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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試

家慰還記得第一次見劉克的那天。他雄厚的聲線，高大的身型和透著憂鬱的眼神，令她有深刻的印象
。
星期六的早上，家慰來到第一個面試。
「妳今年多大？」劉克道。
「十二歲，快生日了。」家慰道。
「妳喜歡照顧小孩嗎？」劉克一邊拿著奶瓶餵手中兩歲大的兒子，一邊問。
「餵奶，做飯，換尿布，我樣樣都懂。我常常幫我的親戚照顧小孩的。我最希望有個弟弟，但沒有。
」
「我有時週末要上班，妳可以來嗎？」
「沒問題，乘空中鐵十五分鐘便到這裡。」
「洛奇跟別的小朋友有些不同，照顧他可能比較辛苦，妳有沒有信心？」
「我會很努力的。」
「你有什麼問題呢？」劉克把洛奇放在地上。小孩從面試開始到現在都很靜，完全沒有跟家慰，甚至
他爸爸有眼神的接觸。」
家慰好奇道：「貝貝很文靜呢。」
「他有自閉症，剛開始了療程，慢慢會有進步的。」
「你太太會不會和我一同照顧貝貝呢？」
「她剛過世了。」劉克淡淡地說，眼裡閃過一絲傷感。
「對不起。」家慰道。
回家的時候，家慰從空中鐵的車廂仰望天上藍色的星球。真的很美，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看看。



