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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秋高氣爽，宜吃月餅，忌煲蠟。

在一幢住宅大廈裡頭，一名叫血時的大學教授跟他的女兒血芬正窩在家中看電視，共同享受著雙黃白
蓮蓉月餅所帶來的滋味。

「爸爸，電視說金莎是天神落入凡間的禮物，那麼月餅又會不會是月老遺漏在凡間的餅乾呢？」
電視正播放著金莎的廣告，血芬滿嘴也是月餅碎粒的作出詢問。

「唔....」
就算是學富五車的大學教授，也是會有被考倒起來的時候。

「我想應該就不是了。
反而...月餅大有可能是魔鬼為凡間帶來的禁果呢！」

「吓？為甚麼呢？」
聽到魔鬼這二字後，血芬立時停下了手腳，一臉愕然的看著父親。

「因為月餅可是高糖高脂高鹹的食物呢，一件雙黃白蓮蓉的月餅接近是三碗飯的卡路里，真的不知道
要跑多少公里的路才能抵銷得到呢！
但偏偏月餅卻是這麼的好吃，令人欲罷不能的咬下去，那還不是魔鬼帶來的禁果嗎？」
血時談笑風生的作出回應。

「哦....」
剛剛升上小六的血芬勉勉強強的能夠理解卡路里的慨念，似懂非懂的點起頭來。

「嗯，我們還是不要吃太多月餅了！
等媽媽下班回來後，我們一家人到樓下的公園一起玩燈籠，好不好呢？」
血時把吃剩的那四分之一月餅放回餅盒裡頭後，向女兒提出建議起來。

「好！
但這樣的話，我要事先準備一下！」
血芬拍手叫好後，隨即急步衝到廚房裡去。

「事先準備？ 我們不是去野餐哦！」
被弄得一頭霧水的血時，緊隨著女兒血芬的步伐，走進廚房查個究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媽媽、爸爸.....」
血芬分別指著三個大蒜，喃喃自語起來。

「芬，你在數甚麼呀？」



對於自己女兒的舉動感到莫名其妙的血時，蹲下身起來跟她作出對話。

「我在數家中有沒有充足份量的大蒜。」
血芬叉著腰，一臉自豪道。

「大蒜？」
血時緊皺雙眉。

「是呀，中秋節的晚上是為月圓之夜，故事書記載這是一眾吸血鬼蘇醒的日子
，所以我們待會出街的時候一定要攜帶大蒜防身呀！」
血芬一臉得戚的樣子，並把三顆大蒜中體積最為細小的那一顆交到血時的手中。

「爸爸你體格最為健碩，所以用最細小的大蒜就可以了！」

女兒那顆真緻的天真心意，使父親血時感到無比溫暖的同時，又讓他感受到甚麼是哭笑不得的滋味。

「芬，吸血鬼除了大蒜之外，還懼怕甚麼呢？」
血時想了一想後，決定用最有效的手法糾正女兒的思想。

「唔...十字架與及陽光？
十字架可以驅趕邪魔鬼怪，而陽光則能瞬間融化吸血鬼！」
血芬把從故事書學到的一一說出來。

「沒錯，就是陽光！
芬，你知道嗎？月亮的光源可是從太陽而來的！
所以呢，吸血鬼是不會在月圓之夜裡頭出現的，他們一出來的話便會瞬間被月亮光融化的。」
血時微笑道。

「噢？真的嗎？」
書中學到的知識與爸爸所說的話互相作出衝突，使血芬感到大為震驚。

「爸爸可是大學教授來的，並不會說出騙人的話！」
血時展示出一副學者的模樣，藉此說服自己女兒相信自己。

「那....那...即是....只要沒有月亮的夜晚，吸血鬼便會出來咬人？」
明亮的月光只有初一及十五的時候才會出玩，一想起每個月吸血鬼會有二十八二十九日的晚上出現在
人間後，血芬嚇得立刻擁抱著父親起來，放聲大叫非常害怕。

看到自己的女兒完全地承繼了自己思想敏捷的優點後，血時點頭微笑了起來，並把自己的女兒擁抱到
客廳的梳化上，細語作出安慰。

「芬，不用怕，爸爸在客廳！



就讓爸爸告訴你吸血鬼的真相吧！」
說著的同時，血時從銀包裡頭抽起了一張卡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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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是捐血卡，你十六歲的時候便能夠去捐血，到時候紅十字會，亦即是你媽媽所工作的地方，便
會把這張卡送贈給你。」
血時把一張紅色的捐血卡交到女兒的手中，向她作出講解。
「人的血型有好幾十種的辨認系統，最常用的那種分成了四個英文字母組別，分別是A、B、AB與及
O。」

