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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的生命只有一條，這是鐵定不移的定律。

但是，若一個人在生前積下無數善德的話，他們將會有一次機會重返人間，完成一個未完的心願。

他們許下的願望並沒有任何的限制，唯一的條件就是重回人間時只能以死物的形態出現，不能化作成
任何有思想的生命體。

因為

人的生命只有一條，這是鐵定不移的定律。

替人們完成重回人間的心願，正是我的責任。

這份工作可謂是一份非常沈悶的工作; 
在此，我並不是指人們所許下的心願非常沒趣，亦不是指我討厭為人類們完成塵世間的心願，而是指
客人的數目非常稀少，往往每過千年才會有一個客人過來這裡。

所謂積下善德，並不是說把數以億計的財富或所有的身家獻給慈善團體，亦不是說要扶陌生老人過馬
路或幫忙執拾跌在地上的生果數千數萬次。

善德仍為無形且不可量化之物;
只有凡事真心待人如己，為人設想，做事伸張正義且不懼惡懼的人，才會在心中積下善德。
只要在某一件事上稍為偏離正道，善德亦會隨之消失。

正因如此，能夠真真正正帶同善德離開人間的人，往往每一千年或一萬年才會有一個人出現。

而在這沈悶乏味、度日如年的等待時間中，我往往會利用凡間鏡觀看塵世間種種的千奇百怪，甚至更
會閱讀凡間裡的書籍或戲曲以作解悶之用。

當我真的悶到快要發瘋的時候，我更會在腦海裡幻想出一個虛構人物，不停的模擬應該如何為他或她
度身訂做出一個完美的願望實現計劃書。



二

鈴! 鈴!

一陣清脆且響亮的風鈴聲從遠方傳來; 
這把風鈴聲是我朝思暮想期待著出現的聲音，因為這是客人開門所引發出的風鈴聲音
若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對上一次聽到這陣風鈴聲的時間已經是數百年之前。

「這裡是陰間嗎? 你是閻羅王嗎?」
一名年約三十，相貌冠冕堂皇，身材健碩的男子一臉好奇的四周觀望，恭恭敬敬的對著我說。

「不，這裡是斷間，仍為陽間與陰間之間的中心層。
很遺憾，我並不是閻羅王。
我是掌管斷間的王，名叫斷時。

的而且確，你已經在陽間失去了性命。但因為你生前積聚了無數的善德，所以你在進行六道輪迴前先
行的被引導到斷間這裡。

在斷間這裡，我可以讓你重回人間達成一個未完的心願，但條件是你只能以死物的方式出現在人間裡
。

至於你想變成為甚麼的死物出現在人間，你大可以慢慢考慮，我們多的是時間!」
看到新客人的出現，我心情變得異常的興奮;要以凡間的方式來形容的話，這大概可以稱之為中了六
合彩頭獎或且甚麼的3T過關吧。

我滿心歡喜的打開了記載此人生平的記錄冊，一字不漏的「品嘗」起來。
「黃開，男性，二十九歲，有一名二十七歲的妻兒與及兩歲大的兒子，男女家均沒有任何的親戚。」

看到這裡，我心裡不禁暗罵閻羅王; 
「他兒子年紀這麼細，妻子這麼年輕，而且更沒有任何的親戚代為照顧那兩母子。為何你可以這樣忍
心的讓這個黃開死去呢? 
只要你隨便在生死冊動一兩下筆，他隨時可以添壽二十三年吧!」

我抑壓著激動的情緒，繼續的閱讀下去。
「職業為搬運工人，於一次搬運過程中因為搬運物的易燃物突然爆炸而身亡。」

在此一刻，我大力的拍了一下面前的書桌，大聲說了幾句人間的髒話
「這個姓閻的，心裡究竟是多麼的腹黑!
竟然還用這般悲慘的方法了結這名青年!

