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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危城送藥

解放軍一九四九年四月廿四日攻取南京後，乘勝追擊，
分兵三路合圍上海，以大軍壓境之勢，爭取和平接管。國民黨
軍隊則部署二十萬兵力，在上海外圍構築三重防線，阻擋解放
軍推進。戰鬥雙方都不願這一世界名城遭受戰火蹂躪和生靈塗
炭。

延至五月八日，我接到地下黨通知，把截獲國軍防線圖送
往蘇州河北岸，指引解放軍攻城。

上級安排我執行這一重要任務是因為我參加聖約翰大學地
下學聯已兩年，受到信任，而且我是實習醫生，以送藥為名，
把情報送至一名患者家中較為安全。

這患者是我二叔，他家位於京滬杭警備司令部主力防線
上。守衛那裡的國民黨五十四軍認為二叔的住房太高，妨礙碉
堡視野和火力聯網，命令拆除。房子被拆後，二叔以體弱多病
為由，死硬不肯搬走，在原址搭建一間矮小木屋住下來，閒來
讀碑閱帖，把生死置於度外。此事被愛好書法的五十四軍闕軍
長知道，特許他一家可以留下，發給臨時通行證，在規定時間
通行。

地下黨利用這張通行證便利，迅速在二叔小屋設立秘密聯
絡點，把上海消息傳送至解放軍前沿指揮部，彌補市內「永不
消逝的電波」電台最近遭受破壞的情報中斷。

之前，患有肺病的二叔曾到上海博愛醫院求醫。那時，我
的好友兼同學李建華在胸科實習，發現二叔肺部 X光照片有陰
影，立即請教美籍教授羅斯。他看片子後，用紅筆在片上圈畫
一些病灶，再查看血液和痰液化驗結果，斷定二叔患的是肺結
核，並處方三種特效藥物治療。

我深知秘密傳送軍情既光榮又艱巨，請求可否與李建華一
起前往。

地下組織認為，兩人同行也有好處，在兵凶戰危時刻，路
上可以互相照應，另外，李建華是醫治過二叔的醫生，若然遭
到盤查，容易解釋過關，但是，絕對不能向李建華透露行動秘
密。我知道這是地下工作的鋼鐵紀律，保證嚴格遵守。

次日清早，我和李建華穿上白襯衣，深色長褲，黑襪子和
黑皮鞋，不結領帶的簡便裝束，帶上出診藥箱，內有少量退熱
止痛片、止咳藥水和新配的三瓶抗結核藥，另外還有一張二叔
肺部 X光照片出發。

到達小屋之時，二叔正在午飯，我們還未來得及問候他病
情，兩名五十四軍士兵已經衝了進來，呵斥我們擅闖禁區，聲
言把我們押到師部去。

我馬上拿出一包美麗牌香煙拆開，分送兩人，另外，向每
人贈送兩塊光洋，意作勞軍。他們感受我們拳拳盛意，怒氣稍
為消減一些，其中一位還把光洋放在唇邊，吹得嗡嗡發響，以
辨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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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他們分心之際，迅速把有密寫情報的空癟煙包揉皺成
團，扔在指定屋角裡。

「闕軍長有規定，不能沾王伯伯半點便宜，這幾根香煙我
們可以收下，但是光洋絕對不行。」一名士兵說。

「你們違反戒嚴令，一定要押走。」另一名粗聲大氣補充。

我辯解，「通行證不是明明寫著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可以
通行嗎？我們按時進來，並未違規啊！」

「軍令隨時有變！」他們斷然回絕，不管我們如何解釋，
硬把那出診藥箱、X光片子和四枚銀元收拾起來，統統帶走。

我慶幸扔在屋角的空癟煙包沒被察覺，心也定了，因為情
報已經送達指定方位，任務準確完成。

在師部裡，負責盤問的軍官查不出我們有通敵的真憑實
據，但認為在戰局緊張時刻擅闖禁區，有重大嫌疑，立即致電
警備司令部進一步偵查。

不消片刻，一輛巨型警車「飛行堡壘」呼嘯而至。車未停
定，幾名便衣警察飛撲下來，如臨大敵，把我們鎖上手銬和腳
鐐，推入車廂。在駛往市區途中，警笛長鳴，嚇煞路人，最後
把我們押進四馬路（福州路）上海警察局。這時，一大群中外
記者已經擠在警局門外，爭先恐後紛紛對我們拍攝。

