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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書內包含兩個不同的故事。

愛好文學的我，隔了幾十載商業打拼後，再次回到寫作的玩意來。

現在，我已不用掛慮任何事情，不用擔心我的作品銷路好壞會影響我

的生計，那就可以無憂無慮快快樂樂地放縱自己去下筆，寫我喜歡的

題材、喜歡的背景，和寫我喜歡的各種角色，以及不同的故事內容。

在這本小說裏，除了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外，所有人物與經歷都

是虛構的，包括人物的姓名，如果發現有與小說故事裏相同的，實屬

巧合；不過，這小說裏的歷史背景是真實的。

《三胞胎兄弟》事發在國共內戰時期。當國民政府軍節節敗退之

際，一個國民黨軍官的妻子在動盪的大陸裏誕下了罕有的三胞胎，並

且全是男的。可是，在小孩生下來的次天，生母就去世了，而那父親

也因為戰爭而不知所蹤。因為當時家庭的窮困，生母的親人也沒能力

養育那麼多小孩，這三個小孩就在各自不同的國度與文化習慣下長

大，造成這三個小孩的成長過程、思想與對成就的解釋彼此不相同，

儘管他們的臉長得幾乎一樣。

三兄弟的老大是大龍，他深深認識當地當時社會的結構與風氣，

並會利用手中的權力，很快得到令人羨慕的個人成就。但是，因為他

內心沒有中心思想，只知道崇尚權力與金錢，染上了當時社會的陋習，

最後，他犯的錯誤讓他被判刑坐牢，也結束了他的一生。

三兄弟的老二叫次龍，在當時被認為大陸國外的澳門與香港長

大，由於那是個功利的商業社會，次龍適應了這種社會，藉着自己的

聰明與勤奮，加上妻子的幫助，很快成為一個商場的老手並有所成就。

雖然他一直很小心和自我管束，但是他究竟是個“人”，人都會犯錯

誤，他最終也犯了嚴重錯誤以致幾乎失敗，還好他及時覺悟，使他能

幸福地安度他的晚年。

排行老三的小龍從小就跟從他養父馬可牧師認識基督教，便執意

要當個牧師。因為一次上帝的指示，他毅然跑到當時非常動盪危險的

中國來傳道，由於他一心一意毫不動搖毫不懷疑地遵循，使他能得到

上帝的照顧而獲得個人成功。

三個小孩在三個不同的地方被養育長大，就像三粒相同的種子在

三塊不同的土壤裏生長，成長的結果就看那三塊不同土壤與環境的培

育與影響。

《九次相會》是一個發生在海峽兩岸的愛情小說。內容講述一個

臺灣（臺北）青年女子美子與一個大陸（上海）的青年男子大偉在一



8 9三胞胎兄弟 序

次車禍中認識。當時，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男女朋友。美子當時的男

友是個有野心但能力不大的音樂人，而大偉的女友是個能幹孝順的女

孩。後來，大概是命運的安排，使美子與大偉在各自失去原來的男女

朋友後，慢慢變成男女朋友。

當美子的前男朋友再次出現後，對她進行責備與攻擊，使美子發

生意外以致失去記憶，對以前發生過的事情幾乎全部忘記，也對與大

偉的交往幾乎忘得一乾二淨。美子在被攻擊失足受傷後，幸好得到一

名村婦的救助與收留。可是，那村婦的自私也帶給美子一定的麻煩。

還好，在大偉的解救下，美子終於回家了。但是，她的記憶還是不完

全，她已不太認識大偉了。這時，本來就對美子一直懷有追求之意的

表哥醫生在幫助美子的復原努力過程中贏得了美子的芳心，美子最終

接受了他。

真愛與不純潔的愛總是有差別的，它會最終被認知及最後被接

受。真愛是關不住的，抵擋不了，也逃避不了。真愛的釋放會讓另一

方容易感覺到，並且也會迫使對方接受，並能化解人們的偏見與敵意。

本書作者非常感謝夫人小郁對寫作本書的支持與鼓勵；另外，還

要感謝香港詩人藍朗先生在百忙中仍然付出的幫助，使到本書能夠成

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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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深是個高大粗壯、相貌威武的軍人，原籍重慶旁邊的萬縣，