怪不得凡間的人常說好人沒好報，就是你這個姓閻害的!」

「是不是有甚麼事情呢? 斷時大人。」



黃開看見我滿口髒言並大力拍下桌子後，心裡頓時慌忙了起來，以為自己無形間做錯了甚麼的事情。

「哦! 沒甚麼! 沒甚麼!
只是我有一個想法，不如你化作成黃金萬兩，並出現在你妻子的首飾箱裡，使你的妻兒好好的渡過其
後日子吧!」
錢可謂是人類不可或缺的物件，我可是非常清楚的。

「多謝大人的好意。我的確沒有盡好為人丈夫的責任，沒有留下大量的金錢予我的妻兒。

但是，倘若她突然間擁有大量錢財的話，我怕會生人嫉妒。除了會招人話柄外，更大有可能會成為盜
賊們的目標，對其兩母子不利。」
黃開跪了下來，低著頭真誠的說。

想深一層，黃開這個想法並非沒有道理;在沒有任何親人的守護下，兩母子突然間擁有大量錢財大有
可能並非是一件好事。

「斷時大人，我的願望就是希望兩母子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但是我頭腦並不靈活，想不到應該如何可以有效的幫忙她們。

大人可否大發慈悲，為我作主呢?」
黃開頭膝貼地，閉上雙眼對我作出請求。

「黃開你先起來，在這裡你可是貴賓來的。
人來，給黃開少年一張龍椅及飲品小食!

至於為你作主這回事，我有一個想法，但請你稍等一會!」
在僕人以招待貴賓的方式接待黃時期間，我對閻羅王作出了一個萬里傳音。



「喂，姓閻的，我想要號碼二三六九一，黃開妻子的生死冊!」



三

「姓斷的，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在想甚麼!

收手吧!」

「姓閻的，你少跟我囉嗦!

生死有命這道理我當然懂得!

但我的職責是替人類達成遺願，觀看一個人的生死冊絕對是在我的權力範圍之內!」

「這當然! 

我只是想提醒你，千萬別妄想改寫任何人的心路歷程而已，斷時。」

「嗯! 多謝你這麼關心我!

閻生。」

與閻羅王對話過後，一疊十吋厚的文件嗖一聲的出現在我面前;
我一頁一頁的把黃開妻子的生死冊閱讀起來，希望可以從中獲取靈感替黃開完成心願。

「半小時後，你的妻子與及你的兒子會在街上遇到一名盜賊，並且會被搶去全身的錢財。」

我一字不漏，依著生死冊所寫的大聲說了出來。

「盜賊...」黃開聽到這二個字後，苦惱的低頭沈思起來。

我從抽屜裡拿起了一本封塵的藍色百科全書，隨手撥開面上的塵埃，並根據目錄的索引，揭開了標題
名為盜賊的那一頁。

這本藍色百科全書是我在斷間苦候客人來訪時所編寫的，內裡集合了千千萬萬種不同事件的應對方法



，全都是由我榨乾腦汁後所建構出來的。

但是因為客人實在過於稀少的關係，至今的實際使用次數仍然是零。

「盜賊的應對方法;

一.變作刀劍槍械與他作出打鬥

二.變作一道雷電一下的轟下去

三.變作一顆路上的石頭或蕉皮把他摔倒在地上，藉此逃離現場

四.變作一張告示，預先警告受害者不要在某時某刻到達現場，避免與盜賊作出接觸」

我把百科全書遞給黃開，著他從四種辦法裡挑選適合的一種;

黃開細閱過後，一臉無奈的表示上述方法並不可行。

「斷時大人，我的妻子並不擅長舞刀弄劍，所以把我變作成任何武器也是無補於事的。

變作一道閃電的確可以有效的撃退盜賊，但我害怕妻子及兒子看到被雷電燒焦後的身體後，會在他們
的心裡留下一道陰影。

之於變成石頭或香蕉，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賊人很容易的便能站起身追趕上來。

而預先警告妻子的那個方法亦不可行，因為妻子是從來不會理會任何不明來歷的告示。」

非常時期就該用非常的手段，既然以上四項的方法也不可行的話.....



