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介紹 

小河，地球人! 不是 A I ! 

2020 年，出版了「機械人阿樂」! 

2021 年，小河再接再厲，將五部小說合併起來，改

名:「小河: 科幻小說集」。 

 

除寫作外，小河又喜歡作曲和填詞。今次，小河創作

了與這幾個故事有關的歌曲，並放上了 YouTube，與

大家分享! 

 

希望小河的作品能夠得到大家共鳴! 如小河滙入大

江，流入大海，升上天空，回饋大地! 

 

小河 2021 年 

samuelho111@gmail.com 

mailto:samuelho111@gmail.com


作品介紹 

本合集由 5 個故事組成: 

-永生國 

-碧海青天 

-外星商旅 

-筆先生 

-堆填巨獸 

 

自從 2020 年出版了「機械人阿樂」後，小河接著出

版新的合集，取名: 「小河:科幻小說集」。記得當初創

作時，只為一時靈感，希望帶出一點啟發、一點思想、

一點感受! 今次得以出版，實在是一件非常高興的事! 

 

我們習慣了說科幻小說，其實 Science and Fancy 是

兩種小說類型。Science 小説需要有科學依據，所以



我的路線更適宜以科技 Science 來表達。因為，這些

事情，今天已經實現，或接近能實現。所以，這是一

個現實的科幻世界! 

 

就每個故事，筆者亦加了圖片，希望更能帶出故事場

境! 而且，筆者亦創作了相關歌曲，用簡單的製作，

放了在 YouTube。 

 

這些故事的題材，關乎整體人類，有很大的包容性和

適應性，無論在世界各地，無論時局怎麼變遷，都是

影視傳媒的好材料。如果業內人士有合作意向，可聯

絡本人! 另外，如果有出版社想譯作該國語言出版，

歡迎與我聯絡!  

 

本人聯絡: samuelho111@gmail.com 謝謝! 

mailto:samuelho11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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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國 
 

公元 2222年，永生國建立。一場核子戰爭將絕

大部分人殺死。住在永生國的小部分人，在幕

場的保護下，仍然過著安穩愉快的生活，對外

界的痛苦卻一無所知！然而，有一天，永生國

面對一場浩劫！到底，永生國的命運如何？人

類的命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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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遇險                               永生國 

偌大的廣場，人群疏疏落落，當中兩個人在竊竊私

語，男的叫雅各，道：「每年一次的卡拉亞紀念日，

來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了。」女的叫潔蘭，道：「這也

難怪，每年都這樣重複，人們越來越提不起勁。」他

們仰望著前面的石雕人像，雄姿英發，人像前有一石

碑，刻上：永生國之父卡拉亞。  

 

雅各外貌頗為平凡，惟獨時髦的髮型頗引人注意，而

他確是一名髮型師。潔蘭是他的太太，端莊秀麗，氣

質高雅。他們看似三十歲，其實已經遠超了…… 

 

此時，一名雍容華貴的女士進來，數名護衛隨後。她

走到碑前獻花，神情肅穆又帶點哀傷。她叫維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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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遇險                               永生國 

亞，她擁有永生國最多業權，所以可稱得上是永生國

的管治者。  

 

紀念活動完結，雅各跟潔蘭道：「不如我們遊覽下這

個公園？」 

 

潔蘭喜道：「好的，我也有此意！」 

 

卡拉亞紀念公園面積甚廣，設計美侖美奐，佈局高雅

不凡，又有不少奇花異卉，河流溝壑，著實是一個好

去處。雅各跟潔蘭一邊走，一邊玩賞，真是賞心樂事！

而這公園實在太大，不是每個地方也有遊人的蹤影。

他們沿著小徑，邊走邊玩，不知走了多久，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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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遇險                               永生國 

一處，發覺佈局有點不同，彷彿翠竹綠影之中，另有

天地！雅各一時好奇，想前去探個究竟。潔蘭卻道：

「這裡幽深得很，沒人到的，我們還是回去吧！」雅

各道：「不怕的，這裡都是公園範圍，有事可求救，

我們進去吧。」潔蘭還是依了。他們越過半個身高的

草叢，走進林蔭深處，發覺佈局甚為精妙，若隱若現

之間，彷彿隱藏著重大事情。  

 

潔蘭有點害怕，然她跟雅各一樣，充滿好奇，也不禁

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了。 

 

來到一處，果然別有洞天，一遍廣闊的草地，上面種

滿鮮花。草地間有一間小屋，有兩層高。四邊圍著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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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遇險                               永生國 

林，陽光從樹梢等直透谷內，照向小屋。潔蘭歡天喜

地，伸出雙手，在花草間轉圈：「這裡很漂亮呀！」  

 

然雅各見此佈局，另有深思：裡面的是甚麼人？這裡

似有避世之意；然森林高樹之間沒有圍堵的東西，表

示他自願隱居在這裡；看來，此人甚為特殊！……到

底是甚麼人？  

 

雅各猛然醒悟：此人深居於此，定不想受人打擾；說

不定，是個秘密，我們還是離開這裡！雅各正要呼喚

潔蘭離開，一轉身，她竟不見了！雅各大驚，四處尋

找，但又不敢高呼，生怕驚動屋內之人！他十分徬

徨，一邊找，一邊低聲呼喚。來到一處，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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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遇險                               永生國 

潔蘭倒臥在一個小幽谷之下。他馬上走下去，扶著

她，猛地呼喚：「潔蘭，潔蘭，你沒事嗎？」潔蘭仍

然不醒！雅各心想：定是她剛才太興奮，誤墜此谷暈

倒了！現在怎麼辦呢？……先扶她上去吧！ 

 

雅各舉目一看，此幽谷不算深，約有六呎。若是自己

一人，總可攀得上。如今，背負一人，恐怕沒那麼容

易了！然抱著一試的決心，他背著潔蘭衝上去，然沙

泥太滑，連自己也滑下來了。突然，他發覺腳踝一痛，

糟糕：腳踝扭傷了！ 

 

