在北蕭

國，我也不知道如何找他。如果找不到

老哥，老爸也沒調好時光機，我是不是

就會永遠留在這個時代？

雲公子包下了客棧最後進的一個

院子，裡面三間房，正中那間是他自

用，我睡東廂房，較大的西廂房由七個

暗衛共用，還有十來個侍衛睡在院子外

的大通鋪房間。晚飯後，他將暗衛和我

全叫到他的廂房中，有要事宣布，並命

墨靛和墨紫在屋外守著。

「白姑娘，我們明天改坐馬車，

大約傍晚可抵達皇城。」雲公子的神色

很嚴肅，「有件事我需向妳說明，妳聽

了之後，我就不能放妳走。如果妳不想

隨我走，我現在就給妳一些盤纏，讓妳

自由離去。」

不隨他走我能去哪兒呢？看他的

樣子非富即貴，說不定依附他之後，我

很快就能找到老哥。看他那麼嚴肅的樣

子，我也就正正經經的點了頭。

雲公子看看他的暗衛後說：「我

是天朝的皇帝雲向天，他們八人是御前

侍衛。此番微服出巡，主要是去了解北

蕭國的動態，如今已確定，北蕭國等春

天雪化了之後攻打天朝。」

「啊？你是皇帝？皇帝不都是自

稱朕嗎？」雖然我不是古代的人，可是

也看了不少古代宮廷劇好嗎？還皇帝

呢！如果雲公子是皇帝，我就是王母娘

娘。

「放肆！和皇上說話沒大沒小，

想砍腦袋啊？」墨黃將右手放在佩刀

上，對我惡行惡狀大呼小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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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生氣了，他是你的皇上，可

不是我的，幹嘛限制我說話？「欸！你

很奇怪耶，我和你老闆說話，關你什麼

事？」

雲公子舉起手阻止墨黃繼續發言，

「墨黃，向白姑娘道歉。」

「啊？」墨黃呆住了，這些話他

以前應該經常說吧？老闆以前沒說他，

現在為了我還讓他向我道歉，他一定不

服氣。

「嘿嘿，本姑娘寬宏大量，不必

道歉了，我不介意。」我故意乖巧地

說，現在我孤苦伶仃，不宜得罪任何

人。至於我剛剛說我是王母娘娘那一

段，聽聽就好，聽聽就好。

我轉頭問雲向天公子：「請問，

我是以什麼身分和你在一起啊？」

「妳！」墨黃又要開口罵我不會

說話，我回瞪他一眼，「幹嘛？」

雲公子笑對墨黃說：「白姑娘不

是天朝的人，不用按天朝的禮節說話行

事，你們以後對她要待以上賓。」

「謝謝啊！你真好！」真是一個

好人哪！我對墨黃做了一個鬼臉。

雲公子接著說：「對於妳剛才那

個問題，我看妳打扮成內侍，隨我進宮

吧？」

「內侍就是太監嗎？要我裝成太

監呀？可以啊！那請問我要住在那裡

呀？」

墨紅賊笑道：「妳就和那些真太

監住在一起嘛！」

「啊？要我這個女生和一群不男

不女的人住在一起？你有病啊？」我瞪

著墨紅，「不！我打扮成侍衛，和你們

七個顏色住在一起。」

墨紅嚇了一跳，「不、不，姑娘

還是和太監住在一起比較好，和我們粗

人住在一起，於姑娘清白有損。」

雲公子看著我想了一想，「白姑

娘還是打扮成內侍，賜住昭陽宮偏殿永

和殿。」

「可是，皇上，這不合祖宗禮

法。」墨黃說。

雲公子笑笑，「朕是皇帝，找個

內侍住在永和殿就近伺候，怎麼不合禮

法呢？」

「可是，白姑娘是女的啊！」墨

紅說。

我瞥墨紅一眼，「謝謝喔！我是

女的還要你來告訴你的老闆，他看不出

來嗎？」

墨紅氣急敗壞地說：「皇上，這

個女子在挑撥，屬下沒這個意思。」

「好了，就這樣決定，」雲公子

不理會墨紅的告狀，「明天白姑娘和朕

一起坐馬車進宮，下車前，墨藍你拿一

套內侍的衣服給白姑娘，待她換好後送

她到永和殿。明天開始，你是白姑娘的

暗衛，白姑娘有任何閃失，朕唯你是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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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藍躬身回答：「是！屬下遵