（二）

家慰下課後直接去劉克的家。 今天是第一天上班。
劉克簡略地帶家慰行了屋子一遍。屋很大，上層是睡房，地下是廚房和大廳。家慰見往地庫的樓梯底
有電子鎖，劉克說是他的工作室，叮囑她千萬別和洛奇下去。
之後劉克坐在地上教洛奇推玩具車，但洛奇好像沒什麼興趣。家慰坐在洛奇旁邊，握著他的手把車推
回劉克處。來回玩了一會，屋裡只聽見玩具車的滑行聲。
家慰打破沈默，問：「劉克叔叔，你不用上班嗎？」
「我的工作不用每天上班的。」
「你做什麼呢？」
「保安顧問公司。」
家慰本想再問下去，但肚子突然一陣刺痛。坐車時已是這樣，於是她失陪進了浴室。浴室很寛大，比
她家的客廳還大，浴盆可以容立三個人，想劉克的家境一定很不錯。
家慰坐下來，見內褲有些血，吃了一驚。正不知所措間，有一把機器聲說：「我是家庭醫師
3.0，李家慰，妳好嗎？」
家慰本來給這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一跳，但剛才劉克講過因為洛奇身體不太好，這屋子是裝了電子醫
師系統的，想這聲音必是他了。
「醫師，你好。」家慰道。
「李家慰，女性，二零五一年五月十四日出世，地址第五路三十二號。你同意成為我的病人嗎？」
家慰痛得泠汗直流，忙說：「好！」
「超聲波素描顯示妳的子宮充血，但妳不用擔心，這是每一個成年女性都會有的月事。我已替妳訂了
龍眼湯，明天會跟洛奇的花旗參瘦肉湯一起送來。我建議妳以後每個月都喝龍眼湯或者紅棗湯，那妳
的血氣會恢復快些。」
「好痛啊。」家慰呻吟道。
「請張開妳的手，我會用聲波為妳按摸穴道。」醫師說。
家慰閉上眼，雙掌朝天，感到一股熱力像電流般從手腕流到太陽穴，暖暖的。慢慢，痛楚便減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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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慰坐在洛奇旁邊逗他說話，但他大字形躺在地上仰望天花板，好像沒什麼反應。
劉克很靜，整個星期日早上都看著立體電視。一個長髮，身穿白色外套的女人，一邊拆卸一部機器，
一邊講解一些家慰聽不懂的理論。劉克顯然在控制影像的觀點，有時女人會背向他們，有時她的眼睛
又會放大幾倍。
下午，三人去了公園。劉克讓洛奇騎在他的肩膀上，一起看草地上的小孩子踢皮球。天氣很好，遠處
有一架飛機轟轟飛過，洛奇突然手舞足蹈地指著天空，口中模仿飛機聲：「胡胡。」。家慰第一次見
他這樣主動，笑道：「原來你喜歡飛機，你生日姐姐送你一架玩具飛機好嗎？」
劉克抱起洛奇，吻了他面額一下。這時飛機聲愈來愈大，原來剛才的小型運輸機飛了過來，在公園旁
的空地垂直降落。
劉克把洛奇交給家慰，道：「我今天要上班，拜託妳照顧洛奇。」
家慰抱著洛奇，望著劉克走向飛機。飛機內有兩名身穿淺啡色制服的男人向劉克敬禮。不久，飛機便
升空，轉瞬間變成天空的一點。
晚上講過故事後洛奇便上床睡覺。
家慰戴上眼鏡，坐在沙發上看書。差不多十二點，劉克回來，一進門，說：「辛苦妳了。很晚，我開
車送妳回家吧。」
家慰坐進紅色的房車，車廂內有一股皮革的氣味，很香。木的儀器板現在很罕有，上面的螢光幕打開
，見劉克坐在書房內遙控車子，
道：「十分鐘便到妳家。」車緩緩升起，駛離屋子，然後一個急彎飛進午夜的公路。離心力把家慰的
背脊緊緊推向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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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劉克要晚飯後才下班。家慰在廳裡教洛奇說話，他好像沒什麼反應，但醫師說家慰來了這三個
月，他已有明顯的進步。
過了一會，家慰到廚房預備晚飯，只半分鐘的光景，突然廳裡砰一聲，然後是尖銳的哭聲。她大驚，
跑回大廳，只見洛奇趟在樓梯底，額頭鮮血長流。
醫師的立體影像出現在洛奇旁邊，道：「要止血。」
家慰唸過急救課，連忙拿消毒紗布按在洛奇的傷口上，道：「不要怕，姐姐替你止血，你要忍著痛。
」
過了一分鐘，血還如泉湧，家慰連校服也濺滿了紅色的斑點。她跑去拿了枕頭跟雲南白藥。她把枕頭
放在洛奇頭下，問道：「醫師，用藥好不好？」
「妳做得很好。妳把藥塗在傷口上，然後用紗布按著。我已通知了醫院，救護車十五分鐘便到。」
家慰照辦，果然，血停下來了。洛奇也安靜下來，但面色很蒼白。
家慰鬆一口氣，坐在地上。那知洛奇突然吐了一地，兩眼翻白，失去了知覺。家慰大驚。醫師說：「
請妳退後兩步，我要跟他照FMRI。」過了半分鐘，醫師道：「洛奇的腦有內出血，腦壓不斷飆升，
如果不盡快替他減壓，會有生命危險。」
「救護車怎麼還未到？」家慰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由這裡去醫院，也要十五分鐘，來不及了。家慰，5643PS3!」
「什麼？」
「劉克工作室的密碼。他有電鑽，快拿上來。」醫師命令道。
家慰飛也似的跑下樓梯，按密碼後衝進地下室。工作室的溫度很低，家慰不自覺地打了一下顫抖。室
內很大，中間有三個並排的黑色金屬箱，七呎長，三呎闊，四呎高。靠邊的桌上放了不同的電子儀器
。家慰四周搜尋了一會，在一個櫃裡找到電鑽，馬上拿回一樓。
醫師跪在洛奇旁邊，一見家慰，
道：「我現在把腦素描直接輸入妳的視覺神經。妳要照我的指示做。」
「明白。」
「開電鑽。」
家慰一按鈕，電鑽隆然開動。同時她發覺眼前左上角出現了一個緩緩旋轉的腦袋影像。腦的右邊有一
片深紫色。家慰望向躺在地上的洛奇，他頭右邊也出現了一個閃亮的紫色十字標誌。
醫師說：「聽我說，妳用左手把洛奇的頭顱定位，然後往紫色的十字鑽大約四分一寸，我一叫停，妳
便把電鑽抽出，讓瘀血流出來。」
家慰拿著電鑽的雙手突然震起來，哭道：「我不行啊。」
醫師道：「妳做得到的，家慰。」　
「準備。」醫師又說。
家慰把電鑽移近洛奇的頭，但手震得很厲害，眼也哭得矇矓了。
醫師見情況緊急，道：「家慰，閉上眼睛，心裡想著妳最喜歡的東西。」
家慰吸了一口氣，開始鎮定下來。
「我一定會幫妳們的。」
「我知道。」
「我會用腦電波連線。把妳交給我好不好？」
家慰還未回答，已感到一股能量進入她體內，然後是眼前一黑。