警察局刑事處副處長朱立明立即升堂提審，他知道我們是
聖約翰實習醫生，態度還算可以，不像前線軍人那種惡形惡相。

朱立明問我二叔患什麼病，我答是肺結核，又問 X光片上
用紅筆標記的大圓圈是什麼意思，我說是結核病菌侵犯肺臟的
病灶。

「這十幾個小紅圈又代表什麼？」他看著片子繼續質問。

「那是結核菌病在肺內散發的細小病灶。」我答。

「這幾道紅色箭頭又有什麼解釋？」

「箭頭指的是病菌播散方向。」

「你們的病人能看懂這種圖片嗎？為什麼把它帶來？」

我說因為戰事緊張，擔心今後不能再給二叔送藥，所以才
把片子交還本人，讓下一手醫生有治療依據。

我心裡想，朱立明雖有學識，終究是醫學門外漢，他只是
對醫學有興趣才如此詳細詢問，僥倖他會放我們一馬。

審畢，朱立明接過秘書紀錄口供，簽了字，向屏風後另一
部電話嘟噥幾句，然後親自把我們押送至北座，乘坐升降機直
達五樓局長辦公室。

入門後，見到一名中年男子悠然坐在安樂椅上，我馬上認
出他就是赫赫有名的上海警察局毛局長！

毛局長接過卷宗，一邊翻閱審訊記錄，一邊瞪眼望向 X光
片。稍後，他本來儒雅面孔突然變色，厲聲對我們說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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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啊！可惜啊！你們有好好醫生不當，偏偏向共產黨投懷送
抱，真是太可惜啊！難道這是 X光片嗎？不！不！這就是一張
警備司令部上海防線圖！哼！你們竟然斗膽拿這張片子向共軍
通風報信，泄漏軍機，該當何罪！」

聽到毛局長如此說話，我感到無比震驚。怎麼 X光片一
下子變成上海防線圖？我瞄瞄身旁的建華，他也莫名其妙望著
我。我只有好聲好氣向局長解釋，不必對這張醫學圖片過度敏
感。

毛局長繃緊臉孔，霍然起立，把牆上藍色布幕一手扯開，
掛幕的鐵環發出利劍出鞘嘶嘶聲，讓人聽著心寒。此時，牆上
展現一幅巨大上海地圖，有紅、藍、綠三色把上海三重防線標
記一清二楚。我一瞥之下，心中更加惶恐，這種高度機密軍事
地圖給我們過目，我們豈能活著性命走出警察局去！

毛的手指戳向地圖，憤怒咆哮：「你們的罪證無法抵賴！
X光片上的大紅圈就是上海市中心，十三個小紅圈，就是我們
北部防線十三處重型火力據點，還有第三，你們標記的紅色箭
頭正正是我軍佈雷區。哼！虧你們想得出來，利用這張 X光片
把防線佈局顯示一清二楚，向共軍洩露打擊座標。我們的將士，
包括你們的叔叔和兄弟將會面臨什麼？他們只會片刻之間變成
炮灰！你們簡直是死有餘辜！」他罵聲未斷，重拳擊案，把案
上紙筆墨硯全部彈起。

初時，我只以為毛是杯弓蛇影，待我抬頭再看地圖一遍，
發覺 X光片上的左肺葉確實像上海市區向東海突出一片弧形陸

地，而圈畫的十三處小紅點也與地圖上十三處火力據點數目恰
巧相同。我的心砰砰跳動，面對這名掌控生殺大權的警察局長，
不知如何才能脫身。

一直不吱聲氣的建華立即開腔回答：「我有話說。」

「唔！看你良心還未壞透，你老實說出來！是誰指使你們
執行任務？」毛質問。

「這不是什麼軍事情報，X光片上的紅筆是聖約翰大學胸
肺科教授描畫，他是美國人，從不過問中國政事。我們去北岸
只為病人送藥，絕對不是傳送情報。」建華鎮定回答。

「這教授叫什麼名字？」

「當勞．羅斯。」

「他人在哪兒？」

「他住在聖約翰校園小白樓，只因為他母親有病，剛回美
國新澤西州探望去了。」

「哼！那就是死無對證。你居然還敢耍弄我！」毛更顯怒
氣沖沖。

「羅斯教授只請兩星期假，之後會回來的。」建華急忙補
充道，「他未回來之前，我可以找高俊證明我們清白無辜。」

「是哪一名高俊？」毛詫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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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隊九團的憲兵隊長高俊。」建華有恃無恐說。