命！」

雲公子對我說：「宮中除內侍外

都是女眷，墨藍不能隨意現身，我另派

一女侍衛墨采陪妳。」

雲公子將明天的行程和大家再次

確認後，單獨留下我，他希望我能再

提供一些戰爭常識，當然我現在知道，

那是因為北蕭國準備侵略天朝，雲公子

想吸收一些戰爭經驗以應付。於是描寫

古代的電影，如特洛伊之木馬屠城記、

神鬼戰士、埃及豔后等，我都竭盡所能

的一一描述，雲公子竟然還用毛筆做筆

記。最後甚至連搶救雷恩大兵、坦克大

決戰、最長的一日等現代戰爭片，我也

一併說了，他都聽得津津有味。

這次回家後我一定要告訴老爸，

看電影的小孩不會變壞，而且可以獲得

別人的敬重。

八、危機重重的皇宮

剛住進皇宮時還挺新鮮的，每天

拉著墨采到處逛，怕碰到雲公子的那些

太太們，就是皇后啊妃子啊那些女人，

我要求武功高強的墨采跳到樹上或屋

頂上先探勘，等路上沒有障礙後，我們

再出發。後來接連幾天下大雪，我還跑

到御花園裡和幾個小太監打雪仗，可是

就只玩了幾次，因為那些小太監們開始

問東問西，譬如我為什麼獨自住在永和

殿。墨采怕有麻煩，就匆匆忙忙把我帶

回殿裡。可是這裡既沒電視也沒電動，

更沒電腦可上網，快無聊死了。

為了打發時間，我將雲公子派給

我的四個小宮女召集起來，教會她們玩

五子棋。兩個小宮女在門前值班時，另

兩個就在殿內和我玩五子棋，雖然都是

我在贏棋，可是幾個年紀相當的女生玩

在一起，也為我們枯燥的皇宮生活帶來

一絲樂趣。

自從進了皇宮，我就沒見到雲公

子了，墨采說他每天都在和王爺、丞

相、太尉等大臣開會，籌畫如何抵禦北

蕭國，看來這是一件危急存亡的大事。

不過，雲公子經常讓墨采傳話，問我有

關那些戰爭電影的內容，雖然一個時代

是刀劍，一個是槍砲，可是在戰略上應

該有共同可取之處。

雲公子就住在昭陽宮的主殿，可

是墨采警告我，除非雲公子來找我，我

是不能隨意走動去看他的。和小宮女玩

五子棋的生活終於在一個月後告一段

落，墨采說雲公子准我到文淵閣去看

書。

文淵閣藏書何止千萬冊，我先找

地理類，希望搞清楚北蕭國在哪裡，這

樣我才能想辦法找老哥。看了好幾本書

後，我才知道北蕭國位在天朝的北方，

擁有大片土地及無數個城鎮，從天朝到

北蕭國邊境，快馬也要騎至少兩個星

期。對於我這個現代弱女子來說，要想

找到老哥無疑是大海撈針。還好，事情

在快過年時，有了一絲轉機。

「白姑娘！」墨采在文淵閣的一

個小角落找到我，「皇上問妳今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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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他想討論有關抵禦北蕭國的事，

