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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造橋鄉

旅遊日期：2016.3.23

隸屬縣市：苗栗縣

面　　積：47.9978平方公里

人 　　口：13505人（民國106年4月）

行政區域：9村

族群結構： 客家人約佔 71%，閩南
人 26%  餘為原住民。

交通情況： 一號高速公路造橋、頭
屋交流道、三號高速公

路大山交流道，鐵路、

臺一線、臺 13、西濱快
速道路

鐵路站場：山線造橋站，海線談文站

大　　學：私立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特、名產：木炭

小檔案

造橋鄉的位置，在苗栗縣北方，

以南港溪與竹南鎮和頭份鎮為鄰，東為

三灣鄉和獅潭鄉，西鄰後龍鎮，南為頭

屋鄉，東西寬 16公里，南北長 8公里，
大部分是低矮的丘陵，境內沒有較高的

山丘。

造橋初期的開墾，原由閩南人先

期進入，那時因為清政府禁止粵人入

臺，所以只有零星的開發，直到康熙年

間，因為粵人幫助清廷平定了朱一貴之

亂，清政府才開放粵人的海禁，允許粵

人到台灣，粵人因此大量的移入。

臺灣中部沿海地區的平原，因為

閩南人已經先行佔領，後到的粵人只有

往山區開墾。乾隆時，大部分粵人便沿

中港溪流域進入，大概就是現在的苗栗

地區。到了道光、咸豐、同治的 50年
間（1821∼ 1874），苗栗縣境幾乎已
全部開發，造橋的大量開墾，也就是在

那個時候。

臺灣城鄉之旅（二）－上
林國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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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橋的地名，一直沒有屬於自己

的歷史淵源，一般傳說是，到造橋開墾

的先民，外出到竹南或後龍，必須橫過

大大小小的溪流，一遇大雨，便橋都會

被沖斷，大雨過後，居民人人便一起吆

喝說「一起來造橋，一起來造橋」，久

而久之，造橋便成為大家的一個共識，

由於該地區本來就沒有地名，因此便以

「造橋」為名。

造橋的行政歸屬，清領初期是屬

於淡水廳新竹縣，光緒 15年（1889）
則屬苗栗縣新竹堡，日治時期屬新竹廳

後龍支廳造橋區，光復後，初屬新竹縣

竹南區，民國 39年（1950），新竹、
苗栗分治，隸屬苗栗縣至今。

造橋鄉地形由東向西傾斜，東部

狹長，標高都在 300公尺左右，全境超
過三分之二是丘陵，只有西部的小部分

是屬於平原地帶，河川切割明顯，因為

可耕作面積不大，所以多年來，人口一

直是負成長，外流嚴重。

造橋因為都是丘陵山地，樹林茂

密，早年以燒木炭為生的人很多，現在

還留下了甚多的木炭窯遺跡，甚至在造

橋村，還有一棟木炭博物館，境內沒

有大型工廠，是一個沒有工業污染的城

鄉。

日治時代的明治 36年（1903），
臺灣完成了基隆到高雄的鐵路，所以造

橋也在那時設站營運了，現在是屬於三

等站。但是在日治時代，因為境內的錦

水出現天然氣，據稱是當時日本國內產

量最高的地方，而引來日本王宮人士賡

續造訪，所以蓋了一棟在當時是非常堂

皇的鐵路車站站體。

目前台鐵的山線和海線都經過造

橋，甚至一高和二高，也在鄰近城鄉

都有交流道，所以交通地位非常重要，

甚至高鐵苗栗站，亦設在造橋和後龍交

界，交通更加便捷（註 1）。

茲列造橋鄉的主要參觀景點於下：

1. 造橋車站：

建於日治時代昭和 10年（1935），
當時是臺灣地區第一棟混凝土平頂建

築，據說是因為裕仁太子來訪才改建，

已有八十幾年的歷史了。

2. 驛長宿舍：

這是一棟四面落水的日式建築，

位於造橋車站南側，建於明治 43 年
（1910），當時名稱是「第一官舍」，
曾由客委會補助維修，現在列為重要歷

史文物。目前，政府擬在這區域，就一

些現存的日本宿舍群加以修復，以提升

造橋的觀光資源。

▲ 造橋車站驛長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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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黃春城校長故居：

地址：造橋鄉平興村 9 鄰 9 號。
是一棟和洋折衷的民家建築，簡樸而嚴

謹，對造橋具有時代意義，於 93年列
為苗栗縣歷史建築。

4. 茶亭崗：

位於大龍村和大西村交界的山崗。

大西村原名大坪村，在台 13線的兩側，
因與三灣鄉大坪村同名，而改為現名，

但是鄉人仍習慣稱呼大坪。由於地勢較

平坦，所以聚落也密集，目前全村的人

口，佔全鄉人口的三分之一。至於大龍

村，則偏處東部山區，是造橋鄉面積最

大的村。當年先民採收農作物或稻米，

必須挑到大坪處理或販售，路途遙遠，

於是居民便在交界的山崗，建造茶亭供

歇腳，目前整理得非常清爽，茶亭新

建。

5. 大潭：

位於龍昇村的台一線西邊，是一

個天然水庫，由第三高速公路大山交流

道下匝道東行，約在 200公尺的左側
路邊，這裡是一個有百幾十公頃的大池

塘，景色空濛，尤其黃昏日落之際，水

中漾起一片金色光芒，非常美麗。

6. 談文火車站（註 2）：

是目前台鐵僅存的幾個木構車站

之一，在臺一線路的西側下方，有指

標，建築物很古樸，目前因為無人看

管，所以顯得有點隳落，頗為可惜。

五、後龍鎮

旅遊日期：016.4.2

隸屬縣市：苗栗縣

面　　積：75.8079平方公里

人 口：37546人（民國105年6月）

行政區域：23里

族群結構： 閩南人89% ，客家人11%
交通情況：三號高速公路後龍交

鐵路站場：山線有新豐富站（與高鐵

特、名產：西瓜

小檔案

苗栗縣海岸線長 43公里，後龍是
苗栗縣臨海的四鄉鎮之一，位居中點，

據有最長的海岸線，北以中港溪與竹南

為界，東為造橋鄉、頭屋鄉，南為苗栗

市、西湖鄉，西南為通霄鎮，西則臺灣

海峽，地形由東南向西北緩傾，南北長

約 12公里，東西寬約 6公里，為後龍
溪沖積形成的平原，海岸大部分都是砂

丘，適合種植西瓜、花生，境內有一座

外埔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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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龍原來也是平埔族道卡斯人的