「原來是這個高俊！」毛局長不屑一顧，「哼！這個赤佬
昨天已經被捕，他連自己清白都證明不了，還能為你們證明什
麼！你和他是什麼關係？」

「他是我表哥，我大阿姨的兒子。」建華仍然抓住這根救
命稻草不放。

「哼！如果給我查出你和他有什麼勾結牽連，你還要罪加
一等！」他大手一揮，指向右門，厲聲向守衛命令，「把他們
押下去！」

高俊曾是孫立人部下，抗日時期驍勇善戰，在緬北戰役
立下功勞，二戰結束後被派往美國西點軍校受訓，回國後轉入
憲兵隊伍。建華的父親李國祥對這名英雄般的外甥十分仰賴，
曾把幾萬匹軍裝布料捐贈國軍，並委托高俊轉交到城防司令部
去。

高俊十分喜愛表弟建華。一九四八年十月初，建華全家搬
遷香港，建華獨自留在博愛醫院繼續實習。當時，眾多親友到
機場為李家送行，我親耳聽到高俊向李國祥夫婦說，建華在上
海安全由他負責。兩老聽到憲兵隊長信誓旦旦保護自己兒子，
甚感欣慰，久久握住高俊雙手不放，連聲道謝。

高俊被捕，讓我們大失所望。看見毛對高俊恨之入骨，更
令我們感到凶多吉少。

離開局長室時，朱立明對我低聲說，從右門出來算是有運
氣的。我不知左、右門有什麼分別，他緊接一句：「快叫家裡
人請律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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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營救

在牢房裡，我看到建華表現堅強，既感安慰又有內疚，因
為是我邀他送藥而害了他，萬一煙包密寫情報也被揭露，證據
確鑿，我們兩人必死無疑。我對自己犧牲早有思想準備，那是
為了上海解放而獻身，我豁得出去，但是對於建華來說，他根
本不知送藥真情，白白讓他枉死，我於心何忍！

我曾不止一次向上級推薦建華加入地下組織，但是一直沒
有回應。那時地下活動都是單線聯繫，我也不能肯定建華是否
已被另一單線發展為成員，只是彼此不能曝露身份，各行其事
而已。

回想受審當時，建華應該知道 X光片上的紅圈可能不是羅
斯原來手筆，另外，假如那些紅圈真的代表國民黨軍火力據點，
建華已經巧妙把責任推卸至羅斯身上，給日後辯護留下伏筆，
可見建華當場應急之高明。

奇怪的是，回到牢房後，建華一句也未向我提及 X光片一
事，我估計他一定知曉此次行動秘密，也許知得比我還要多。

無論如何，現在我和他一同被捕，一同坐牢，一同面對審
訊，我已認定他就是地下組織同志。想到這裡，我沮喪之餘又
有點興奮，我和他不但一起走上醫學救國之路，也是一起走上
革命救國征途，真是惺惺相惜。

我們未能按時返回博愛，地下黨一定知道出事了。我盼望
他們前來營救，那怕只能救出建華一人，留下我來頂罪也是心
甘情願。

當我思緒平復一些時，記起朱立明提示從右門出來是一條
好路，還可請律師打官司，於是，我和建華立即商量如何設法
脫身。

我肯定毛局長一時之間不會槍斃我們。

我盤算，高俊是憲兵隊長，在警備司令部裡有一定份量，
如果高俊在逆境中仍能為我們說上幾句好話，令毛放過我們，
那是最好的結局。另外，解放軍將快攻城，只要熬過黎明前黑
暗，先頭部隊一定搶先打開牢門，把我們拯救出去。

建華則認為我們已是死到臨頭，不能坐以待斃，建議天亮
後設法通知陳毓麒出手相助。

「陳毓麒一定有辦法解救我們！」建華有信心說。

建華並非臨急抱佛腳，陳毓麒是建華的同父異母哥哥建中
的姨夫。雖然不是嫡親，建華也隨同建中一起，稱他為三姨夫。

這三姨夫有錢有勢，又疏財仗義，在長江經營航運生意多
年，擁有各種大小輪船、拖船和機動帆船逾千艘，有船王之美
譽，但是，他為人低調，喜歡別人稱他為帆人。此後，大家把
帆人改為同音的凡人，讚揚他的平民風格。他確實是撐掌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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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的船家小子，全靠刻苦努力和俠義秉性在大江大湖裡一帆
風順，在短短二、三十年間，從一介草民茁壯成長，現今已成
為龐大運輸船隊的首領。