不知妳願意不願意和他一同晚膳？」

沒想到，一個高高在上的皇帝對

我這麼客氣，雖然我很氣他幾乎等於軟

禁我在皇宮裡，但是想想我除了待在這

裡還能去哪兒呢？

「我願意！」說完後才想起這句

話有問題，怎麼好像是婚禮中，新娘對

新郎說她願意嫁給他呢？ 

「皇上說他需要妳的睿智，」墨

采左右看看小聲地說：「未來人的經驗

與智慧，等晚膳後請妳為他解說。皇上

還說，妳可能需要寫些東西，是否我讓

人去準備筆墨給妳？」

我想了想，「我不用筆墨，妳幫

我準備一些木炭，每根都和手指一般長

短粗細。如果需要寫東西，我就還需要

一疊紙，這樣就好了。」

墨采正要吩咐下去，我喊住她，

「我每天都穿內侍的衣服，好醜喔。妳

問一下老闆，可不可以讓我穿漂亮的女

生衣服和他吃飯？」

每次我說雲公子是他們老闆，墨

家兄弟都會狂笑，墨采比較含蓄，可是

也忍得滿臉通紅。聽到我拜託她問老闆

穿女裝的事，匆匆點頭後離開，可是我

發誓，在她跨過門檻時發出了一陣壓抑

的笑聲。

吃過中飯後，墨采帶來了一個中

年大嬸蘇嬤嬤，說是伺候我梳洗換裝，

我沒拒絕，因為那些繁複的衣衫，憑我

一己之力是完成不了的。在那些粉紅色

系的衣衫中，我還看到了一頂長假髮，

這個時代有假髮，一定是真人的頭髮，

不會是從死人頭上剪下來的吧？

大概是看到我的臉色怪怪的，墨

采解釋說：「這頭髮是從犯了錯的宮

女頭上剪下來的，皇上前次聽了姑娘

的話，不再實行鞭笞體罰，改以剪髮警

示。」

這個雲公子真是好樣兒的，我在

客棧說的話他全聽進去了。在這個時

代，女人短髮象徵犯了錯，與其施行體

罰，不如以剪髮處分。雖然我不喜歡頭

上頂著別人的頭髮，但是為了配合漂亮

的女裝，也只好忍耐一下了。

這裡當然沒有現代化的衛浴設備，

可是在皇宮裡有人伺候著也就可以無

視那些不方便了。在半人高的木桶裡泡

完熱水澡，蘇嬤嬤幫忙我穿好衣衫後，

協助我戴上那頂假髮。她想幫我編髮

髻，再插上金步搖、珠花等，全被我拒

絕，那些是深宮女子為一個男子妝扮用

的，不適合我。我教蘇嬤嬤怎麼幫我編

蜈蚣辮，算是我願意戴假髮的妥協。

當我穿戴整齊，正坐在銅鏡前欣

賞自戀時，聽到殿外有說話的聲音。在

這無聊的時代，女生八卦的好奇心特別

強盛，我走到木雕花格子窗前貼耳偷

聽。

「芙蓉，」好像是蘇嬤嬤的聲音，

「妳去稟告皇后，有個姑娘住在昭陽宮

的永和殿，今天皇上要過來晚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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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好！」接著是一陣輕微的

