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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楊約翰（筆名），家庭醫生，醫學博士。曾出版：
《心靈龜湯》（青春文化）、《心靈龜湯 2》（青
春文化）、《心靈龜湯 3》（青春文化）、《笑談
住院保險》（九版）（一丁文化）、《跟子女笑
談性與愛》（一丁文化）、《楊醫生，你貴姓？》
（亮光文化）等。這次，他收起幽默的風格，寫
一個他所愛的歷史人物，記一段不被人知的真實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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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寫過散文，日誌，實用書籍。

寫小說，是首次。

前者，一年寫一兩本，並不困難。

小說，卻是一寫四年，修改了不下十數次。每看
一次，便大改一次，總有改不完的錯漏。

四年前，看過一本二戰間諜史，自此便對書中少
女念念不忘。

她是一個普通的猶太女子，因樣貌長得似敵人的
秘書，命運便從此改寫。她被安排成為間諜，潛
入極度危險的細菌實驗室。她犧牲了愛情，貞節
和生命，完成了歷史上一個重要的任務，救了無
數性命，最終卻無人記念。

筆者忘不了這偉大的猶太少女，決定把這歷史化
成小說，與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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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有太多詞不達意，錯漏百出之處，還請讀者
們多多包涵及忍耐。他日如有機會，必立刻修正
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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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原來緣起

一九四三年七月，夏季的中午本應風和日煦，陽
光普照。這天卻剛好相反，陰霾滿天，烏雲密佈。
陽光躲在厚厚的烏雲後面，半點也鑽不過來。

這城市的中央有一道寛濶的河道，大小船隻川流
往返，循環不息。

一個身長玉立，穿整齊西裝，年約二十七八歲的
男子在這河邊快步前行。此人臉如冠玉，形相清
啜，手中緊緊握著一個黑色公事包。每行一段路，
便提起公事包一瞧，恐防文件有失。

走了半小時，雙手疲倦，便停下來，把公事包放
在河邊的長椅上，稍作休息。他舉目遠眺，見前
面幾幢歌德式的古老建築，已成頹垣敗瓦。再往
下瞧，河水混濁不堪，幾條死魚浮在上面，腥臭
撲鼻。

男子長嘆一聲，道：「這河水何時才會清澈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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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國家正陷入戰爭，需要不斷生產戰機戰船
等武器。這些軍備及工業廢料流入河中，使河水
變得又黑又臭，魚兒也死得七七八八。

他瞧了一會，又是一聲長嘆。提起公事包，檢查
文件沒有遺失，便走上橋，過了大河另一邊，向
著一座竟然完整無缺的歌德式大樓走去。

此大樓以巨石建造，莊嚴華貴，拔地而起，分成
左右兩翼，各高約十層，整齊並列。兩翼中間以
一道石拱橋連接，石拱橋下是兩翼共用的大堂，
直通向外三道寬闊大門。這些門每道高十多呎，
便如要給巨人出入，置中門上寫著「泰晤士大樓」
幾個大字。

男子走到門前，又提起公事包，檢查一下裏面的
文件，完整無缺，鬆了口氣，急步從中間大門而
入。

「泰晤士大樓」便是英國國家安全局，軍情五處的
總部。大樓前面被污染的河，便是記載著這國家
歷史的「泰晤士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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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乘電梯來到中層，進了一演講室，見裡面已
坐著十幾人，大都穿著整齊軍服，上面掛滿大大
小小的徽章，圓型星型方型等，令人眼花撩亂。
男子走到講台，放下公事包，見台下之人大都年
逾半百，年紀比自己大上一倍，階級高了何止一
級，雙手微顫，喃喃自道：「不怕，依書直說便
行。」深深吸了口氣，關上燈，取出一套幻燈片，
放入幻燈機中播放。

台下眾人瞧著螢幕，平息靜氣，用心聽那男子演
講。螢幕的燈光反映在各人面上，全都面如死灰，
撟舌不下。只見螢幕每張照片都是斑斑駁駁，血
肉模糊，一具具瘦骨嶙峋，全身赤裸的屍體，給
一堆一堆的推進坑裡。屍體成千上萬，多得不能
數算。

台下有幾個將軍，一瞧照片，喔喔幾聲，作勢欲
吐，忙抿著嘴巴，衝了出演講室。

一個年約七十，身穿整齊西服的老者突然舉手。

台上那年輕的男子一見他舉手，立刻停下，執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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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恭，向老者道：「首相大人，你有問題嗎？」
原來此西服老者並非別人，正是赫赫有名的英國
首相邱吉爾。

眾人目光都朝邱吉爾望去，只見他頭髮花白，臉
色祥和，一雙眼睛雖小，卻炯炯有神，精光四射。
他指著幻燈照片中的屍體，皺眉道：「這些…全
都是猶太人嗎？」

台上男子不敢怠慢，道：「九成是猶太人，其餘
的是波蘭人和蘇聯人，都是希特拉的政敵。」

邱吉爾嘆了一聲，道：「謝謝你的回答，楊博士。」
便不再發問。

台上講書這男子名叫楊約望，是一名醫生，也是
一名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在一所醫學院
當教授，後來爆發二戰，便棄了教席，參加海軍，
很快便躍升少將。後來厭倦前線工作，便轉到陸
軍醫療隊當軍醫，訓練醫療技術兵，並參與研究
敵方的「細菌武器，化學武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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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約望見首相不再發問，便繼續講書。他指著螢
幕中血漬斑斑的屍體，道：「這些人身上全是水泡，
分佈平均，應該由病毒所致，並非以往的炭疽細
菌…」頓了一頓，再道：「其實，這也非他們首
次使用細菌或病毒作生化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戰
時，德軍也曾使用炭疽菌對付我們。只是這次…
他們把這生化武器大加改良，成為超級武器吧。
據說，這改良過的生化武器，比以往的炭疽菌利
害百倍，並且很快完成…」面色一沉，憂心忡忡。