生活領域，古稱「後壠社」，當年平埔

族是用「石滬」（註 3）來捉魚，當時
在數十公里的海域，都是用這種方式捉

魚，魚獲甚至比牽罟還要多。

清‧康熙年間，後龍即有停泊的

港口，所以有漢人開始靠岸入墾。雍正

年間，閩人開闢後龍，粵人則開闢頭

份、造橋一帶，造成目前閩客住居的分

布情況。

後龍在清領初期，屬諸羅縣，後

歸淡水廳治及新竹縣治，日治時代，行

政區域歸屬異動頻繁，臺灣光復後，初

屬新竹縣，後新竹、苗栗分治，歸苗栗

縣轄至今。

後龍的沿海地區都是砂質地形，不

適宜種稻米，只有東部靠近丘陵的平原

始能耕作，在日治時期，因為開鑿後壠

圳，而有水利之便，耕地才大為增加。

據統計，民國 62年農業人口占總人口
的 75.13%，是最高峰，到了民國 87年，
則銳減至 36.95%，這是都市經濟發展
迅速，造成農村人口急速流失的原因。

雖然後龍是一個屬於砂質海岸的城

鄉，但是還是留下了三個小港口，即汕

頭港（已因淤積走入歷史）、公司寮港

和外埔漁港，公司寮港又稱龍港，到日

治時期，仍然舳艫千里，但是光復後，

因軍事安全而封閉，在民國 43年起，
才再陸續修建，但仍不敵風沙的淤積，

目前屬於小型漁港，至於外埔漁港，

則朝向觀光漁港規畫，目前已有成效。

在這裡順便一提，後龍從外埔漁

港以南，是一片沙洲，日治時期，曾規

畫建造為機場，完工後，當作飛行員的

訓練場地，但在二戰時被美軍摧毀，光

復後，則當做大型軍事演習的地點，尤

其是登島的訓練，目前仍是屬於軍事重

地，設有砲台和一座雷達站。

茲將後龍的主要觀光景點，列之

於下：

1. 外埔漁港：

位於海埔里，走西濱快速道路，

在外埔漁港的指標出匝道即可到達，曾

經多次修建，最後於民國 83年才完成
擴建，目前是苗栗縣最具規模的第三類

漁港，大型漁船已可隨時進出，有朝向

觀光漁港發展的潛力，目前舳艫接踵，

假日遊客如織，可以在港區吃到新鮮的

海產。 

2. 後龍目前留下了二棟日治時代的巴
洛克式建築，列述如下：

陳家古厝：

位於北龍里中華路旁，由後

龍車站前紅綠燈左轉，約 50公尺
右側，是苗栗縣第一屆縣議會議長

的宅第，已有百年歷史，屋頂為中

國式紅色琉璃瓦，山牆浮雕非常華

麗，地基穩固，現在無人居住，沒

有整理。

▲

陳家西式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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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古厝：

位於後龍火車站廣場左側，

座北向南的店鋪宅第，是一棟日治

時代的巴洛克式建築，為苗栗縣第

一任衛生局長的家，原為豐春醫院

（後龍第一家醫院） 的院址，屋頂
日式黑瓦，欄杆雕飾華麗，門窗造

型頗有變化，目前保存良好。

3. 赤土（塗）崎（現在的好望角）：

是一個突出海岸的岬角，當地人

稱為「半天寮」，因為狀如懸在半天而

得名。位於中和里，面積大概有 3,000
坪，上面除了立有三根風車以及瞭望台

之外，還有二座古樸碉堡，可以見證當

年這裡地勢的險要。站立其上，居高望

遠，可以眺望浩瀚的台灣海峽，以及海

中船舶，也許這是取名好望角的原因。   
這裡是後龍鎮的海岸高地，以種植地瓜

為多，走西濱快速道路在赤土崎出口出

匝道，然後跟著指標西行，約 3公里
的山路即可到達，雖然偏僻，但是我在

非假日前往，還是看到了約 40位遊客
倘佯其中。此處目前規劃了三條觀光步

道，經過景點頗多，都具有可看性，值

得參觀，當我離開好望角後，往通宵方

向的小路下山時，終點竟然是臺一線白

沙屯拱天宮的大牌樓。

4. 中正堂：

由好望角往通宵方向下山，約 1
公里左側有一座媽靈宮，地址南港里十

鄰赤土崎 80號，原是萬善祠，係供奉
乾隆年間，因李時堯事件戰死的義民殘

骸，後來才改為現名， 附近並無住家，
是莽原的山坡。

旁邊有一棟小型中正堂，甚為隳

落，水泥房子雖老舊，但外觀良好，氣

勢仍然堂皇，在如此偏僻、而且芒草叢

生的山坡上，啟建堪稱華麗的建築物，

令人驚訝。

內堂供奉一尊幾乎半身的蔣中正

銅像，背牆則是國徽，所以我把它稱為

中正堂，目前無人管理，不過可以感受

當年建物的莊嚴景象，如果再沒有去整

理，並派人好好管理，過一些時候，會

變成一座廢墟。

5. 大山車站：

位於大山里明山路 180號，由三
號高速公路大山交流道匝道出線往西，

直行約 1.5公里即可到達。

在日治時期站名為大山腳驛，於

民國 51年改為現名，目前因為營運量
很小，收支無法平衡，所以在民國 80
年改為簡易車站，才能保存車站的原來

木構面目，非常古樸，值得觀賞。▲

蔡家古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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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苗栗客家圓樓：

位在台鐵新豐富站南側，這是一

座苗栗縣政府為推展觀光產業，於最近

幾年才蓋的建築，一切仿照福建永定地

區的客家土樓型制建造，以後要欣賞客

家土樓，可以不必再千里迢迢的到中國

福建了。 

－　參考資料　－

1. 造橋鄉志  造橋鄉公所  98年 12月

2. 後龍鎮志  後龍鎮公所  91年 2月

註　釋

1. 臺灣南北交通的大瓶頸是在造橋
鄉，由北往南所有交通動脈，都是

經過二公里寬的造橋鄉路頸，次要

的縣道不計，有高達 9線是經過這
個瓶頸的，這是台灣一遇戰事時最

大的隱憂，其實以戰略的觀點看道

路建設，三號高速公路應該是走內

山的路線才對。這九條主要交通幹

道是：一號、三號高速公路，高鐵、

臺鐵山、海線、西濱快速道路，省

道一號、十三號及十三甲等九線，

臺灣西部所有南北向道路，除三號

省道外，都經過這個路頸。

2. 目前台灣鐵路木造車站僅存談文、
勝興、大山、新埔、香山、日南、

追分、集集、保安、菁桐、竹田、

後壁和林鳳營等 13站，如加入擬復
建的新北投站，則共有 14站。

3. 石滬，是在海岸邊用大小石頭疊成
三合院形的入水口，當漲潮時，魚

群隨著潮水由石滬進入，等潮水退

了，魚群就會留在石滬內的砂地，

然後把石滬內的魚抓起來，不費吹

灰之力，據說早年的魚獲量頗為可

觀，今日魚源枯竭，現在很多石滬

都傾廢了，目前在沿海地區留下的

石滬，有資料記載的四處是：港口

滬、狀元滬、淺滬、深滬等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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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慶平之戰前夕