雅各心想：我如今受了傷，更沒可能帶她離開？應該

說，我自己也離不開了？怎麼辦呢？高聲呼救，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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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遇險                               永生國 

根本沒有人？打求救電話？但我們來到這裡，會不會

有麻煩？顧不得了，有麻煩總好過死在這裡！  

 

雅各決意打求救電話，然而更大的失望來了，他發現

這裡根本沒有網絡！這一刻，他更相信屋內之人是刻

意避世，而國家為了迎合他，刻意不設網絡！雅各更

感絕望：難道我們要死在這裡？此時，天色轉為昏

暗，更下著大雨，雅各被雨淋著，水積在谷裡，將他

們淹著！雅各顧不得那麼多了，不理成效，只高聲呼

喊：「有沒有人呀？有沒有人呀？救救我們倆！」呼

喊一會，他也累了，感到絕望，頹坐下來，心想就這

樣等死了！他自覺沒有甚麼可以做，只緊緊抱著妻

子，希望給她多點溫暖，就算死在一起也不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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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遇險                               永生國 

他思緒慢慢沉澱，回想起跟潔蘭相識的經過…… 

 

……一千年前，一條不見邊際的公路上，一輛跑車奔

馳著，司機滿懷高興，正是雅各。他正興奮地駛往永

生國，因為能獲聘於永生國，成為髮型師，是成功的

證明。 

 

他看見車窗外站著一名女子，黑色長髮，白皙皮膚，

端莊秀麗。她左顧右盼，顯得有些焦慮。雅各停下車，

問：「你有麻煩嗎？我可以幫你？」那女士道：「我剛

僱了車，想去永生國，但那車死了火，那司機叫了車

將車拖走了，剩下我在這裡。」雅各怒叱：「這樣也

可以嗎？你上我的車吧，我也是去永生國，我載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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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遇險                               永生國 

程。」那女士感謝道：「好的，謝謝你！」 

 

那女士上了車，雅各問：「小姐，你叫甚麼名字？去

永生國做甚麼的？」那女士道：「我叫潔蘭，我是去

永生國任教師的。」 

 

雅各道：「啊，你任教師那麼好！我叫雅各，去永生

國做理髮的。」潔蘭道：「做理髮也好啊！我很高興

有你這樣一位樂於助人的朋友，否則我也不知怎辦

了！」雅各道：「哈哈，很久沒有人這樣讚我了！」

二人竟甚為投機！  

 

雅各想得入神之際，迷糊間，他聽到有人在呼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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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遇險                               永生國 

們。初時，他只道是錯覺，然而，那呼喚聲不斷重複，

才意覺是真的？他抬起頭，昏暗間，一人在幽谷上看

著自己。他提著一盞油燈，燈照間，見此人白髮蒼蒼，

面容憔悴，身型矮小佝僂。他以蒼老的聲音問：「你

們怎麼了？怎麼會跌在下面的？」雅各只好將怎樣來

到的過程說了一遍。 

 

那老者道：「你們不用擔心，我救你們上來！你們等

一等吧！」就轉身走了。雅各充滿期待地盼他再回來。 

 

不一會，老者重來，他扶著一條木梯，道：「我將梯

放下，你們攀上來吧！」雅各面有難色，道：「只是，

我的腳也受傷了！」老者道：「好的，你不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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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遇險                               永生國 

我再想辦法。」不一會，老者帶來一卷繩，將繩拋下，

道：「你將繩綁著她，我拉她上來。」雅各當然高興，

但他以詫異的眼光望著老者，老者自是明白，道：「你

是怕我不夠力嗎？」雅各點頭，有點不好意思！老者

道：「你照做吧，我自有辦法。」老者將繩繞著兩棵

樹，用滑輪的原理，將力減輕兩倍，加上谷內泥面濕

滑，像道滑坡，便順利將潔蘭拉上來了。同樣方法，

老者將雅各也拉上來了。  

 

雅各舒口氣，忙向老者道謝：「謝謝你救了我們倆！」

老者道：「不用客氣，只是現時天色已近晚，你倆又

受傷，不如先到我家休息，傷好了，明天再走不遲！」

雅各衡量自己及潔蘭的傷勢，覺得老伯所言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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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遇險                               永生國 

又難得老伯施以援手，當下謝過答應了！老伯道：「你

們等一等。」不一會，老伯推來一輛木頭車，道：「你

們坐上去吧」雅各見狀，又是感激，又是羞愧，自己

七呎臥床，竟要一名老伯推自己…… 

 

老伯將他倆推到屋前，推開門，將二人推入。只見屋

內雅緻非常，惟一特別之處，就是沒有電器。雅各左

顧右盼，不禁問道：「老伯，你一個人住在這裡？」 

 

老伯長嘆一聲，將自己的故事娓娓道來……我就是卡

拉亞，一千年前，應該大約一千年前吧……，一個課

室裡，宗教科老師道：「人是必須死的，因為人犯了

罪……」卡拉亞聽到後，覺得很不安。他正思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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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遇險                               永生國 

橫過馬路時，突然砰的一聲，一隻狗被車衝倒，掙扎

了一陣便死了。卡拉亞對這個情景感到很震撼，想：

是否所有生命都要死？…… 

 

卡拉亞惴惴不安，回到家見到父親卡羅，問：「爹哋，

人是否一定要死？」 

 

卡羅是醫學權威，對衰老問題特別有研究，沉吟一

會，道：「我兒，這個問題不易答。一向以來，我們

都認為所有生命，包括人類，必定會死。歷史上，人

類曾用不同方法追求長生，如秦始皇，但都不成功。

但是，這幾十年，我們開始破解衰老之謎，各種醫療

技術已能取代衰老的器官或組織；對疾病的預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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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亦有重大突破。人類壽命相信可以延長很多了。」 

 

卡拉亞聽得十分入神，開始感到有一線曙光，想：那

永生即有可能了？……從此，一個永恆的國度開始在

他的心裡萌芽…… 

 