「噢，爸爸的血型是O！」
還沒待血時把話說完，血芬便已指著捐血卡上的O Pos字句，嘴部嘟起呈O 字狀。

「哈哈，沒錯！芬女真聰明！

然而，正正就是因為這四個英文字母，牽伸出吸血鬼這個虛構的存在呢！」
血時輕撫著女兒的頭髮，開始進行沉重且厭悶的講解。

在民智未開的時候，人們其實還沒有弄清楚ABO血型分類法的實際原理，只是知道血液能夠以四種
不同組合的方式分門別類。

就在那段時期，有科學家發現到有一部份的人士的血型會不時的作出轉變，昨天的血型是A，後天的
血型卻會離奇地變成了B起來。
當時因為找不到任何合理的理由解釋關係，那些人們便被誤定為吸取了別人的血液，被因而冠上吸血
鬼的惡名，遭世人唾罵及排斥。

久而久之，那些所謂的吸血鬼再也不敢在日間活動，只能偷偷摸摸的在夜間活動，苛且偷生。

「那...即是吸血鬼真的是存在於世上嗎？」
血芳閉起雙眼，捉緊著父親的裇衫，並窩在厚實的腹肌內驚恐地作出顫抖起來。

「芬，別心急，繼續聽爸爸作講解吧！」
血時瞇起雙眼，以溫柔的語調繼續把話說下去。

直到科學漸進昌明後，人們才發現那些人的血型之所以會不斷的作出轉變，原因並不是吸取了他人的
血液，而是因為生病導致紅血球上的抗原作出改變引起。

細菌感染釋放出酶素改變紅血球表面抗原的結構、地中海貧血引致的血紅球過量需求，甚至是血癌或
者是骨髓增生性疾病等等的原因，均會導致一個人的血型作出轉變。

到頭來，所謂的吸血鬼根本就並不存在，說穿了其實就是人類學術知識不足所誕下的「產物」，並透
過以訛傳訛三人成虎的方式傳開出去而已。

「哦？
即是說，吸血鬼其實只是一個生了病的慘慘豬？」
血芬雖然不太明白父親口中的學術用語，但仍然能夠通過上文下理的方式理解得到，世間上並沒有咬



人成性的邪惡吸血鬼，只有病得五顏六色的「吸血鬼」。

「沒錯，乖女真聰明！
那你再也不用擔心吊膽吧！吸血鬼只是一個騙人的神話而已！」

「嗯嗯！」

理解得到事情的來龍去脈後，血芬再現笑容，亮出燦爛的笑容並在廳裡胡亂的走動。

此刻血時當下的體會得到，世間上最幸福的是，莫過於就是有一個非常理性的女兒了！

就在血芬雀躍地在客廳裡轉圈走動的時候，門外傳出一陣鑰匙扭動的聲音起來。

㗎啦啪啦！

「媽咪！」
血芬嗖一聲的撲向母親的懷裡。

「乖女！」
兩母子扭在一團，場面甚為溫馨。

「老婆，我打算一家人到公園逛一圈玩燈籠，你意下如何？」
血時站起身來，靠近兩母女裡頭。

「好呀！不過我想先行洗澡一下！
我剛剛與客人會面，整身也是煙酒的味道呢！」
血時的老婆雙手推開想靠近前來「抽水」的血時，並把手袋放到桌上，急忙地走到主人房拿取更換的
衣服，前往浴室洗去殘落在身上的煙酒味。

灑.....

在浴室裡頭，血時的老婆脫去身上的紅色連身裙和黑色內衣褲，整個人栽進灑著熱水的花灑頭裡去。

「呀...呀...」
血時的老婆強忍著痛楚，任由熱水輾過右膊頭較後位置的一個牙印傷口，盡量不發出任何過大的聲音
。

「想不到，這次會是這麼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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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冷的石倌觸感，黑漆漆伸手不見五指的周遭，身體就像是被一股無形的壓力壓制著似的，完全無法
移動。
「我是在發夢嗎...？」

等待了好一會後，甚麼的事情也沒有發生，一股令人噁心的幽閉感瞬間走遍全身。
「有沒有人呀？ 這裡是甚麼地方呀？」

我撕聲力竭的大叫起來。
嗖...嗖...
大叫過後，外間傳來一陣鐵鏟翻掘泥土的聲音，聲量非常的嘈吵，感覺就像是在耳朵旁邊進行打樁工
程似的。
在聲音停止的那一刻，一陣強光突然照耀到在我的臉上；
大概是逗留在漆黑環境過久的關係，我並無法能夠適應外間的強光，只好緊閉眼睛起來。
「嗯，畢時，四十三歲，香港永久居民...」