來到慶平的當下，我就感覺到有

一股輕微的電流竄進大腦，很弱的電

流，如果再強一些的話，我會認為老哥

就在附近，難道他曾經在慶平附近逗留

過？慶平城很多人都知道，當今皇上御

駕親征，隨侍在側那個嬌小穿戎裝的白

姑娘，就是與北蕭國大戰的御用軍師。

如果老哥就在慶平，一定會知道這個訊

息，怎麼不來找我呢？

現在已經農曆三月中了，室外氣

溫很低，從小生活在亞熱帶的我仍需要

穿毛皮大衣禦寒。由於此地氣候乾燥，

目前城內城外已看不到積雪，反而是沒

有熱度的太陽天天都高掛在天空。

看著明亮的星空，空氣中傳來絲

絲盪漾的聲波，心中突然沒來由地慌

張，依我昔日的經驗，似乎有大事要發

生，也許戰爭要開始了。

「墨采！」我高聲喊著，她快步

來到我面前，「我有預感明天北蕭國會

來襲。」

墨采二話不說，一閃身消失在夜

色中，沒多久，雲公子、韓大將軍、霍

將軍等帶著暗衛們出現。

「白姑娘，妳是聽到還是感覺到

什麼了嗎？」雲公子急急地問。

我在腦中組織了一下，「我感覺

到有異樣的聲波，可能是有大批兵馬

移動，或是很多人的呼吸引起氣體的移

動。所以我認為北蕭國的人馬應該離我

們不遠，也許明早他們就會攻擊了。」

「白姑娘！」霍將軍不等雲公子

表示，急著說：「妳說的我聽不懂，什

麼是聲波？什麼是呼吸、氣體？」

雲公子舉起手阻止霍將軍繼續問

下去，「將軍，傳令下去，全軍備戰。

加料的酸梅湯（下）

湯系列之二

葉子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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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在開始，所有崗哨增加一倍人手。

負責舉盾的軍士立刻持盾牌與負責絆

馬索和陷阱的軍士會合，全部人員到齊

後立開城門快速就位，並確定卯時前都

隱藏好身形。」

「記著！」雲公子加強語氣，「在

城門打開前，全城禁燭火，不得有一絲

火光，絕不可讓敵人發現我們有人員進

出。」

「是！」霍將軍大聲應著並與幕

僚立刻離開去準備。

「呃，」我碰碰雲公子，「你知

道我在說什麼呀？」

雲公子笑著說：「不是很清楚，

可是妳說北蕭國明天可能會攻擊，我相

信妳。」

我又有獨孤求敗的感覺了，我指

指雲公子的喉嚨，請他說話，並將手放

在咽喉上，讓他感受到聲波的震動。雲

公子照做後睜大了眼睛，露出不可思議

的表情。

「這就是聲音引起的震動，這種

震動會影響到周遭的空氣，產生輕微的

波動。我就是感受到有一股不尋常的聲

波，才會猜北蕭國的人馬已經在附近

了。」

雲公子若有所思地看著我，「白

姑娘，妳的博學多聞正是我國目前最需

要的，妳一定要回妳的時代嗎？妳可以

留下來協助我治理這個國家。」

「啊？我不行哪！」我連忙搖手，

「我對治國沒興趣。」

雲公子反駁我：「可是妳在打仗

這方面很行啊！」

我笑著說：「我只是抄襲別人的

想法，其實我是很怕打仗的。想到以前

看到的那些殘酷的場景，我⋯」

突然我講不下去了，我忘不了在

「搶救雷恩大兵」那部電影裡，有士

兵斷了手腳在地上爬行的畫面；也想起

「英雄本色」那部電影裡一群老弱婦孺

被燒死在教堂，而最後梅爾吉勃遜演的

威廉‧華萊士竟然被斬首。

我語無倫次地說：「我以為這就

像我在玩的電腦遊戲，建幾個高塔、挖

幾個陷坑、調幾排士兵不算什麼，甚至

人死了再補充、打仗輸了再重新玩就可

以了。」

我抬起頭看著雲公子，「打仗開始

時，我可不可以留在行宮裡不要到現場

看？」其實我現在就有要嘔吐的感覺。

聽了我這麼一大段話，雲公子困

惑地說：「我不大懂妳在說什麼，不

過，妳如果不敢看就不要和我們一起上

城牆了。」

雲公子話剛說完，就聽到有人傳

報霍將軍有軍情報告。

霍將軍向雲公子行過禮後說：「白

姑娘說對了！我們埋伏在敵方的人傳

回消息，北蕭國確定明晨發動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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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公子想了想，轉頭對墨采說：

「妳今晚隨侍在白姑娘旁邊，明天一整

天妳和白姑娘都待在這兒，哪兒也不要

去。白姑娘的安危朕就交給妳了。」

等雲公子、霍將軍等人都離開

後，墨采問我：「妳明天不去城牆上看

啊？」

我對墨采說：「我怕！我從來沒

有碰過戰爭。」

「啊？」墨采聽了我的話大笑，

「這次慶平之戰的一切布置，幾乎都是

妳的主意，說得我們兄妹都佩服得不得

了。怎麼妳現在告訴我，妳根本是紙上

談兵啊？」

「墨采，妳聽過說書人說戰爭

吧？」墨采點點頭，「我們那裡將說出

來的戰爭故事，用人演出來。我從小看

了很多人演的戰爭，我的記性很強，所

以可以把每個戰爭說得頭頭是道。」

墨采問：「可是戰爭場面很大，

軍士動輒數萬人，加上戰馬，有那麼大

的場地裝這麼多人嗎？」

這是個很難解釋的問題，古人沒

看過電影，想像不出那種場面，我嘆

了口氣，「我們可以做到，這個很難

形容，反正我真的沒見過打仗流血的場

面，想到就害怕。今晚妳可以和我睡同

一張床嗎？」

十二、戰爭結束了

當戰鼓聲響起時，我的眼睛立刻

睜得老大，墨采說得沒錯，我真的只能

「說說戰爭」，連到城牆上面遠眺我都

不敢。在電腦裡玩戰爭遊戲，沒有真正

血肉橫飛、斷肢殘駭的景象，現實中慶

平的黃沙大道恐怕都會染成紅沙大道

了。不管是北蕭國或是天朝的士兵們，

因為我的策略，使得他們的家庭天倫夢

碎，我真的會愧疚一輩子。

我躺在床上像隻鴕鳥一樣把頭蒙

在棉被裡，偏偏墨采像現場記者一樣，

不斷地實況報導：

「我們的人穿黃色的盔甲躲在壕

溝裡，在一片黃沙中，我們站在牆頭都

看不清楚，對方怎麼看得到？」

「他們通過第一、二道防線時，

折損了一些人，但是通過第三道防線

時，碰到了我們放置的炮竹就慘了，忽

然的炮竹聲，把好多隻馬嚇得亂跑，有

的人從馬上摔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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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呀！好精彩啊！我們的士兵