卡拉亞努力讀書，考入了世界頂尖大學醫學系。迎新

日那天，一位長金髮，貌似朝陽的少女吸引了他的注

意。卡拉亞主動介紹：「小姐，你好！我叫卡拉亞，

修讀醫學系的。你怎稱呼？」那女子發出如金光的笑

容，道：「我叫朱莉亞，修讀神學的。」卡拉亞開始

跟朱莉亞約會，感情一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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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亞參加了一個劍擊比賽，打入決賽，卡拉亞幾經

艱苦，才將對手擊倒。他解下頭盔，對手藍眼棕髮，

是修讀法律系的，叫阿里。他們三人經常聚會，感情

十分要好。 

 

歡樂的校園時光，過得很快。轉眼就是最後一年。一

天，他們談論到生死問題，朱莉亞問：「卡拉亞，你

認為人真的可以不死嗎？」卡拉亞滿懷信心，道：「是

的，人可以不死，相信很快能做到了！」 

 

朱莉亞道：「但我認為人犯了罪，所以必須要死。如

果不死，就是違反了上帝的旨意！」卡拉亞回應：「那

學醫的也違反上帝的旨意嗎？做醫生的，哪個想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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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朱莉亞道：「但人若不死，就不能重生，就不

能進神的國。只有神的國，才有永生！」 

 

卡拉亞道：「這只是宗教上的看法！我認為假以時

日，人類一定能做到長生不死！而且，我要建立一個

國度，就叫永生國！凡在裡面的人，都可得到永生！」

朱莉亞道：「你真的瘋了！你在做人類幾千年來都做

不到的事！歷史上沒有人能成功的！」 

 

卡拉亞道：「歷史上沒人做到，不代表我做不到！朱

莉亞，不如你跟我一同實現這願望？」朱莉亞卻道：

「我決意做傳道人！不能跟你同行了！」卡拉亞問：

「甚麼？你在說甚麼？」朱莉亞憂傷的道：「我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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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吧！」卡拉亞緊張的道：「就算我們看法不一樣，

也不用分開吧！」朱莉亞道：「我們在一起，將來也

會很痛苦！我們還是分開吧！」 

 

然而，卡拉亞沒有放棄，更繼續苦心研究，二十五歲

就取得博士學位。十年後，卡拉亞發表他的成果，他

發現做一個基因改造手術，那人就可以延緩衰老：「不

死」指日可待！ 

 

一天，卡拉亞滿懷高興找阿里：「阿里，我帶你去看

一件東西！」卡拉亞帶阿里到自己家裡，放了一件甚

大的模型。阿里問：「這是甚麼來？」卡拉亞喜道：「這

是永生國的藍圖，是我的夢想！」 



 20 

一） 遇險                               永生國 

阿里嘆道：「很厲害啊！是怎樣的？」 

 

卡拉亞滔滔不絕的介紹：「我要做一個人間天堂。那

裡山明水秀，空氣清新，人人相親相愛！那裡有最好

的規劃，人人住大屋。人人可以發揮所長，所有人間

美食，美好的日用品都任人選取。而且，天下太平，

沒有戰爭；沒有天災！沒有苛政，人人有自由，有法

治，有民主。自有人類以來，一切想要的，都在這裡

找到！最重要的是：人人有永生！」 

 

阿里驚嘆：「很厲害啊！」卡拉亞道：「不如，我們一

齊實現這個夢想！」阿里喜道：「好的！太好了！」

卡拉亞轉而憂道：「可惜，朱莉亞沒有與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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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道：「你不要太憂心，往後她總會明白你的！」 

 

卡拉亞與阿里創造了一個模型，一座座精美的房子，

星羅棋佈，碧水相連，鮮果盈野。社區完善，交通發

達，中間有個大廣場，可供大型集會。  

 

阿里滿懷高興，道：「這個永生國的模型，我相信不

久將來，就會實現！但要得到永生，單靠醫學還不

夠，還要有環境、軍事、經濟等方面配合才可以。否

則，天災、疾病、戰爭，還是會將人類生命奪去。」 

 

卡拉亞道：「是的，但要實現這個國度，需要大量資

金。但我相信，以永生及美好的環境作招徠，定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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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多投資者的！」 

 

卡拉亞及阿里，以永生的憧憬作招徠，暗地裡向全球

富豪集資。數年間，集得了天文數字的款項，買下一

個山明水秀的地方，開始啟動「永生國」工程。 

 

阿里想到一個問題，道：「要得到永生，我們還需要

守衛，但將來的世界，人命矜貴，誰願充任這職！」  

 

卡拉亞道：「看來，我們要發展一隊擁有人工智能的

隊伍，來保衛這個地方！」 

 

卡拉亞組織了一隊團隊，研發人造人守衛，為給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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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感覺，他們的外表跟人類一樣，並能獨立思

考，只是下了指令，不能傷害永生國的人。 

 

阿里又想到：核武及氣候暖化為人類生存構成巨大威

脅！卡拉亞道：「是啊，我們要為永生國建一保護牆，

一來可阻隔核武及輻射；又可調節裡面的氣溫，即使

全球暖化，我們也可避免受到影響！」 

 

卡拉亞組織一隊科學家團隊，做一度電磁場抵擋核

武，經過數年研究終於有所成果。一項在地深進行的

實驗，模擬核武擊向電磁場，電磁場下保護的模擬物

件完好無缺，一眾高呼：「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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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阿里問：「如果我們要調節裡面的溫度，我們要有

龐大的抽熱風系統，但這樣會令外面世界加速暖化

的？」卡拉亞道：「如果溫度太高，全人類都會死的。

這樣做，至少可以保存一部分人。」 

 

一天，阿里到海邊散步，見到海洋一片漆黑，心有所

感：污染！他找卡拉亞商量：「我們怎樣保證永生國

的人不受污染？」卡拉亞想了一陣，道：「只有一個

辦法：將污染物排出外！」阿里道：「這等於將禍害

轉給在永生國以外的人及生物！」 

 