朦朧之間，我聽到一把女聲在準確地朗讀出我的個人資料起來。
本能反應下，我盡可能的睜大眼睛，只見漆黑的天空高掛著一個像鹹蛋黃狀的皎潔月亮，真真正正如
銀盤般無異；
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與否，在銀色月光的洗滌下，我的身體終於能夠自如活動起來。

雙手用力的撐起身，我才驚覺自己較早前一直睡在一個雲石棺材，簡直就是大吉利是。
「你終於醒了啦嘛？」

在我的右手方位、棺材的旁邊，一名戴著黑色紳士帽的紅髮少女，嘴唇塗上黑色唇膏，一身雪白哥德
式宮廷長裙，向我伸出一隻毫無血色、真真正正是雪白色的右手。
「歡迎加入，吸血鬼的一份子！」

「哈哈....哈哈..」

我單著眼仰頭對著天上的月亮大笑一輪，用力拉扯了臉頰一下。

「..哈................」

臉部傳來痛楚感後，我的笑容頓時僵硬了起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呼...看來那幫斷間的人真的是越來越不靠譜呢！



他們甚麼也沒有跟你說清楚便把你送回凡間嗎....」

那名紅髮少女從我的反應中大概能夠得知，我對現狀亳不理解。
「斷間？凡間？」

這兩個用詞令我感到特別的在意。
「唉...無緣無故又要增加我的工作負擔，待會我定必下去跟他們追討額外人工的。」

那少女無奈地嘆了一口氣，並把一大疊文件塞到我的手中。
「簡單來說，你已經死了，不過你死前的執念太重，地府經過一輪的判決下，格外開恩讓你重返凡間
一天，成為世俗所稱的吸血鬼而已！」
接過文件後，我發現自己的個人資料、身前所發生過的重大事情均一一列舉了出來；
以文字的方式回顧自己一生所發生的事情，心情可謂非常的複雜，尤其是在我看到與妻子孫旗結婚並
誕下兒子畢深這句子的時候，我實在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跪在地上黯然地痛哭起來。
嗖！
那名少女無情地從我手中搶過文件，一臉不屑的鈄視著我。
「妖，男人老狗，有甚麼好哭！」
「....」

男人也是擁有感情的人，並不是神，情緒激動的時候痛哭一輪，又有甚麼問題呢？
「畢時，因食物中毒而身亡...」

那少女朗讀出文件最後一句的時候，出奇地反常的傻笑起來。
「哈哈哈哈，壽司店的總裁因吃上自家店舖的壽司中毒身亡，哈哈哈哈哈，換作我是閻羅王的話，也
會忍不住大笑起來，把你彈回返間吧！」
雖說男人是並不會輕易的去打女人，但此刻我實在是甚麼的也沒想便握緊拳頭，朝她右邊臉頰用力的
揮下去。
「箇中的來龍去脈，你懂甚麼！」

腦海裡充滿著妻兒臉貌的我，咬緊牙關的用力揮下去。
啪！
那名少女輕易的舉起左手擋下我的拳擊，右手呈蓮花手狀往我的腹部輕輕一彈，我整個人如同一顆彈
珠的直飛數十米之外，直至撞向一顆老樹盤根的大樹下才停止飛行起來。

「小朋友，看來你並不太明白自己所身處的處景呢！」

那名少女嗖的一聲瞬間轉移到我身前，右手強行鉗制著我的頸部，一手把我舉高了起來。
「這裡的話事人可是我呢！

在這地頭，就連閻羅王也要忌我三分，就憑你一介莽夫便想傷害我分毫，你也未免太痴心妄想了吧！
」
在月光的映射下，那名少女的眼珠變成血一般的紅，源源不絕地散發出一陣殺戮的氣息。
黑色的紳士帽、白色的長裙、少女的臉孔再配上血紅色的眼睛，這種微妙的反差配搭，讓人生起一種
無法用言語表達得到的鬱悶。
「......」

我單著眼睛，奄奄一息的凝望著她，腦海裡感覺好像就是從哪裡曾經看見過她似的。



啪！
在我快要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她噢一聲的鬆開了右手，我整個人隨即乏力的攤在地上去。
「嗯，還挺不錯！

你是少數在如此困境中並沒有散發出求降氣息的人類，我欣賞你！」

那名少女蹲下了身，並從其腰間裡拿出了一個月餅。

「今天是中秋節，你要吃一塊月餅嗎？」

這一刻，她的眼睛再沒有任何鮮紅的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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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的那個月餅雖然散發著淡淡的蓮蓉清香，惹人一口的咬下去，但當一想到這是出自在一個企圖想
奪去我性命的人後，甚麼的食慾亦當下消失了起來。