突然拿起盾牌對著陽光晃動時，前面數

百隻馬都開始狂奔。有的人腳還在馬蹬

上，結果被馬拖著跑，看來活不成了，

有些摔下來的人被馬踐踏，我看也被踩

爛了。」

「天哪！還好我們挖的陷阱夠深、

夠長，這麼多人馬掉下去，疊得好高

啊！聽說他們的大皇子也在第一批攻

擊的人馬中，不知道是不是也掉到陷阱

了。」

「好消息！好消息！他們的大皇

子已經被我們俘虜了。」

「北蕭國停止攻擊了，還派人站

在馬背上，遠遠地搖著白旗。」

好消息接連傳過來，我放心了不

少，不知不覺睡著了。

「白姑娘，白姑娘？」好像是墨

采的聲音。

我睜開眼，「怎麼了？」

墨采笑得好開心，「我們贏了，

大皇子現在我們手上，北蕭國派人來談

和，可是皇上要他們派四皇子來談。」

「我睡了多久啦？」我搖搖迷迷

糊糊的頭。

墨采笑著說：「妳睡了一整天，

現在都已經快亥時了。皇上已經來過

很多次，可是不讓我們叫妳，說妳太累

了。」

這次的戰爭我壓力實在很大，當

初玩遊戲的心態，在真正面對死亡戰爭

時，已經完全崩潰了。雲公子對我的期

望、慶平百姓的身家性命，壓著我快喘

不過氣來。幸好，這場戰爭不到一天就

結束了，只希望雙方的傷亡不會太重。

「北蕭國大皇子怎麼會被抓的？」

墨采手舞足蹈，樂不可支，「我

們躲在城外樹上的一個士兵，居高臨

下看到一個敵人被座馬摔昏在樹林邊，

他冒險下樹查看，發現他的盔甲顯示

是將軍的等級。幾個士兵將他綑綁好，

按照白姑娘教他們的，放了一支紅色的

炮竹。霍將軍派出大隊人馬接應，帶回

城裡後才知道，他竟然是北蕭國的大皇

子。怕我們傷害大皇子，北蕭國立刻鳴

兵收隊，並且派人談和。霍將軍秉告皇

上說，不出十天四皇子應該就會到了，

皇上指示將軍，四皇子來談和時，就讓

他們把大皇子帶回國。」

古時的交通只有馬，怎麼會這麼

快就來到這兒？

看出我的疑惑，墨采說：「四皇

子雖然奉召回國，可是聽說行軍很慢，

墨紅說這是故意的，因為誰都看得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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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子根本不會打仗，四皇子準備適時接

應，所以他的軍隊其實離這兒只有三、

五天的行程。北蕭國的軍中以獵鷹送

信，速度比我們的快馬還快。等他們的

四皇子收到國主聖旨之後，應該就會起

程來我們這兒了。」

我崇拜地看著墨采，「妳好棒，

敘述事情有條理，只說一次我就聽明白

了。」

墨采不好意思地說：「其實我是

聽墨紅和墨藍說的，皇上和韓大將軍在

談這件事時，他們兩人在場。」

「雙方的傷亡如何？」

墨采想了一想，「雙方都有死傷，

北蕭國比較多，如果不是他們的大皇子

在我們手上，他們急速退兵，死傷可能

更多。我聽墨紅說，這次的戰爭，其實

損傷算是很小了。」

聽完話我的心裡舒坦多了，現在

我唯一的希望是找到老哥，趕快回家，

而且我有預感，時候差不多了，因為我

的大腦又有電波流過的感覺，而且強度

越來越明顯。

十三、四皇子駕臨

「快點，快點，我會來不及啦！」

我一直催著霍將軍借給我的小丫環。

墨采笑著說：「白姑娘，來得及

啦！皇上也還在寢宮，至少還要半個時

辰才要出發，妳別急啊！」

為了能參與北蕭國四皇子和使者

的晉見，我央求雲公子讓我站在他身邊

觀看儀式的進行。雲公子欣然同意，但

他希望我以內侍的身分出現，所以我一

大早就起床，讓小丫環幫我打扮成小內

侍的樣子。我真的很好奇，我們歷史上

不曾出現的北蕭國人民，他們的長像是

否和我們差不多。

我曾經問雲公子：「為什麼你讓

他們先帶走大皇子而不是先遞降書或

者訂個互不侵犯條約之後再放人呢？」

雲公子說：「北蕭國人民心高氣

傲，可是說一不二，是個有信用的民

族。他們既然已經說談和了，就不會

毀諾，所以大皇子是否在我國其實不重

要。」

接著雲公子憂慮地說：「我國戰

力很弱，這是從先皇時代就存在的隱

憂，雖然我還只是太子時，就已經勵精

圖治數年，但是仍需要時日整軍及擴充

軍備。這次我故意將北蕭國戰敗的事低

調處理，就是希望能獲得他們的感激，

替天朝爭取更多的時間。」

「那為什麼你要指定四皇子來接

大皇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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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公子笑著說：「北蕭國舉國皆

兵，驍勇善戰，以掠奪搶劫為名，大

皇子就是傳統典型的北蕭人；可是四皇

子生性仁慈，希望人民過得安居樂業，

遠離戰爭。我指定四皇子來接大皇子回

國，是幫他造勢，期望北蕭國主將王位

傳給四皇子，日後兩國能和平相處。」

雲公子拍著我的肩膀說：「這次

是靠妳的機智讓我們驚險度過難關，如

果北蕭國開始研究我們的戰略，這些方

法下次就不靈了。」

哇！這麼多彎彎拐拐的心思，聽

得我頭疼。

當我還在想著雲公子的那些話時，

小丫環已經幫我打扮妥當，我和墨采相

偕走出寢室和雲公子他們會合。

雲公子今天穿的是正式朝服，我

常戲稱這是他的上班制服，我則是穿著

和太監一樣的內侍服，站在雲公子右後

方，可以看到北蕭國特使晉見雲公子的

過程。我還在瀏覽階下眾多將軍、文官

時，從行宮外由遠而近傳來一陣陣高亢

響亮的聲音，原來是北蕭國四皇子及隨

從人員即將到了。

「茸茸？茸茸？是妳嗎？」腦中

突然傳來老哥的聲音。

我一激動起來竟然開口回答：

「哥？我是茸茸，你在哪裡？」說完之

後左顧右盼，甚至往前走了幾步，差點

站到雲公子座前。

雲公子伸手拉住我，「白姑娘妳

怎麼了？」

經過這次戰爭以及我的幾次預感，

雲公子已經將我視為無所不能的仙子

了，像這樣的失態，他似乎吃了一驚。

我回頭看看他，面露赧色地說：

「對不起，我忘了我是內侍應該站在你

後面不動才對。可是，我好像感覺到我

哥哥的存在。」

「啊？妳哥哥？他在哪？」雲公

子也站起來學我四處張望。

「呃，皇上、白姑娘，北蕭國四

皇子快到了，您二位⋯」我和雲公子不

但手牽著手，還一臉慌張的樣子，急壞

了小德子，他趕緊提醒了我們一聲，避

免有傷國體。

我恢復了冷靜，站回我應該待的

位置，閉上眼睛集中腦波傳送信息：

「哥？我是茸茸，我現在慶平的皇帝

行宮，等著北蕭國四皇子來臨，你在哪

裡？」

腦中傳來老哥的笑聲，「我和四

皇子正要進殿，等會兒見。」

我欣喜若狂，老哥出現了，我們

回家有望了。慢著！他和四皇子？他和

北蕭國的人在一起？

北蕭國特使一團進來時，前面當

中那位相貌威武、氣宇軒昂的年輕人，

應該就是北蕭國的四皇子吧？在他之

後的隨從大約二十人，由於大家都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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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目，實在看不出哪個是老哥。就在我