台下許多將軍也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對
炭疽武器猶有餘悸，一聽到有武器比炭疽菌利害
百倍，全都心驚膽顫，面無血色。卻有幾個年輕
的將軍面色鄙夷，道：「怎可能？會否過份誇張
了？」

一個年約六十，臉長如馬，架金邊眼鏡的男子突
然站起，橫了說話的年輕將軍一眼，轉身向眾人
道：「楊博士所言非虛，我們收到的情報顯示，
納粹德軍正研究一種殺傷力強大的細菌武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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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藏在炸彈之內，投向我們。據說這細菌武器，
每一枚能殺萬人，比一般炸彈利害何止百倍，簡
直是千倍萬倍。他們給這細菌武器一個秘密稱號，
就是『無聲武器』，指它有別於傳統槍炮，能殺
人於無聲。」說話之人身材高瘦，目光如炬，正
是國家安全局，「軍情五處」的局長彼得烈。

眾人聽後，盡都駭然。那幾個年輕將軍早已把頭
藏在衣領中，不敢再發一言。一刻間，全場寂靜
無聲，個個面如死灰。

楊約望輕嘆一聲，道：「很可惜，我們暫時仍未
知道，那生化武器是什麼病毒…」頓了一頓，再
道：「根據這些傷口的形狀和分佈，我個人估計，
很可能是天花一類的病毒。」

台下又是一片嘩聲，有人更開始大罵德軍殘酷不
仁，喪心病狂等。

楊約望道：「其實，第一個使用天花病毒作武器
的，並非別人，仍是我們自己。二百年前，我們
的將軍安荷斯特（Jeffrey Amherst）用染有天花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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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的毯子和手帕，假裝和平，送給北美的印地安
人，待他們感染病倒後，便揮軍入侵，勝了這場
戰爭。」

眾人一聽，面色又是一沉，紛紛把頭垂下，不願
重提這段不光釆的歷史。只有一人例外，幽幽嘆
道：「想不到我們曾以此武器勝人，現在卻反來
受它威脅。若這是上天給我們的懲罰，我們也只
好欣然接受。」說話之人正是首相邱吉爾。

眾人聽後，更是聳頭聳腦，神情靦腆，不敢對望。

楊約望心中歉咎，後悔說出這段羞愧的歷史，隨
即打破沈默，道：「我們繼續吧……」不等他們
回 應， 便 轉 了 投 影 片。 螢 幕 突 然 出 現 一 個 年 約
六十，頭髮灰白，滿臉褐斑的乾癟老頭。

楊約望一指螢幕，道：「負責這『細菌武器』或『無
聲武器』的，便是這人—鄧金力博士，人稱『細
菌博士』。他曾是柏林醫科大學的教授，現在已
是德軍生化部隊的主管。這人作風低調，甚少拍
照。這張相片是早期拍下的，現在的樣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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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跟這照片有點出入。」接著又講解細菌博士
的一些早期硏究，台下眾人卻興致索然。

講解完畢，重啟燈火，登時一室光明。

邱吉爾此時才瞧得淸楚，台上的楊約望原來三十
不到，一頭烏髮，丰神雋雅，心想：「此人年紀
輕輕，已學貫中西，思考敏捷，實在難得。一定
要把他留在大不列顛，為我國效力。」他一向愛
材，見楊約望年輕有為，怎能不喜歡，坐直身子，
道：「楊博士，謝謝你給我們這麼詳盡的解釋。
我對化學本一竅不通，聽完你講解，覺得自己已
成了專家。」呵呵笑了幾聲。

楊約望面上一紅，道：「首相大人…過奬了…」

邱吉爾道：「不知他們的『無聲武器』進展如何？」

那架著金邊眼鏡的局長彼得烈一聽，插口道：「首
相大人，根據我方收到的情報，這『無聲武器』
已進入最後階段，三數星期後便可完成。」吸了
一口氣，再道：「一旦製成，據…據說…會先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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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待我國大亂，便揮三軍十五師過來，奪取…
奪取…我們大不列顛…」

邱吉爾面色一沉，向身旁一個身材矮小，前額光
禿的漢子道：「波特爾將軍，我們的戰機能否攔
截他們來投細菌炸彈？」

眾人目光都投在這五呎不到的波特爾將軍身上。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波特爾只是個寂寂無名的飛
行員，事隔廿載，已成空軍元帥，其能力可想而
知。

波 特 爾 見 眾 人 瞧 著 自 己， 顯 得 不 太 自 然， 道：
「我…我方現有一千多架戰機，納粹他們約有三…
三千。能否攔截他們，要是乎他們出動多少戰機
來投襲。若全數出動，那…那恐怕…」咳了一聲，
再道：「但…但這機會很微，他…他們正跟東面
的蘇軍作戰，不可能全數戰機出動。再者，我們
早已發放了虛假情報，德軍以為我方有四千多架
戰機，應不敢輕舉妄動。我…我們正加速製造戰
機，這…這星期會再多三百架…」波特爾十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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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是空中作戰的天才，可是天生口吃，緊張時
更為嚴重。

楊約望一聽「加速製造戰機」幾字，嘆了一聲，
心想：「難怪『泰晤士河』的水污染得這麼嚴重
了。」

邱吉爾道：「德軍也會製造戰機，其速度未必慢
於我們。至於那虛假情報…」頓了一頓，搖頭道：
「騙得一時，騙不了一世…」

波特爾突然想起一事，道：「首…首相大人，美…
美國不是承諾…借戰機給我們嗎？」

邱吉爾冷笑一聲，道：「對，羅斯福的確承諾過，
會借戰機給我們，但要經過那繁複的國會程序，
能否借成，實未知之數。細菌炸彈這超級武器一
旦製成，希特拉豈會不立即使用。如此守下去，
實在不妙。」羅斯福便是美國總統，希特拉就是
納粹德國的元首。

納粹德軍當時所向披靡，其「閃電戰術」輕易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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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奧地利，捷克，波蘭，丹麥，挪威，荷蘭，
比利時，法國，等西歐諸國，獨剩英國，久攻不下。
在三年前的「不列顛戰爭」中，更是敗於英軍。

