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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天寶元年.翰林

「李白，不是朕不想留你，而是在朕身邊太多對你的流言蜚語了，朕不能再繼續忍受了。」一名身穿
黃色，綉上中國龍圖案的人對著一名手中拿著包袱，皮膚很白的少年說
「皇上，臣明白你的意思，臣今日開始再不會踏入長安城半步，可是，皇上，臣在離開之際不得不向
皇上坦言，小心身邊每一個人」該少年轉身就向翰林門口走去，

沒錯，這就是李白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情景，身穿龍袍的唐玄宗望著正在離開的李白，淚水在眼眶裏
打轉，口中說到
「李白，難道你口中所說的要小心的人，朕又怎會不知道，都只怪當初朕太魯莽衝動，導致身邊能相
信的人愈來愈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與你再暢飲一杯」
唐玄宗說完後就轉身去，返回翰林院中

翰林院是中國唐代時期差不多全部學士、書生都想去的地方，大部分的有能之士都會在翰林院中為皇
帝工作，而李白就是眾多翰林院士最特別的，因為他是由唐玄宗親自欽點成為翰林院士的，唐玄宗當
時十分欣賞李白的才華，因此命人破格錄取李白為翰林院士

此時唐玄宗走到去一個小亭前，亭子內有一名女子在哭泣，唐玄宗見狀就走向前，伸手打算安慰該女
子，
誰知道那名女子轉過身就賞了唐玄宗一巴掌，唐玄宗沒有還手，只是默默地站在原地，臉上沒有憤怒
之意，然後唐玄完對她說
「玉環，我這麼愛你，對你付出了這麼多，難道你心中沒有朕的一席位？」

該名女子就是唐玄宗十分寵愛妃子，楊玉環，即是後來令到唐代步向滅亡的女人，雖然楊玉環身穿只
是撲素的衣服，但是也遮擋不了她的美貌，她擁有如歐洲人的高高鼻子，頭髮也帶有金色，皮膚白如
初雪，難怪唐玄宗會為她神魂顛倒，

此時楊玉環已經哭成淚人，她緩緩地跪下
「求皇上賜臣妾一條白綾，好讓臣妾完成最後心願」

唐玄宗聽到後，臉上露出一絲絕望，隨手就將亭子裏的桌上的茶杯扔向地下，然後大喊到
「朕有什麼比李白差，朕比他有錢，比他有權，比他強壯，朕還是是一國之君.....」
唐玄宗一邊説也忍不住男兒淚，此時一名太監察覺到有不妥，便走進亭子內，他看見這樣的情況沒有
手忙腳亂，反而走向唐玄宗身旁，在唐玄宗耳邊輕聲說了幾句，之後唐玄宗便很快收拾心情，命令身
旁的那名太監好好看着楊玉環，自己則走出亭子
「究竟你和皇上說了些什麼？高力士」
楊玉環此時的眼淚已經流乾了，她眼睛通紅的望著那名名高力士的太監，
「我只是叫皇上遵從你的意願而己，皇上的心不應為你這妖孽而傷心」
高力士說完後便打算離去，離開前便拋下一句
「我有能力將你變成貴妃，就自然有能力將你變成冰冷的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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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頭望一眼這個曾經讓我有過名氣、富貴的長安城，然後就拿着行李，鞭策着我騎着的白馬離去這
個是非之地

我名叫李白，字太白，是一位小有名氣的詩人，當年因為有幸能被皇上賞識我的才華，被入選翰林院
，本以為我可以一展抱負和才華，誰不知那裡居然是一個明爭暗鬥的地方，每一個人也為了得到皇上
的賞識而費盡心思，而最簡單的方法便是將身邊的每一個人都趕走，又或者......殺死
像這樣子被皇上欽點入選的人，是空前絕後、萬中無一，自然妒忌的人也不少，因此我在翰林院內根
本就沒有朋友，每一個人每天都只掛著想如何得到皇上的賞識，一舉成名天下知，希望自己可以掦威
立萬，光宗耀祖，可是無端端卻有一個人帶着他們連發夢都想要的東西來了，那麼我又怎會受人歡迎
呢

我騎著馬，一直向西走，打算回去甘肅的老家去，回想起來我也有五、六年有多了，當日我拋下家人
、老家的朋友，隻身獨自出門闖世界了，希望自己的才華可以被一些達官貴人賞識，這樣我便可以一
世無憂了，誰知道我卻被卷入一些與我無關的政治爭鬥呢