卡拉亞道：「這是唯一辦法！至少，我們保存了少數

人！」阿里道：「我實在無法接受這套理論，我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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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永生國，是為造福人群，不是只為一部分人而傷害

大部分人！」 

 

阿里開始懷疑自己所做的一切，他跟卡拉亞說：「卡

拉亞，我覺得我們做的永生國真的很有問題，我研究

過，以永生國裡的生活方式，一個人所需的資源及所

做成的破壞，要等如外面一千人的總和。這即是說，

永生國五十萬人口，需要地球五十億人的努力才能維

持！你認為這樣做值得嗎？不如，我們收手吧！」 

 

卡拉亞道：「收手？怎麼可以？我們只欠一步就完成

了，怎能現在收手？況且，我們已收了很多鉅富的

錢，我們可以收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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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道：「沒錢賠，最多坐牢便是。這計劃一旦實行，

對整體人類及其他生物不會是好事！」 

 

卡拉亞道：「是好是壞，讓歷史評論吧！至少，我們

保存了在永生國裡的五十萬人，令人類可以延續下

去！」阿里道：「或者你說對了！但我決定退出計劃

了！」 

 

卡拉亞只好獨自完成計劃，一天他巡視地盤，一座座

華麗的豪宅，坐落在明媚的風光裡，心裡產生一種莫

大的滿足感。數年後，富商名人陸續遷入，永生國成

為身分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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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亞又想：這裡盡是最有頭有面的人，他們要求的

服務自當最好，也出得起價錢。於是，他聘請了最優

秀的人才來提供服務，更進行了多項比賽，獎項是得

以進入永生國工作，以挑選最高質素的工作人員。  

 

卡拉亞仗著出售永生國的單位，賺得萬億財富，儼然

成為世界上最有錢的人。加上他手上控制著的人造人

及獨特的防衛系統，令他無論在財政及軍事上，都成

為無可匹敵的人物。 

 

那時候，世界的危機意識與日俱增，核子戰爭及全球

暖化威脅全球。卡拉亞決定啟動電磁防衛系統，以保 

 



 28 

一） 遇險                               永生國 

障永生國的安全。他約定一個時間、地點接朱莉亞及 

阿里入來，他從遠處觀望馬路，終於見到他們的車，

突然一個導彈從天而降，炸毀了他們的車。目睹二人

死亡，卡拉亞傷痛欲絕！他跪在地上痛哭，此時在一

片廢墟中，他聽見一個嬰兒的哭聲，他循著哭聲找到

嬰兒，見她孤苦無依，相信她父母已經在戰爭中死去

了。卡拉亞決意將嬰兒帶回去，將她撫養成人，此嬰

兒就是後來的維多利亞。 

 

電磁防衛系統啟動，一道巨大的幕場立地而起，銀光

閃閃，將永生國覆蓋，從此永生國的人跟外界斷絕

了。核戰爆發，核彈橫空而過，只有永生國在強大的

防護下，裡面的五十萬人得以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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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亞悲傷過度，健康每況愈下，滿頭白髮。加上永

生國繁重的事務，令他心力交瘁，儼如一個老人。二

十年後，他將永生國交給維多利亞。他放下一切，獨

自一人居住在此小屋！ 

 

……說到這裡，差不多天亮了！雅各聽得入神，卡拉

亞道：「多謝你聽我說了那麼久！ 我也一千年沒有跟

人說話了！我真的很多謝你們！」雅各道：「我很高

興聽到你的故事！」此時，潔蘭醒來，雅各很高興：

「潔蘭，你醒了！」潔蘭張望一陣，見到卡拉亞，問：

「是怎麼回事？」 

 

雅各道：「他叫……是這位老伯救了我們的！」潔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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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謝。雅各道：「卡……老伯，我們沒事了，應該走

了！」卡拉亞道：「好的，相見是緣分，保重！」二

人道別離開了。卡拉亞目送二人離去，心中若有所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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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裡，潔蘭準備授課的資料，就是陶淵明的《桃

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

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

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

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

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

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

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

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

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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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她問雅各：「世上真有這地方嗎？」雅各拆開一包薯

片，隨意將膠袋扔入垃圾箱，一邊吃，一邊道：「我

怎麼知道呢？我們身處永生國，就是世外桃源了！」 

 

雅各續道：「我聽說外面的世界很恐怖，四處廢墟，

飢民處處，怪物橫行……」雅各有心逗潔蘭，說得眉

飛色舞，繪聲繪影！潔蘭真的被嚇到了：「不要說了！

太可怕了！我還是備我的課，做自己的！」 

 

一千年前，只有超級富豪才能進入永生國，後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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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從全球招聘頂尖人員，進入永生國服務他們，當然

工資也是頂尖。能夠應聘前往永生國的人，也會以此

為榮。雅各及潔蘭就是這時候被挑選的精英。後來核

戰爆發，永生國將保護罩關上，從此富豪失去了在外

面世界的一切。而提供服務的精英，因努力耕耘，積

累財富，地位日漸高起來。  

 

一天，潔蘭面有憂色，雅各問何故？ 

潔蘭道：「我懷孕了！」雅各一聽，道：「不可能的？

我們有吃避孕藥的！」 

 

潔蘭道：「我也不明白為甚麼這樣！這怎麼辦？」 

雅各默不作聲，過了半晌，才沉重的道：「或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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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工流產！」 

 

潔蘭猛力搖頭，喊道：「不！我要留住他！」 

 

雅各道：「但是，在永生國懷孕是嚴重罪行！我們不

能以身試法的！」潔蘭猛地搖頭，聲淚俱下！ 

 

在永生國，因領土有限，人口固定了在五十萬。又因

國人壽命極長，沒人死，即沒人可以出生！因此，永

生國立了法，規定國人不准生育！ 

 