這場「不列顛戰爭」中，德軍大舉空襲，三千戰
機日夜出動，炸毀英國多處，造成嚴重傷亡，連
國王所住的「白金漢宮」也不能倖免。

英國當時只有一千多架戰機，敵不過對方三千，
唯有死守攔截，結果節節敗退。陣亡之際，竟意
外地破解了對方的通訊密碼，預先知道對方的來
襲路線，成功擊退無數德戰機。再加上持續數月
的惡劣天氣，在「英倫海峽」這必經之路上，大
大阻礙了德戰機來襲，以至最終險勝德軍。但這
「勝」並非摧毀敵人，只是保存領土，不被敵人
入侵罷了。

這戰役中，德軍戰機損失一半，由原來三千，減
剩千五。英戰機也自損九百，剩下不到五佰。希
特拉見傷亡慘重，心感厭煩，加上東面的蘇聯觸
怒於他，於是把心一橫，放棄西面英國的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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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改攻蘇聯。否則，戰役惡鬥下去，這「不列
顛戰爭」的結果也可能改寫。

三年過去，德軍戰機今天又重上三千，英國也回
復一千，跟當年「不列顛戰爭」時相若。不同的是，
德軍已知己方密碼被破譯，改了溝通方式，英國
對這新密碼毫無頭緒。加上德軍這新研製的超級
武器「細菌炸彈」，不戰而強弱，勝負在各人心中，
早已判矣。

這演講室中大都是身經百戰的將軍，怎不深明其
中道理。一聽到美國不能借出戰機，面面相覷，
誰都不發一言。

邱吉爾樣子本來似睡非睡，忽然雙目圓睜，一拍
大腿，道：「既然攔截不能，那便主出撃吧。」

眾將軍都是一愕，不明所以，卻又不敢發問。

邱吉爾轉身，向彼得烈局長道：「細菌武器在哪，
有辦法摧毀它嗎？」意思是要主動出擊，不像三
年前打防守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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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烈道：「據我方收到的情報，培植細菌武器
的實驗室十分隱閉，在德國中部一個叫耶拿市的
郊區。那裡守衞森嚴，除細菌博士以外，只有十
個左右的工作員工，全都跟隨博士多年，守衞兵
都認得他們。實驗室只容許這十人出入，其他人
根本無法接近。」

邱吉爾灰眉一蹙，向口吃的波爾特將軍道：「能
否派戰機摧毀這實驗室？」

波爾特面有難色，支支吾吾道：「耶…耶拿市郊
極…極為內陸，飛往這裡，要…要先穿越『英倫
海峽』，避開他們的戰機，進得法、德內陸，又…
又要避過他們的高射炮，極…極之危險。再者，
我們戰機未必能飛這麼遠，就是勉強飛到，也…
也不夠燃料回來，等…等如送死。」

彼得烈局長知他一向關愛下屬，不願他們送死，
接道：「對。我們幾經辛苦，才查出實驗室的所在。
若空襲不成功，打草驚蛇，他們必把實驗室遷移，
到時要再找回便難上加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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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吉爾長嘆一聲，道：「難道真沒法子進入這實
驗室？」

一眾局長將軍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相繼垂下頭
來。

突然，一清脆的男子聲音打破沈寂，道：「外人
既不能進去，何不扮成他們自己人，進入實驗室，
摧毀武器？」眾人朝清脆聲音方向一瞧，説話之
人正是台上的講員楊約望。

楊約望在衆大臣中，年紀最輕，階級軍銜也最低，
理應不到他隨便獻計發言，只因形勢嚴峻，也沒
顧得這許多，腦中一有辦法，便直説出來。

眾大臣一聽，都覺此計匪夷所思，事到如今，如
何能找一人扮成實驗室職員，魚目混珠，偷進實
驗室去？

彼得烈局長顰眉咬唇，心感為難，道：「這…這
計策似乎…」還沒說畢，身旁一個五十來歳，臉
和身都像皮球般圓的胖漢大搖其頭，高聲冷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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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劃簡直天方夜譚，試問幾星期內，怎能找
一個人去扮工作人員，要扮得一模一樣，進入實
驗室而不被發現…」說話之人正是彼得烈的副手，
軍情五處的副局長莫心田。他見主子有難，自然
要挺身解圍。

邱吉爾竟沒理會，站起身，瞧著楊約望，笑容滿
面，道：「這方法未必是最好，但事到如今，我
們 只 有 盡 力 而 為 吧。 成 事 與 否， 讓 上 天 決 定 好
了。」這幾句話，顯然是說給莫心田聽。

彼得烈局長知首相既已決定，只有聽從，起來應
了一聲，心中卻暗暗叫苦。

莫心田討了個沒趣，狠狠的瞪了楊約望一眼，卻
見他立即轉開，扮作若無其事。

邱吉爾朗聲道：「好！決議通過，現在散會。」
台下即傳來一片掌聲。幾個大臣立即走到前面，
打開大門，為首相離去開路。

邱吉爾卻沒有離去，走到楊約望前面，眯起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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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趣道：「我猜你是中國人。」原來他見楊約望
一頭黑髮，棕色眼珠，心想他既恨德國，也該恨
其盟友日本，便猜他是中國人。

楊約望一怔，心想首相果然智慧過人，坦言道：「我
在香港出生，父母都是中國人。十歲時隨他們來
了英國，便再沒有回去，也不打算回去。」

邱吉爾見他説話靈巧，十分喜歡，道：「你當過
海軍，對嗎？」

楊約望又是一怔，怎麼自己當過海軍，他也瞭如
指掌，點了點頭。

邱吉爾一拍他肩膀，笑道：「我也當過海軍，見
過你，那時還沒肯定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楊約望當海軍時，只是一名小小的少校，上層還
有許多，中校、上校、中將、上將等。邱吉爾當
海軍時卻是總司令，高高在上，能認得楊約望，
實在難能可貴。