跑步聲。

我說蘇嬤嬤看我的表情怎麼怪怪

的，原來她是皇后的眼線啊！

闊別一個多月的雲公子終於出現

了，他沒有穿明黃色的皇帝制服，而是

著月白色鑲金邊有暗紋的便服，眉眼之

間與在客棧相處時相差無幾，可是看起

來疲累多了。

晚餐不像電視上所演皇帝有幾十

道菜可吃，但是也有十幾道菜供我們兩

人吃。經過銀針測驗後，雲公子讓伺候

的宮人全部退出去，僅墨采和墨藍留

下。

「白姑娘，上次妳說的那些戰爭

以及細作反間的策略，這次我們對北蕭

國也採用了一些，可是我現在有一個問

題，妳看看還有哪些策略可用好嗎？」

雲公子很謙卑地說。我發現他和其他人

說話時都自稱朕，只有和我說話時才會

妳呀、我呀的。

他說起了北蕭國的地形，兩國交

界處大部分都是南高北低，對於天朝來

說，幾乎每個要塞都是易守難攻，所以

有史以來，北蕭國從未侵犯天朝；但是

北蕭國還是找到一處弱點。天朝西北邊

有個城鎮慶平，朝東的城門外，廣大的

黃色平原介在兩國之間，中間那條由黃

沙鋪就的大路兩旁則是片茂密的森林。

如果北蕭國順著黃沙大道侵入了慶平

城，由於從慶平城至皇城一馬平川，國

都的危險指數大增，所以慶平的戰略地

位非常重要。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北蕭國的軍

隊利用清晨太陽由北蕭國升起時進攻

慶平，除非固守在城內不動，但如果天

朝兵士出城迎戰來犯的敵人，則在刺眼

的陽光照射造成視線不明情況下，可能

讓敵軍長驅直入。

雲公子剛說完我就想起有部電影

情節可用，但我想和他談條件，如果他

能帶我去慶平，由於離北蕭國較近，也

許我可以憑老哥和我的心電感應找到

彼此。

「我記得外國曾經發生過類似的

情形，而且打了勝仗，可是我現在想不

起來細節。我建議你帶我去慶平，看到

實際地理狀況我再現場指導如何？」

雲公子的樣子好像要反對，我正

要加把火力繼續遊說他時，殿門口突然

傳來喧嘩聲。

「皇后娘娘，皇上正在討論國事，

您不能進去。」

「放肆！你攔本宮試試看！」一

個充滿威嚴的女聲傳來。

雲公子嘆了口氣，「墨藍，你去

讓皇后進來吧！」說完話他緩緩站了起

來面對門口，我也悄悄站起來躲在他身

後。

「臣妾叩見皇上。」一個錦衣華

服的女子中規中矩地向雲公子行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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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公子虛扶一把，「平身。」

接著墨采和墨藍也向皇后行禮如

儀。

雲公子問皇后：「請問皇后來此

找朕有何重要之事？」

皇后聲音很哀怨：「皇上出門快

一個月才回宮，回來後一個多月都沒有

召臣妾，不知臣妾做錯了什麼讓皇上厭

倦。」

我從雲公子背後探出頭去看這個

高高在上的女子，她是雲公子眾多太太

們的老大，地位很高。她身穿正紅色的

宮裝，梳了高高的髻，上面戴了一頂鳳

冠，還插了好多支的金步搖和大珍珠，

全身貴氣十足。

突然我和皇后的目光對上了，我

趕緊縮回頭，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放肆！哪來的賤女人看到本宮

竟然不跪？來人！拖出去杖斃！」皇后

露出猙獰的表情大聲喊著。

雲公子不悅地說：「住手！皇后

來此是想在朕面前彰顯妳後宮主子的

威嚴嗎？」

皇后立刻下跪，「皇上，臣妾只

想維護後宮的規矩，這個女子不知禮

儀，臣妾有責任維護祖先的體制將她杖

斃。」

雲公子冷笑了兩聲，「這個女子

不是天朝的人，是朕請來共商國事以對

付北蕭國的。朕特准她不用對朕下跪行

禮，皇后要她行禮，難道皇后的地位比

朕更高貴？」

皇后連說不敢，低頭不敢起身。

「這次北蕭國來勢洶洶，如果慶

平一役不能嚇阻敵人，未來天朝將永無

寧日。朕為社稷終日辛勞，皇后不思分

擔朕之煩憂管理後宮，反而來此喧鬧，

如何堪為後宮表率？」

皇后好像聽不出雲公子已經生氣

了，「臣妾只是想一見皇上，怕皇上被

狐媚子⋯」

「住口！」雲公子大喝，「皇后

是想被禁足於鳳儀宮嗎？」

皇后開始啜泣。

雲公子口氣軟了下來，「過了正

月，朕即率軍出征，屆時後宮一切還望

皇后打理。」

「墨藍，」雲公子轉身，「今後

你就待命在永和殿，聽候白姑娘指示，

任何人擅闖永和殿，殺無赦！皇后，妳

退下吧，除夕夜朕會如常和妳守歲。」

皇后向雲公子再次行禮站起來之

時，我正好瞥見皇后對我的惡毒眼光。

九、除夕夜思親

謝謝皇后的鬧場，雲公子可能覺

得我留在皇宮性命堪憂，說不定等他得

勝歸來時，我已香消玉殞了，所以他答

應讓我隨軍同行。後宮鬥爭好可怕，我

只是來找老哥的，皇后將我當成情敵，

還想活活打死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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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膳後雲公子傳秦王爺雲向風、