我打開了百科全書的目錄索引，翻開標題名為「特殊情況」的那一頁，仔細的閱讀起來。

「我有一個方法可以讓你妻兒利用自身的能力避開盜賊的追捕，但因為距離與盜賊碰頭時間不足半小
時的關係，我並沒有時間能夠把細節向你逐一的解釋起來。

黃開，你可否放手信任我這一次呢?」

「只要大人你確信能夠幫助我妻兒的話，那就照你的說話去做吧!」

黃時跪在地上，表示絕對信任我的想法。



「我以斷層掌管者之名，把黃時變成其妻子肌肉裡的糖原!」

我左手按著自己的心口，右手按著黃開的額頭，大聲宣讀出把黃開送回凡間的咒語。



四

鈴! 鈴!

「這裡豈不是斷間! 為何我又會在這裡的?
我不是應該已經返回了凡間的嗎?」
回到周遭「熟悉」的環境後，黃開一臉漠然的觀察著四周。

「你的妻兒經過你的協助後，已經成功逃離盜賊的追捕!
因為你是以死物的姿態呈現在凡間，所以你無從得知過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正因如此，我把你再一次召喚來到斷間，透過凡間鏡的協助下以第三身的角度觀看你的『英姿』。」
我著黃開走近過來，並把凡間鏡的時間調校至五分鐘之前，好讓鏡子播回逃離盜賊追播的整個過程。

在一個幽暗的街角裡，黃開的妻子攜同其兒子來到一個生果攤前。
失去黃開這個重要的家庭支柱後，黃開的妻子在購買日常用品的時候，均會到所謂的「黑市」採購比
市價較為便宜的貨品。

「老闆，兩個橙多少錢?」

「很便宜，只要你身上的所有錢而已。」
說罷，那個生果攤的老闆拿起了一把銳利的小刀，作勢指向黃開的兒子。

黃開妻子看見勢色不對後，立刻把兒子抱在懷中，奔足狂奔的逃離現場。

「喂! 別走!」
生果攤老闆跟隨其後，拿著小刀大嚷兩母子別作無謂的爭扎;
幾輪追逐過後，生果攤老闆開始喘不過氣來，雙眼默默的看著黃開兩母子從他視線中消失起來。
「這兩母子甚麼回事，竟然可以跑得這麼快...」

啪!
我雙手一拍，凡間鏡隨即得黯淡無光，停止播放凡間裡的一事一物。

黃開看見妻兒安全離開現場後，整個人忍不住內心中的情感，流下了幾滴男兒淚。
見狀，我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並命人拿來茶水給紙巾，好讓黃開可以穩定情緒。

「斷時大人，我非常感謝你的幫忙!
但是在剛才的影像中，我到底是如何幫忙我妻兒逃離現場呢?」
黃開想了良久，也想不通他剛才究竟身在現場的那一個位置。

那兩個香橙? 不。



生果攤老闆的那把小刀? 也不是。

究竟是甚麼呢?

「剛才你飾演的，是你妻子大腿肌肉裡的糖原!」
我利用凡間鏡把黃開妻子逃跑時的影像定格了起來，指著她的大腿肌肉。

「糖原?」
黃開不明所以的問著我。

啪!
我雙手大力一拍，命凡間鏡把其大腿肌肉的內部結構顯示出來。

「這就是你妻子大腿肌肉其中一小部份的內部結構，而那些黑點就是糖原。

在緊急的情況下，這些糖原將會被分解成為類似葡萄糖結構的代謝物，並經過一連串的化學反應，變
成可供細胞運用的能量單位。

肌肉細胞運用那些能量單位，使大腿肌肉作出相應的收縮和放鬆動作，導致你的妻子能夠在短時間內
做出奔跑的動作。」
在斷間空閒的時候，我不時也會閱讀關於人類身體奧秘的書籍消耗時間，所以這些知識對我來說並不
陌生。