雅各冷靜下來，沉聲道：「看來，只有一個辦法，就

是偷偷生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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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蘭心問：「偷偷生他？不怕被人發現嗎？」 

 

雅各道：「我們小心些，應該沒問題的！」 

 

潔蘭辭了工作，回家準備。七個月的時光過去，終於

誕下一個可愛的女嬰，叫瑪莉。但不明所以，最後仍

被發現了，數名人員進入，將三人帶走！ 

 

此事鬧遍整個永生國，連維多利亞也要親自處理此

事。一天，他們三人被帶到維多利亞面前。維多利亞

問：「你們可知道犯了法？」 

 

雅各道：「我知道是犯了法！但我們真想做父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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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我們沒有傷害任何人！」 

 

維多利亞道：「你說得也有道理。只是，如果每對夫

婦也生小孩，我們的國度承受得了嗎？國家嚴格立

法，總有它原因！」 

 

雅各道：「我也明白，法是犯了！救你饒恕我們吧！

小瑪莉出世了，我們承受多一個人，應該可以吧？」 

 

維多利亞若有所思，她走近潔蘭，看看瑪莉，道：「你

讓我抱抱，好嗎？」潔蘭頗有疑惑，還是將瑪莉遞給

維多利亞。維多利亞向她調笑，十分高興，道：「她

真的很可愛！」雅各及潔蘭陪笑：「是的，她真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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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 

 

維多莉亞轉而感慨的道：「可惜我們的國度，不能接

受小孩子！這樣吧，我給你們選擇： 

一）按照法律，將孩子毀滅！  

二）你們三人一同離開永生國，以後不得回來！  

 

雅各及潔蘭互相投放一個眼神，堅決的回答：二！我

們三人一同離開永生國！ 

 

維多利亞對此答案滿懷高興，道：「好，但外面是怎

樣的，你們了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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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道：「無論外面怎樣，只要我們一家人在一起，

我們都願意去。要我們放棄瑪莉，就堅決不行！」潔

蘭不住點頭，十分贊同雅各的話。 

 

維多利亞對此回答，再度嘉許：「好，我十分欣賞你

們！但是，我想將外面的情況讓你們知道。如果你們

聽後，想改變主意或再考慮，我可以接受的。」 

 

一千年來，永生國實行鎖國政策，所有人、動物、植

物、物料不得進入或離開，連外面世界的資訊也不得

傳入。照管理當局的解釋，是為了讓國人不受外面世

界影響，而可以開心快樂地生活。因此，雅各及潔蘭

著實對外面世界一無所知，既然選了出去，自然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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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多些了解。 

 

維多利亞道：「一千年前地球發生核戰，外面的人差

不多死光了。經過幾百年，輻射開始消散，僅存的人

類繼續繁衍，他們根據各自的民族、文化、地域、宗

教等因素，重新組合成為八個組織。但他們的人數已

經大不如前。八個組織又成立了八部聯盟，一時友

好，一時又互相攻伐。其中以崑崙部及羅斯福部勢力

最大，為爭做八部盟主，年年征戰。除了八部聯盟外，

外面還有變種人，他們因為受了輻射，身體嚴重扭

曲，因為外型奇醜，被擠出八部之列。此外，外面有

巨蟲、恐龍、猛獸，總之各種可怕的生物也會有……

怎麼樣？你們聽完後，可會改變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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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跟潔蘭交換個眼神，道：「感謝維多利亞女士，

我們還是決定要出去了。我們一定會努力活下去

的！」 

 

維多利亞一聽十分高興：「好，那我祝你們在外面可

以好好活下來！」雅各道：「好的，我們走吧！」 

 

維多利亞道：「你們不要急，你們可以有一個星期準

備。一個星期後，你們回來這裡，我安排人員帶你們

離去。如果，這個星期你們改變主意，我還可接受的。」 

 

這個星期，雅各和潔蘭忙於收拾，看著一件件與永生

國有關的東西，百感交集！看看小瑪莉又滿懷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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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又覺得所做的也是值得…… 

 

一星期後，他們來到。維多利亞見他們依約回來，滿

心歡喜。她吩咐旁邊一位名叫米高的長官：「米高，

你替他們安排吧。」 

 

米高帶著雅各，走進一條電梯，此電梯一路直下，一

路直入地深，至於有多深，雅各實在不知道，只知道

電梯走了很久！ 

 

來到一處，電梯門打開，他們出來，見到一條路軌，

上面有一輛長長的列車，一數至少數十卡。他們見到

有一批「人」在這裡工作，但他們全無表情！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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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狀，道：「你們不必覺得奇怪，他們是人造人。」 

雅各問：「人造人？永生國有人造人嗎？」 

 

米高道：「當然有，不然永生國的事誰做？在永生國

的底部，有一批人造人在工作，地面的人卻不知道他

們存在。」 

 

只見他們將一個個密封的四方箱，放上車卡。雅各

問：「他們在做甚麼？」 

 

米高道：「他們將永生國的垃圾用紙箱裝好，然後送

到外面。」雅各看見紙箱裝進車箱，驚嘆：「永生國

有這麼多垃圾嗎？」米高回應：「是的，這裡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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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國一天製造的垃圾。」雅各驚嘆：「一天就有這

麼多垃圾？」雅各想起自己每天都把一袋垃圾放進垃

圾箱，當天就給收取了，但自己從沒問過這些垃圾去

了哪裡。此刻，他終於明白了，續問：「那，這些垃

圾會送到哪裡？」 

 

米高回答：「會送到崑崙部。」雅各問：「那豈不是

污染了崑崙部？」米高點頭道：「是的，所以我們要

做些補償。」米高帶雅各到第一車廂，見人造人將一

箱箱食物放進去，有牛奶、有凍肉、農作物等。雅各

疑問：「為甚麼將食物送上車？」 

 

米高回答：「這些就是他們接收我們垃圾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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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嘆道：「原來永生國跟外面有這樣的交易。」 

米高道：「待會你們就是坐這列車，離開永生國。」 

 