邱吉爾對「細箘武器」一事似甚感興趣，不停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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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許多問題。過了一會，見時間不早，才與他
道別離去。

眾大臣一直不敢先退，留在演講室中，努力找些
事做。此刻見首相轉身，立刻左右站開，讓出一
條濶路。待首相離去，才敢正式散席。

楊約望階級最低，又要收拾幻燈片，自然留至最
後。

副局長莫心田走到門口，見上司彼得烈已出去，
轉身向楊約望哼了一聲，道：「不知好歹，多管
閒事！」才轉身離去。

楊約望扮作全聽不見，繼續垂頭收拾，過了十多
分鐘，確保不再遇上這肥副局長，才慢慢離去。

******

過了幾天，天空仍是陰陰沉沉，陽光都透不過來。

這日，楊約望完了授課，踏出教室，正要返回辦
公室。一個身段婀娜，紅髮及肩的紅衣少女從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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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急步行來。他不以為意，往右直走，背後已傳
來一女子聲音，道：「楊博士，楊博士…」

楊約望一轉身，那紅衣少女已在前面，彼此不到
一米，忙後退半步。見她氣喘吁吁，一口氣還沒
接得上來，便先開口，道：「你…你叫我？」

紅衣少女不住點頭，道：「對，對…」

楊約望見她二十不到，蛾眉歛黛，一雙大眼骨溜
溜的，不禁面上一紅，道：「你…你是…」

少女噗哧一笑，道：「太好了，我還擔心…遲來
一步，找你不著。今天…今天下午你沒有課堂，
若我遲來，也不知那裏找你。」

楊約望一怔，心想：「你怎知我今天下午沒有課
堂？」微微一笑，道：「你是…」

少女見他俊目流眄，忽然暈生雙頰，道：「我…
我其實聽過你授課，但…這許多人，你一定見不
到我…」一臉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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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約望見她樣子甜美，俏皮之心忽起，道：「啊！
我記起了，上次課堂見過你。」突然又道：「哎呀！
但沒記得你名字…」

少女給他逗得眉花眼笑，道：「一班有這許多學生，
你又怎能記得每一個。我叫瑪莉安，是莫心田局
長的秘書。他有急事找你，想請你現在去會他。」

楊約望道：「莫…局長？」忽想起上次哼他一聲
的那面圓胖漢，面色不禁一沉。

瑪莉安只道自己説錯，改口道：「對…對不起，
我叫慣了他局長，其…其實他是副局長，正局長
是彼得烈先生。」

楊約望雙眉一皺，奇道：「有什麼急事？要現在
去？」說畢已感後悔，她只是秘書，又怎會知有
什麼急事。

果然，瑪莉安搖頭道：「我…我不知道，但彼得
烈局長也在，眾人都在等你。」

楊約望一愣，心想：「眾人？還有那些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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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雖不願意，卻無奈點頭道：「好，現在去吧。」
跟她出了軍校，一輛黑色轎車已在門前等候。

瑪莉安領他上了後座，便坐在他旁邊。此轎車十
分特別，前後座中有一道屏障相隔，司機瞧不見
乘客，乘客也瞧不見司機。

一路上，瑪莉安關懷備至，一時問他冷不冷，要
否調節車廂溫度，一時又問他喝不喝，要否給他
飲料云云。

楊約望一一謝過，忽道：「你說聽過我授課，那
是什麼題目？」

瑪莉安神色靦腆，道：「這…這…」原來她偶爾
上過一堂後，被他雋雅的外表，淵博的學識吸引，
以後一有空便來「上課」，內容可全記不起。

楊約望道：「我最近講的多是『細菌突變』一類
的題目…」還未說完，瑪莉安已接道：「對，對。
就是『細菌突變』，我…我覺得十分有趣，便來
聽聽。」



26

楊約望不知她順口開河，還以為遇上知音，道：
「太好了。我一直耽心這題目太難，不知普羅大
眾會否明白。上星期公開講課，你有來嗎？」見
她點頭，大喜道：「有否不明白之處？」雙目圓瞪，
興致勃勃。

瑪莉安卻神色忸怩，張開咀巴，不知如何回答。

楊約望道：「這一課其實頗深，我也想過應否作
公開講課，怕沒人來聽，又怕聽了不明。真沒想
到你也有來，太好了！『基因突變』那一課雖然
最深，但也是最有趣的。這突變在沒有外在環境
選擇下，仍會隨時發生，這好比…」竟把上次授
課内容再說一遍。

瑪莉安十句有九句不明，這又有什麼打緊，含情
脈脈的瞧著他，深情無限。

楊約望簡畧地說了一遍，其「簡畧」也花了半句
鐘，見瑪莉安妙目含笑，表情奇怪，道：「你…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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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莉安如夢初醒，不敢回答，便岔開話題道：「稍
後開會完畢，我送你回家好嗎？不要讓…你太太
等太久…」

楊約望道：「放心，不會的。我還未婚，何來太太，
何來久等呢？」

瑪莉安一聽，登時芳心竊笑，喜上眉梢。

楊約望見她笑得天真瀾漫，打趣道：「稍後開會
完畢，你送我回家也不錯，但不要讓…你丈夫等
得太久…」學起她說話來。

瑪莉安大為緊張，搖頭耍手，道：「沒有，我也
沒結婚，沒有丈夫！」說畢臉上紅暈，如喝醉了
酒。

楊約望道：「太好了。既然大家都沒有人等候，
急不著回家，可先吃一頓大餐，再到處逛逛…」
一搔頭，再道：「去那裡吃大餐，到那裡逛好呢？」
他見行車沈悶，便瞎扯胡説一番，其實一切都是
戲言，並非有心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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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莉安聽在耳裏，卻句句當真。心中戀慕已久之
人，此刻約會自己，何等歡喜快樂。