「所以...我剛才就是以那些黑點的形態下，幫忙妻子逃離現場?」
黃開凝望著那些黑點，依然不敢相信糖原是否真的這麼有用。

「沒錯! 
糖原(Glycogen)，說穿了就是人體自身的葡萄糖儲備。
若果一個人吸取過量的糖粉，身體會把過剩的糖分以糖原的方式作儲存之用。

當身體欠缺或需要糖粉的話，肝臟的糖原便會分解成葡萄糖，透過血液輸送給身體各方。



還有一點非常特別的是，儲存在肌肉裡的糖原只會用作給予自己使用，而不會分享給其他身體器官使
用的!」
說罷，我命僕人送來一個香橙，好使我亦能進補一下身體的糖分。

就在我吃下香橙的那一刻，我身後那本黃開妻子的生死冊突然發出了耀目的黃光起來。



五

生死冊發出光茫後，我把整個橙連皮一下的吞下肚裡，走到書桌前觀看究竟發生甚麼事。

「今天晚上，暴風雪將會來襲，此人因為把所有保暖衣物轉給自己的兒子，將會被活生生的凍死。」

一段黑色文字瞬間的出現在我的面前，而原本記錄著被盜賊偷竊的那段文字當場的消失了起來。

這一刻，我大概知道了自己闖一個彌天大禍;

黃開變作成糖原使其妻兒逃過盜賊一劫，導致現實與生死冊的記錄不乎。

因著現實被改寫了的關係，一套新的生死冊歷程亦因而套用了起來。

「每一個人的生老病死歷程仍是由上天註定下來的，你別妄想可以憑一己之力改寫一個人的一生!」

閻羅王較早前的說話突然間在我腦海裡浮現起來;

細想一下，或許我真的做錯了。

若果我沒有多管閒事的話，那麼黃開的妻子的死期就不會突如其來的提前到今天的晚上。

我一臉慚愧的低下頭，把事情的一五一十全都告知予黃開。

起初我以為黃開的情緒會變得非常激動，最壞的情況甚至還會對我動手揮拳。

誰不知，他不但沒有展露出任何負面的情緒，更對我拍起膊頭起來。

「斷時大人，你並不用垂下頭，由始至終你只是想幫忙我而已!

距離今天的晚上還有一定的時間，說不定我們可以想出一些辦法改寫結局呢!

我在想，不如讓我再一次變成妻子肌肉裡的糖原，好讓提供能量讓妻兒抵抗寒冬呢!」 



「糖原所含有的能量其實並不多，頂多只能足夠於短跑等的細胞運作。

在今次一整晚的暴風雪情況下，糖原是沒法提供足夠的能量讓你妻子捱下去的。

不過，世間上的而且確是有一樣物質，能夠儲存足夠的能量讓你妻子捱過暴風雪的!」

黃開的這一番說話與及其積極態度，使我想起了一個新的想法。



「我以斷層掌管者之名，把黃時變成其妻子肝臟裡的脂肪!」

我左手按著自己的心口，右手按著黃開的額頭，大聲宣讀出把黃開送回凡間的咒語。



六

肝臟為人體第二大的器官，除了可分解毒素或酒精外，它亦是糖原及脂肪製作及儲存的地方。

脂肪所蘊藏的能量大概是糖原的兩倍之多;身體裡十磅的脂肪足足等於二十磅的糖原。

就字面數字來說，脂肪在儲存能量方面遠比糖原優勝。

那麼為何身體不把所有的能源全都以脂肪的方式來儲存，而是分拆為脂肪與及糖原呢?