天色已漸昏暗，我加緊鞭策馬匹前往附近的客棧，看到遠處有火光人影，就知道已經離目的地不遠了
，

突然，有一個黑影從路邊跑了出來，我立刻拉停馬匹，看清楚那團黑影像一個人形
「你在這裏幹甚麼？快點走開吧，這裡很危險的」我對那黑影說道
那人緩緩拉下頭上的斗篷，在柔和的月光照亮下，我一眼便認出那人是誰，
那人是害我被趕出翰林院的其中一人
也是一個愛我愛到難以自拔的人
同時也曾經令我心動的女人

楊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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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帶她上馬，然後繼續前往前方的市鎮，途中我沒有問她甚麼，而她只是默默坐在我的後面，靠著我
的背不停的哭泣，我並沒有說甚麼，因為我知道這個時候她需要一些時間來平復一下心情

到達前方的市鎮，這並不是很大，只有數家小店和幾戶人家，我牽著白馬，打算尋找客棧投宿一夜，
明日再趕路，正當我想回頭問一問玉環，她便說到
「白，你説如果我們可以在這無憂無慮的生活，再生個孩子，就這樣白頭到老，你說有多好」
我聽到後沒有很震驚，只是冷冷的說
「我們已經結束了，你是貴妃，而我只是一個被逐出長安的小平民而已」
玉環她也不知甚麼時候下了馬，突然她從我身後抱著我
「如果我們能夠放下彼此的身份，難道就不能夠在一起了嗎？」
我沒有多說，也沒有再理會她，便騎上白馬，走了。

我逃離了那市鎮，沒有目的地，也沒有方向，只是一直走一直走，我並不是不想答她，而是她已經是
一名貴妃，無論如何她也是皇帝的女人，並非當日我所愛的小女孩，
我騎著白馬一直走，回頭看看那個市鎮，居然看見火光熊熊，原本在睡夢中的村民都起來了，整個市
鎮都充滿著慘叫哀號聲，
我沒有想太多，就立刻鞭馬回去，不消一會兒已經回到那市鎮，鎮內的居民們都在取水救火，我四處
尋覓玉環的下落，居然被我在一處火勢特別猛的園子，看見玉環正在三、四個官兵在糾纏，
我落了馬，然後提著佩戴在身旁的劍就走上去了

「放開那個女的！」
我大聲一喊，那些官兵便留意到我的存在，他們沒有離開的念頭，
「快點走！」
玉環她沒有理會那些官兵，忽然對我大喊，我沒有理會太多，拔出劍來，右手拿著劍，左手拿著鞘，
便衝向他們
突然，有兩個黑衣人從已經着火的大樹上跳下來，對我使出攻勢，我拿著一劍一鞘，迎擊著那兩名黑
衣人，他倆的武功招式非常奇特，一人手執鞭，一人手執兩把短刀，大家互補長短，不讓我踏前一步
，
我拿著劍鞘使出渾身解數，也只能僅僅保着自己的一顆小小的人頭，他們那兩把短刀不斷向我下盤攻
擊，我利用比較堅固的劍鞘不斷格擋，
而那鞭子相反沒有凌厲的攻擊，只是不讓我走前半步，
這時，那些官兵抬起了玉環，將她放在馬車上，往長安方向走了，而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她被人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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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放開玉環！」
我聲嘶力竭的叫，希望他們會因爲我的因由而停下正在向前邁進的馬車，可惜馬車距離我越來越遠
「倒不如你先顧好自己先吧，李白」
手執雙刀的黑衣人對我說，雖然是好心的提醒，可是他的攻勢並沒有減弱到，反而越打越兇，我身上
的傷痕也越來越多，
「好久了，已經很久沒有人可以捱到那麼久，可惜，可惜，為什麼你身上流著的是月老的血呢可惜，
可惜」
手握鞭子的黑衣人對我說，我體力已經快支持不住了，因此我打算先逃離這倆名黑衣人，可是他們毫
無破綻可以讓我使出輕功逃跑，
突然，一名身穿白色素衣的長髮女子不知那裡走了出來，手握著長槍，二話不說便挺起長槍往那二人
刺去，那麼一刺那二終於停止了攻擊，
「牛頭，怎麼辦？有人出來妨礙我們，要把她也殺了嗎？」
使雙刀的黑衣人回頭看看後面的使鞭子的牛頭，牛頭沒有說甚麼，只是緩緩的拉下斗篷，
「子龍，已經很久沒有見了」
牛頭對著身穿白色素衣的女人說到，那女人放下一直提着的長槍
「對，阿斗已經有很久沒有看過你了，但是現在應該不會是敘舊的時候吧，我還有事要先帶著這個人
離去」
她指著我，然後便吹一吹口哨，不消一會兒卻有一隻白馬跑來，這不就是我在驛站買下的白馬嗎！？