東張西望、仔細觀察時，老哥的聲音又

來到我的腦中。

「停止妳那賊頭鼠目地晃頭晃腦，

看起來好呆。」

「啊？你說什麼？」氣死我了，

半年沒見，一見面就說我是賊頭鼠目。

「又來了，『啊？你說什麼？』，

妳的口頭禪又來了。」

「那是因為碰到你這個討厭的人。

來這兒半年多，我一次也沒有說那個口

頭禪。」本來我在這個時代裡，博學多

聞、口齒伶俐，而且人見人愛、花見花

開，怎麼一碰到老哥，我就吃鱉了？

又聽到老哥的笑聲，「怎麼在古

代，妳的智力一點兒都沒長進？」

老哥真是一個尖酸刻薄的人，可

是我也不好惹，「我的智力是根據對

方的智力高低決定的，像你這種水準的

人，我不屑使用太高的智力。」

就在我二人在腦中對罵半天後，

才發現雲公子和四皇子的公事好像談

完了。

雲公子讓屬下帶四皇子和隨從先

去探望大皇子，接著再安頓他們到驛

館休憩，晚上雲公子設晚宴招待他們，

等明日初步議約後，大概再過兩天他們

就可以帶走大皇子了。雙方真正的契約

必須等他們回稟國主之後，才會帶著金

銀、絲帛等禮物到皇城晉見雲公子時簽

定。

「茸茸，」老哥又在腦中叫我

了，「晚上妳不要去參加晚宴，我來找

妳。」

十四、兄妹相聚

「老爸真是一個不靠譜的外星

人。」除了清冷難得有其他表情的老哥

憤慨地說。

我點點頭說：「對，你說得沒

錯！還好，他至少把我和你送到同一個

時空，不然我們大概一輩子也碰不到

了。」

「我說到宋朝看看，他說沒問題，

結果把我送到一個歷史上根本不存在

的時代。」

我慶幸地說：「還好我們只花了

半年就找到彼此。」

老哥瞪大了眼睛說：「半年？我

在這裡待了快兩年了。」

「啊？你說什麼？」我吃驚地問。

老哥翻著白眼，「又來了，妳又

說口頭禪了。」

「可是，可是，」我驚嚇得口吃

了，「我去年冬天來的，現在春天還沒

過完，我來了還不到半年耶。」

老哥結論：「所以我說老爸不靠

譜，連送來的時間都差那麼多。」

「那我們怎麼回去啊？就算回去

了，是不是還是原來的時空啊？」

老哥拍拍我的肩膀，豪氣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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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我會帶妳回到原來的時空。我

已經修好了通話器，前幾天我已和老爸

連絡上了，他的時光機已矯正好了，我

們隨時可以回去了。」

「我們如何來到這個時代的？」

我問。

老哥神秘地說：「妳記得每天喝

的酸梅湯吧？ 」

我點點頭。

老哥笑笑說：「那個酸梅湯可以

讓我們適應快速的時光旅行，我懷疑老

爸每天讓我們喝，是打算有天帶我們回

他的時代。」

「啊？你說什麼？」

老哥敷衍地說：「說來話長，以

後再說。這次妳幫天朝贏的這一仗，我

怎麼覺得場景很熟悉？」

「嘿嘿！那是英雄本色的劇情

嘛！」我得意地說。

「我就知道，」老哥敲了一下頭，

「唔，如果我是大皇子，針對這個戰

略，我可以⋯」

「欸、欸，那是別人的戰爭耶！

你還想什麼？對了，我們怎麼回家？你

的計畫是什麼？」

「我現在還不能走，」老哥搖搖

頭，「我得幫四皇子擬訂好與天朝的契

約，當雙方在天朝的皇城簽約時，就是

我們回家的時候了。妳先隨雲公子回

宮，到時候我去皇宮找妳。」

我有點失望，「不能現在就走啊？

雲公子的大、小老婆們好可怕，我不太

想回皇宮。」

老哥笑著說：「我是四皇子的軍

師，我得把我的工作做好，而且走了

以後就再也不會回來了，我需要給四

皇子一個交代，也不枉費我和他相知一

場。」

老哥說那麼多話是在解釋他想報

答四皇子對他的倚重吧？既然以後不

會再回來，我也應該利用時間好好觀

察這個時代，不管吃喝玩樂或是遊山玩

水，也不枉費我來此一趟。當下我和老

哥約好，最多再三個月我們就可以回家

了。

第二天晚上，我讓老哥和雲公子

見了面，雲公子很驚訝地發現，原來老

哥就是四皇子的新軍師。雲公子很清楚

四皇子最近一年的傑出表現，也就很清

楚是誰在幫他。其實這次如果不是北蕭

國臨時以大皇子取代四皇子攻打天朝，

勝負還真是難料呢！

知道我們最多三個月就要回家，

為了讓我能盡情地在天朝嬉遊，這次坐

馬車回程比去程多花了半個月時間。雲

公子讓大軍先回皇城，豪華的馬車裡坐

的是疲累的「雲公子」，其實那是一位

和他體型差不多的侍衛裝扮的，聽說他

偶而會代替雲公子出現在某些場合。

雲公子帶著我和墨家幾個兄妹以

及一些藏在暗處的侍衛，一路吃吃喝

喝，由北南下玩到皇城，大大地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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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奇心。可是回到皇宮後，他就開

