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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楔子 

她的前世姻緣 

神秘的女兒國，就好像它的名字一樣，國民

大部分時間都是女兒身。 

雌雄同體的她們，每年都有七日會變成男兒

漢跟身邊伴侶交合，從而生兒育女。 

女兒國國王玄光子，在少年時曾到中原歷練

，以男兒身與劍青相戀，但歷練後他們必須

分開。後來得知他和劍青有三世姻緣，玄光

子便默默等待她的轉世。 

  

日近黃昏，眼前的沙漠呈現一片耀眼的金黃

色。 

劍青望著前方穿著青綠長袍、長髮飄散、體

魄修長的少年，立在沙丘上。 

劍青上前問：「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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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緩緩轉過身來，彎起唇角，伸出手朝著

劍青說：「過來，跟我一起看日落吧！」 

眼前的少年眉清目秀，目光澄澈，眼底彷彿

有千言萬語想跟她說的。 

劍青不由的伸手握著少年的手。 

少年牽著劍青瞬間穿過茫茫沙丘，來到沙漠

中的一間石屋前。 

似曾相識的感覺隨之湧上心頭，劍青感到迷

惑不解問少年：「這是甚麽地方？」 

「劍青，這裡是你的夢境。」少年牽著劍青

走到屋前大石坐了下來。 

劍青望著少年，目光閃出一點驚愕，奇問：

「你認識我？」 

少年點點頭。 

「那麼，你又是誰？」 

少年靜靜地望著劍青，緩緩地說：「我是你

下世的愛人玄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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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光子順了順劍青耳後的髮絲，溫柔地在她

唇瓣吻了一吻。 

劍青頓住，呆視著玄光子，感到一片迷糊，

雖然是夢境，但她竟然讓一個素未謀面的男

子，親吻自己，自己不但沒有半點生氣，反

而還有一些喜悅和親切感。 

玄光子看見劍青滿臉困惑，便說：「不明白

，就不想它吧。」 

劍青點了點頭，唇角微翹問：「你為何會在

我夢境裡出現？」 

玄光子輕嘆口氣，撫著劍青的臉頰，輕柔地

說：「劍青，你陽壽已盡，今晚之後便要轉

世投胎，我是來帶你到轉生道的。」 

只有二十多歲的劍青神色淡然，沒有一點驚

訝和害怕，只問：「我將會怎樣死的？」 

「你的心臟將會在黎明前停頓，但過程中你

不會有任何痛苦。」玄光子說話語調溫婉，

目光是一片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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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青微嘆口氣，低下頭來，靜默了一會，再

抬頭微笑問：「我下世會是怎樣的？」 

「你下世會是跟我一樣是鳳凰，不用擔心，

我會好好照顧你。」玄光子徐徐納她到自己

懷裡。 

劍青垂下眼簾，欣然地窩在他的胸膛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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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國師出走了 

一百多年後。 

塔克拉瑪干沙漠的某一端，是屬於神秘的女

兒國。 

所文望著眼前國師院用金剛石建成的拱形屋

頂穿了一個大洞，當即傻了眼，驚訝地說：

「啊！怎可能發生的？金剛石是世上最堅硬

的石。」 

「官布太醫，是甚麼時候發現國師失了踪？

」身穿青綠鳳袍的玄光子，仰頭望著屋頂大

洞說。 

站在一旁的官布太醫低著頭，拱手答：「皇

上，是微臣今晨來到國師院時，發現國師不

見了，微臣就立刻到皇宮稟告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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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光子垂下頭，想了一下，轉向站在官布太

醫旁邊的所文，「所文太醫，你對此事有何

看法？」 

「皇上，國師的病情不輕，要盡快找回她。

」所文拱手擔心說。 

玄光子點頭嘆氣，頭轉向官布太醫，「官布

太醫，朕需要一位太醫跟朕一起到中原尋找

國師，你意下如何？」 

出中原！官布太醫一聽見就好像被雷劈了的

驚嚇狀，她腦海驟然湧現出一連串從書中得

知中原人殺雞的景象。 

中原人喜歡吃雞，他們每逢喜慶宴會、大時

大節，他們就會展開一場腥風血雨的雞隻大

屠殺，他們的廚房裡會充斥著殺雞的恐怖聲

，到處飄著片片雞毛，令人聞風喪膽。 

雖然鳳凰是雞的遠親，但恐怕這班凡人會飢

不擇食，連我這隻老鳳凰也不放過，官布太

醫越想就越驚慌，越想就越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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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的所文看見官布太醫一臉鐵青，額頭不