雅各疑問：「我們是坐垃圾車離開？這是將我們當垃

圾嗎？你們用不著這樣羞辱我們吧？」 

 

米高道：「你們別誤會！你也知道，永生國跟外面隔

絕，為了不讓外面輻射進來，我們只容許物資外出，

而不容許物資進來。所以，垃圾車輛是有出無入，而

我們外出的東西亦只有垃圾，這樣只好屈就你們坐垃

圾車出外了。」雅各想：原來這樣…… 

 

米高道：「我們已經為你安排妥當，你們就坐第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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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停後，會有很多人搶奪第一卡的食物，第六卡沒有

人發現的，你們就趁機離開。還有，當車第一次停定，

你們就要下車，這點非常重要！因為食物取走後，列

車就會毀滅，你們要盡早離開，知道嗎？」 

 

「我明白了！」雅各一家進入車內，只見這一卡沒有

放置垃圾，更有寬敞座椅，而且衣服、食物等一應俱

全，想：維多利亞照顧很周到。 

 

米高道：「這列車會行走六個小時，你們可享用車卡

內的東西。這裡有三個背包，你們可盛載物資離開車

箱，這樣你們就有較多時間準備生活。這裡有些黃 

金，是外面世界認可的財物，你們可用作短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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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這裡還有一支槍，必要時你可用它，但希望你用

不著吧。」雅各見米高如此語重深長的關心他們，反

而有一種不安的感覺…… 

 

米高道：「好了，我就送到這裡了，祝你們幸運！」

雅各及潔蘭也道謝了。雅各三人坐好，望著這條悠長

的隧道，不著邊際，心中無限惆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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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開了，進入漆黑的隧道，好久才穿出洞口，重見

陽光。卡車停下了，雅各一家下了車，便看見人群蜂

擁而上，將食物卡重重圍住。到一打開車門，他們便

衝上去取食物。雅各一家趁機離開！人群很快便將食 

物搬光，此時列車又動了，向著前面的山谷駛去。原

來此路軌一直通向山谷，列車再開，便跌進山谷。  

 

雅各一家沿路走，經過山谷，看見下面七橫八臥無數

列車，原來這些車就這樣被丟棄，不再回來。 

 

垃圾滿谷皆是，臭氣沖天。不少人赤著身子，在谷裡

搜著食物及用品。雅各想：外面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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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地，一大群人包圍著雅各三人，雅各覺得不對

勁，急著步伐離開，然人群也急著包圍他們。潔蘭甚

是害怕：「他們像不懷好意，怎麼辦了？」雅各道： 

「定是見我們衣著光鮮，立壞主意！我們快走吧！」 

 

此時，一名少年，踏著馬車過來，見他們驚惶失措的

樣子，道：「上車吧！」雅各看他也不似壞人，又身

處險境，便上車了。那少年急忙離開人群，走遠了，

才停下來。 

 

那少年問：「你們從哪裡來的？」雅各道：「我們，從

裡面出來的。」只見走出來後，回望永生國，儼如一

個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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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好奇，問：「從裡面，即永生國出來？我倒未遇

過了！從來永生國的人是不會出來的，你們怎麼出來

了？」雅各只好將瑪莉的事跟少年說了…… 

 

少年驚嘆：「原來如此！我叫佐治，你們怎稱呼？」 

 

雅各介紹了，少年道：「那你們有甚麼打算？」雅各

道：「我也不知道。現在只想找個居所，其他事情慢

慢再算吧！」 

 

佐治道：「我一個人四海為家，穿州過省，以替他人

運載物品為生。如你們不介意，可跟我一起。我幫你

們打點一下，圖個生計吧！」說罷，跟瑪莉調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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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問：「那太好了！」 

 

馬車繞過山峰，來到一處，時值黃昏，潔蘭環看天際

散發金色的光芒，層雲繞著夕陽飛動。潔蘭喜道：「天

空！天空！很漂亮的天空！」永生國被一道大幕牆包

住，雖然人工彩雲美妙絕倫，但重見真正的天空，也

是第一次。 

 

佐治帶他們到了一個市鎮，已是暮色時分，到了一小

屋，佐治開了門，道：「你看，這就是我的家了。」 

 

雅各一看，只見室內只有幾張櫈及一張枱，上有一盞

油燈，旁邊一個櫃，就沒有甚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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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問：「佐治，這裡不用電力嗎？」 

 

佐治一怔，道：「電力？我們沒有啊！我知道以前是

有的，如今已經沒有發電站了。自從一千年前核戰之

後，我們就過著這種生活。」 

 

雅各道：「這也不錯吧，生活簡單點或會開心些！」  

 

佐治將一張床打掃，道：「今晚你們睡這裡吧。」潔

蘭一望，道：「這很不錯！」 

 

早晨，鳥聲不絕。雅各醒來，見到佐治已在外面，他

吹著口哨，小鳥便飛來，伏在他肩上，佐治嘻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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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成群小鳥玩在一起。雅各覺得很稀奇：他竟可跟動

物溝通！佐治見雅各醒了，問好道：「早晨，昨晚睡

得好嗎？」佐治回答：「好，睡得很好。」 

 

潔蘭也醒了，向佐治打個招呼。佐治道：「吃早餐吧。」 

佐治弄好幾隻雞蛋和薯仔，雅各吃得很滋味，狼吞虎

嚥。潔蘭很斯文地吃著，只覺得那種滋味跟永生國裡

很不相同。  

 

佐治道：「雅各，待會我帶你到市集走走。」 

 

到了市集，街坊一見佐治，便熱情地向他打招呼。馬

的嘶叫聲及鈴聲此起彼落，不少人擺著地攤，進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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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易物。雅各想：這種情景，彷彿在故事書裡才見到？

佐治道：「雅各，這個市鎮叫米朗鎮，一百年前，開

始有人在這裡聚居，如今已經有約一萬人住在這裡，

算是大鎮了。」 

 