「我沒心情。」
我胡亂編作理由婉拒了她的「好意」，並整個人站了起身來；
雖然剛才被少女彈飛了好幾丈遠，還被她強硬地單手抬高了起來，但我發現身體出奇地一點傷痕或瘀
血也沒有，疼痛及呼吸困難的感覺亦不消一兩秒鐘便秒速消失，非常的神奇。

「嗯，這又很難怪你的！
畢竟，突然間會死而復生，換作是任何一個人也會顯得手足無措，思緒變得非常的胡亂吧！」
那紅髮少女一手的便把整個月餅放進口裡，完全沒有經過任何的嘴嚼便吞下肚裡，非常的可怕。

「你知道為何地府那方，會選取中秋節這日子讓你返回凡間一天嗎？」
她整個人背對著我，雙手放在後方，仰頭望向天上的月亮。

「....」
我咽了一口口水，並不太明白少女想表達甚麼的意思。

「中秋節是中國的傳統節日，有著一家團圓的意思。地府在這一天亦會格外的開通，半睜著眼讓某一
些特別的人士以肉身的方式重回人間。

情形就像是，警察在新年的時候並不會對過份阻街的車輛抄牌，任由夜市開檔販賣小食的道理一樣。

只不過，當到達明天日出的時候，牛頭馬面便會嚴格執法，把你帶回到陰間裡去。」
少女對我展示出一彎令人心寒的奸笑。

「明天日出？那麼現在到底是幾多點呢？」
看著頭上漆黑的夜空，我心急如焚的作出詢問。

「晚上九時四十分。」
少女看著沒有戴上手錶的左手，平淡道。

本著她應該沒有動機要欺騙我的角度來看，我還有約八小時的活動時間，應該還趕得及把我想做的事
情圓滿完成。

「不過呢，百密總會有一疏，明星也會想盡辦法逃稅。
若果你想逗留在凡間長久一點時間的話，辦法倒是有的。」
少女的臉部莫名其妙的向我靠近，一陣非常熟悉的茉莉花香水味亦隨之撲鼻而來。

「方法就是吸取異性的血液。」



她嘴唇朝對著我的耳朵，以緩慢的語速把每一隻字清晰地說出。

「吓....？」
我嚇得退後了幾步起來。

「哈，要知道，在茫茫人海中尋找一個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來的，因此牛頭馬面在把你帶回凡間之
前，暗地裡在你的額頭上施加了一道額外的陽氣，以作標記之用。

你剛才被我打飛後身體一點事情也沒有，原因其實就是這道陽氣幫助你身體作出快速的治療。」
少女指著我的額頭，手指在無形之間玩弄著我那道無形的陽氣。

「明天日出的時份，他們便會針對這道陽氣作大範圍的搜索，迅速找到你的存在。
若果你在這八小時內能吸取一名女性血液的話，你額頭上的陽氣將會被陰氣沖淡，他們再也沒法標記
你的存在。
到時候我會把你催眠，把你放置在另一道的棺材裡頭掩人耳目，避過他們的追捕。

那麼，在下年的中秋節時候，你便會又有一整天的時間在凡間活動了。」

「甚麼？到下年的中秋節才能活動？」
起初我還以為她會提供出甚麼的良計妙策，到頭來的結果想不到卻是如此的令人失望。

「那當然啦！
頭號通緝犯能夠事無忌憚周圍走的話，那整個世界還得了的？
若果想苟且偷生的話，那就只有在人手最為薄弱的中秋節著手而已。」
少女右手略略移動了頭上的那頂紳士帽，嗤之以鼻的笑了起來。

「那我寧願放棄逃避追捕，讓牛頭馬面帶我回陰曹地府，盡快開始另一道人生還了！」
一年只有一天活動時間的話，那倒不如盡快投胎開始另一道新生活吧！

「嘖，這句話我已經聽了很多次，但最終並沒有一個人真的是能夠做得到呢！」
少女以著惑魅的眼神望向著我，右手食指輕輕托著我的下巴。

「畢竟，紙醉金迷的世界可是非常誘人的呢！」

男女授授不親，我急忙後退了幾步，跟她保持一定距離，免卻她的美色誘惑。

環觀四周數以十計開躺著的棺材，我心裡明白到少女剛才並沒有說謊，世間上的而且確存在著很多迷
戀人間的「吸血鬼」。

「話說，這裡到底是甚麼的地方？
若果我想去茱莉大廈一趟的話，又有甚麼快捷便利的方法呢？」
周遭的感覺非常荒蕪，沒有任何的住宅商店或高樓大廈。
海浪的聲音不時從四周傳出，沒估算錯誤的話這裡應該是一個無人居住的島嶼。



「這裡是滘西洲，西貢對出的一個島嶼。」
少女說著的同時，右手突然在胸部的位置作出抓摷的動作，拿出了一道黃色的護符。
「這道護符是一次性的消耗用品，只要唸出咒語的話，便能夠讓你瞬間返回到這裡。
你要好好保管它，無論你成功吸血與否，均必須在日出之前回到這裡，明白嗎？」