突然，眼前一陣模糊

「星材前輩，星材前輩，你有冇事啊？」
一個帶著四方眼鏡的男子望著我
我看一下四周，回想一下剛才發生的事情，
剛剛我和這名名為「小強」的新同事帶著他視察一下公司的環境，誰知道我帶他到錄音室那裡便暈倒
了，

「你可唔可以幫我去茶水間到倒些水來？」
我緩緩坐起身子，坐在地上回想著剛剛暈倒後所看到的東西，太奇怪了，在面我是詩仙李白，我居然
和楊貴妃有私情，途中還遇刺，之後我便再也想不起來了，
整件事太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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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六六年可能是全球人類史上最恐怖的一年，那年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各國的核彈到處亂飛，
就連走路都要小心，一不小心分分鐘會被人爆頭又或者踏中地雷

那年我才剛十八歲，因為三戰的原故，我失去了我原本的工作、我的家、我的父母以及我的初戀情人
，
當時我到處流浪，一聽見空襲警報就立刻找洞鑽，一直過著非人的生活，幸好在我流浪了大概兩、三
個月後，我成功找到一個幸存者庇護所，

在那裡，雖然肚子得到了溫飽，可是生活卻和我流浪的日子沒有甚麼分別，在那裡人們都不相信對方
，就連家人也未必相信對方，每一個人都必須用最大的努力去保護自己，
幸好，我認識了一群年輕人，他們最愛玩，可能還未受到三戰又或者當日社會的洗禮，每一天都只顧
著玩，是當時庇護所唯一擁有讓心靈溫暖的人

高進，是那群年輕人的頭頭，也是我在庇護所面第一個認識的朋友，看他的樣子，像二十歲出頭的人
，跟我差不多年紀，他整天就是玩撲克牌魔術，沒有其他東西幹

龍二，是跟我一同進入庇護所的，可以整天都不説話，臉上有一條若隱若現的傷疤,讓他那張小白臉
添上了圖案，年齡不詳，不過都應該跟我差不多，我和他們二人經常玩在一起

戰爭大概持續了一年左右，最後中國、美國、英國等的大國居然輸了給了北韓，當時的北韓領導人-
金正克，在這一片混亂的時代成為了改革者，

幸好，中國因之前三戰時沒有攻打北韓和三戰爆發前是僅餘幾個和北韓還有經濟合作的國家，因此我
們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可是美、英、法等國則不同說法了，
雖然，大家的生活一開始都以為沒有什麼不同，直至到二零六七年五月二十日，

當日北韓領導人向全球發出了關係合約規定，所有關係都必須簽署合約，然後再上報給政府

這天有人稱它為戀愛無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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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合約規定，是北韓政府於二零六七年五月二十日給全球的一份禮物，是指所有關係都必須簽訂合
約，之後再上交給政府，再經過政府評估是否對北韓政府有所威脅，如果沒有才能夠結交關係，

聽起來好像是一樣很白痴的政策，又不知道政策的用途，加上市民也可以不上報，
當大家也以為是這樣，北韓政府就在同年的五月二十一日做了一樣很瘋狂的事，

將全球人類都抓起來

由於三戰後，全球人口都變得很少，大概全球所剩下的人就只有十萬左右，當中以韓國人和中國人為
多數，再加上北韓和中國高層聯手合作，變得當時仿忽只剩下一個國家

因此他們很簡單的就實施了這瘋狂的行動，他們只是不讓人們離開住所，因為當時全部的家居大部分
的鎖也是電子鎖，所以他們只是在深夜時將全球的門鎖都黑掉了，

當時大家也不能出門口，糧食也有限，很快的人們便一一低頭了，不服從的人便被一直困在家中，之
後便不知道他們怎樣了
大家一開始也只是普通的一份文件而已，所以只上報了朋友、親人等的關係，以為不上報一些沒有直
屬血源親戚也可以，