始每天上朝、處理奏摺、商議與北蕭國

訂定契約的內容等，一晃兒又是半個月

沒見到他。反正我和四個小宮女玩五子

棋玩得不亦樂乎，有時墨家兄妹也會來

湊熱鬧，日子倒是過得挺愜意的。

轉眼之間，從慶平回皇城已過了

兩個半月，根據和老哥的約定，他應該

再過不久就會陪同四皇子、北蕭國使節

團一起來天朝締約，三個月之期快到

了。

「白姑娘，」墨采趁著我們剛玩

完一盤五子棋的當兒開口，「北蕭國特

使再過兩天就到了，有關契約之事，皇

上想和妳談談。」

我趕緊搖搖手，「可是我不懂契

約啊！妳去和妳老闆說，契約的事我

幫不了忙，請他和宰相那些大人物談

吧！」

「妳自個兒和皇上說，我才不幫

妳帶話呢！」可惡的墨采，才沒幾個月

就被我帶壞了，這些話她以前根本不會

說。

「今晚皇上在永和殿晚膳，妳要

打扮嗎？」墨采不懷好心地說，一臉的

賊相，「妳好久沒穿女裝了，等妳回家

後就沒機會了。」

想想也有道理，所以晚上雲公子

看到的就是穿著美麗宮裝的我。

晚餐後喝茶的時候，我主動對雲

公子說：「我已經幫你解決了北蕭國打

仗的問題了，契約的事別找我，我真的

不懂。」

「我不是來和妳談契約的事。」

雲公子笑看著我，「白姑娘，妳願意

留下來不回妳的時代嗎？如果妳願意

留在天朝協助我治國，我會永遠照顧

妳。」

我嚇了一跳，語無倫次地說：「不

行耶！我父母還在家裡等我，我還要讀

書，還要交男朋友。治國不是我的專

長，也不是我的樂趣，我只是把以前發

生的戰爭抄襲過來，我其實是很笨的。

況且在我 30歲結婚以前，我還有很多
事要做，要讀書，還要環遊世界。留在

這兒，孤苦伶仃、舉目無親，這樣我很

可憐耶！」

聽了我這麼一大段話，雲公子不

在意的說：「妳就快要及簪了，到時候

我可以娶妳，妳就不會舉目無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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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我真的嚇得不輕，「不行、

不行，我還小，就算我成年可以論及

婚嫁，也不能嫁給一個有七個妻子的

人。」

雲公子反駁我：「我只有一個妻

子，就是皇后，另外六個妃子不算妻

子，是妾。」

「不行！」我搖頭反對，「我們

那個時代是一生一世一雙人，你如果已

經有妻子就不行再娶。」

雲公子雙眼直直看著我，看得我

好心慌，慌得我連腳趾頭都捲起來了，

這不是初戀的滋味吧？還是我是他的

初戀？一個無憂無慮的國二學生，被

這個有七個大、小老婆的人看得面紅耳

赤。

「好吧！」雲公子突然站了起來，

「我既然答應了妳，就絕不會阻撓妳回

家，可是我期待妳的回來。」

十五、坎坷的回家路

「茸茸？」老哥的聲音？不是在

腦子而是在我耳邊。

我睜開眼睛，看到老哥坐在我床

邊，我爬起來左右看看。

「幹嘛？」老哥把我轉動的頭固

定住，「別看了，那些宮女都被我迷昏

了。」

我真佩服老哥，他就是有辦法將

事情做得乾淨俐落，我問他：「聽說契

約簽好了，我們今晚就走？」

「急什麼？妳們那個皇帝明天想

和我談談軍事策略，他真是一個好學的

君王。」老哥露出欽佩的眼光，

「沒錯！」我點點頭，「我剛遇

見他的時候，他就一直問我有關我們時

代的事，完全沒有被我是未來人這個事

實嚇到。」

老哥準備要回去睡覺了，他回頭

對我說：「明天白天妳收拾收拾行李，

我們明晚走。酸梅湯我已經配好了，先

放在妳這裡。」

我哈哈大笑，「這裡的衣服回去

也不能穿，很多物品也不適用，我有什

麼好收拾的？」

老哥沒理我，一眨眼跑不見了。

我確實沒什麼東西好收拾的，所

以第二天早上撿了幾件雲公子送我的

首飾、一件豪華的宮裝隨便包一包，就

算整裡好行李了。既然閒著無事，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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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書與小畫兩個小ㄚ頭宮女開始玩

五子棋了。

突然空氣中傳來異樣的電波震動，

但是永和殿四周卻是寂靜無聲，我抬起

頭四下張望，看到我停止下棋，小書張

著大眼睛看我。

我對小書和小畫說：「妳們兩個

輕聲快跑到我的寢室，從窗戶爬出去，

分頭去找墨家兄妹，就說我這邊出事

了。」

兩個小宮女嚇得臉色都變了，「我

們要留下來保護妳。」

我笑了笑，「對方有刀有劍，妳

們拿什麼保護我？快！不要多說，妳們

越快找到墨家兄妹，我越不會有事。再

拖下去，我們三人都要命喪於此。」

兩人立刻往我的寢室跑去，可是

沒多久，小書又回來了。

「妳怎麼還沒走？」

小書搖搖頭，「我不走，可是我

幫小畫爬出去了，沒有被人看到，小畫

跑得很快，一定馬上帶人來救我們。」

小書剛說完，就聽到一陣雜沓的

跑步聲，還有血腥味傳來。小書雖然自

己也害怕，可是還是挺身站在我前面。

從殿外走進二位身著夜行衣帶著

刀劍的蒙面人，一位貴婦從他們中間

走出，「唉唷！這不是御用軍師白姑娘

嗎？」

我記得這位是雲公子的小老婆之

一，好像是平貴妃吧？

小書顫抖著聲音說：「娘娘，皇

上說任何人未得命令，不得擅自闖入永

和殿。」

沒想到小書的話才說完，一支匕

首飛過來，直直沒入小書的胸膛，小書

一聲也沒吭就倒下去了。

「平貴妃，妳是什麼意思？」我

拖延著希望能等到救我的人。

平貴妃哈哈大笑，「什麼意思？

皇后說得沒錯，一隻小狐狸精霸占著皇

上，本宮替後宮姐妹們除妖啊！」

我開始往後退，平貴妃看了譏諷

地說：「這永和殿就這麼大，妳能退到

哪裡？」

我當然知道無路可逃，我這是在

拉長我的助跑距離。就在平貴妃下令蒙

面人上前殺我的同時，我開始往前跑。

「啊？」眾人沒想到我會突然向

他們跑去，愣了一下，我利用這片刻

的一秒鐘，跳到桌上，再蹬往上面的大

樑。

依我往日的經驗，我應該立刻站

到大樑上，但我還是低估了平貴妃帶來

的殺手，就在我從桌上躍起時，有人的

鋼刀劃到了我的大腿，劇痛影響了我的

跳躍，幸好我的雙手已經抓住大樑，利

用身體前後搖擺，我翻身上了大樑。我

剛站好便聽到下方傳來拉弓射箭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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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雖然急速跑向最裡面的那支大圓柱