車行數里，沿著泰晤士河行駛，不一刻，來到泰
晤士大樓，便是「軍情五處」的總部。

瑪莉安領他穿過拱橋大門，乘電梯來到頂層。楊
約望對此大樓並不陌生，上次講課，便在這裏，
只是樓層不同。

頂層的地板全是褐色紫檀木，二人踏在上面，咚
咚有聲。穿過長廊，來到盡頭，來到一黑色大門
前面。

瑪莉安也沒叩門，推門便進。原來裏面只是偏廳，
並非主廳。

瑪莉安挨近楊約望，低聲道：「這是彼得烈局長
的辦公廳，他們全都在裏面。」一指通往主廳的
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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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約望聽到「全都在裏面」，不禁一愕，心想：「還
有什麼人？」

瑪莉安走到主廳門前，叩了兩下，朗聲道：「楊
約望博士來了。」過了一會，裡面轉來聲音「快請。
快請。」便推門內進。

楊約望認得這聲音，正是局長彼得烈。他跟在瑪
莉安後面，過了玄關，進到主廳，不禁一怔。

原來此廳甚寛，呈半圓形狀，直徑十多米。主廳
後有幾道木門，其中一道全白，十分顯眼，不知
是什麼房間。廳中央放了一張大圓桌，桌前坐著
三人。

楊約望認得其中二人，一個是局長彼得烈，另一
個是「哼他一聲」的副局長莫心田。莫心田旁邊
坐著一個二十來歲的胖男，臉圓眼小，跟莫心田
竟有八分相似，只是臉上多了幾點痤瘡。二個胖
子坐在一起，相映成趣，楊約望險些笑了出來。

彼得烈一見楊約望，隨即站起，道：「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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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來了真好，快，快來坐下。」一指胖男旁邊的
座位。

瑪莉安為人乖巧，立即上前，拉開那椅子，讓楊
約望坐下。

胖男一見瑪莉安，精神一振，忍不住叫了一聲：「瑪
莉安。」

瑪莉安卻充耳不聞，躲到楊約望身後，低聲道：「我
在外面等你。」情深款款，轉身出去，眼尾也沒
有望胖男一眼。

胖男這一切瞧在眼內，面紅耳赤，惡狠狠的盯著
楊約望，仿如殺父仇人。

楊約望又怎會不知他瞪視自己，只是心感無奈，
唯有把椅子稍微拉遠，不與他有什麼接觸。

彼得烈見瑪莉安已出去，道：「楊博士，要你來
得這麼急，實在過意不去。」

楊約望道：「不必客氣。我今天空閒得很，正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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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要找些事情，謝謝你幫了我才對。」

彼得烈笑道：「楊博士也真會説笑。既然如此，
我也不客氣了，先來給你介紹，這是莫心田副局
長，大家上次已見過面了。」一指他身邊那胖男，
道：「這是他的公子莫又文。」

楊約望啊了一聲，原來二人是父子，難怪長得這
麼相似，連惡狠狠的眼神也一樣，笑道：「幸會，
幸會。」伸手與他握手。

莫又文卻把臉轉開，扮沒聽見。莫心田立即咳嗽
一聲，手肘輕撞他一下。莫又文嚇得整個人跳起，
忙轉回來，乖乖跟楊約望握手。

彼得烈見眾人已打過招呼，道：「莫局長，你可
以開始了。」

莫心田左右盼顧，確保廳內再沒有其他人，把一
個皮喼放在桌上打開，倒出一疊照片，道：「我
們得到情報，細菌博士鄧金力的團隊只有十人，
七男三女，全過五十歲，已婚。要找特工假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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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幾近不能，就是瞞得過鄧金力和守衛兵，也
瞞不過他們的家人。但有一人例外，可以假冒。
此人未婚，獨居…」從桌上撿起其中一張照片，道：
「便是鄧金力的秘書謝麗薇。」一指照片中的少
女。

眾人往照片一瞧，盡都嘩然。只見相中少女二十
不到，一頭長髮披肩，杏眼朱唇，秀麗無儔。

莫心田道：「這秘書負責替鄧金力送遞文件，不
涉及研究工作。她父母已亡，現在未婚獨居，最
容易被假冒。」

楊約望見相中少女一雙大眼水汪汪的，嫩臉均紅，
竟被她深深吸引，心想：「世上竟有如此美麗的
女子，瑪莉安竟及不上她十分之一。」

彼得烈點頭道：「這女子未婚獨居，確是上佳的
假冒人選。但她樣子這麼…獨特，要找相似的人
來冒充，恐怕不易…」本想說她樣子這麼「美麗」，
卻感不妥，便改成「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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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心田臉有得色，笑道：「天佑我們大英帝國。
昨天在難民營中，竟給我們找到個跟她一模一樣
的少女…」一拍身旁兒子，道：「又文，你說是
嗎？」

莫又文如夢初醒，不住點頭，道：「對，對。一
模一樣，一模一樣。」

彼得烈和楊約望相顧一愕，均感這事難以置信。

莫心田道：「這少女是個猶太人，在波蘭居住，
後來德軍佔領波蘭，她一家便被捉拿，關在『奧
斯威辛集中營』中。不知何故，竟給她逃脫出來，
幾 經 轉 折， 來 了 英 國， 一 直 住 在 我 們 的 難 民 營
中。」

眾人一聽「奧斯威辛集中營」，都勃然色變。原
來希特拉對「優秀民族」主義深信不疑，認為德
裔雅利安人是最優秀的民族，猶太人卻是最劣等
的。世界要向前，不斷進步，便應「解決」這劣
等人種問題。於是簽定了新法案，名叫「最終解
決方案」（德語：Die Endlösung），美其名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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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實際是集體屠殺猶太人，不論老幼，一個
不留，要滅族他們。

計劃是先把他們關進「集中營」，再分成一批一
批，有系統地以毒氣殺滅。奧斯威辛集中營位於
波蘭，是其中一個最大的集中營，屠殺人數也最
多，竟達數百萬人。血流成河，竟不是誇張的説
法，何等慘不忍賭。