佐治帶雅各進入一個小檔，道：「你看，這就是我的

小檔了。我每天在這裡收集貨品或信件，幫人送到別

的地方。」一名男子走來，喊：「佐治，幾天沒見了！」 

 

佐治道：「明叔，你太太好些嗎？我帶了安胎藥給你

太太。」明叔道：「她好多了。你真有心！我有些布

要送去哈多鎮的，勞煩你了！」佐治道：「好的，我

計你平些。」雅各瞧在一旁：佐治人緣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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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早上，佐治接了十多宗生意，準備好起行。臨行

前，道：「你先回家，帶些食物回去吧！」雅各點頭

感激，就依他的吩咐回家了。 

 

潔蘭見雅各回來，問：「今天見到甚麼？」雅各道：「今

天出到市集，見到這裡的人很純品，很善良，佐治跟

街坊的關係非常好。他們過著很原始的生活，以物易

物。」 

 

潔蘭道：「其實我也覺得這裡的環境很不錯，有草地，

有鮮花，民風純樸，我們就在這裡生活吧。」 

 

雅各道：「是的，我們就在這裡生活，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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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佐治回來，道：「你看，我帶了隻燒雞回來。」

雅各吃了一啖，跟永生國吃的味道十分不同，想了一

想，怎樣形容：啊，是了，多了一份風土味…… 

 

佐治問：「雅各，你出到來，打算做甚麼？」雅各道：

「我也不知道，我以前是做理髮的，不知可否繼續。」 

 

佐治喜道：「那就好了，我們這個鎮正缺少理髮的人，

不如我替你找個檔子，替人理髮，雖然不會賺很多

錢，總算可安定下來。你覺得怎樣？」 

 

雅各喜道：「那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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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佐治帶雅各到市場，街坊跟佐治打招呼。佐治

笑道：「他是我的朋友，叫雅各。他理髮十分了得。」 

 

佐治替雅各找個地方，替他蓋好個簡單的檔攤，便大

聲宣揚：「各位，我這個朋友叫雅各，他理髮十分了

得，大家快來剪頭髮吧！」雅各見狀，又驚又喜，很

快便有客人來光顧了。佐治將永生國的髮型用上，客

人沒有想過可以有新髮型，既驚且喜。這樣，雅各很

快便建立了一群熟客，生活也漸漸安定下來。  

 

天亮，雅各聽到外面鬧哄哄，出去看個究竟。見到一

個大網，裡面困著一個怪人，他身軀變型，四肢扭曲，

皮膚佈滿紅斑，面容潰爛，十分難看。一群人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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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死他！殺死他！」只見那人縮作一團，眼神十分

恐懼。此時，佐治到來，呼叫：「停手！不准傷害他！」 

 

明叔道：「佐治，你為甚麼要維護他？上次捕獲劍虎，

你又放走它！今次捕獲人造人，你又要放他？」 

 

佐治道：「他們已經很可憐了，他們活在廢墟裡，終

日不得飽食。迫於無奈，才闖進本村。我們放了他

吧？」 

 

「好的，好的！就依你吧！」明叔道。佐治走到網前，

拉開網，伸手去拉那個人，他初時很怕，佐治一 

 



 58 

三） 離開                               永生國 

再表示友善，那人才敢伸出手跟佐治拉上。佐治給他

幾個麵包，安慰道：「你走吧，不要再闖本村了，小

心又被抓住」那人感激，接過麵包後匆匆離去。 

 

這一晚，雅各有點失眠，他外出踱步，見到佐治跟人

談話，不禁好奇。只見一個像少女般的黑影在佐治身

邊，突然她消失了。 

 

雅各見佐治回來，問：「你剛才跟人談話嗎？」佐治

一怔，道：「甚麼？沒有別人啊！」雅各只道自己錯

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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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雅各回來，見家門緊閉，心覺有異。他打開門

一看，赫然發現家裡來了幾名不速之客。 

 

潔蘭端坐，一動不動，而瑪利被一名少女抱著，但她

看著瑪莉，面帶微笑，不似有加害之心。那少女道：

「啊，你回來了。放心，我們無意加害於你，我們只

想知道佐治在哪裡？」 

 

雅各道：「你是誰？找他作甚麼？」 

 

那少女道：「看來，你懷疑我們想害他才不肯說。放

心，我們比你們還要愛他，我是他姐姐，特意來找他

的，你告訴我他在哪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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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將信將疑，道：「你真是她姐姐？」他看上幾眼，

又覺得有幾分像。那少女長嘆一聲，道：「唉，我說 

你也不會明白的。這樣吧，我給你看些東西。」說罷，

將一張畫像給雅各看，畫中有三個人，一個是小孩，

看似佐治；旁邊一女孩，看似眼前的少女；另一邊是

另外一個大少許的女孩。」 

 

雅各道：「畫中是……」 

 

少女道：「你看不出嗎？畫中的小孩是佐治，而旁邊

那位就是我，是他二姐姐，我叫羅蘭。這位是大姐姐，

叫羅莉。我們是三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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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道：「就算你是他姐姐，幹嘛不光明正大找他，

為甚麼挾持著我的家人？」那少女有點心酸，道：

「唉，我們的事真是一言難盡！我賠你不是吧！」 

 

樹林中，一人站著，正是佐治。一條黑色身影飛奔而

至，是位黑衣少女，她道：「佐治，羅蘭終於找到來

了，她挾著雅各一家等你回去。」 

 

佐治道：「姐姐不會傷害他們的，但令他們受驚，我

實在過意不去。這樣吧，待會……」 

 

羅蘭等了很久，終於等到一人推開門，正是佐治，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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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十分歡喜，道：「弟，你終於回來了。你知我多艱

難才找到你？」 

 

佐治道：「姐，他們是我朋友，你不要傷害他們，我

跟你出外談談吧！」 

 

羅蘭道：「佐治，你跟我們回去吧？」佐治道：「姐，

我想怎樣，你不清楚嗎？我對繼承領袖沒有興趣。我

只想繼續尋找一個和平，寧靜的地方，好好生活。你

們各部之間的仇殺，我不願參與！」 

 