飆驥大將軍韓碩嵩、武官之首的太尉江

文浩以及雲公子的八個暗衛都來到永

和殿，讓大家聽聽我的意見。

我拿出以黏土捏的慶平城地理模

型放在白色宣紙上，墨紅看了大嘆驚

奇，「白姑娘，妳去過慶平嗎？」

我搖搖頭，「我在文淵閣看過一

本慶平縣誌，墨采請宮裡的匠人幫我做

的。」

我拿起墨采為我準備的木炭筆，

在放置慶平城模型下的宣紙上，畫出

我認為城牆外放置陷阱、絆馬索最佳地

方，以及手持盾牌士兵應蹲踞之處。

墨紅著迷地看著我的木炭筆，

「啊！原來木炭這麼好用啊！以前我

們只想到毛筆，還要沾墨汁，很麻煩

的。」

被雲公子傳來和我們一起討論的

韓大將軍仔細研究著模型，低聲和雲公

子討論。

雲公子指著模型問：「士兵拉起

絆馬索，敵方兵馬跌入陷阱的只有前面

數排，後面的敵兵補向前之後，我們拉

絆馬索的人如何撤退？還有妳讓我們

的士兵拿著盾牌蹲在城牆外，面對跨過

絆馬索的敵軍，他們如何作戰？」

聽我一一回答他的問題，雲公子

的眉頭舒展開來了，「白姑娘，妳實在

太令人驚訝了！」

嘿嘿，實在不好意思，那是我從

電影「英雄本色」的劇情中盜來的，想

那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雖然
當時年已不惑，仍是我心中的英雄偶

像，他演的電影我可是重複看很多次。

「英雄本色」中某場和英格蘭的戰役很

精采，戰略運用剛好可以解決這次雲公

子的困難，小意思！小意思！

「雲公子，我想請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們的士兵穿著的盔甲都是黑

色？難道不能有其他顏色替換嗎？」這

是我想了好久的問題。

我問完這個問題時，秦王爺看了

我一眼。

「王弟，我特准白姑娘稱我為雲

公子，」雲公子再向我解釋：「秦王

爺也是雲公子，可是妳喊他王爺就可以

了，雲公子的稱呼是朕專用的。」

秦王爺雖然沒說什麼，但是翻了

一個白眼，看來這對堂兄弟感情還不

錯。

對於我剛才的問題，雲公子問：

「白姑娘有何建議？」

「既然慶平城外是森林，我們砍

斷維繫絆馬索樹幹的士兵最好穿上黃

綠色的戎裝，與森林的顏色差不多。挑

選出的士兵，最好身手矯捷，在砍斷拉

緊絆馬索的樹幹絆倒敵方的兵馬後，立

刻鑽進森林爬上樹梢以掩護行蹤。」

韓大將軍說：「他們如果不穿盔

甲，只穿黃綠色的短打戎裝，行動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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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更俐落一些。請問白姑娘，如果我

們在樹林裡利用樹幹再綁一些固定的

絆馬索，並且挖一些陷阱，是不是更可

以保護他們？」

雲公子對韓大將軍投以讚賞的眼

光，「不過，要讓那些士兵確定知曉每

條絆馬索及每個陷阱的位置，確保我們

不會傷害到自己人。」

當天晚上，我們一直討論到子時

末，雲公子和秦王爺還要趕上早朝，分

別先回他們的寢宮與王府睡覺，韓大將

軍、江太尉、墨家兄弟和我繼續討論到

天亮。想我以前逢到寒暑假，總是徹夜

未眠玩電動到清晨，所以這種熬夜對我

來說沒什麼。由於我的精采展示，讓當

初看我不順眼的墨紅，徹底改變了印

象。

每逢佳節倍思親，雖然天朝的除

夕對應到現代，不見得是同一天，可是

宮裡張燈結綵，一片喜氣的布置，還是

讓我想念我那不靠譜的外星人父親、純

潔的外星人繼母，以及對我很兇可是愛

我的老哥。

「白姑娘，我們墨家兄弟來陪妳

過除夕了。」墨紅的大嗓門傳進來，

「墨黃一天到晚和我們談規矩，說什麼

沒有皇上的命令，我們不得來這裡，誰

管他？」

墨采說：「大哥，你一定要大聲

嚷嚷讓大家知道我們偷來這裡嗎？」

墨紅立刻噤聲，大夥兒將帶來的

酒菜擺滿了一桌，還有御廚精心製作的

甜點。

「呃，我才 14歲，未成年不能喝
酒。」我推開了他們遞給我的酒 。

墨家兄弟年紀最小的墨紫說：「白

姑娘，妳明年及簪就可以論婚嫁了，現

在不開始練習喝酒會來不及的。」

「來不及做什麼？」我問。

墨紅大笑，「來不及在洞房花燭

夜和新郎喝交杯酒啊！」

我用力搥打墨紅，「我已經說了，

我要 30歲才結婚，你一直捉弄我、嘲
笑我。」

我轉向墨紫說：「在我們那個時

代，20歲才算成年，你才 16歲，也不
可以喝酒。」

墨紅口中的酒噴了出來，右手指

著墨紫和墨采說不出話來，只見一股可

疑的紅暈爬上他二人的兩頰。

我笑著說：「恭喜二位，何時喝

你們的喜酒啊？」

墨采紅著臉跑走了，墨紅抱怨

說：「妳幹嘛點明啊？妳看，墨采跑掉

了。」

「墨采，回來，妳不想聽故事

啦？」墨藍對外喊完後轉向我，「白姑

娘，我們很想知道妳那個時代的一切，

妳可以和我們說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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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墨家兄妹期盼的眼光，我一