畢業於著名的陸軍工兵學校，時任南京政府軍隊的工兵團團長，專門

負責鋪設地雷、掃雷、爆破等防禦敵軍的工事，和修建地面公路、橋

樑、通信等方便友軍的工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國民政府遷都

重慶，當時三十二歲的邱士深也奉命遷往重慶，負責重慶周圍的工事

防禦，以防萬一日本軍隊進攻重慶。

《邱士深與白虹》

因為戰事緊張的緣故，邱士深在重慶的工事非常繁忙，他幾乎沒

有時間回家探望，卻在一個被邀請到重慶一所中學向學生演講的場合

裏，認識了一位名叫白虹的老師。她是個身材高大，專注於籃球、排

球等球類運動的體育教師，年齡比邱士深小七歲。兩人來往還不到半

年，邱士深便向白虹家人提親，在白虹家人的高度支持下，於一九四

零年秋與白虹聯姻。

婚後，雖然邱士深很少有機會看到他的妻子，但是每當他回家時，

都會表現對妻子的無限恩愛與熱情，兩人相處非常和諧。白虹對丈夫

非常敬佩，而邱士深對妻子的聰明與溫柔體貼很是珍惜。奇怪的是，

婚後的白虹卻一直沒有懷孕，讓年紀已是三十六的邱士深感到很焦

三胞胎
兄弟

三個兄弟成長的故事
他們同時間出生，
但是姓氏卻不一樣，
成長的道路全不相同，

因此，他們的命運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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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起初，邱士深以為是自己在家的時間太少，或者時間不對，所以

妻子沒有機會懷孕，後來他感到事情不妥當，便開始懷疑妻子的生育

能力。可是在表面上，邱士深並沒有抱怨他妻子，不過，白虹是瞭解

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軍投降，中國長久的戰事停止了，人民正要

去享受和平安寧生活的可貴，但是，對日本的抗戰才剛結束，國民政

府與共產黨的內戰又接踵而來。一九四六年初，內戰相對國民黨軍隊

有利的境況下，國民政府打算從重慶遷都回到南京，是年五月五日便

實現了還都南京，邱士深也被命令隨着轉移。這次遷移，邱士深不打

算把妻子一起帶到南京來，他對妻子說想等事情先安頓好並且戰事比

較明朗後再把她接到南京來，反正他自己在南京也沒有一個固定的

家，說不定過幾天又被調回到重慶或其他地方。白虹完全相信丈夫所

說，連夜替丈夫做了好幾款他愛吃的點心帶在路上，幫他整理好行李，

自己卻幾乎一夜沒睡。次日清晨，白虹就跟丈夫一起來到火車站，臨

別時，她哭着說：“家裏你不用擔心，我會把家弄得更好，有空也去

你老家看望你爹娘……你自己可要小心，你的工作很危險，不要讓我

擔心，有時間就寫封信給我。”邱士深對妻子稍作安慰，替她抹乾淨

眼淚，說：“放心吧，我好命大啊！我的愛人，我會儘量抽空寫信給

你的，有假期我就馬上回來。”白虹接着說：“你一到那邊就發封電

報或寫信給我，免我掛念。”邱士深連忙點頭說：“會的，我的心肝

寶貝！”然後兩人就緊抱着，直到車長大聲呼叫：“火車要開啦，趕

快上車！”隨着火車的呼叫聲響徹了大地，白虹眼看着丈夫一步一步

遠離她。後來，儘管她加快步伐，她追趕的腳步已經跟不上火車的速

度，充滿淚水的眼睛也看不清楚車廂裏正在揮手的邱士深。

白虹對這次邱士深的離開有着很不祥的感覺，她非常懊惱丈夫的

離開，但是又不能阻止。她的心情非常矛盾，她不知道能否再看到她

丈夫。白虹在月臺上找了個位置坐下來，慢慢回想剛才離別的情景，

霎時間，她放聲大哭，並且越哭越悲傷，聲音也越來越響亮，直到她

發現有一大群人以不同的眼光圍繞着她看，才拭乾眼淚離開月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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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深與宋月娥》