「哦...」
我一臉漠然的接過護符，把它放進褲袋裡頭。
「那麼....」

正當我想繼續作出追問的時候，少女伸出右手食指示意我閉嘴，左手五指奇怪搖動的同時，雙眼緊緊
閉上並喃喃自語起來。
「風阻，風向，重量...唔...」

剎那間，少女瞪大眼睛，朝著地下輕輕點頭，同時地揚出了一道邪惡的笑容。

「喂...你不是想....」

在我還沒有把說話說完之際，少女嗖一聲的瞬移到我面前，輕聲說了一句。

「旅途愉快！」

啪！

她在我腹部輕輕用手指一彈，我整個人應肚即飛的像一顆炮彈向天射出，高速地飛行越過大海。

在我閉上雙眼祈求著降落的地點並不會是一塊硬地的時候，那名少女利用了千里傳音的方式跟我作出
了一句補充。



「忘了告訴你，傳送符的咒語是

『派派幫幫，抱啦抱啦抱，立即回到靚女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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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尾酒是一種極常邪惡的發明，透過各式各樣的配料蒙混自己是烈酒的存在，讓人在不自不覺間在短
時間內飲用過量的酒精，釋放著自我的真本性。

「就是這裡了！」
喝下數杯血腥瑪麗後，紅裙美女表示酒吧的環境實在是太過侷促，要求轉換一下環境。
在她跌跌撞撞的引領底下，我們來到這間名為「時分酒店」的時鐘酒店門前。

“發明血腥瑪莉的人，此生此世也應該得到後世人的褒獎！”
這是我進入時鐘酒店升降機那一刻生出來的想法。

到達酒店裡其中一間的空置舒適房間後，我把適量的金錢交託到引領員的手中，那員工隨即識趣地把
門啪一聲的關起來。

「喂，你知道今天是甚麼的日子嗎？」
紅裙美女在床上翹起二郎腿，臉頰紅當當的模樣。

「唔...你的生日？」
我順理成章的坐在美女旁邊，作出猜度；
大概是酒吧期間並沒有留神的關係，現在認真地凝視著她的側臉後，我頓時感覺到這名女生好像是在
哪裡見過似的。

她搖頭吱的一聲笑了起來，在隨身手袋裡拿出了一個比我手掌還要大的雙黃白蓮蓉月餅。
「今天是中秋節呀！這個月餅是我親手做的。」

我接過月餅，心裡頓時感到有一丁點的奇怪。
一個女生的手袋裡，竟然會放有一個月餅？

「你不喜愛吃月餅嗎？還是...因為這是我親手做的月餅，所以你不想吃呢？」
紅裙美女嘟著嘴起來，散發著一陣失望的氣場。

「當然不是。
只是.....」
無緣無故把月餅送贈於非親非故的我，我實在是難以理解。

「吃飽後，才有力氣做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呢！」
紅裙美女把食指放在我的嘴唇上，接近以臉貼臉的距離與我作出對望。

啪啦！

“喝！”
被「對手」這樣的一說，我還有不吃下月餅的餘地嗎？

施展雄風把月餅膠袋的封口打開後，我毫不客氣的把四分之一個月餅吞下肚裡，蛋黃的鹹味與及蓮蓉



的淡香激烈地在口腔內互相產生碰撞起來。

「很好吃！說實話，我實在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也沒有吃過月餅了！」
回想一下，這五十五「年」來我真的是一口月餅也沒有吃過，過往與家人共度中秋的種種回憶一剎那
間點滴在心頭。

「哈哈，吃月餅竟然也可以吃到流下淚水起來，你真的是非常誇張！
竟然真的是這麼好吃的話，你一定要把它整個吃掉，不可以浪費我的心機呀！」
紅裙美女徐徐站了起來，走到窗邊嗖一聲的把窗簾關上，作「要做的事情」的事前準備。