邊吃著美味，一邊談我生活、求學的點

點滴滴，還有老爸來孤兒院接我時我的

驚嚇，說著說著，我想起家了，也不知

到底能不能找到老哥，我開始哭泣。

「白姑娘，妳放心，我們會幫妳

找，讓妳們家人團圓。」

窩心的話讓我哭得更大聲，多麼

令人感動的一群古人，將來找到老哥

後，我怎麼捨得離開他們？

十、霍將軍準備好了

除夕在皇宮放煙花鞭炮中度過了，

元宵節也悄悄在花燈中度過了，轉眼之

間，農曆二月即將來臨，也就是雲公子

帶領天朝將士出發到慶平的時候了。由

於皇帝親征，朝中不能無主，朝堂之事

雲公子就交給了秦王爺雲向風。

雲公子讓宮女幫我縫製了小號的

戎裝，為了行走方便，仍然為我製作新

的鹿皮靴，北方比皇城冷很多，所以又

送了我一件禦寒的白色大麾。

「白姑娘，皇上說為了妳的安全，

請妳一路上都坐馬車。」墨藍遞給我一

籃食盒，「這是妳路上的零食，如果不

夠再告訴我們。」

我接過食盒，「我一個人坐啊？

沒有人陪嗎？」

「墨采！」墨紅大聲喊著，「下

馬！陪白姑娘坐馬車！」

墨采棄馬上車後，掀開竹簾遙指

著宮殿台階上的一堆女人，「看！皇后

和後宮的妃子們。」

算一算，雲公子有大、小老婆共

七個，不曉得她們之間相處如何。以前

看甄嬛傳、步步驚心影集，對於後宮的

傾軋鬥爭，總是抱著看戲劇的心情，並

不十分相信；然而臘月那場皇后鬧場，

我終於知道後宮女人的忌妒心真的很

可怕！

墨采還在繼續說：「除了皇后和

平貴妃，還有一位昭儀、二位婕妤和二

位美人！」

「美人？」這是甚麼稱呼？

墨采點點頭，「那對美人是姐妹，

長得一模一樣，她們是後宮裡面最低階

的妃子。」

聽說皇帝可以擁有三宮六院

七十二嬪妃，不知雲公子打算收集多少

女人，有時間我得問問他。

雲公子率領大軍在皇宮前呼完口

號後，全軍從得勝門出發。先鋒部隊帶

著一半糧草早已提前一星期出發，一半

軍力十萬兵馬則在三天前先行。我們這

支十萬人的兵馬預計一個月左右到慶

平，路上行軍速度不快，主要是顧及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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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的安全。雖然融雪期間氣溫仍低，