到達南京後，邱士深東奔西跑的過了一年，期間他曾收到過妻子

的多封來信，也寄過兩次信給遠在重慶的妻子，之後，他就再沒寫信

給她了。到了一九四七年末，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邱士深認識了一

個年輕的南京姑娘，名叫宋月娥，她是南京市一個地方警衛隊長的幼

女，長得既漂亮又溫柔可愛。兩人雖然相差有十七歲，但是在邱士深

的認真追求下，他們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舉行了一場頗為隆重的婚

禮；當然，邱士深並沒有告訴在重慶的白虹他已另娶的事。在當時，

男人，尤其是軍人，有幾個老婆，是件很普遍的事，只要男女雙方願

意就好了，況且，當時的婚姻記錄幾乎不存在。

在還沒有跟宋月娥結婚時，邱士深就已經開始留意如何增強生育

能力的事宜。結婚後，他就找了有關的中醫，並開始服用增加生育能

力的中藥，也要求宋月娥食用能幫助女性懷孕生育的中藥與補品，特

別是能夠生子的。宋月娥是個單純的女子，她以為丈夫特別喜歡小孩，

沒有任何疑問就完全配合丈夫的要求，卻不知道邱士深的原配夫人無

法生育，所以邱士深把希望都寄託在宋月娥身上，這大概是邱士深另

娶的主要原因吧。

一九四八年底，邱士深結婚沒多久，戰況已經發展得非常緊張，

在南京的國民政府已經顯露出很悲觀的態度，快要戰敗已經是很明顯

的事實。南京政府的很多人員與物資已經開始撤退到臺灣，擺在眼前

的戰事更是對他們極其不利，因為共產黨的軍隊已經奪取了中國在長

江以北的全部土地，並到達長江北岸，跟南京只是隔江相望，南京的

居民經常會聽到對岸共產黨的廣播叫喊聲。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引退，由李宗仁代行國民政府總

統職務。此時，宋月娥已經檢查出來有懷孕跡象，她開始嘔吐和感覺

肚子有怪異。三月底，宋月娥被診斷已懷孕有四個月，可是從外面看

卻像是有六個月大身孕。同年四月二十日，國民黨拒絕在和平協定上

簽字，晚上，共產黨的解放軍就開始了渡江戰役，試圖跨越長江，主

要是要攻下南京這個國民政府的首都。當時，蔣介石已經離開南京，

市內的國民政府官員大多已經撤離，保衛南京和阻止解放軍渡過長江

中下游的事務由國民政府的湯恩伯和白崇禧將軍負責，他們擁有總兵

力大概七十萬，而解放軍卻陳兵一百萬。四月二十二日，在隆隆的炮

火聲與不斷的槍彈聲中，邱士深急忙派人要把宋月娥搬到她母親在鎮

江的家裏待產，害怕戰火危及到他夫人；可是，宋月娥表示不願意，

因為她的父親還沒撤離，他還在南京堅守。不幸的是，就在解放軍攻

進南京的次日，宋月娥的父親就被槍決了。在得到父親的死訊後，宋

月娥本想領回父親的遺體，但是其他人勸告她最好儘快離開，免得自

己也有殺身之禍。宋月娥便悲傷地收拾行裝，上了邱士深派來的車輛

趕去鎮江，而在她離開南京的次日，南京城就被解放軍完全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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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大半頭白髮的楊和平（老楊）曾是臺北市一家銀行的經理。