誰知道，奇怪的東西就降臨了，每當人們與沒有上報的人進行活動時，二人便會突然頭痛，之後他們
的上空便會出現一個電子螢幕，上面寫的是要求兩人填寫二人的關係，填寫完後頭痛便會自動消失

之後政府便對外公開表示原來他們在每個人的腦袋中也安裝了晶片，以方便監控人民，可是就沒有說
明安裝的過程

很快的，人們便將關係都上報，無論只是點頭之交又或是情侶，也許這是人們也在恐懼，在害怕不知
什麼時候會由頭痛變成爆炸，因此大家便默默的服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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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舊坐在地上，剛剛暈倒後所夢到的東西太真實了，就有如親歷其景一樣，也是說在夢中我便是一
代詩仙李白，我飲一啖溫水，腦海中不斷出現剛才看到的東西，
應該夢中所出現我白色素色女子便是三國時代的趙子龍，趙雲，可是我所認識的趙雲明明是一個男人
來的，又怎會無端端變性了，但是從她的身手和手執的武器明明就和電玩的趙雲無甚麼異樣，
「星材前輩，星材前輩！」
那名見習的「小強」又在叫我，都不知今次也闖了甚麼禍
我起身拍拍屁股，站起來打算走過去看看他，此時我看見了她，
我看見了楊貴妃真人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
「你好，我是新來的同事，名叫朴秀英」
她望著我說，我與她對望了一眼，根本就和夢中的楊貴妃無異，
不，根本就是同一個人來的吧
「你無事嗎？」
她走前問我，
「無事...無事..我只是想得出神了，你好，我叫陸星材，同事們都喜歡叫我做星材」
我連忙介紹自己，不過她好像不太認識我，可能只是樣子像而已，
「哦，你好，星材前輩」
她閃閃縮縮的對我說
「其實你可以不用這麼拘謹，在我們這裡沒有什麼好，就是勝在夠自由，我們這裡的階級觀念不是很
重的」
我對秀芵她說，
「哦哦，知道」
她微微點頭，
「又不見你這樣同我講」

「小強，你現在有意見嗎？」
我望一望那名毒男打扮的小強
「不....不敢有」
他笑笑口的望著我

糟糕了，我只顧著和秀英她談話，忘記了原本的職責
「好了！小強，我們走吧，下次再聊吧」
我領著站在門外的小強就離去了，

「對了，剛才你叫我，是否有什麼事？」
我打算快快做完手上的工作，然後回家好好休息一下，畢竟今天在腦中也發生了很多事，需要好好的
休息
「剛才高生打電話給我，叫你去找他」
小強說
「好吧，其實公司我都差不多都帶你走了一遍了，之後你去找阿龍吧，他會安排你要工作的崗位」
我說完後便搭電梯走了
我敲一敲門，便推門而進，就看見了現在正背對著我，看著海景身穿西裝的高進
「高進，你找我有事嗎？」我叫一叫他，他轉過身來

「來，星材坐下跟我談一會吧」



「不了，我的頭現在很痛，你有重要事就說吧，不然我便走了」

「好吧，我就長話短說，政府希望要入股公司」
高進他神色凝重的望著我，我聽到這個消息沒有太大的反應，其實我一早也已經估計到政府會對我們
的生意虎視眈眈，入股只是時間的問題，
我們公司經營的是情侶配對交易，自從政府推出關係申報制度後，大家也不太願意再結交新朋友，因
為每一次申報也需要大約一千五百港元左右的申報手續費，所以大家也不太願再做一些需要花錢的活
動了

因此我們便設立了我們的公司，我們是只收取小量的會費，然後再幫會員進行最佳的配對，幫助他們
可以用最少的金錢去認識和自己最喜歡的情侶，以及我們也會幫忙付那一千五百元的手續費，和他們
每人也必須參與我們的課程，那當然金錢方面也不需要他們來付，所以我們的會員到現在也源源不竭