斷冒汗，便趕緊咳了兩聲，阻止官布太醫的

驚恐妄想症發作。 

官布太醫定了定神，但面容依舊蒼白無色，

口顫顫地說：「老老…臣…已已…一把年紀

，恐怕難以當此重任。」 

玄光子還未說定要官布太醫出中原，官布太

醫已嚇到唇青臉白。 

玄光子皺起眉頭，再問官布太醫：「那麽，

除了你，還有誰人能擔此重任？」 

官布太醫目光一閃，火速瞟了所文一眼，趕

快回答說：「除了老臣，還有所文太醫能擔

此重任。」 

所文太醫？玄光子頓了頓，神情顯得有點猶

豫。 

所文自小喜歡學習醫術，年紀輕輕的她已成

為太醫，但對於法力修行，她全無興趣，使

她的法力弱如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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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光子回身背向官布太醫，雙手負後，邊行

邊沉吟著。 

官布太醫明白玄光子的憂慮，馬上再說：「

雖然所文太醫法力不高，但她是最適合的人

選，除了老臣，只有所文太醫是最清楚國師

的病情。」 

玄光子尚未回應，所文隨即急不及待，踴躍

地拱手向玄光子說：「皇上，微臣必定會盡

力而為。」 

玄光子擠起眉頭，心下嘆氣，身後兩位太醫

，一個一聽到要出中原，就彷似豬場裡被宰

殺的豬，抖顫著腳嚇到尿褲子。另一個看見

有機會離開女兒國，就神采飛揚，興奮得如

恨嫁的老處女終於出閣了。 

玄光子忽然嘴角露出微微笑意，心下想，如

果所文真的恨嫁那就好了。 

話雖如此，她們說的也不是沒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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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光子長嘆一聲，回頭望著所文說：「好吧

！就讓你跟朕到中原吧。」 

所文雖然活了一百多年，但相對凡人，她只

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而玄光子活了二百

多年，相對凡人，她也只是大概二十多歲。 

  

種滿奇花異草的藥園，沒有牆壁，只有石柱

和屋頂的太醫院藏書閣。 

徘徊在一箱一箱的醫書，所文忙於尋找醫治

國師的良方。 

喵…！藥園裡忽然傳來貓的叫聲。  

雖然藥園不時會有貓兒出現，但今次的貓叫

聲有點不同。 

所文拿著醫書，舉目四望凝聽。 

耳尖微微一顫，聲音是從八角亭附近傳來。 

她順聲而行，走到八角亭旁邊的草叢停下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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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見一個背著她，光著腳丫子，撅起屁股

，跪在地上的人。 

所文走近，探頭仔細看。 

這人蒙著面，正揮動兩隻食指，跟小花貓打

架。 

小花貓邊舞動小爪還擊，邊發出喵喵叫聲來

唬嚇蒙面人。 

蒙面人感覺身後有人，回頭望，望見所文，

蒙面人立刻壓低聲線問：「你是誰？」 

所文望著蒙面人，站在原地，沒回答。 

蒙面人站起身來，挑起一道眉，繼續壓低聲

線問：「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怎可能不知她是玄光子，所文低嘆一聲問：

「為何要蒙著面？」 

玄光子頓時揚眉瞪眼，雖然是蒙著面，也看

見玄光子嘴角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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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光子緊張的用食指放在嘴上噓了一聲，示

意不要出聲。 

所文微微皺眉，心下想玄光子又不知想搞甚

麽。 

玄光子轉身抱起小花貓，把小花貓放到藥園

另一端，然後急急腳跑回來。 

玄光子神神秘秘的，拉著所文到八角亭石級

坐了下來，除下面上的手帕，頭靠近所文耳

畔邊，低聲說：「蒙著面是怕小花貓會認得

出我，它長大後可能會找我報仇。」 

聽見玄光子超凡的解釋，惹得所文嗤笑一聲

。 

玄光子不以為意所文的反應，低頭把手帕收

回衣袖裡，期間看見所文手上的書，語氣忽

然變得有點不悅說：「神農氏！又是他！」 

所文擠起眉頭，解釋說：「神農氏嘗百草，

利用蜜蜂尋找新草藥，是我們學醫者最尊重

和欣賞的人，看他的書也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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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光子還是聽不進耳，撇撇嘴，語調帶點醋