莫心田續道：「找到這個猶太少女，其實並非我
的功勞，全仗又文。」一拍身旁的兒子莫又文。

莫又文眼睛本來甚小，這時極力一瞪，道：「對…
對……是我，是我在難民營中找到她。」

莫心田道：「說詳細一點。」

莫又文那敢怠慢，忙道：「我…我在難民營各處，
把謝麗薇的照片貼出來，對他們說，要找一個跟
她相似的人。本…本來我也不信能找著，但是爹
爹吩附我，無論如何…」見莫心田虎目一瞪，已
知失言，改口道：「昨…昨天有隊員告訴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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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個少女，長得跟謝麗薇一模一樣。我當然
不信，道：『相似也未必找到，你還說是一模一
樣！』但那隊員堅持，說真的是一模一樣。我便
叫他帶來，給我瞧瞧。原來真的一模一樣，嚇了
我一大跳。」莫又文為人魯鈍，畢業後出來工作，
全憑老父提攜，在難民營中當上主管，軍銜卻只
屬上尉，比楊約望的低了幾級。

「尋找謝麗薇」計劃由莫氏父子二人負責，這刻找
到人選，立下大功，莫心田為著兒子仕途，當然
一切歸功於他，領他來見彼得烈，借勢褒揚一番。
向兒子揮手，道：「還不領她進來？」

莫又文對父親便如老鼠見貓，一聽命令，立即彈
起，卻是嘭的一聲，推翻椅子，手忙腳亂拾回椅
子，啷啷嗆嗆的轉身出去。

莫心田打完場道：「這小子剛病癒，動作笨了點，
請大家見諒。」

過了一會，大門「呀」的一聲打開，莫又文又返
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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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心田心中暗罵：「嗨！你這小子，入來也不叩
門！這可不是我的辦公室。」

莫又文步履蹣跚，一拐一拐的進來，原來剛才推
翻椅子，扭傷腰背。只見他走到桌前，身後已多
了一個長髮少女，全身素衣，體型略瘦，垂著頭
瞧不清容貌。

莫又文把少女領到眾人前面，道：「就…就是她
了。」

少女聽到他介紹自己，立刻抬起頭來。

眾人見到少女的容貌，登時眼前一亮，張口結舌，
半晌説不出話來。

彼得烈瞧瞧桌上謝麗薇的照片，又瞧瞧眼前的少
女，呆了片刻，心想：「她…她們是否同一個人？
或是孿生姊妹？怎會如此相似？」

楊 約 望 早 被 相 中 的 謝 麗 薇 迷 住， 這 刻 見 了「 真
人」，如何得了，一顆心不停突突亂跳，停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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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少女一副瓜子臉，杏眼櫻唇，嬌美絕倫，比相
中的謝麗薇竟美上幾分，天上仙女也給比了下去，
楊約望瞧著這無瑕俏臉，心想：「世上怎麼…有
這般美麗女子…」忽感自己凡夫俗子，不配瞧一
眼，卻又忍不住偷看。

少女見楊約望獃獃的瞧著自己，面上一熱，不禁
垂下頭來。

莫心田向兒子道：「又文，還不介紹人家？」

莫又文點頭，囁嚅道：「她…她名叫溫…」突然
停下，竟記不起少女名字。

少女似乎會意，即道：「我叫溫芳暉。」聲音清
脆悅耳。

莫又文道：「對，對，對，她姓溫，名叫芳暉。」

莫心田眉頭大皺，心中暗罵：「怎麼人家的名字
也可忘記！」

莫又文續道：「早前，我們在營中貼了謝…謝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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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的照片，吩咐若有人發現她，不…若發現似她
的人，便立即回報，重重有賞。沒想到昨天中午，
一隊員來報，說…說找到相中人…」還沒說完，
莫心田已按奈不住，插口道：「不要囉囉嗦嗦，
你簡單介紹溫小姐的背景便行。」

莫又文又是一驚，道：「知…知道…」指著溫芳暉，
道：「她…她是波蘭人…」還沒說完，已聽得老
父喝道：「什麼？」

莫又文道：「不，不是波蘭人，是…是猶…猶太人，
在波蘭居住，後來偷…偷…偷渡，來了我們英國…
大不列顛…」心中害怕，說得結結巴巴。

莫心田心想：「我們現在求人家幫忙，怎麼開口
埋口說人『偷渡』呢！」橫眉倒竪，道：「是乘
船來了英國。」「乘船」二字，特別響亮。

莫又文遭老父連番打斷，早已魂不附體，顫聲道：
「乘…乘船來，乘船偷渡…來了…」手腕一緊，
已被人拉下坐位，不是老父莫心田又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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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心田本想給兒子領功，怎料他不爭氣，變成出
醜。詞不達意也罷了，竟口口聲聲說人家「偷渡」。
若觸怒這關鍵人物，拒絕合作，壞了大事，那如
何了得。唯有拉下兒子，站起向溫芳暉道：「小
兒不懂說話，請你不要見怪。」

溫芳暉嫣然一笑，道：「不。他說得很好，一點
也沒說錯。」

楊約望聽得她是猶太人，忽想起希特拉正屠殺她
的族人，不禁為她耽心起來。

莫心田道：「溫小姐，容我介紹你一下，若然說錯，
請糾正我。」轉身續道：「溫芳暉小姐是猶太人，
跟父母在波蘭居住，沒有兄弟姊妹。四年前，納
粹入侵波蘭，遂步拿下猶太人，關進不同的集中
營。溫小姐一家給關進『奧斯威辛集中營』。不
幸地，她父母在營中遇害…」頓了一頓，再道：「幸
好，溫小姐卻被人救了，逃離集中營，輾轉來到
英國，一直住在營中。」

溫芳暉本來平靜，一聽到「父母遇害」幾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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眶一紅，熱淚盈眶。