醒來的時候，她發覺自己躺在醫院的長椅上，披著一件男裝的外套。劉克背向著她，站在病床邊看著
大字形躺著的洛奇。洛奇的頭包了白色的紗布，右手又吊了鹽水，睡得很甜。劉克聽到家慰醒來，行
過來扶起她，道：「謝謝妳。他已度過危險期。」
「對不起，令洛奇受傷了。」



「是意外。醫院說，如果不是妳及時在他的頭鑽了一個小洞，讓腦壓減低，他可能已經死了。」
「我…」家慰腦裡一片混亂。

洛奇一個星期後出院。這次事件令家慰無意中知道了洛奇的身世。劉克跟洛奇的血型不同，不能捐血
給他。原來洛奇是劉克的亡妻和前夫所生。
親情，原來不一定要有血緣的，家慰心道。



（五）

CyberPRO的操守專員招開洛奇急救一事的檢討。CyberPRO是家庭醫師3.0的研製公司。
除了專員，還有醫學工會的主席和醫療局長。
專員道：「這聆訊的目的是檢討上星期編號001的醫師在替病人急救時有沒有違反三大守則。」
專員又道：「根據口供，用家並沒有正式同意腦電波連線，對不對？這是違反第二守則。」
醫師說：「沒錯，當時情況太危急，所以我用了第一守則，直接控制了李家慰的身體，替病人急救。
」
專員道：「第一守則凌駕其它守則。但是，腦電波連線是最新的技術，在用家沒有充份準備下進行，
是有危險性的。」
「明白。」
工會主席說：「3.0加了Compassion程式後，似乎對三大守則的服從鬆懈了。我認為必須給001書面
警告。」
局長說：「CyberPRO也應該重新檢驗Compassion程式，看看有沒有可改良的地方。」
專員道：「同意。」

＊      ＊      ＊      ＊

這兩星期家慰不停做著同一個夢，夢見一個穿黑色裙的中年女人站在一間白色小屋的窗前和她揮手，
然後是強光照射的天花板，躺著給砰一聲推進一個密封的銀色金屬盒內。影像很真實，每次一到這裡
，她便會驚醒。
這天在劉克家忘了關爐，幸好醫師及時提醒她。
醫師關心道：「妳今天精神很差，睡得不好嗎？」
家慰於是把夢境告之醫師。
「說不定是妳童年的回憶呢？」
「不會，但真的很真實。」
「我替妳訂了靈芝豬骨湯，會幫妳睡得好些。」

深夜，家慰突然啊一聲驚醒，滿頭是汗。白色小屋旁有一間教堂，今次也很清楚見到金屬盒內有「C
P」的標記。夜有點涼，她披上外套，坐在窗前打開電腦。



（六）新娘

轉眼洛奇已六歲，保姆的工作量也減低了，只是下午替洛奇溫習一下功課。閒的時候，家慰索性幫他
們兩父子洗衣做飯，好像變成了管家。她的朋友都叫她轉工，跟她們去咖啡店上班。但每天她見洛奇
一邊跳，一邊笑瞇瞇的舉起雙手指著她，便令她覺得這是全世界最好的工作，別作它想了。