一九四八年秋，陳毓麒與家人搬遷香港去。四九年元旦過
後，蔣介石下野，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又與解放區天津簽署通
航協議，上海麵粉可以輸送天津去，而開灤煤炭也可以運到上
海來，長江船運再度活躍起來。他看到如此樂觀景象，又隻身
返回上海，觀望情勢，重燃國共和談，隔江而治希望。

建華說，陳毓麒與警備司令部的湯司令稔熟，他估計由陳
毓麒出面向湯司令求情保釋，大有成功把握。

我對建華看法不盡相同。

陳毓麒出手幫助是肯定的，因為陳、李兩家是姻親，陳家
經營航運，李家經營織造，生意相輔相成。兩家人估量內戰情
勢，共同進退，並各自把上海大部份資產搬遷香港，另謀發展，
可見關係非比尋常。

另外，陳毓麒十分欣賞建華才華與品貌，早有心意招為東
床快婿，只是陳家小女陳美琪尚有幾個月才高中畢業，又適逢
戰火臨近，定親之事暫且不提。現時，建華在上海出了如此大
事，陳毓麒豈能袖手旁觀！

最重要的是，湯司令能否給陳毓麒一個情面有很大疑問。

按常理，陳毓麒的船隊正在日夜為湯司令運送人員和物

資，有求必應，現在反過來，他請湯高抬貴手，釋放兩名實習
醫生，本應易如反掌，但事實如何，難以預料。

解放軍渡江之後，提攜湯司令登上仕途的恩師是浙江省省
長陳儀，他頻頻到訪湯家，每次均是勸導湯認清形勢，以國家
大業為重的說話，湯總是聽不進去。初時，湯對陳行為秘而不
宣，時間久了，又恐陳與親共人士串門過密，終會惹禍上身，
所以他拜托毛局長把陳儀留宿在家，不與外人接近，以策安全。
可是，毛局長卻以自家三餐粗茶淡飯，門庭淺窄，配不上恭候
省長大員為理由，婉言相拒。此事不成，湯司令不得不把陳儀
與自己來往一事向蔣稟告。

由此可見，毛局長對湯的請求未必俯首貼耳聽從，而湯司
令只是鐵石心腸忠於黨國，乃至六親不認。我估計毛、湯兩人
拒不保釋我們是完全可能的。

為了脫離虎口，我和建華在牢房琢磨整夜，幾乎沒瞌上一
眼。

次日早飯時間到了，派飯的獄警表現有些異常，分給我們
咸菜泡飯之外，還添加其他犯人沒有的大餅、油條和熱呼呼的
培根，我預感這並非好事，因為給犯人吃飽一頓是臨刑前老規
矩。

那名叫江甦的獄警，見我們遲疑不吃，低聲說道：「沒啥
事體，是剛剛煎好的培根，快趁熱吃吧！這是陳小姐吩咐給你
們吃好一些，等一會她來探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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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如此解釋，我們才有點放心。可是，這也奇怪，這陳
小姐是誰？她有這麼本事為我們在獄中添加伙食？難道是地下
黨派人來了？我向江甦打聽陳小姐是何方神聖，他只是搖頭不
語。

按照地下黨原先設計，如果我已經把香煙情報安全送出，
而又失去單線聯絡時，可以把襯衣右側袖口翻轉兩褶，作為一
個秘密信號讓組織知道。現在，我估計可能是地下黨派人來了，
我馬上把右邊袖口翻轉兩摺，把信號傳出。我身陷牢獄，衣衫
不整根本無人理會。

沒多久，傳來高跟鞋咯咯聲，在牢房昏暗入口處出現一名
窈窕女子，身穿銀色旗袍，閃閃發光，粉臂上的白紗手套格外
耀眼，十足大明星步出舞台那種花枝招展。可惜，她的顏面被
黑色帽裙和垂下紗罩半遮半掩，我和建華都認不出她是誰來。
只是她的體態，倒像是陳毓麒的小女兒陳美琪，但她這種養尊
處優的大家閨秀，絕不可能獨自闖入這種下九流地方來。

當這名風騷女子婷婷玉立我們面前時，我才恍然大悟，她
果真是陳美琪，萬萬沒想到這小女孩搖身一變，打扮成大紅大
紫交際花模樣。

「美琪，你怎能來這兒的？」李建華率先發問。

「要不是我借這身打扮，他們還能讓我進來嗎？」她晃動
臂彎上鱷魚皮手袋，「當然囉，也得要靠這個。」她說的是手
袋裡一疊美鈔，每遇一名獄警派發一張。

「我意思是，你怎能知道我們關在這兒？」建華再問。

這時，美琪把一張摺疊報紙從手袋抽出，耳語說：「今早
所有報紙都登了，所有電台都播了，全上海通了天，兩名聖約
翰醫生犯下死罪，三天後槍決，所以我急得直哭。爸爸到寧波
去了，明天才回來，我趕緊先來打探消息，及早想辦法把你們
營救出去。」