彼得烈奇道：「『奧斯威辛集中營』守衞森嚴，
你怎樣被人救出來？」

溫芳暉面上一紅，神色忸怩，道：「有…有一個
長官把我救出來…」

彼得烈道：「是納粹的長官？」

溫芳暉微微點頭，再沒有答下去。

彼得烈更覺奇怪，道：「一個納粹長官救了你，
他不怕殺身嗎？」見她一張俏臉羞得飛紅，美艷
不可方物，突然猜到幾分。

原來那納粹長官被她美貌吸引，愛上了她。後來
見她父母遇害，傷心欲絕，憐愛頓生，竟冒上生
命危險，把她收藏起來。時機一到，更把她送出
集中營，拯救了她。溫芳暉對這長官雖心存感激，
但也見過他執行命令，殺害同胞。所以每次提起
此人，都心情矛盾，不知該感激他，還是惱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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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烈見她不願提起，也就沒有再追問，柔聲道：
「溫小姐，莫局長有否跟你提過…實驗室一事？」
所說的就是假扮謝麗薇。

溫芳暉點頭，嗯了一聲。

彼得烈也不轉彎抹角，道：「納粹德軍正研製『細
菌炸彈』，他們稱之為『無聲武器』。一旦成功，
便如虎添翼，勝算在握，到時…必死傷無數。我
們若戰敗，英國的猶太人也必全被殺害。」頓了
一頓，又道：「『無聲武器』是這場仗的關鍵，
摧毀它，便能摧毀德軍的計劃，拯救無數人，包
括猶太人，免於被殺害。」見她用心聆聽，便續
道：「負責這項研究的科學家叫鄧金力，人稱『細
菌博士』，他有十個助手，跟隨他多年，為守衞
所認識，不可能假冒。但他有一個新來的秘書，
長得跟你一模一樣，最容易被假冒…」從桌上撿
起一張謝麗薇的照片，遞了給她。

其實，摧毀「無聲武器」這計劃，溫芳暉已從莫
心田口中聽過一次，內容完全一樣，只是語氣沒



42

有這麼誠懇。這刻接過照片一瞧，不禁愣住，心想：
「我…我何時拍過這些照片？」

彼得烈道：「相中人便是謝麗薇。」

溫芳暉望著照片好一會，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喃
喃道：「這…這人…怎麼…跟我生得一模一樣？」
忽想：「難道我另有孿生姊妹，爸媽沒告訴我？
不…不會，他們不會隱瞞我的。」

彼得烈道：「潛入實驗室，假冒秘書的任務十分
危險，理應找我們的特工，可…可是…匆忙之際，
要找一個跟謝麗薇相似的人，實在…」嘆了一聲。

溫芳暉沒等他說下去，已道：「請讓我參與這任務，
假扮謝麗薇。」眼神堅定。

彼得烈一怔，道：「你…你可知這任務有多危險？」

溫芳暉道：「我不怕，求你…讓我參與。」眼圈
一紅，續道：「我…我父母已被德軍殺死，還…
還有我的同胞。若…若我可做些什麼，阻止他們
被殺，我…死也不怕。求…求你讓我去…」哽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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噎噎，說不下去。

彼得烈見她外表嬌美柔弱，骨子裡卻堅強勇敢，
不禁深深佩服。

楊約望這一切瞧在眼裏，只感莫明的憂心，見她
淚如雨下，把一條手帕遞給她。

溫芳暉接過手帕，拭去淚水，點頭謝了一聲。

彼得烈本來怕她未深思熟慮，中途退縮，那便不
知如何是好。此刻見她意志堅定，更反過來求他
答應，即放下心頭大石，道：「好。我們會派最
好的特工與你同去，助你完成任務。若…若中途
有變，你想改變主意，也可…」還沒說完，溫芳
暉已插口道：「不會，我不會改變主意的。」

彼得烈心中感動，嗯了一聲，忽想起一事，道：「你
會說德語嗎？」

溫芳暉道：「我從小在德國長大，十歲時才搬到
波蘭，會說和寫流利德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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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心田接道：「局長請放心，我們已測試過她。
她説的是標準德語，十分純正，全沒半點方言味
道，是個不折不扣的『德國人』。」面有得色。

彼得烈苦笑一聲，道：「似乎…你真是上天賜下，
拯救我們大英帝國的人。」瞧著她白玉般的臉容，
又憐愛，又感激，道：「那『細菌武器』的研究
已近尾聲，時間十分緊迫。我們只有六七個星期
給你訓練，若你受不來…」

溫芳暉已道：「不會，我什麼也能忍受。」

彼得烈也不再囉嗦，道：「好，那辛苦你了。」
輕拍她肩膀。

莫心田見彼得烈已答應一切，心下甚喜，突然道：
「溫小姐，可否請你…」一指她頸項。

溫芳暉即時會意，解開領鈕，粉頸正中竟有一顆
大紅痣，長約兩個指頭，十分顯眼。

楊約望一瞧，驚道：「啊喲！謝麗薇可沒有這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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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烈和莫又文即望回桌上照片，見謝麗薇的頸
項果然雪白一片，那有什麼紅痣黑痣。

莫心田斜睨楊約望一眼，心想：「這傢伙心思敏㨗，
學問淵博，若我兒子有他一半已足夠。」點頭道：
「對，你們也發現了，溫小姐頸上有這麼明顯的
胎痣，博士的秘書卻沒有…」其實是楊約望一人
發現，莫心田卻說成他們一起發現。

莫又文高聲道：「我有辦法，用膠布貼住那痣…」
見老父怒目圓瞪，已知又再失言，硬生生把餘下
的話呑回肚裏。

楊約望搖頭道：「用膠布遮蓋太也危險，萬一不
小 心 甩 掉， 那 便 前 功 盡 廢， 溫 小 姐 更 有 性 命 危
險。」

莫又文一臉通紅，卻忍住不發作。

莫心田道：「楊醫生說得對，不知你有何意見？」
突然叫回「楊醫生」，而非「楊博士」。

楊約望已明其意，心想：「這麼急要我來，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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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轉念又想：「他何不找別的醫生代勞？
對了，這任務極度機密，越少人知越好，我是唯
一知道計劃的醫生。」茅塞頓開，也不客氣，走
到溫芳暉前面，伸手在胎痣上揉了幾下，又捏起
那痣，拉來拉去，檢查一番。