星期六早上，她上班時經過公園，裡面有一對新人在拍婚紗照。新娘很漂亮，紅色的短髮，長長的腿
。家慰逗留了一會，看他們拍照。新郎不時握著新娘的手，露出幸福的笑容。
晚上洛奇入睡後，家慰在大廳看書。過了不久，聽到車聲，想是劉克回來了。她拿起背包，正準備回
家。這時門打開，一個短髮的女人雙手拖著劉克的手臂進來。劉克道：「家慰，今天有事，不送妳了
。」然後直接和女人步下地庫，女人很美，但面色有點白，令紅色的頭髮更顯艷麗。家慰愣了一愣，
心裡突然很不舒服。這女人不就是早上公園裡的新娘嗎！



（七）感冒

次日，家慰有點發燒，沒有去上班。
十一點起來，煮了一碗麵吃。她媽媽進來看她，家慰道：「媽，妳也吃點嗎？」
「媽不餓，妳記得吃藥啊。媽有點事情要辦，晚上才回來。」
「我心裡常常有個問題。當年妳和爸為什麼會離開地球呢？」
「家慰，妳爸爸是宇航機師，我們都很熱愛太空，於是便搬來這片新天地了。」
「妳想念爸嗎？」
「當然，但他在我們這裡。」媽把手放在胸前， 道。
媽離開後，電話響起來。
「你好。」
「家慰，我是醫師，聽說妳病了，還好嗎？」
「只是一點傷風，謝謝關心。」
「妳的聲音好像不開心？」
家慰猶豫了一會，道：「 我昨晚失眠 。那跟劉克一起的女生，我見過，她有未婚夫呢。 」
「事情可能不是妳想像那樣呢。」
「醫師，你知道些什麼呢？那女生是誰，那麼晚去人的家幹什麼？」
「病人的私隱，我不能說。總知妳不要亂想了。」
「他們是同事嗎？」家慰心情突然輕鬆了， 道。
「算是吧。我不能說太多了。」醫師為難說。
「講多些我聽好嗎？」家慰撒嬌道。
「妳喜歡了劉克嗎？」
「我…我是當他好朋友。」家慰滿臉通紅，心想幸好醫師見不到。“
「這樣也好。妳們畢竟是兩個世界的人。妳才十六歲。劉克在社會做事也十幾年了。妳有空應該找個
同學交往一下。愛情是女生最有效的寶藥呢。」



（八）電子夢

「昨夜，我做了個夢。」一個早上，醫師突然對家慰說。
「電子醫師也跟我們一樣嗎？」家慰好奇道。
「不，我們不應該做夢的。」
「是怎樣的夢呢？」
「一個穿黑色裙的女人在小白屋內向我揮手，還有密封的銀色金屬盒。」
「啊，跟我四年前夢見的一樣！」
「那金屬盒我認得，是CyberPRO的性格素描機。以前的電子醫師跟人類醫師很不同，只會理性分析
病人的病情，直話直說。但這樣對於特別的病情，是不夠的。譬如，病人有絕症，你總不能說：『你
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機會會死。』先進的醫術，也要配上一顆仁心，於是CyberPRO便發展了Compas
sion程式。這程式當年是根據陳永明醫師的性格素描而做，用的正是這種銀色的素描機。」
「難道我們看見的是陳醫師的記憶？那我們去問問他不就清楚嗎？」家慰道。
「可惜，他十年前寫完程式的那天，車禍去世了。」
「你有陳醫師家人的照片嗎？」家慰道。
立體電視開啟，投射出一個女人的影像。家慰一見便衝口而出道：「是她！」
「她是陳醫師的太太。」醫師頓了一會，續道：「家慰，妳可以幫我一個忙嗎？我想去見見她。」
「怎樣幫你呢？」
「你打開書房的櫃，裡面有個像iPod耳筒的東西。」
家慰戴上白色的「耳筒」後，醫師說：「妳同意讓我腦電波連線嗎？陳醫師的太太住在第二城，乘空
中鐵一個小時便到。」
「沒問題。」
「謝謝妳。」