老楊最寵愛的小女兒美子是在他買了臺北萬華區的房子的第二年誕生

的。這房子現在已經住了二十多年。美子的名字是因為老楊覺得這是

個“美麗的孩子”而取的。美子的媽媽劉曉婷是個基督徒，並且在基

督教會裏工作，但是她並非老楊的原配。原配何夫人在婚後次年生了

大兒子，叫子茂，隔了三年又生了老二子盛；可是老二上小學二年級

時，何夫人就患病去世了。老楊在悲痛寂寞與無助中熬過了三年，終

於決定向之前在基督教會認識的一個未婚教友求婚，結婚次年就生了

美子，之後也就沒再生。

美子大學畢業也快三年了，畢業後她很幸運地進入一家離家不算

太遠的保險公司工作。她的大哥子茂在臺北開了三家日本餐館，生意

挺不錯，因此積累了一些錢財，還計劃再新開一家餐館。他在臺北昂

貴的區域買了間不小的房子，自己也育有一男一女。子茂跟當地傾向

“臺獨”的政黨裏的政界人士很有來往，這些地方政界要員還鼓勵子

茂去競選地方公職，可是子茂沒有答應。二哥子盛在大學畢業後當了

好幾年工程師，生活本來還算不錯，卻一直堅持自行創業。兩年前，

他終於丟下在臺灣的妻子和小女兒，跟朋友一起到大陸的昆山開工廠

製造工藝品，節假日時他都會回臺灣看望那還在上班的妻子與在幼稚

園的小女兒，並帶回一些大陸特產到他老家孝敬父母。

九次相會

真摯的愛是自然的，

純正的， 

衝動的；

它只有付出，

不計較任何回報，

是戰勝對方最尖銳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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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中等苗條身材，膚色白裏透紅，中長的波浪髮型染了些微紅，