可能你會問，我們如何賺錢呢，其實我們是靠賣會員的資料來賺錢的，當中也包括了他們的關係申報
資料，一份資料可以賣大約十萬港元左右，所以那小小的一千五百元也算什麼？

「雖然我早就已經計算到政府會打我們公司股份的念頭，只是想不到會那麼快」
我坐在椅子上，腦子裏面思考着如何處理公司的事務，可是卻滿腦子都是 楊玉環的臉孔
究竟她為什麼會出現在現在，難道輪迴真的存在？

朴秀英，你究竟是什麼人

「高進，我今天就先回去了」
我站起來，便打算回家去，就算現在的我在這裏也沒有用途，倒不如回去休息一下，整理好自己的思
緒，再好好的為公司工作
「星....星材，那麼政府入股的事如何是好」

「我今天有點累，給一天晚上的時間給我，明天，明天我會給答案你，在明天之前你就好好支持着吧
，CEO」
我嘲笑他一番後便離去了

其實這盤生意全都是我的主意，高進只是被騙了，才會坐在CEO那張椅子上的，而我呢，
因為我十分怕麻煩，看看現在高進他就頭痛了，又要面對著那羣不講道理的北韓和那些同胞們，又要
管著公司的同事，看著他都煩了，所以我才會叫高進代替我坐上那個位置

究竟朴秀英和楊玉環之間有甚麼關係呢？為何我會夢見李白是我的前世呢？同埋趙雲是誰？這幾個問
題不斷在我腦海中浮現，

回到家後，我煮了個公仔麵，食完之後便睡了，順帶一提，公仔麵到現在也是十分出名的，

我躺在床上，眼光光的看著天花板，究竟我要怎麼做才能夠順利的將自己的心血不會被那不潔的政府
入股

不知不覺間，我便入睡了，

那一夜，我又發了夢，醒來後我便知道，



我是李白



月老的使命（1）

時間又回到了古代的唐朝

「對，阿斗已經有很久沒有看過你了，但是現在應該不會是敘舊的時候吧，我還有事要先帶著這個人
離去」
她指著我說到

「恕難從命了，子龍，就算你是我的故友，我也不能賣這個人情給你了」阿斗他笑笑地繼續說
「怪就怪他是自己是月老的傳人了，去吧馬面」

「知道」
馬面回答後便隨即展開了攻擊，子龍也沒有吃虧，她立馬提槍快步向前，

「呯、呯、呯」
兩把武器不斷攻打對方，攻勢一波接一浪，沒有任何時間給手執武器的二人去休息，看著他倆的打鬥
，我總算知道了剛剛馬面才出了七成力量，只是七成力量就已經快令我招架不住了，再看看子龍，雖
然她是個女人，但是在力量上面完全沒有輸給馬面，

正當我看得入神之際，一把飛標射到我腳前

「讓我來做你的對手吧，看看你有沒能力藉得子龍她拼命互救」
阿斗他冷冷的說，然後便從背後拿出一把劍來
「今天我只帶了䧳劍出來，看看你有沒有能力可以打敗今天的我啦」
他說完後，便踏前半步，擺着姿勢等我

可是，我經過剛才的惡鬥後，我的劍已經開始破爛了，再加上我的體力已經開始透支了，如果再和他
對打的話，沒有什麼勝算

正當我苦惱之際，一匹白馬衝進了我和阿斗的中間，我二話不說便立刻上馬，子龍她也在不知什麼時
候上馬了，坐到我的背後

「趙子龍！」

「走吧，白龍！」
子龍沒有理會阿斗的大喊，她叫了一聲，那匹馬便開始跑了，沒有一絲的猶豫，一路跑，跑了很久，
直到看不到村莊的大火，才慢下腳步來，

我們走到一個湖泊旁，我看著天空的星星，不知道玉環她現在如何呢？不過她也有個貴妃的名銜，那
些官兵應該不會對她做什麼事情的

「下馬吧，這裡應該安全了」
子龍她拍一拍我，我跳下馬，看望子龍正磨利她的長槍，我再低頭看看我破爛的寶劍，

假如，今天趙雲她沒有出現，現在的我又會怎樣呢？會死在阿斗二人的手下，又或者會成功逃走呢，



不過應該身首異處的機率會較大

「趙雲，你為何要救我？」
我問著正在磨槍的子龍，她放下了磨刀石，正經的望著我

「因為，你是月老的一人」

「究竟，什麼是月老，以及你是什麼人？」

我望著子龍她，希望她可以把這一切都告訴我，不要讓我覺得自己好像什麼也不知道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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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老，其實並非只是拉紅缐，將兩個人變成情侶那麼簡單的，他們還負責將人類的人口增加，好讓
人類不會滅亡，而我就是月老的一員」
我靜靜的聽著子龍對我說的話，但是她的回答也解釋不了我內心的問題，她看到我不解的樣子，停頓
了一會兒便繼續說