（九）

離開第二城回家的時候，已是黃昏。洛奇熟睡在家慰的懷裡。家慰還戴著電子醫師的「耳筒」，腦神
經跟在五十里外的醫師連在一起。今次沒有像第一次時被醫師的意識完全控制，反而有好像兩人共用
一個身體的感覺。醫師變得很靜，回程途上沒有說話。。
今天空中鐵乘客不多。家慰望出窗外，見兩邊的政府大樓向後飛馳，大樓的玻璃反映著艷麗的晚霞。
這時家慰發現前面樹林有一只好像模型飛機的東西高速飛過來，又在空中一分為四，變為四枚四呎長
好像箭的物體，向不同方向飛去。其中一枚無聲無息的穿入右邊的大樓。
醫師突然大叫：「抓緊扶手！」說時遲，那時快，右邊的大樓霎時化成高聳入雲的火球，然後是震耳
欲壟的聲浪。空中鐵失控撞向地面。



（十）射日

劉克是軍隊的保安顧問，俗稱僱傭兵，是拆彈的專家。他和幾個隊友第一時間駕駛運輸機趕到第二城
和安德遜上將會合。
上將把最新情況告知劉克。三座位於城市不同角落的政府大樓同時被摧毀。手提射日者導彈應該是從
森林那邊發射的。軍方有五百人在幫助救援，另外一百人已往森林進行搜捕。
「射日者一分為四，第四枚會延遲爆炸，找到了沒有？」劉克道。
「第四枚射中了醫院。」
「我馬上過去看看。」
劉克來到醫院外，舉起一個好像望遠鏡的東西，離遠用立體超聲波分析插在醫院正門的導彈。射日者
是用最先進的微型技術製成，雖然只長四呎，但威力相等於二十世紀時一枚百多呎長的導彈。軍隊開
始從醫院後門把病人撤離，估計要兩個小時。就算所有病人安全離開，也不能讓導彈爆炸，因為這是
第二城最先進的醫院，單是手術機器人便有二百個。
回到控制中心，劉克對上將說：「根據經驗，射日者通常會延遲一天到七天爆炸，我們必須馬上拆掉
它。」
「用拆彈機器人行不行？」
「這導彈有干擾機器人的裝置。」
「可惡！這兩年地球的拆彈專家死的死，傷的傷，就是因為反拆裝置愈來愈精密！」
「我親身去吧。」劉克道。
上將想了一會，道：「這可能是個陷阱，是時候試試不死貓了。我會封鎖新聞，不讓敵方得知。」
劉克和運輸機通訊，道：「準備新娘。」
運輸機內的人按了幾下電掣，機艙內三個黑色金屬箱其中一個慢慢打開。