讓人看過去有點西方的感覺。她那彎彎的新月眉下有着大而明亮的眼

睛，高挺的鼻子在這副稍為修長的臉中央，左臉上還有個逗人的酒窩。

她那迷人的嘴巴好像是從影星奧德莉夏本（Audrey Hepburn）移植過

來的，說起話來盡是嬌柔的語氣，不熟悉她的人還會以為她有點虛偽

做作。在美子小的時候，就是因為她的可愛，不知有多少次她老爸從

生氣中饒恕了她。

這恰是個春光明媚的星期天，美子約了她的摯友安娜和美蓮在教

會禮拜後一起吃午餐。安娜是她多年的鄰居，而美蓮是她大學同學，

都很要好。她們吃完午飯又去逛百貨商場，一直逛到晚飯時間，才感

到需要停一會兒。之後，她們議定了晚飯的地點，安娜和美蓮並且提

議把男朋友也請出來，美子表示沒有意見，可是，她的男朋友鄭立名

沒有在臺灣，讓她感到有點挫折與羨慕。

鄭立名是個職業歌手，有點音樂才能，人也長得挺時髦帥氣。他

大學還沒畢業就開始在酒吧和夜總會裏自彈自唱，有些歌曲還是他自

己作曲寫詞的。美子對他很愛慕，時常下班後去他獻唱的酒吧或夜總

會捧場，一聽就是整個晚上；因此，她的父母對她的獨自夜歸有很多

微詞。立名對自己的現狀頗不滿意，他認為他的音樂才能沒有真的被

人賞識，有時甚至懷疑自己選擇音樂的路途是否正確，因為至今他還

是沒名氣也沒賺得多少錢。儘管美子時常鼓勵他也不嫌棄他，他對自

己卻挺失望，尤其他還在憧憬有一天能和美子有個美好結局。

幾個月前，立名告訴美子說他可能要到外地闖一闖，有家馬來西

亞的大型夜總會要請他過去，酬勞相當不錯，以前臺灣幾位有名的歌

星也在那裏唱過，後來在東南亞和臺灣就大紅大紫了。立名還說對方

已許諾一些他期望的要求，並且會幫助他辦理身份的問題，因此，他

希望他的音樂藝術生命有個好轉機。兩星期前，在美子的悲傷哭泣和

多次深吻後，立名背着吉他、提着行李踏進機場離境閘口。在分開的

剎那，他回過頭來深深地吻了美子，並對她說：“我會常回來看你的，

等我啊，我愛你！”美子從淚眼中注視着立名的影子最後消失了，她

這才哀傷地離開機場。

立名離開臺灣三個星期後曾經回來過一次，和美子見面，之後又

匆忙趕回馬來西亞，臨走時還說要安排美子去馬來西亞玩一趟。之後，

立名的訊息就越來越少，許多美子的訊息甚至沒有回答，有答復的也

就短短幾個字而已，還說目前不方便美子過來遊玩。因此，美子最近

的日子很不好過，時常憂愁和胡思亂想些事情可能發生在立名身上。

晚飯中，這夥已經聊到很嗨的年輕男女建議飯後去一家新開的卡

拉 OK 店唱歌，安娜的男友還說要再邀請多兩三個傑出的唱將來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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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夥們都只想把歡樂推到更高潮，自然就拍手贊成。他們訂了間大包

廂，還帶了紅酒和啤酒來助興。美子也叫她的表哥劉天柱過來參加，

他是個剛畢業幾年的醫生，並一直都愛護着美子。在一首又一首歌唱

之後，也伴有男女對唱，在場的這些年輕男女如癡如醉地隨歌跳舞起

來，樂不可支到頂點。

美子是個音樂愛好者，也是個唱歌的能手，她的男友立名曾多次

教她如何調整呼吸來把一些音節唱得更和順悅耳。他們兩人曾經多次

去郊外綠野上對着群山萬壑伴着細水鶯語邊彈邊唱，也曾一起參加過

歌唱比賽並獲得名次。立名的彈唱永遠深深地迴旋在美子內心深處，

並經常激起她心海裏的漣漪。

這晚，美子也喝了杯紅酒和兩瓶啤酒。可能是因為混了酒喝，美

子感到肚子不太舒服，也開始覺得有點暈，便沒有再唱下去，她的表

哥就扶她坐在沙發的一角並讓她靠着休息。又過了一會兒，安娜和美

蓮也感到有些疲倦，並且時間也不早了，她們就結束那夜的狂歡並各

找歸途。雖然安娜跟美子住得不遠，但是表哥天柱還是堅持要開自己

的新車載那有點微醉的美子回家。到家後，美子蹣跚地走了進去，兩

老都已經睡覺，怕驚動她的父母，她也很快鑽到被窩裏蒙頭大睡。

《偶遇》

次日早晨的天氣有點陰暗，像是半夜時曾下過細雨。沒有陽光照

曬，也忘了調鬧鐘，美子一覺睡到八點半才醒來。她馬上意識到，糟

啦，上班時間是九點整，太晚起床了，尤其今天是星期一，交通比平

常更堵塞。另外，每個星期一早上九點半都有部門會議，她需要事前

準備些資料，因此應該比平常更早到辦公室才是。何況，她騎摩托車

到公司也需二三十分鐘時間，今天肯定要遲到了。她勉強撐了起來，

可是昨晚的酒氣感覺還沒完全過去，仍然感到有點暈和疲倦。在一輪

倉促的梳洗工作後，她就隨便穿上衣服並快快往外跑，連她母親為她

準備的早餐也沒品嘗一口，只說了聲：“媽，我不吃了，抱歉，沒時

間啦！”就奪門出去。

摩托車開動了，當下美子只要求自己要快，要加快，不然不只上

班遲到，就連部門會議她也可能趕不上，然後會在大家面前表現得有

些愚昧無知。就這樣，她加快速度，一路駛來。就在她東閃西躲，覺

得還蠻順暢的時候，她手提包裏的手機卻突然響了起來。她心想這個

時候打電話來的人很少，會不會是男朋友立名從馬來西亞打過來的？

說不定他遇到什麼急事？她便邊騎車邊伸手打開手提包，拿起手機喊

說：“喂，喂，哪位？是立名嗎？”她還沒聽到對方的回答，卻突然

聽到“砰”的一聲，跟着有人慘叫一聲倒了下來，是被她車子碰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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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她的手機脫手甩在地上，車子也歪倒在地並受到損壞，她也隨着