意說：「他又不是花，有甚麼好欣賞。」 

所文真沒好氣，不想跟她爭辯，平和地問：

「你是不是想講關於出中原的事？」 

玄光子點點頭，遲疑了一陣，探問：「你…

真的…想跟我到中原尋找國師嗎？」 

所文面色一轉，雙眼厲視著玄光子，語氣嚴

肅地反問：「你不想我去？」 

玄光子心虛一下，隨即裝出沒有其事的樣子

，笑而不答。 

所文稍稍皺著眉頭，微慍說：「不要把我當

作『肺』來看待，好嘛！」 

玄光子瞪大雙眼盯著所文，「你在說甚麼？

太深奧了！我一點也不明白。」 

所文有點動氣解釋說：「『肺』是身體五臟

六腑中最嬌嫩的臟腑，它又怕寒、又怕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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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怕濕和又怕燥，是個不折不扣的嬌嬌女。

」 

聽了，玄光子靜了下來，在石級旁邊隨手摘

了一條野草，垂下頭，雙目望著手上的野草

，來逃避所文凌厲的目光。 

過了一會，玄光子一邊垂著頭用野草編織小

東西，一邊心平氣和地說：「出到外面，如

果我和你都是女兒身，可能會惹上麻煩，我

們裝扮成夫妻吧。」 

「裝扮成兄弟，這不是更好嗎？」 

「但你的法力不高，不能將自己雌雄逆轉，

還是扮成夫妻吧。 」玄光子抬頭望著所文說

。 

所文想了一陣，她最終只想尋回國師和出外

面見識一下，裝扮成甚麼並不重要，她微笑

點頭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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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就此決定。」玄光子站起身來，「

明天我們就要離開女兒國，你早點回去休息

吧！」 

玄光子把織好的小鳥巢放在所文手裡，然後

離開。 

所文望著手上的鳥巢，唇角微露笑容。 

所文是在太醫院學醫時認識玄光子，但當時

她並不知道玄光子的身份，只知她差不多每

天都會來找所文。 

所文上山採藥時，玄光子就會帶著一袋用骨

粉和蛋殼等自製的肥料一起跟所文去，當所

文摘下藥草，玄光子就會灑一些肥料到該藥

草上，繼而對藥草笑著說：「拿了你一些，

還給你一些。」 

所文在煉丹爐煉藥，玄光子就會帶著鐵鑊在

旁邊炒蠍子，邊炒邊吃。 

有時候，玄光子睡得不好，就會抱著枕頭跑

到所文處，要求所文講解醫書裡的內容，不



 

 15  

 

消片刻，玄光子就會聽到打著鼻鼾甜甜的進

入夢鄉。 

所文成為太醫後，知道玄光子是女兒國國王

，但並沒因此改變她們相處的態度和方式。

在朝廷上玄光子是君，所文是臣，她們各自

謹守崗位。但一離開皇宮，玄光子就會回復

所文認識的玄光子，經常黏著所文、找她聊

天、和跟她說一些似無意思非無意思的奇言

怪語。 

* * * * * 

日落後的森林，周遭開始響起蟲叫聲。 

變了男兒身的玄光子和所文在森林中，堆起

火堆。 

噼噼啪啪的燒木聲，陣陣烤肉的味道飄散出

來。 

火堆上的野兔烤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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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地上的玄光子拿起插在野兔身上的樹枝

，問坐在旁邊的所文，「所文，你喜歡吃兔

子哪一部分？」 

所文指向兔子後腿，「你吃另一邊吧。」 

玄光子撕開兔腿，遞給所文。 

所文接過兔腿，用手撕開兔肉，一絲絲的放

入口裡吃，「為何不問天上的雀鳥國師去了

哪裡？」 

玄光子拿著另一邊兔腿，大口咬了一口，嘴

裡邊嚼著兔肉，邊搖搖頭。 

玄光子在身旁端起葫蘆喝了一口水，接著說

：「國師應該在逃走前已隱藏了自己的仙氣

，令其他人找不到她。」 

「那麼，你怎知道國師來了中原？」所文奇

怪問。 

「你曾經說過，國師雖然失了憶，但在她潛

意識內的記憶仍然保留著，她可能會隨著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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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的記憶，重回昔日去過的地方。」玄光