(除了脂肪及糖原外，身體在某些情況下會自我吞噬某一些無用的細胞甚至肌肉以獲取能量，但這將
不會在這裡提及。)

這是因為糖原有著脂肪沒有的特質;
雖然脂肪所儲存的能量比糖原為多，但脂肪分解成為能量的速度卻比糖原為慢。

糖原化解成為能量的步驟比脂肪更為少，故此在一些突發情況下，例如黃開妻子需要立刻逃離生果盜
賊追捕的時候，糖原便能在短時間裡提供能量，讓她跑得比生果盜賊更快，成功避過一劫。

若果黃開當時是以脂肪的形態返回凡間的話，那麼他的妻兒恐怕就兇多吉少了。

然而，在暴風雪此等長時間需要能量，並且化解速度不是重要因素的情況下，脂肪便會比糖原更派上
用場。

換句話來說，短時間需要能量的話就是糖原的天下，而長時間持續需要能源的話就是脂肪的專長。

為了兼顧各種情況的需要，身體便建立了這兩種能量儲存的機制，因時所需的運用起來。

順帶一提，糖原可以在沒有氧氣的情況下作出一部份的化解，為細胞提供能源;而脂肪則必須在擁有
氧氣的情況下，才可以化解化作成能量。

當黃開妻子生死冊被改寫的時候，我腦裡充滿了自責及悔愧，完全沒有想過繼續與生死冊對抗的可能
性。



若果不是黃開抱著積極的態度，嘗試提出抗衝方法，恐怕我也是不會想到以脂肪抵抗暴風雪這個方法
起來。

「黃開，你的妻兒之所以可以渡過這一場暴風雪，你可謂功不可沒呢!」

我利用凡間鏡看著黃開妻兒攬在一團的情景，微笑的說著。

看見凡間下雪的情景，我身體亦不自覺感到有點寒冷起來;
我連忙的走進廚房裡，命僕人替我沖劑一杯熱檸茶，以解心理上的寒意。

「斷時大人，沒有檸檬存貨了! 不如我為你製作一杯柑桔蜜吧!」

一名僕人一臉不好意思的說。

「那麼一杯熱紅茶便可了! 我並不太喜愛甜食!

還有，若果還有雞蛋或牛肉存貨的話，那便順道弄一件蛋牛治給我吧!」



當我從廚房返回斷間的工作房間的時候，我看見生死冊再次發出一道黃光起來。

「看來，這將會是一場沒完沒了的抗爭!」

我心裡由衷的興奮了起來。



七

「明天晚上，一種新型流感病毒將會感染此人，十天後她將病發身亡。」

黃開妻子生死冊裡發出黃光，一行新的文字無形間出現了起來。

往好的方向來想，這表示黃開妻子將會平安渡過今次的暴風雪。不然的話，這段宣告她十天將亡的訊
息便不會出現在生死冊。

同時間，這亦證明了我的努力並沒有白費;我和黃開合作改寫生死冊所訂下的命運，延長了黃開妻子
的生命。

「只要一直的對抗下去，事情最終的發展會是如何呢?」

我右手托腮對著天花凝望起來，不知不覺的伏在書桌上作一小睡。

「斷時大人，這是你的蛋牛治和熱紅茶。」

小睡片刻過後，僕人喚醒了我，並送來我之前所要求的茶點。

我伸了一個大懶腰，迷迷糊糊的咬了蛋牛治的一角，默默注視著生死冊的那段文字。

「病毒，應該如何對付好呢?」

正當我想從抽屜裡拿起那本藍色百科全書，查看一下裡面能否啟發我思維的時候，我發現那個送茶的
僕人並沒有離開，一直默不作聲的站在我背後。

「那件蛋牛治味道不錯，感謝你。」

我的第一個直覺是她正在等待著我對茶點的評價，故此我隨便的說了幾句話，好讓她可以安心的回到
廚房那邊。

「斷時大人，請不要介意我多事。

你三番四次的來回返送黃開到斷間和凡間，會不會為你之後帶來麻煩呢?」



那名女僕人一臉憂心，以真誠的眼神與我作出對望。

「哪有三番四次這麼誇張，只是兩次而已!

況且，斷間這裡可是我作主的，把一個凡人來回帶往凡間和斷間這般小事沒有人會責罵我的。

你並不用擔心! 哈哈!」

我右手上下隨意的揮了幾下，大笑了起來。

鈴! 鈴! 鈴!

就在此時，響亮的鈴聲從遠方傳來，一名身材苗條的女性用著高傲的姿態，慢步的走進了斷間。

「你...豈不是閰羅王的女兒?