自古月餅伴靚茶，今有月餅伴鮮血，上天果真是待我不薄！

然而，就在把整個月餅吃畢的那一刻，我發覺到身體裡產生了異常，血液開始急劇的發熱，皮膚徐徐
變紅，整個人就像是浸在溫泉水裡頭似的。

「喂？發生了甚麼事？你面色為何突然間變得這麼難看的？」
紅裙美女雙手按在臉頰上，驚恐地大叫了起來。

雖然並不太確定身體發生了甚麼事，但問題的源頭九成九一定是出自在月餅之中；
尤其的是，剛才她一口月餅也沒有碰過。

不用多說，面前的這個女人一定有著不軌的企圖！

唉，色之頭上一把刀，這個顯淺的道理，始終還是要親身經歷一次才會明白得到的。

不過，你有張良計，我有過長梯！

我不慌不忙地抱緊載有O型血包的背囊，拿出身裡的黃色護符，唸出啟動咒語起來。

「派派幫幫....」



「抱啦抱啦抱！」
那名紅裙美女一手搶過我的護符，把它撕成兩半的同時，同時唸出下一句的後續咒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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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何會懂得這句咒語的？」
這句咒語是由守墓人所傳授下來的，只有作為同類的「吸血鬼」才會懂得。
但是，眼前這個紅裙美女身上一點「吸血鬼」氣息也沒有，當了五十五年「吸血鬼」的我非常肯定，
此人絕非是同道中人。

「哼，你有時間理會別人的話，還不如先顧及一下自己的狀況吧！」
她嗤之一笑，並沒有打算回答我的問題。

雖然她這句話甚具挑逗的意味，但她的確沒有說錯，我現在的狀況好比中暑更嚴重，由頭髗至腳趾尾
的每一個部位均好像被人用打火機燃燒著似的；

尤其是在後頸與及心臟的位置，熾熱的感覺特別明顯。

「你究竟...在月餅裡下了甚麼手腳？」
我忍受著熱力的煎熬，趕緊在思緒還是清晰狀態的時候對她作出追問。

「我並沒有做任何手腳，這只是一件隨處也可以買到的雙黃白蓮蓉月餅！」
紅裙美女在手袋中拿出另一件同樣包裝的月餅，整個人倚在房間的梳妝桌上，一臉滿足的咀嚼起來。

「『你呃人』！」
我暴跳如雷狀作出大叫。

「我並沒有說謊！
你身體之所以會感到非常熾熱，原因是出自在粒線體(Mitochondria)而已！」
紅裙美女一臉淡定的模樣，滔滔不絕的說了起來。

「人體可把葡萄糖 ，脂肪，蛋白質轉化成能源供細胞使用。

脂肪與及蛋白質均需要透過粒線體的幫助再配合氧氣轉化成能源。

而葡萄糖則可以在無氧情況下不經粒線體製造能源，又或者在有氧情況下透過粒線體製作更多的能源
。」

「你在一臉正經胡說八道甚麼？」
被熱力冲昏頭腦的我聽到這些學術理論後，腦部更加變得的頭痛起來。

「哈，你沒曾想過，為何你經歷了五十五年，樣子還是依舊這樣年輕的嗎？」
這一刻，紅裙少女的眼神變得異常銳利。

「甚麼！？ 為何你會知道我曾經歷過五十五年的中秋節？」
被摸穿底細的我，整個人為之一驚，嚇得往後跌在地上。



「你的樣貌及體能之所以沒有變動，原因是這五十五年來你身體裡頭的細胞正處於靜止（Quiescenc
e)的狀態！」
紅裙美女一點也沒有在乎我的反應，繼續作出解說起來。

細胞靜止這情況較多時發生在癌細胞之中，當癌細胞感測到外來營養並不足夠又或者認為現時狀態並
不適合生長的時候，它們便會自我調整成為靜止狀態，等候適當良機來臨的時候才繼續生長–

情形就像是動物利用冬眠的方式避過寒冬一模一樣。

靜止狀態下的細胞雖然不會進行分裂產生更多的細胞，但它們依舊需要能量維持內裡的基本功能，例
如維持納鎂含量的平衡與及分解老舊或不中用的蛋白質等等。

為此，它們會傾向選用蛋白質或脂肪作養料，經由粒線體製作自己所需的能源，而不採取分解葡萄糖
的方式製造能源。

最主要的原因是，分解葡萄糖的主要用途並非是產生能源，而是製作細胞分裂時候所需要用的材料–
細胞膜、蛋白質與及DNA等等。

細胞之所以進入靜止狀態，無非就是不想進行細胞分裂，那自當然不會傾向使用葡萄糖產生能源吧了
。

「經歷了五十五年細胞靜止狀態的你，身體早已產生出無數多的粒線體作適應之用。
如今你竟然貿然匆匆吃下一個等同四碗飯卡路里的月餅，身體自當然是無法適應，並瘋狂地利用所有
的粒線體製作儲備的能源吧！

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熱能，可是足以讓你整個人自焚起來呢！」
紅裙美女單手掩著嘴竊竊偷笑起來。

「你..你究竟是甚麼人！ 這樣做到底對你有甚麼好處！」
我真的是萬萬也想不到，一個平平無奇的月餅竟然可以摧毀我的一生！

「我呢...以前也曾跟你一樣同是『吸血鬼』，不過現在我已經贖回正常之身，過著一個美滿幸福的家
庭生活呢！」
她雙手放在身後，甜絲絲的笑了起來。
「不怕跟你說，剛才的學術知識，全部也是老公教曉我的！」