「你今天之所以會被人追殺，是因為地獄的之群人，原本地獄的使命只是監督著死亡的人數而已，自
從地獄裏發生了一場革命，新的王誔生了，他主張將人類的人囗歸零，結束地獄使者們的苦悶工作，
之後就如你所見，月老和地獄就變成了敵人」

「但是，我又不是月老，又和月老沒有什麼關係，為什麼阿斗他們要追殺我呢？」
雖然，子龍解釋了月老和地獄的關係，但是我依然不明白自己被追殺的原因

「成為月老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先天的，是指一出生便是月老，因為他前世也是月老，所以今生也流
著月老的血，但是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是月老，他們要尋找到他們當月老時所使用的「紅線」才能恢復
前世的記憶，如果找不到的話，下一世就會變回正常人」

「我是第一種人？」

「不是，第二種方法是指正常人巧合地獲得了「紅缐」，獲得「紅缐」後就會.......」

「就會怎樣？」
我看見子龍她否認我是第一種人，那麼我便是第二種人了，我追問下去

「就會忘記了今世的記憶，剩下的只有「紅缐」內的前主人的記憶，而我便是第二種方式變成月老的
人」

子龍嗚咽的回答到，照這樣說，她並非真正的趙子龍，她只是巧合地獲得了趙子龍的記憶，又很不幸
的失去了自己的所有記憶，

望著她，一股莫名的悲傷感覺湧上心頭，我沒有說什麼，只是默默的走到她身旁，擁抱著她，好讓她
可以好好的哭一場，也許這是我可以為這名不知道自己的記憶的女子做的一件最為合適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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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晚我再也沒有追問她月老的事情，再問下去我怕又會勾起她不快的回憶，我一直讓她在我的懷裡哭
泣，直到她不知不覺地睡著了，我將她帶到樹陰下，讓她躺下，好好的睡一覺，

之後，我便走到湖旁，看著星空在水中的倒影，一直沉思着子龍她剛才說的話，我是一名月老嗎？

看著水中自己的倒影，原本的白衫已經沾滿了鮮血和泥土了，經歷了這麼多，我也又不知道我究竟是
不是月老，

如果照著子龍她所說的，我就只可以是第一種-前世是月老，今生要尋回自己的「紅線」才能變回月
老，可是子龍她又説我不是，但是第二種方法我又沒有經歷過，最基本我還記得我是一名詩人，家鄉
在甘肅，家中父母雙亡，年輕時有幸能進入翰林院，這些我都記得一清二楚，那麼，究竟我是不是月
老呢？

難道，還有第三種方法？

我沒有想太多，看著這片美麗的星空，期望着我心愛的女人也同樣的和我一樣，平安的看著這一片漆
黑又美麗的星空

另一廂

「劉禪，我對你寄予厚望，但是....但是你卻失敗，還要讓李白他和趙雲的傳人逃走了！」

高力士在剛才阿斗和趙雲、李白二人戰鬥的村莊大喊道

「真的很抱歉，閻君」

阿斗跪在地上請求着高力士，在旁的馬面看到後也跟著跪在地上

「月老他已經沒有能力再製造更多的月老從者了，我的計劃快要完成了，李白，他居然會是最後一名
月老從者，真是太令人感動了，對吧，楊貴妃？」

楊玉環默默的從高力士的身後走出來，眼睛面沒有任何仇恨之情

「這副肉身如何？西施？」

「也不錯，可是你就差了少少了，秦王」

楊玉環搭着高力士的肩膀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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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洗洗臉吧，李白」

子龍帶著紅紅的眼睛拍醒我，看來昨晚的事對她沒有太大影響。月老的使命十分偉大，可是被成為月
老的人卻很悲哀

「昨晚，謝謝你」

「不用謝，如果是其他男生都一定會這樣做的」

我邊洗臉邊回答她

「不過，子龍，我還可以去那裡？我又不能回家鄉，不然地獄那群人又把我的家鄉燒掉，我不想這樣
，不想傷害我家郷的一花一草、一木一人」

「你真的很善良，為什麼你會被捲入這場無謂的戰爭裡面，不過你放心吧，我會帶你去月老寶殿，去
見月老老人，這樣你的家鄉便不會受到破壞了，以及他會解答你所有問題的，當中也包括一些我回答
不了你的問題」