究竟是甚麼風吹你過來斷間呢?」

閻羅王突然派人前來，定必不是甚麼的好事。

「斷時哥哥，很久沒見了! 近來好嗎?」

她雙手放在身後，笑容燦爛的對著我說。

「有話直說吧! 不用轉彎抹角了!」

我畢直的坐在椅上，一臉嚴肅的對著我說。

「好! 我就是喜歡斷時哥哥你為人爽快!

我是為了黃開及黃開妻子這兩個人而來的。

你所作的事情，我老爹全都一清二楚;他明白你是斷間的話事人，有著實現凡人願望的權力。

在生果攤盜賊事件上，他尊重你的決定，並沒有作出任何的微言。



但是你在較早前幫助黃開妻子渡過暴風雪，改寫一個人的生死這件事，我老爹就不能諸置不理了!

他派我來這裡的目的，就是向你作出最後的通牒。

黃開妻子的生死冊不能再有任何的改寫，黃開亦需要盡快帶回到陰間報到。」

她叉起雙手，堅定的對著我作出警告，示意這並不是在說玩笑。

「閻羅王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了! 

你現在可以離開了!」

我勉強的擠出一絲苦笑，揮手示意她可以離開。

「離開?

本小組特意遠道過來，你就這樣的叫我離開?

至少讓我坐下來吃點東西吧!」

「沒問題!沒問題!」我起勢的點頭，並命身旁的僕人去招呼閻羅王的女兒。



「你作為斷時哥哥的僕人，定必知道他倔強的性格吧!

他一定不會遵從閻羅王的命令的。

不遵守老爹命令的話，後果你我心地裡非常明白。

不如我們聯手合作，阻止斷時哥哥改寫生死冊吧!」

閻羅王女兒靜悄悄的跟僕人說。



八

「只要斷時大人平安無事的話，我當然是樂於幫忙的!

但是，我應該如何做才好呢?」

僕人鬼祟的回應閻羅王的女兒，生怕我會聽到她們二人的對話。

「你要做的事情很簡單，就是找機會在他那杯熱紅茶裡加上我這包安眠藥粉末。

斷間的半小時相等於凡間的五天時間;

這包安眠藥足夠使他昏迷一小時，在他醒來的時候凡間便已渡過十天，黃開妻子生死冊亦因此無法被
改寫。」

閻羅王的女兒暗地裡把粉末放進僕人衣服的口袋，露出一彎鬼魅的笑容。

「這包安眠藥不會有任何的副作用吧?」

「當然沒有! 我絕對不會加害斷時哥哥的。」

在僕人招呼閻羅王女兒的期間，我打開了藍色百科全書，並翻開「感冒」標籤的那一頁。

細閱幾行後，「角質化細胞」這五個字吸引了我的目光起來;

皮膚仍為人體最大的器官，負責保護身體免卻外來的物理或生物化學入侵。皮膚的最外層，有一層角
質化細胞形成了一道「圍牆」，使外來的細菌病毒無法輕易的進入身體裡面。

皮膚最外層的細胞並沒有細胞核，且喪失自我複製的能力，是死物的一種。大約每過兩星期左右，最
外層的角質化細胞將會脫落，交由新一批的角質化細胞代替其位置。

現今有不少護膚品均標榜能夠把角質層去除或者甚麼的去角質化，某程度上這是一種揠苗助長的行為
，強行加速自然進行中的過程。倘若皮膚最外層的細胞過量的被強行脫落，外來細菌病毒將會更容易
入侵身體，並造成臉部紅腫或敏感等等的微狀。



「把黃開召回來，並把他變成黃開妻子的皮膚最外層角質化細胞，或許可能使黃開妻子避過病毒入侵
...」

在我猶疑應否實行此計劃的時候，閻羅王的女兒突然呼喚我起來。

「斷時哥哥，我有一些文件想你過來簽署!」

「趁這個大好機會，你去下藥吧!」

她悄悄的跟我僕人作出命令。

胡亂簽下她遞給我的文件過後，她露出燦爛的笑容，舉起了她那杯熱茶，熱情的說

「時候也不早了! 我差不多是時候要走了!