「贖回肉身？你...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快告訴給我聽！」
我的大腦已經處於發麻的狀態，就像是在融化中似的，思路變得異常的混亂。

「告訴你又有何用呢？也改變不到你將被月餅燒成灰燼的事實吧！」



紅裙美女說畢整句話後，身上的手提電話突然間響了起來。

“唏又唏唏又唏又唏..”
耳熟能長的電話鈴聲奏起。

「你...這個殘人！
我圓勢凱就算要死，也要跟你同歸於盡！」
趁紅裙美女被鈴聲分散了注意力之際，我窮盡一生的力量對她作出飛撲，在她的後頸位接近膊頭的位
置用力一咬。

「呀！！！」
紅裙少女作出激烈的慘叫，血水連綿不斷的從牙印傷口中滲透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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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血液的味道是如此有趣的！
我終於明白到，為何這麼多人喜歡在車仔麵中加入豬紅了！」
從來只選取牛腩、魚蛋與及魷魚作車仔麵配料的我，此刻終於了解到豬紅存在於世上的意義。
同時間，我亦體會到自己生前是多麼的愚蠢，竟然白白錯失了這麼多品嘗豬紅的大好機會。

「牛頭..馬面，救命呀！」
二十八歲壯男的身體給予了我無窮的力氣，紅裙美女在我的鉗制之下完全沒法作出動彈，只能聲撕力
竭的大叫救命。

「叫吧！盡情地叫吧！
任憑你如何的大叫，也沒有任何人會幫助你的！！」
自己的身體自己最為清楚，我深知自己已時日無多，故此亦唯有用盡口腔裡頭的最後一點牙力，務求
要她跟我一起共度黃泉。

「各人一碗沙爹蛋牛麵......快點出來...好嗎？」
就在美女說出這句意義不明的句子後，我整個人的身體突然間變得軟弱無力起來，下顎完全沒法使勁
。

啪！ 啪！

與此同時，我左右膊頭分別傳來兩聲巨響，一股無形的蠻力強壓在我的雙膊上，並把我拉扯至遠方起
來。

「早點說出奉獻沙爹蛋牛麵的話，那便不用受到無謂的肉體之苦囉！」
把手「放」在我左膊頭的馬面，一臉唏噓道。

「事先聲明，若果不是蒙茶茶餐廳出品的沙爹蛋牛麵，我們是不會接受的。」
右方的牛頭緊隨著馬面說起話來。

「我..我當然懂得...
馬面你要炒蛋三小辣，而牛頭你則是要荷包蛋中辣呀嘛...」
紅裙美女右手掩蓋著傷口的位置，單著眼睛強忍著痛楚，把二人的要求準確地說出。

牛頭馬面點了數下頭，會心微笑。

「嗯，那麼，今年你的指標已經達到了！
我會依舊在斷間的記錄冊把日期延長多一年！

下年的中秋節你就好好繼續努力吧，否則你的下場就會變成跟他一樣了，知道嗎？」
馬面板起馬面對她作出警誡的同時，眼角用著不屑的眼神瞪著我起來。

「明白...我當然明白...」



紅裙美女利用梳妝桌上的化妝綿作緊急的傷口處理，以著生啞的聲線作出回應。

「你...你是卧底！？」
這一刻，我大概猜想得到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這名紅裙美女與牛頭馬面互相私通，利用每年繳交「逃犯吸血鬼」作為條件，延長每一年在陽間裡頭
的壽命。

「與其說是卧底，那倒不如說是污點證人還更為貼切吧！
我也不妨告訴你，薯吧裡頭的阿滔是跟我同一夥的，我的名字亦不是Mary，這整整的一切也只是一
個騙局！」
紅裙美女亮出一道漫不經心的微笑。

「你...你...」
此時候，我已經再也沒有力氣及心神說出任何的話，視線逐漸變得模糊與及昏暗起來。

「要怪的，就只能怪你色迷心竅與及沒有好好用心上科學堂了吧！」
紅裙美女的這一番話，正式宣告我圓勢凱已到達了這一生的終結。

人體裡頭的每一分每一秒，基因均會出現異變；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細胞均會動用一系列的機制修
補箇中的異變，保持基因排列的完整性。

基因異變聽起上來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壞事，但沒有基因異變這回事的話，人類亦不會有可能生存在現
今的世上。

適者生存汰弱留強，基因異變提供了改變與及進化的可能性，隨著外間環境的轉變，人體的基因亦能
隨之改變作出迎合；
只有攜帶著能夠適應外間基因的人類，才有足夠的能力生存下去，把基因傳遞到下一代去。