子龍她的話中流露著一些情感，因此我決定了要幫這位失憶的少女尋回自己的真正記憶

「你洗完臉後便上馬吧，我們有一大段路要趕」

我洗臉後，正當我打算上馬時，突然一鼓不安感從我的心頭浮出，這是什麼感覺？

好像昨晚也有過，就是玉環被抓走前的時候，當時我還在遠遠的地方，因為這鼓不安，所以我才回頭
，才發現原來我所經過的村莊遭人縱火，才發生現在我所經歷的一切，

「子龍，我們先不要去月老老人那裡」

如果我沒有估錯的話，這鼓不安便是全因爲地獄使者了，想不到劉禪二人還在

「李白，為什麼不要去月老老人那裡？」

「因為等會兒會有一些苦活要幹，下馬吧，子龍，現在我們已經走不了」

「白，你還記得我嗎？」

聲音的主人在樹林中，突然兩個人影從湖邊旁的大樹後走出來，其中一個人居然是是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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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你還記得我嗎？」

玉環從湖邊的大樹後走出來，後面還跟著一個黑衣人，自玉環二人不斷走近，我心中的不安感便越來
越大，難道跟隨着玉環身後的黑衣人是地獄使者

「玉環你身後的黑衣人是誰？」

「他是救我出官的人，發生甚麼事嗎？」

我冷冷的看著那黑衣人，左手已經在靜靜的尋找自己的劍，子龍也好像和我想法一樣的，她也沒有說
甚麼，一個翻滾便去拿長槍，在一眨眼的功夫就已經用槍頭指著玉環了

「白，這個女人在幹什麼？」

玉環她驚訝地望著子龍，我看準時機便跑去執劍，拿著這把破劍雖而不知能做到些什麼，但是也能防
守，對方只有一人，相信他也不會輕舉妄動

「算了吧，看來本王的身分被識穿了」

那黑衣人摘下頭上的帽子後，便從玉環身後走出來，臉上掛著笑容，輕輕的對我說道

「很久不見了，李白，還想念我嗎？哈哈！哈哈.......」

「玉環快過來！」

我沒有理會其他，提劍便上前，大喊一聲

「高力士！我要把你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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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力士！我要把你宰了！」

我大喊一聲後便提劍上前，突然玉環一個弓步上前來，不知道何來的，在背後拿出一把扇，替高力士
擋下我劈向高力士的劍

「玉環，你在做什麼？」

我十分詫異的望着她，玉環沒有說什麼，只是站在高力士的前面，好不讓我把他給殺了

「很感動，對，不過現在她已經是我的人了」

高力士看著我，狂笑起來，而玉環她則提扇上前攻擊我，我只好一一檔下，可是她的攻勢卻沒有因此
而减弱，反而越來越凌厲，
望着她，可以面不改容地攻擊我，此時我已經知道了，高力士他肯定對玉環下了手腳，可是我明明知
道，卻不能下殺手，只見玉環的攻擊越來越強，力度越來越重，我的心也越來越痛，

「在打架還在想兒女私情，你是想死嗎？」

在我身邊的子龍大喊，並提槍上前為我擋下了玉環的攻擊

「你看看你自己，打架的時候還分心，身體已經傷痕累累了，明明知道那個男人對你的女人下了手腳
，唯一可以拯救到她的方法，就是帶她離開那個男人，之後再找解決的原因，可是你卻優柔寡斷，這
樣的話最後不但不能拯救你的女人，而你更有可能會死去！」

子龍的一席話深深的打動了我的心，回過神來子龍已經在為我而在發動攻勢，沒有三兩下招，玉環已
經開始招架不住，

「好了，看夠戲了，也讓我來參參戰吧！」

話後，高力士便拿起一把匕首和大劍沖了上來，而我也提劍上前應戰，
此時，一把聲音突然出現了，

「秦王，你不要欺負我的小月老了，你要玩，就讓老夫來陪你玩吧」

一名滿頭白髮的老人，身穿着紅衣，在我身後的湖中走出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