但因待在馬車裡，旁邊還有紅炭小暖爐

和零食，我和墨采過得挺快樂的。只是

馬車到底不是現代的汽車，道路也不是

柏油路，一個多月下來，全身也快散架

了。

慶平城位於天朝的北方偏西，緊

鄰北蕭國，以前兩國尚稱和諧時，兩

邊居民往來密切，城門除了宵禁並不管

制；但是北蕭國侵略的消息甚囂塵上，

每個進出慶平城的旅人現在都要經過

仔細的盤查。

前哨部隊十萬人馬早已安頓妥當，

與慶平的軍士正一起列隊操練。我們到

來之前，慶平城主霍將軍已著人將行宮

整理妥當，雲公子及我們隨從人員隨即

入住。和我們一起來的兵馬則分配在各

自的營帳區。午膳後雲公子也不休息，

請霍將軍作軍情簡報。霍將軍對慶平的

防禦情形及北蕭國兵力的分布，詳細解

說了一遍，其實與雲公子派在北蕭國的

細作所送回的情報差不多。

「北蕭國主做了一個很令人不解

的決定。」霍將軍拿出一份資料，「他

們將驍勇善戰、有勇有謀的四皇子召回

國，改以資質平庸、對軍事外行的大

皇子對我國侵略。如果我們和四皇子作

戰，雙方軍力倒是旗鼓相當，如果是和

大皇子對陣，我們倒是不必擔心了。」

雲公子笑了笑，「北蕭國主有意

將皇位傳給四皇子，但皇后聯合宰相擁

立大皇子，因為大皇子是她親生的。皇

后以為這次的戰爭如囊中取物、勝算在

握，故慫恿國主派大皇子來，屆時以戰

績爭取儲位。」

韓大將軍說：「聽說四皇子在北

蕭國內頗受人民愛戴，只是他母妃的娘

家勢力單薄，不如大皇子的外公也就是

宰相勢力雄厚。最近這一年，四皇子身

邊多了一位軍師，幫四皇子運籌帷幄，

目前擁護四皇子的人馬越來越多。」

「霍將軍，這位是朕御用的軍師

白姑娘，」雲公子向大家介紹我，「現

在我們一起上城牆，看看你們的防禦工

事做得如何了。」

霍將軍早已在城牆外數丈的黃土

大道上挖好數十個陷阱，陷阱之前則是

放置絆馬索之處。我們在陷阱後 10公
尺處蹲有三排士兵，當敵方兵馬攻來

時，會高舉盾牌利用甫從東邊升起的太

陽光芒反射，造成戰馬的視線不清，繼

而恐慌跳躍，或將騎士甩下馬，或者前

衝碰觸到絆馬索而掉入陷阱坑。在這混

亂之際，我們的士兵則退入樹林躲藏。

這是電影「英雄本色」中部分場景，暫

時借用借用。

「聽說北蕭國這幾天就會進攻？」

雲公子問。

霍將軍點點頭，「我們在大皇子

營帳附近埋伏的眼線回報說就是這幾

天了，現在天亮得晚，預計他們夜行到

攻擊地點後在卯時前攻擊。」

雲公子再問：「示警的裝置也都

安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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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霍將軍充滿了自信，「從

遠到近，共有三層，最後一次的示警將

會引燃炮竹，希望敵方在驚嚇之餘，疏

忽前方的絆馬索。」

好可惜這個時代沒有地雷，不然

傷亡一定慘重。

我問霍將軍：「我在城牆上看到

火砲，你們會使用嗎？」

霍將軍回答說：「看情形，如果

城外像這次有這麼多兵士埋伏，我們是

不會使用的。但是在敵人集結正要進攻

時，我們會發射第一輪火砲，只是敵人

也一定是站在火砲可及的範圍外，所以

應該不會造成什麼傷亡，但是多少有

些威嚇的作用。在敵人進入火砲範圍內

時，我們會發第二輪，這次就會有斬獲

了；只是接下來我們就不能發了，因為

會傷到自己人。」

「盾牌呢？」我問。

霍將軍笑著說：「白姑娘，妳放

心！每張盾牌都擦得黃澄澄的，保證照

得敵人眼花撩亂。」

我再問道：「霍將軍，你們在放

置絆馬索和陷阱時，是否安排了一些

混淆的行動，讓對方不清楚你們的行

動？」

「皇上有指示，我們一共出動兩

次，一次是以喪葬隊伍混淆，一次是以

迎娶婚嫁的熱鬧場面掩飾。兩次的行動

都聚集了上千名自動自發的民眾，當中

也有官兵混於其間，即使敵方派有奸細

在附近張望，也不一定看得出我們的企

圖。」

霍將軍得意地說：「以往那條黃

沙大道是兩國人民往來主要的通道，北

蕭國一定想不到我們會這麼迅速就在

大道上安排好陷阱。」

「這些都是白姑娘建議的。」雲

公子笑看著洋洋得意的我， 「甚至
城外所有的布置安排也是白姑娘設計

的。」

雲公子挨近我，小聲地說：「妳

像隻驕傲的孔雀，鼻子都朝天啦！」

當然！我一個國二學生，如果不

是常看電影，如何指導別人？沒想到以

前經常被同學嫌棄的我，在這裡倍受他

人敬重，也許這個時代適合我居住吧？

∼待續∼

67-5-3.indd   73 2018/5/13   下午 08:1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