阿凱長年累月睡在棺材底下，身體為了迎合細胞作出靜止的狀態，基因作出異變並不斷產生出一種名
為PGC-1α的蛋白質，誘使細胞製作出數量龐大的粒線體與及減低使用糖分作能量之用。

一年三百六十四日也沒有進食的阿凱，在一息間竟然吞下熱量甚高的雙黃白蓮蓉月餅，身體的細胞對
此「異常」的狀態生起反應，立時動用身體裡頭的粒線體把月餅裡頭所潛在的能源作出轉換。

在粒線體把月餅的能量轉換成身體可用的能量同時，少數的化學能源會轉化成為熱能散播出去。

一顆電燈泡的熱能雖然並不算是甚麼，但若果把數十顆聚集起來的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比常人擁有數量更多粒線體的阿凱，情形就像是把數千顆電燈泡集中在身上裡頭，並透過月餅這個開
關，真真正正的在「發熱發亮」。

“唏又唏唏又唏...”

待牛頭馬面帶同阿凱一同消失後，紅裙美女接聽了那個再次響起鈴聲的手提電話起來。



「老婆，你何時回來呀，我跟血芬在家中正等待著你呢！」

「我剛剛完成了紅十字會的工作，現在就立刻趕回來！
你們一邊吃著月餅一邊等我回家吧！」
紅裙美女拾起阿凱遺留下來的那包紅十字會的O型血包，實話實說的在說自己正做著紅十字會的工作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派派幫幫.....」

「呼？畢時你終於回來了！
嘩！你全身也是血淋淋的模樣，看來收獲非常豐富喎！
你這一回吸取了多少妙齡少女的血液呢？」
黑色紳士帽少女笑淫淫道。

「零。」
畢時把手上那把佈滿血液的小刀插在腰間裡頭，一臉黯然的坐在草地上。

「零？」
黑色紳士帽少女靠近畢時的位置，鼻子用力的一嗅。
「這可是人血的味道呢！」

「這些全都是我仇人的血液，我剛剛親手手刃了他，完成了一道法律沒法能夠完成的事情。」
畢時閉起雙眼，深情的呼了一口氣。

「吓？除了報仇之外，你沒有探望你的老婆、兒子又或者是朋友嗎？
機會難得，你不想與他們見一見面嗎？」
少女一臉疑惑的模樣，並準備再送贈畢時另一道傳送咒符，讓他與親人見一下面。

「不用了，報了仇便已足夠，不用再作多餘的事情！
就讓我無牽無掛的去輪迴下一生吧！」
畢時展示出堅決的姿態，表示凡間的唯一心事亦圖滿地解決了，現已作好心理準備迎接下一世的來臨
。

「哦..我可真是頭一次遇見你這一種思想如此特別的人呢！
從陰間折返到陽間與親人會面，這可是成千上萬已死之人夢寐以求的事情！

而你卻竟然如此浪費這個千載難逢的黃金機會，唉...」
少女單眼瞄著畢時，只見他依舊完全無動於衷的模樣，一動不動的坐在草地上等候牛頭馬面的來臨。



「喂！喂！」
少女輕輕拍打畢時的臉頰，意圖讓他睜開眼睛起來。

「我明白你的心意啦！我不會阻止你與牛頭馬面會面的！

你我能在這裡會面也算是一種緣分，雖然現在已是中秋節翌日，但賞個面跟我一同對著日出吃一個月
餅也行吧？」
少女坐在畢時的身旁把一件啡色的菱形月餅塞到畢時的手中。

「這件月餅...為何會是菱形這麼奇怪的？」
畢時接過月餅後，心裡生出了一道疑惑。

「這可是我親手做的素食月餅，不含任何脂肪，最適合的就是我這一種苗條女士食用的！」
少女仰高頭，一臉自豪的炫耀自己的成品，大口的咬了一下自己手中的菱形月餅。

「唔...這件月餅..味道雖然有點鹹，但又挺好吃的！」
畢時一邊品嘗著月餅，一邊起勢的點頭讚賞起來。
「月餅壽司這主意，或許有可能殺出一條血路呢...」

生前是壽司店的總裁，死後也是壽司店的總裁，滿腦子仍是充斥著開拓壽司店前景的想法。

呵欠...

吃了數口月餅後，一股飯氣攻心的感覺慢慢滲進畢時的腦海裡頭，驅使他不停的打出呵欠。

眼角瞄到日出的陽光後，他不自不覺間的裁到少女的懷中，相約周公在夢中，準備下一世投胎的旅程
。



「為了妹妹的幸福著想，你可是不能這麼快離開陽間的！
我們在下年的中秋節再見吧！」
少女凝望著菱形月餅蛋黃裡所滲出的血水，亮出了一道天真無邪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