子後面蹲下，一支弓箭已劃過我的右頸

帶著血滴釘在遠遠的大樑上，另一支則

射穿了我的左臂，我轉頭看我的左臂，

赫然發現那箭還帶有倒鉤。接下來射出

好幾箭都釘在我坐的圓柱上，也有些是

貼著圓柱飛過。

「白姑娘，」樑下傳來平貴妃的

聲音，「妳逃不掉的，還是乖乖受死

吧！看在妳幫皇上智退北蕭國的份上，

本宮保證不會讓妳太痛苦。」

平貴妃說話的同時，仍然有箭射

上來，我知道只要那兩個蒙面殺手分抄

過來，我白茸裳今天死定了。大腿上的

傷口又長又深，鮮紅的血大團大團地湧

出，我想應該是砍到大動脈了，頭腦已

經開始有點模糊了。我撕下薄紗裙襬，

將大腿綁得緊緊的，雖然不舒服，可是

血流的速度緩下來了。

我不能坐以待斃，雲公子派來保護

我的侍衛可能被平貴妃支走了，不知何

時能來救我，而且現在腦力不管用，感覺

不出老哥在哪裡。我拔出釘在樑上離我最

近的那支箭，心裡盤算先解決哪一個。

「平貴妃，妳怎麼辦事的？怎麼

還沒解決人？本宮只能爭取到這一刻

鐘時間，墨家兄妹隨時會進來。」這是

皇后的聲音？

「回皇后娘娘，這小狐狸精工夫

挺好，三兩下就跳到大樑上。」平貴妃

回答，「快！你們兩人快點把她解決，

記得收拾成北蕭國的刺客殺的。」

原來是皇后指使的啊！這些人真

是枉做壞人，我今天就要和老哥回去

了，她們根本不用出手殺我呀！我深

吸了一口氣，凝神辨別她們和刺客的位

置，突然我從大樑後轉過身，右手將箭

甩出去。一聲慘叫聲傳來，我射中平貴

妃了。

樑下突然安靜下來，弓箭也不再

射上來了，接著聽到悶哼聲以及腳步

聲。我大膽扶著樑柱困難地站起來朝下

看，永和殿內來了不少侍衛，最重要的

是雲公子來了。我鬆了一口氣，我得救

了，雖然帶著傷，可是我可以回家了。

皇后跪倒在雲公子前面，惶恐地

說：「參見皇上。」

雲公子寒著臉說：「來人，將皇

后押至鳳儀宮看管，非得朕命令不准出

宮。」

皇后淒厲地喊著：「皇上，不關

臣妾的事，臣妾是來阻止平貴妃做傻事

的。」

「是嗎？」雲公子冷笑，「這樣

說來，平貴妃是皇后殺的？」

皇后驚慌地說：「啊？不是，不

是臣妾殺的。臣妾只是，呃，只是⋯」

「住口！」雲公子大喝，轉頭對

身後的侍衛說：「還不帶走？」

雲公子不理會皇后驚慌的啜泣聲，

轉頭向上看著我，「妳打算在上面待多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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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了笑，正想說幾句俏皮話，

大概是失血過多，我剛走了一步，頭一

暈就從樑上栽下來了。想到沒被人殺死

竟然是摔死在這個朝代，真是有夠倒

楣，但是有人接住了我，一張面無表情

的酷臉對著我。

「哥？」說完我就昏倒了。

十六、意外的結局

我好像好久沒有睡得這麼不安穩

了，四肢傳來劇痛，腦袋裡一團亂七八

糟，耳邊的吵雜聲不斷。

有人在拍打我臉，一邊說：「茸茸，

快睜開眼睛，我知道妳醒了。」

我奮力地睜開眼睛，看到老哥還

要拍我的臉，我趕緊說： 「我醒了，
我醒了，別再打了。」

放眼望去，一片白色進入眼簾，

除了老哥外，老爸和瑪藺都在旁邊。

老爸看到我醒來，喜形於色，「看

吧！我就說我白昊的女兒比一般人強

壯，別的人被射了這麼多支箭，早就變

成屍體了。我們茸茸臉色還是紅嫩嫩

的，說話的聲音清晰有力，哪有傷重的

樣子？我記得妳媽曾經說⋯」

「老爸！」老哥大喝，「住口，

妹妹是病人，你想煩死她呀？」

老爸委屈地說：「唉呀！戎倪，

你怎麼這樣說我呀？我也是關心妳妹

妹呀！看到一個這麼漂亮的小姑娘靜

靜地躺在這裡，誰看了都會不忍心嘛！

而且她是去找你才受傷回來的，我當然

疼惜她啊！我可憐的小女兒，滿身是傷

的回來，嗚⋯」

「老爸，別哭了，我沒事了。」

我趕緊插口阻止老爸繼續感傷下去，

「我可以回家了嗎？」

老爸還沒出聲，倒是有一個熟悉

的聲音傳來了：「唷！妳醒啦？妳睡

得可夠久了。」我們家熟識的張醫生

走進病房，她是知道老爸身分的少數人

之一，「明天再幫妳檢查一遍，沒問題

就可以回家了。傷口復原得很好，回家

一星期後來回診，接著妳就可以去上學

了。」

「啊！還要上學喔？」在學校好

孤獨無聊，同學當我是怪咖，談話兜不

在一起。

當老爸、瑪藺和張醫生相視一

笑時，老哥的話傳入腦中，「說妳要

休息，讓老爸他們回家，我有話對妳

說。」

等他們都離開後，老哥開始將我

們離開天朝的經過大約說了一遍。

看到滿身浴血的我，雲公子命令

馮御醫立刻救治我，可是那個時代對於

嚴重外傷，基本上是束手無策，也沒有

抗生素可防止感染。尤其看到我左大腿

的動脈幾乎被砍斷，馮御醫嚇得跪在地

上直發抖。老哥說服了雲公子，由在大

學讀醫學院的他幫我急救暫時止血並

簡單包紮後，就急急把我帶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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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醫生說我的體質遺傳了老爸，