子說完就用尾指撩撩塞在牙縫間的碎肉。 

「國師何時到過中原？」 

玄光子伸出長長的舌頭舔淨自己的手指，再

說：「她年輕時到過中原歷練。」 

所文吃完兔腿，指一指玄光子身旁的野兔。 

玄光子拿起野兔，撕開野兔前腿和一些零碎

的兔肉，放在樹葉上，遞給所文，「要不要

野兔屁股？」 

所文擠起眉，搖搖頭，「不要！夠了！」 

玄光子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笑著說：「你

不要，我就不客氣了！」 

玄光子雙手拿著野兔，大口大口的用牙撕開

野兔屁股。 

「中原這麼大，你怎知國師去了哪裡？」所

文又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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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不知道的，只是碰碰運氣，嘗試跟國

師當年歷練的路線來尋找她。」 

所文點頭示意明白，然後繼續吃剩餘的兔肉

。 

  

月近中天，玄光子把火堆熄滅，仰頭望著樹

頂，眉開眼笑地說：「飽暖思睡覺。」 

他一跳，跳上樹上，把樹上的樹枝和樹葉纏

成一團，造了一個半月形的大鳥巢。 

「你為甚麼要在樹上造鳥巢？」立在樹下的

所文抬頭問。 

「這不是鳥巢，是愛巢！」玄光子從樹上跳

下來，打橫抱起所文，飛上愛巢，把她輕輕

放在愛巢上，甜滋滋的說：「今晚我們一起

睡吧。 」 

所文躺在愛巢，瞟了玄光子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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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光子側臥，含情脈脈地望著所文，「所文

，這次是我們第一次一起睡，我可不可以抱

著你睡？」 

「呀…」正當所文在遲疑之際。 

「太遲了！」玄光子已等不及，摟著了所文

。 

所文輕哼了聲，沒好氣的轉身側臥背著玄光

子。 

玄光子一邊揉著她的腰，一邊問：「所文，

你知不知為何母后要我承繼皇位？」 

所文淡淡的答了一句，「不知。」 

玄光子嘴角泛起詭異的微笑，「你不知我就

告訴你知吧。」 

「嗯。」所文輕輕應了一聲。 

玄光子開始說：「母后說我有三個優點，第

一，是孝順，第二，是堅毅，第三…第三…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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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甚麼？」 

玄光子沉下了聲音，語氣有點失落地說：「

我忘記了。」 

所文嘘了口氣，「哦，忘記了就算了吧。」 

玄光子語氣突然變得認真起來，「不！不可

以就此算吧，我會睡不著的，所文，你替我

想想好嗎？」 

所文輕嘆口氣，皺起眉頭，認真地細心想，

「會不會是聰明？」 

玄光子搖頭，「不是。」 

「善良？」 

「不是。」 

「勤奮豁達、風趣、真誠…」所文不斷地想

，不斷地說。 

忽地，傳來微微嘻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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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文停了下來，微微瞇起眼睛，轉身，望見

閉著眼的玄光子，一臉笑呵呵的，所文頓即

氣得不能出聲。 

玄光子感覺面前一股殺氣，他睜開眼，瞧見

眼前咫尺近的所文，臉似在冒煙，怒視著他

。他立時裝傻一笑，面容瞬即變得情深款款

的。 

玄光子用手輕撫所文的臉頰，深情地說：「

原來我在你心目中，是有這麼多的優點呢！

」 

對著玄光子的柔聲細氣和深情說話，所文並

沒消氣，她用力推開玄光子，轉身背向。 

不多一會。 

玄光子的手又慢慢爬上所文的腰上，可憐兮

兮的，嗓音是想哭想哭的說：「所文，昨夜

我做了個噩夢，我很害怕，我想抱著你睡，

可以嗎？」 

所文沒回答也沒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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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光子隨之又說：「聽說凡人生活十分有規

律，他們每天早上卯時就會出大恭。」 

所文心想凡人身子應該挺好的。 

「但他們過了卯時才會起床。」 

所文聽見這話噗哧一聲笑了出來，嘴角掀起

，嘀咕了一句，「小滑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