羅蘭道：「你太任性了！你可知道我們很需要你，來

抵抗崑崙部的入侵嗎？你只想著你自己，難道沒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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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過？幾年前，你看過那篇叫甚麼《桃花源記》

的文章就跑了出來，說尋找甚麼桃花源，你不覺得可

笑嗎？世上哪有甚麼桃花源？爸臨終前，吩咐你成為

我們羅斯福部的領袖，你忘記了嗎？」 

 

佐治嘆道：「一千年前，地球打了一場核戰，死了大

部分人，難道我們還不怕嗎？如今，難道我們沒有吸

取教訓，還要繼續打嗎？我的夢想是尋找桃花源，我

相信這個地方是存在的！」 

 

羅蘭道：「你道是我們想打嗎？那個崑崙部的凱撒格

終日對我們虎視眈眈，我們根本沒有選擇，我們戰

鬥，是為了生存，為了和平。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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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道：「不明白，總之戰爭就是戰爭，戰爭沒有好

東西！這種事，我決計不參與的！」 

 

羅蘭開始不耐煩，怒道：「今次我奉姐命來捉你，無

論如何都不會放你走。你還是跟我回去吧。不然，我

要用強了！」 

 

佐治道：「不用動手，我跟你回去就是。」羅蘭大喜，

道：「好的，走吧！」 

 

「那你先放了我的朋友吧！」 

 

「好的！」 



 65 

三） 離開                               永生國 

行不多遠，佐治大嚷：「哎唷，我很肚痛！」要求如

廁。羅蘭怕他逃走，守在門口。等了很久，也不見他

出來，覺得事有蹺蹊，打開廁門，空空的，發現有條

通道通往別處，才知中計，怒道：「又給他逃了！」 

 

樹林中，黑衣少女帶著雅各一家來見佐治，佐治問：

「雅各，你沒事嗎？真難為你了！」 

 

雅各問：「到底發生甚麼事？」佐治憂傷的道：「雅各，

你跟我認識一年多，我不應該再瞞你！我其實是羅斯

福部的王位繼承人，因為我不想參與八部間的鬥爭，

便離開了家，獨自去找心裡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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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道：「原來如此！」轉而望著那黑衣少女。佐治

道：「她叫麗絲，是我朋友。那晚你看到人，的確是

她。 

她是人造人，兩年前她潛入本村，失手被擒，村民要

處死她，我心中不忍，偷偷救了她。只是，村民十分

惱恨人造人，我們只好偷偷交往了。那晚你見到她，

為了她安全，只好否認了。」  

 

雅各道：「原來如此！為何村民那麼惱恨人造人？」 

 

佐治有感而發：「此事說來話長，一千年前，永生國

關上了保護牆，但是他們仍然十分需要外面的能源及

物資，才維持他們在世界多個地方的發電站。這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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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輸送入永生國，給裡面的人享用的。因此，他們

便派人造人出來，四處搜尋，甚至迫還在世的人替他

們採礦及輸送能源，有些人民不甘受苦，便群起反

抗，然人造人身手不凡，反抗的人往往被他們所殺。

人造人又刻意挑撥各部，令各部不團結，互相戰爭。

所以令村民十分痛恨他們。」 

 

雅各想：原來如此……那我們在永生國的優質生活其

實是以他們作代價了…… 

 

佐治道：「如今，我的行蹤給姐發現了，我不能再留

在這裡了。你們被我姐發現了，看來也非走不可，若

她又捉到你們就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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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及潔蘭好不容易才在這地方定居下來，如今要

走，頓覺無奈，問：「那，我們應去哪裡？」  

 

佐治道：「其實，我心裡一直有個夢想，就是尋找一

個叫桃花源的地方。這幾年我經營運輸，穿州過省，

就是為了尋找桃花源，如今我已經有些眉目，相信很

快可以找到了。我一直未走，就是捨不得村民。如今，

我被姐發現了，不得不走。看來，是時候找桃花源了。

雅各、潔蘭，你們跟我同往嗎？」 

 

潔蘭道：「我一向以為桃花源是個傳說，原來是真

的！」雅各道：「既是這樣，我們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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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離開                               永生國 

佐治面露憂色，道：「但是，要去這個地方，必須經

過堆田區、變種人、黑葉林、和崑崙部，我們會面對 

很多危險的。你們是否有決心同往？」雅各道：「怕

甚麼的？我們從永生國走出來都不怕！」 

 

佐治興奮道：「好的，我們去吧！」 

 

麗絲歡喜道：「我跟你們一齊去！」佐治卻道：「麗絲，

只是有一件事，希望你幫我。我姐姐羅蘭現在回程往

羅斯福部，我怕崑崙部的人會害她。我想你暗地裡保

護她們，待她們安全回去後，你才來與我們會合。」 

 

麗絲有點不安，道：「我保護她們，自是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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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離開                               永生國 

只是你們沒有我保護，可危險了？」佐治道：「你不

用替我擔心的，我們可以照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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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旅程                               永生國 

佐治及雅各一家到了個廢墟，在一千年前，這本是一

座繁榮的都市，核戰後變得殘破不堪。他們找到一間

比較完整的房入睡。晚間，陰風陣陣，倍感淒涼。雅

各總覺得有些人在跟著他，他往四邊巡視，好像有些

東西來了又逃避了。佐治卻渾不在意，抱頭大睡。很

不容易到天亮，雅各向潔蘭道：「我總覺得有些東西

跟著我們！」潔蘭道：「是你多疑吧，我甚麼也沒發

現。」  

 

佐治道：「你們休息下，我去找些吃的回來。」佐治

走後，雅各三人坐在路邊。突然，一群變種人圍著他

們，只見他們身型扭曲，容貌其醜，雅各及潔蘭十分

害怕。雅各道：「看來，他們就是變種人了，怎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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