車摔倒到地上。

美子趕快站了起來，覺得自己並沒有真正受傷，衣服也沒破只是

有些弄髒，可是車頭卻有點凹陷了。她連忙撿起了手機，卻看到一個

五六十歲的大叔倒在地上呻吟。這時，四周開始圍了一圈人，一個年

輕健壯的男子隨着一個年長的女人很快地跑到這邊來。這位年輕健壯

的男子急忙扶起這位大叔，並說：“爸，你怎麼啦？！撞到哪裏？痛

不痛？那裏痛？嚴不嚴重？你為什麼走到一半忽然間停了下來呢？”

美子趕緊跑到這大叔旁邊。那健壯的男子抬頭一看，站的是一位頭髮

有點雜亂態度慌張的小姐。美子蹲了下來在這大叔旁邊說：“大叔，

對不起，我真抱歉撞到你，你感覺怎麼啊？有沒有受傷？”這年長的

大叔轉過身來說：“大偉，我剛停下來想轉過去時就被她的摩托車

撞倒了，我右邊盆骨感覺很痛，站不起來了，骨頭可能有裂甚至碎

了……”

這時，那個叫大偉的年輕人正要兇狠地痛罵美子的不是，而美子

正蹲在他的面前，他看到一張白白的甜臉，這張臉他以前好像從哪裏

見過，是在上海，在學校，還是在電視電影裏？而剛才她說話的聲音

是那麼的柔軟，聲調又是那樣的誠實坦率，他看到她那可愛驚嚇的樣

子，頓時就把語氣壓低了下來：“小姐，那摩托車是你開的嗎？你是

怎麼開車的？難道我爸那麼大一個人你都看不見嗎？你究竟會不會開

車啊！”這一連串的話直接打擊到美子的心頭上，她實在難過，實在

感到非常抱歉，就說：“先生，我很抱歉，是我的不對，我會承擔責

任，請放心。我實在不應該碰到這位大叔，啊，是你的父親嗎？”大

偉點點頭說“是！你把我爸撞得很痛，你知道嗎？”美子又馬上說：

“是我的錯，我感到很慚愧，我先打電話叫救護車來送你爸爸到鄰近

好的醫院去檢查吧，我會陪同你們一起去的，所需的費用我會支付，

請你們放心。”大偉看出她心裏的內疚，也就把想要繼續責罵她的話

都吞了下去，只想救護車能早點過來。當美子正要打電話叫醫院救護

車過來時，那位年長的女人卻不肯放過美子，開始大聲責罵說：“你

這人怎麼開車橫衝直撞的，一點都不尊重路人……要是我老公有什麼

問題，我絕不會饒恕你的！”

這時候，員警過來了，並仔細地採集事故訊息和當事人的身份資

料。美子才知道原來這位大叔姓王，與夫人和兒子大偉一起首次從上

海自由行到臺北來，今天是到達後的第二天，正趕着去市中心的景點

參觀。本來他們三人是一塊兒走的，但王大叔過馬路時，卻又想回頭

看那剛經過的商鋪，就突然轉身要走回去，就在這剎那間，美子的摩

托車就碰他正着。在瞭解完事故後，美子打了電話到公司請假，她的

電話才剛掛斷，救護車就到了。醫護人員連忙抬王大叔進救護車裏，

王家其餘兩人也坐進車內。美子把她的摩托車扶起來開動了並緊跟在

救護車後面。沒多久，救護車到達醫院急診門口時，美子的摩托車也

跟隨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