記緊遵守我老爹的命令哦!」

她把熱茶舉高並伸向我的面前，作勢要跟我作一個碰杯之禮;
我連忙走到書桌前拿起我那杯熱紅茶，隔空對她作出碰杯的動作，並輕輕的喝下一口紅茶。

「再見!」

她跟我作出道別後，嗖的一聲便隨著紫色的光芒消失起來。

把麻煩的傢伙送走後，我隨即把握時間繼續翻閱百科全書，查看有沒有一個更好的方法可以幫忙黃開
妻子。

「斷時大人，為何你對黃開及黃開妻子二人特別的上心呢?」

女僕人看見我一臉認真的閱讀百科全書，忍不著好奇心的問了起來。

「黃開妻子的死期之所以提早，全是因為我的主意而起的。

我是絕對有責任彌補我這個錯失的!

而且，跟生死冊作出鬥智鬥力的對抗，不是很好玩嗎?」



我一邊閱讀百科全書的文字，一邊跟僕人作出對話。

不知道是否我思考過度的關係，我頭部感到非常沈重，有一種昏昏欲睡的感覺產生了起來。

「小睡三分鐘吧....」

我意識感到非常模糊，閉上雙眼伏在百科全書上作一小睡。

鈴! 鈴! 鈴!





九

響亮的風鈴聲從遠方傳來，把我從熟睡中喚醒起來;

我並沒有把黃開召回到斷間，換言之這是一個新來的客人。

「竟然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出現一位新客人，真是稀奇!」

我伸了一個大懶腰，迅速的把自己儀容整理一下，好使自己符合斷間話事人的形象。

「這裡是陰間嗎?」

腳步聲越來越近，我聽得出這是一名女性的聲音。

「這裡是斷.....間...」

正當我想向這位客人講解斷間的時候，我被我眼前所見到的嚇倒了起來;這位「新」客人正正就是黃
開的妻子。

我連忙查看斷間的時間，才驚醒自己原來已經睡了一小時有多，對換回凡間的時間，即是足足的十整
天。

「這不是真的吧...」

心急如焚的我在書桌上找來了黃開妻子的生死冊，只見上面清清楚楚的寫上了死亡二字。

若一個人的生死冊上寫上了死亡二字，那個人的命運只能到來斷間或陰間，再也無法以人類的姿態回
到凡間。

任憑是閻羅王或是任何天神，也沒有能力改寫生死冊所寫上的「死亡」。

這即是表示著，我與生死冊的命運對抗已正式告一段落。

最糟糕的是，因著黃開妻子的死亡，化作為其身體脂肪的黃開亦定必會被帶回到陰間裡去。

當一個人到訪陰間後，就再也無法踏足斷間任何一步;
換句話說，我再沒有任何權力和能力把黃開以死物的方式送回凡間裡去。



「原來閻羅王是這麼年輕的嗎? 這跟凡間所記載的並不一樣呢!」

黃開妻子看到我手上的書本封面寫著生死冊三字後，連忙跪了下來，一臉驚訝的抬頭望著我。

「你誤會了! 我並不是閻羅王，這裡亦不是陰間!」

我命僕人為黃開的妻子送來坐椅及茶點，並簡略的向她講解斷間的結構與及她能夠許願的權利。

在講解的期間，我一直也是處於心不在焉的狀態;
一向我的定力也是非常的好，決定了小睡三分鐘就絕不會在第四分鐘後醒來，當中一定是有著甚麼不
妥的地方。

「這是熱紅茶與及一些茶點，請慢慢享用!」

女僕人把食物送到黃開妻子面前後，眼神閃縮的急步走往廚房的方向去。

「斷心，你過來一下!」

看到她刻意迴避我的目光後，我命那名女僕人前來，詢問她是否有著甚麼的事情隱瞞著我。

果真，經過幾番質問後，她戰踐競競的把整件事情的經過和盤托出起來。

「對不起...」

她雙手放在腹裡，垂下頭一臉慚愧的對著我道歉。

我輕輕的對著天花嘆了一大口氣後，便命她返回廚房裡幫忙其他僕人的工作;