在流失了如此大量的血液後，竟然還可

活下來，主要是我的身體有自我療癒的

功能。我睡了兩個星期，在張醫生和我

自身不知不覺的努力下，不但醒了而且

傷勢幾乎痊癒了。

「我還沒和雲公子說再見你就帶

我回來，以後我再也沒機會看到他和墨

家兄妹了。」說實在話，雲公子對我很

好，如果不是他那些老婆們，我還真喜

歡住在那裡。

老哥沒理我，「關燈睡覺！」說

完他就走了。

雖然國二的學業我在小學五年級

時已全部讀完了，可是出院回家後我還

是複習了一遍，總要知道同學的進度在

哪裡嘛。老爸一直不了解為什麼我和老

哥的智力那麼高，可是學業成績永遠是

第三名而不是第一，他是 500年後的
人，那裡的人都很聰明，不需要獨孤求

敗啊！

老哥雖然在北蕭國待了快兩年，

可是這裡的時間只過了半年，對於聰

明的他來說，學業也不是問題，問題

是他竟然轉系了。老哥已經讀到醫學系

三年級，他原來想當外科醫生；這次回

學校，他申請轉讀中醫系，師長問他原

因，他聳聳肩沒說。我想，大概是他在

北蕭國居住時，對當時的中國古醫學產

生興趣了吧？

雖然我想念天朝，可是我又能怎

麼辦呢？每當我孤獨地讀書、孤獨地

看電影、孤獨地爬山時，就會想起雲

公子。他重視我的才能，會虛心求教；

他體貼入微，即使當初第一次見到我，

看我穿得單薄，也會用大麾將我裹在他

胸前保暖。老哥說我們準備要回來時，

他發誓雲公子的眼中含淚，摸著我的臉

捨不得放手，可是為了一個承諾，他還

是讓我們走了。也許他對我有情，可是

14歲的我怎麼懂？

「喔，對了，我忘了對妳說，妳

的朋友韓松蘿曾經打電話給妳。」從天

朝回來一個月後老哥才告訴我。

我瞪他一眼，「隔那麼久才告訴

我？」

老哥哼了一聲，「妳們兩個年紀

相差六歲，竟然也談得來。」

「她有說找我什麼事嗎？我記得

我去天朝前兩天還和她見過面，聽說交

了一個男朋友，也許想和我談談她的男

朋友吧？」

後來我打給松蘿，果然是男朋友

的事，真有意思，我才 14歲，哪懂啊？
不過我還是耐心聽完而且出了一些意

見。她的男朋友何宥彥追了她一陣子，

兩人的家庭環境都不好，松蘿沒有父

母，男朋友家很窮，她怕以後是貧賤夫

妻百事哀。以後的事誰能預料呢？我勸

她慢慢觀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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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將天朝所有的點點滴滴與

松蘿分享，她是唯一知道老爸底細的朋

友，她既然能接受老爸是 500年後的
人，應該就能接受我回到 1000年前的
事實。可是不知為什麼，我只有詳述那

兒的人文地理以及風土人情，至於雲公

子對我的感情則是深深藏在心裡，這個

甜蜜的秘密我只想自己擁有。

時間過得飛快，四年後終於輪到

我要考大學了，六年的中學生活似乎並

沒有為我的人生帶來色彩，我想上大學

大概也是無聊吧？所以我對老爸說，讀

書實在不是我的最愛，我不想拿大學文

憑而是想要去旅行、走遍全世界。老爸

自己還不是遠從 500年後旅行到這裡，
他當然不可能反對。

「茸茸？快起來，我帶妳走。」

睡夢中似乎聽到老哥在說話，我翻了個

身繼續睡，結果身上的棉被讓人給揭開

了。

睜眼看是老哥站在床邊，我睡眼

惺忪地問：「老哥你幹嘛啊？」

「我跟妳說，」老哥關上我的房

門，輕聲地說：「我調好時光機了，我

們回 1000年前去，現在就走。」

我立刻清醒過來，「為什麼回去？

四年了，那裡的人一定忘記我們了。」

「嘿嘿！不會。」老哥神秘地笑

笑，「妳的雲公子現在很需要妳，當然

也需要我。」

「他不是我的，他屬於他那七個

老婆的，喔，不對，平貴妃被我殺了，

現在至少還有六個老婆。就算他要娶

我，我也不願意，我不和別人共有一個

丈夫。」

老哥又笑了，「他現在一個老婆

也沒有，妳願意回去嗎？」

「啊！你說什麼？」不知不覺我

的口頭禪又出現了。

老哥這次沒有嘲弄我，「我們走

了之後，皇后被打入冷宮，其他妃子都

讓他遣走了，有的改嫁其他王公貴族，

有的青燈禮佛，現在後宮一個女人也沒

有。」

「你怎麼知道那麼清楚，而且我

們為什麼要回去？」

這次老哥不笑了，「四年前我們

回來的時候，我把通話器留在了天朝。

現在雲公子病了，我們不回去，他的病

醫不好。」

人說心慌則亂，老哥的話裡有語

病，可是當時我沒聽出來。就在我內心

還在掙扎到底去與不去時，老哥遞給我

一杯酸梅湯，我習慣性地拿起就喝，沒

注意喝起來怪怪的，接著沒多久就不省

人事了。

「白姑娘，白姑娘，妳醒醒。」

總是有人在我睡眠時打擾我。

叫我的人看我不醒，乾脆把我從

床上拉起來抱在懷中，「好不容易來

了，一直睡怎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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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熟悉的聲音，我猛然睜開眼睛，

看到的是雲公子帶有笑意的雙眼。我急

忙從他懷中坐起來，四下張望，沒錯！

我回到天朝了。可惡的老哥，竟然不經

我同意，就把我送回來了，他人呢？

「我哥呢？還有他說你病了，我

看好好的啊！我到底回來做什麼？」頭

腦昏昏的我又開始語無倫次了。

耳邊傳來老哥的笑聲，「雲公子

得了相思病，而且病入膏肓，妳再不回

來，他就回天乏術了。」

我氣得問他：「你胡說什麼？」

「不！妳哥哥沒有胡說，」雲公

子看著我，「上次你們走了之後，為了

增強國力，我竭盡心力改進各項措施，

這些都是妳上次來的時候教我的。同時

妳也教我，真正的夫妻是一生一世一雙

人，所以我解散了後宮，等妳回來。四

年了，天朝國力已非吳下阿蒙，人民安

居樂業，與邊境各國貿易相通，和平共

處；可是如果沒讓妳看到這些情景，這

些對我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呆呆地看著雲公子，四年的光

陰讓他更成熟了，他做的一切雖說是為

天朝，難道沒有希望獲得我讚賞的心意

在裡面嗎？想到他對我的珍惜，對照我

在自己時代別人眼中的怪胎，也許這裡

更適合我生存？既然我有意環遊世界，

就把這裡當成第一站好了，反正不滿意

時再讓老哥帶我回去就好了嘛！想到

這裡，心情豁然開朗。

雲公子神秘兮兮地說：「其實啊！

妳哥哥回來的目的不僅僅是為我，也為

他自己。馮御醫有個十八歲的女兒，目

前也在太醫院習醫，妳哥哥和她⋯」

我猛然抬頭看向老哥，一股紅色

爬上他的臉，原來如此啊！

「好了，」我拍拍手，下床穿好

鞋，「既然來了，就讓我們大肆整頓一

下吧！首先，我要在每個寢宮都裝抽水

馬桶，還要給皇宮每個工作人員上教育

訓練課，就從九九乘法開始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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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笑話
寒易

　　小哥最近由於工作煩悶，因此相約三五好友

至 Pub 飲酒玩樂，酒過三巡直到酒意稍退，勉強

開車載友人回家。途中很不巧的遇到警察伯伯攔

車臨檢，車停路邊後小哥很不情願的搖下車窗，

車內瀰漫酒氣沖天，警察伯伯試探性的對小哥

說：車內有「酒味」哦！天真的小哥轉頭看著後

座說：沒有「九位」啦，車後僅有一位而已 ! 氣

得警察伯伯直喊想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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