溫芳暉二十不到，從沒給異性這樣摸過。這刻被
楊約望不停撫摸頸項，只感面紅耳赤，心跳加速。

楊約望捏起那胎痣，沈思半晌，突然放手，道：「可
以，立即動手術切除，還來得及。」

莫又文終於忍耐不住，道：「動手術切除？哼！
手術後的疤痕如蜈蚣一樣，比胎痣更不堪，更顯
眼了。」他暗戀瑪莉安，見她對楊約望情深款款，
早已妒火中燒，視之如仇人。這刻一有機會，忍
不住要反擊。

彼得烈和莫心田一聽，都覺此話甚有道理，不斷
點頭。

莫又文見自己説中各人心意，仿如立了大功，沾



47

沾自喜。

楊約望跟他無仇無怨，他卻咄咄逼人，實在心中
有氣，道：「不會有蜈蚣般疤痕的。我只用一根
幼線，順著皮膚紋理，從皮下縫合傷口。疤痕便
會順著皮膚紋理，不會被發現。手術後的脖子，
可能比瑪莉安的更美。」最後一句，故意衝著他
來。

莫又文一聽，果然勃然大怒，喝道：「你…你…
胡說八道！這難民女子怎能跟瑪莉安相比…」還
沒說完，已啪的一聲，熱辣辣吃了一記耳光。只
見莫心田舉起手，怒目圓睜，喝道：「夠了！給
我住口。」

莫又文又痛又怒，把頭垂下，心中卻忿忿不平，
狠狠瞪視楊約望。

楊約望沒想到莫心田會在眾人面前出手，不禁歉
咎起來。

廳內登時靜寂一片，彼得烈為免眾人尷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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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楊醫生，勞煩你盡快動手術，時間實在緊
迫。」

楊約望點頭答應。

彼得烈道：「太好了。」突然一臉嚴肅，轉身道：
「各位，這任務事關重大，不但牽涉溫小姐的性
命，更關係到我國命運，數百萬人的生命。我希
望剛才的談話，只有這裡五人知道，不可洩漏出
去，好嗎？」瞄了莫又文一眼。

莫又文見他瞧著自己，忙把臉轉開，卻渾身不感
自在。

眾人點頭答應，莫又文也嗯了一聲。彼得烈宣布
會議結束後，便先行離去。

楊約望向溫芳暉道：「對不起，剛才我們談論手
術一事，竟沒有問你同意與否？」

溫芳暉微笑道：「我同意。」

楊約望道：「太好了。現在回我辦公室動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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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嗎？」

溫芳暉一臉害羞，點頭說了聲好，想起他剛才摸
自己頸項，面上又熱烘烘起來。

楊約望見她神色忸怩，只道她心中害怕，打趣道：
「放心，手術一點也不痛，毫無感覺，兼且費用
全免，爆米花、汽水任食任飲。」

溫芳暉嗤的笑了一聲，嬌美如花。

莫心田上前，提高嗓子道：「溫小姐，手術一完，
請你立刻回來，不要浪費時間，我們還有許多重
要事辦。」這幾句話自然是說給楊約望聽。

楊約望又怎會不明白，故意也提高嗓子道：「溫
小姐，手術一完，我便立即送你回去，不會浪費
任何時間的。」說畢便轉身，頭也不回，領溫芳
暉出去，再見也沒有說聲。

莫心田心中有氣，臉上卻絲毫沒現出來。

二人出到偏廳，一紅髮少女已迎將上來，滿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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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道：「約望，你瞧。」把兩張影畫戲票交在
楊約望手中，又道：「我們一起去看，好嗎？」
這紅髪少女當然是瑪莉安。

楊約望一瞧戲票，見上寫著『大獨裁者』四字，
奇道：「這…這是…」

瑪莉安喜㤵㤵道：「這是差利卓別靈的電影，戲
名叫『大獨裁者』。你說會議後，我們便一起去
玩…」拉著他的手，道：「我已想好了，先看影畫，
然後去劇院餐廳晚膳，我已留了座位。」原來，
眾人在主廳內開會時，她到處尋找，幾經辛苦，
才找到同事有戲票，二話不說，出高價買來。

楊約望輕輕甩開她的手，神色靦腆，道：「對…
對不起，瑪莉安，我有要事，趕著去辦。」

這時，瑪莉安已見到他身後站著一長髮女子，秀
美絶倫，湛然若仙，不禁獃住，心想：「這…這
人是誰？長…長得這麼美…」她本對自己樣貌甚
有信心，這刻一見溫芳暉，竟也自覺平庸，醋意
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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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約望把戲票交回她手中，見她仍然獃住，心想
此時不走，還待何時，道：「我…我們有急事要辦，
對…對不起…」轉身拉著溫芳暉的手，直奔了出
去。

馬莉安瞧著他們手拉手，出了偏廳。她獃了片刻，
才如夢初醒，立刻追了出去。只見楊約望二人已
走過電梯大堂，從後樓梯離去，面上已一陣青，
一陣紅。

忽然，一個臉圓眼小的胖男來到她身旁，道：「『大
獨裁者』我也想看，我陪你…好嗎？」正是莫又
文。他跟著楊約望和溫芳暉出來，一直站在後面，
剛才所有對話都聽進耳內。

瑪莉安充耳不聞，只感滿腔怒火，嗤嗤幾聲，兩
張戲票給撕成碎片，散落一地。

莫又文大驚，道：「哎喲，戲票…戲票…」俯身
去拾，道：「貼…貼回…可能還用得著…」

瑪莉安見他肥頭胖耳，圓圓的背上滿是汗水，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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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一皺，正想轉身離去，忽想起他也有一起開會，
必知那美貌少女是誰，面容立寛，道：「不用貼
回了，你陪我吃飯吧。」

莫又文喜不自勝，把紙碎收入懷中，忙道：「好，
好，吃飯，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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