雖然她的確是壞了我的「好事」，但說到底她也是為了我設想而己，我並不忍心對她作出任何的痛罵
。

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後，我認為黃開的妻子有著一定的知情權。故此，我一五一十的由與黃開見面的
一刻開始，跟她慢慢的講述了起來。

聽畢我的講解後，她整個人變成淚人似的，滿面流涕的說

「怪不得....



當我逃離盜賊的那一刻與及暴風雪的那一晚，我心裡總是覺得他就是在我身邊給予我力量及支持似的
，原來這是真的.....

斷時大人，我想到我的願望是甚麼了!」



十

「成王敗寇，還看今朝!」

煙霧瀰漫，東風頻起，一名男人站在船前，用著堅定的眼神凝望著前方。

眼前的濃霧慢慢的消散，岸上的景象盡在眼簾; 

他一聲令下，身後的船群同時點火，燃燒船身直衝在岸上的連環船。

塗滿了脂油的船隻，就像一顆大型的汽油彈，把岸上鐵索連橫的船隻一下子焚燒起來。

「壯士們，上!」

船上的精兵一下子的跳進水裡，游到岸邊對敵方的士兵進行撕殺。

那名男人身穿重甲，首當其衝的率先走到前方，拿起大刀斬下了敵方幾個人頭;士兵們見狀後，士氣
隨即大增，跟隨著他的身影起勢的直衝起來。

所謂槍打出頭鳥，那名男人的英勇表現吸引了敵方目光，無數身在遠處的弓箭手握緊手中的弩箭，喵
著那名男子的頭部。

「放箭!」

敵方大將一聲令下，成千上萬弩箭就像雨水的灑在那名男子與其帶領士兵的所在地。

啪! 啪! 啪! 啪!

箭海落下，血流成河。

「火燒連環船這計謀果真成功! 



赤壁此役日後定必傳遍萬年吧!」

吳國大將韓當看見魏國士兵屍橫遍野的景像後，激動得對天大叫起來。

「報告韓當大將，一名俘虜不斷的狂呼著你的名字!」

一名士兵在韓當面前屈膝跪下，報告軍中有異的地方。

「嗯! 引領我過去!」

韓當命令士兵，帶領他前往該名俘虜的所在地。

「韓當! 韓當! 韓當!」

韓當看見那名俘虜的樣子及聽到其聲線後，隨即命人立刻解開其鎖鏈，把他解放起來。

「黃蓋! 你沒事實在太好了!

看你這副傷痕纍纍的模樣，怪不得士兵們全都認不出你吧!

你帶領的那隊精兵呢?」

韓當得知黃蓋尚在人間後，在眾士兵面前當場擁抱他痛哭起來。

「我們遭遇到弓箭手奇襲，他們全都為吳國捐驅了!」

黃蓋的樣子非常疲乏，用著悲傷的口吻回應韓當。

「箭海奇襲....嗎?

幸好你有那把神奇的匕首，不然的話....」

韓當拍了他膊頭幾下，輕聲的嘆了一口氣。

黃蓋拿出了藏在重甲的匕首，一臉愐懷的說

「嗯，這把匕首在年少時已陪隨著我; 只要我把匕首一揮，其氣流及刀面碰到的物件均會反彈起來。



沒有它的話，我剛才很有可能便已身葬戰場了。」

「這我當然知道! 軍中只有你一個人用這匕首才會有這樣的效果而已!

而且，只有你這個奇人才能聽到匕首裡面的女聲...」

韓當搖了幾下頭，呆望著黃蓋手中所持的匕首。

我從凡間鏡看到這般景象後，心滿意足的笑了起來。

「你又再一次救到你的兒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