別以為美琪才只有十六歲，她的智力、情感和處事能力與
她充份發育體態那樣，顯得特別成熟。她聽了我們講述被捕經
過，立即搖頭跺腳，認為警方單憑一張 X光片定罪，實在太不
應該，一定是被人冤屈，並矢言要擺平此事。她話語未完，雙
眼湧出淚水，還伸出雙臂，穿過鐵柱欄柵，緊緊摟住建華不放。

美琪熱情如火，又秉承她父親俠義秉性，加上她這種年紀
學生，滿腦子理想主義，我料她將會不顧一切拯救我們。我勸
她不要一時衝動，保釋是一件十分慎重事情，要等待她爸爸回
來才一起商量辦理。

她啜泣一會，便把手袋中剩下半疊美鈔偷偷塞給我們，匆
匆離去，說要立刻辦理一件大事，叫我們等候消息。

當天下午，美琪在規定探監時間又來了，換上一套鮮艷夏
裝，回復本來天真活潑形象。

這時，她一句話也沒提起今早辦的大事，也沒答覆我們委
托找趙律師的下文，只是說，她已把我們情況告知我媽，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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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電話告知建華香港家人，也稟告了她在寧波的老爸。除此之
外，她還說建華的大哥正從香港飛來營救，傍晚時候抵滬。

美琪把帶來「老大昌」蛋糕盒子打開，一片片遞上，不停
叫我們吃，擔心我們在獄中挨餓，不過，她也似乎以食物塞住
我們嘴巴，不要多問多說。看她焦慮的表情，像在沉默中祈求
安寧。

她伸手整理建華的亂髮，又用手絹擦淨自己淚珠，神態變
得更加落寞。我們也不想煩擾她，只有大口大口吃她的「老大
昌」，在此情此景，再精美糕點在口中只是味如嚼蠟。她呆了
一會，又趕往龍華機場迎接表哥建中抵達。

美琪走後，兩、三名獄警圍上前來與我們搭訕。他們盛讚
美琪漂亮，聰明和賢慧，是一個現代孟姜女，還說李建華有這
樣的未婚妻是三生修來的福氣。

「未婚妻？」這讓我們變得丈二金剛，一下子摸不著頭
腦。

聽他們所說，才知道美琪今早所辦的大事就是去找毛局長
保釋我們，掀起軒然大波。

毛問她是誰，她自稱是李建華未婚妻，又問她靠什麼來保
釋，她說拿自己「廈門航運公司」作擔保。毛查證出她父親陳
毓麒在一年前已把上海「揚子航運公司」分拆成五家子公司，
分別給五名子女掌管，美琪確實分管了廈門一家。

毛向美琪聲言，我們犯的是重罪，正在審理，不能即時保
釋，於是她放聲大哭，哭聲震天。此時，北座三樓辦公室有一
職員嫌哭聲嘈吵，用力把窗戶關上，把兩片玻璃震脫，從高處
墮下，發出尖銳響聲。於是，有些人說陳小姐哭崩了北座，另
一些人更誇張成孟姜女哭崩了長城。

毛見美琪如此慟哭只能勸她先回家去，答應兩天後才能回
覆保釋事宣。

陳毓麒和建中昨晚分別從寧波和香港回到上海，連夜商量
一個「三步走」保釋計劃，第一步是「動之以情」，二是「曉
之以利」，最後一步是「涉之以權」。

美琪已向毛表明自己是建華未婚妻，此話雖然無人證實，
但還算靠譜，已經走出「動之以情」第一步；另外，美琪把「廈
門航運公司」這張牌子打出去，迎合國民黨軍政人員向廈門撤
退路向，相信有「曉之以利」效果；至於是否請求湯司令出面
與毛局長進行權勢交涉，踏出「涉之以權」第三步，這要十分
慎重，非到關鍵時刻，不能隨便動用，否則弄巧反拙。現時毛
掌控警權，湯掌握軍權，誰比誰更有利於我們，一時也難以分
清。

上海著名律師趙國正答應為我們打官司，費用當然十分昂
貴，不過，趙律師熟悉警局內部和法律界上下各路人馬，有利
訴訟前後舉措，錢銀多少已不在話下，能保住我們性命至為緊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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