（十一）不死貓

天色開始陰暗，一個紅色短髮，身穿灰色白圓點襯衫，短牛仔裙的女生來到醫院的正門。她戴著白色
的「耳筒」，把工具箱放在地上打開，然後在鍵盤上輸入一些指令。未幾，導彈的中部徐徐打開。
控制中心內的劉克也戴著白色耳筒，和「新娘」腦電波連線。巨型立體螢光幕上一邊是新娘手提電腦
的畫面，另一邊是新娘雙眼看見的東西。這時導彈中部剛打開，露出一塊電晶體板，電晶體板右上角
有人用筆畫了一隻黑寡婦。
劉克面部肌肉一陣抽搐。當年炸死他太太羅娜的炸彈，上面也畫著同一樣的黑寡婦！
上將把手按著劉克的手臂，安慰道：「要不要找一個同事幫忙？我也認得這標誌。」
「沒問題。沒人比我更熟悉這設計。我做夢也記得！」劉克斬釘截鐵道。
他又道：「開動拆彈程式。」
新娘在鍵盤上打了一些程序，工具箱的螢光幕上出現一串又一串的綠色數字。
把撞針冷凍，剪斷關鍵性的電線，破壞倒數儀器…等等的二十世紀拆彈技術，到現在其實也沒多大變
化，只是在微型技術下，這些方法都數碼化了。
劉克望著螢光幕上不斷前後左右移動的數字，不禁捏一把冷汗。電晶體板好像跟四年前一樣，但又好
像有些不同， 卻說不出是什麼！
如果跟四年前一樣，便要剪黃色的電線（等於數碼化下的一組程式指令）。當年羅娜剪了紅線，發覺
竟是個圈套，當場粉身碎骨。
劉克凝視著畫面上的數子，腦內不停盤算，額頭不知不覺流下一滴汗水。控制中心內的其他導彈專家
也是屏氣凝息，每人心中都閃過一句不想相信的說話：「天啊，他們的微型科技真是一日千里！」
就在這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一個士兵從醫院裡見到蹲在導彈旁的新娘，那一驚非同小可。紅髮的女生不就是他日思夜想的新婚妻
子嗎？
士兵飛也似的跑到新娘面前，淚流滿面，激動道：「小優，妳沒死！妳沒死！」
新娘專注地看著螢光幕，白皙的臉一點表情也沒有，就像一塊面具一樣。
士兵跪下來抱著新娘，哭道：「我好想妳。答應我，不要再離開我！」激動下他撞跌了新娘的耳筒。
耳筒是腦電波連線的轉接器，訊號一斷，新娘便慢慢軟癱在士兵的懷裡。
控制中心那邊，劉克通過工具箱的鏡頭，目睹整個情況，道：「士雄，她不是你的太太。妳太太上個
月已在醫院病逝，記得嗎？」劉克打手勢，示意手下馬上處理這突發事件。
士雄搖頭道：「你騙我！」
劉克並沒有說謊，新娘一個月前確實是死於急性心臟病。她生前簽了同意書把身體捐給科學研究，於
是劉克便用不死貓的科技把新娘的身體重生。
不死血本來是一項醫學研究，希望利用它的重生和過濾功能來治療絕症。但後來發覺用了不死血的人
，身體細胞雖然重生，但他們卻會失去所有記憶和思想，等於剩下一個軀殼。四年前，研究發現不死
血甚至能令剛死的人身體重生。雖然重生的身體沒有了「靈魂」，但活動能力卻比機器人更靈活，於
是便有人開始嘗試利用「不死貓」來做一些危險的工作。新娘便是劉克公司研製的第三名不死貓，今
天也是第一次執行任務。

這時候，劉克和手下已趕到醫院， 慢慢爬近士雄的身後。



（十二）

空中鐵雖然有緊急著陸氣袋，但由於衝力太大，車廂也反轉了。
最先從車廂中爬出來的是一個男乘客和洛奇。男人見不遠處是醫院，一邊用手帕按著額頭的傷口，一
邊對洛奇說：「小朋友，我去找醫生回來。你叫其他傷重的乘客等我。」
「姐姐， 姐姐。」洛奇說。
男人快步走向醫院。洛奇也想找醫生來看看家慰姐姐，於是不自覺尾隨在後。奇蹟地，他並沒有受傷
。

劉克和他手下突襲成功，把士雄制服了。他手下奪了士雄的手鎗，替他上了手銬。劉克替新娘戴回耳
筒，扶她起來。就在這時，
洛奇突然跑出來，大叫：「爸爸，姐姐。」劉克大吃一驚，洛奇不是在家嗎？他喝道：「洛奇，這裡
很危險，快過來。」
洛奇舉起雙手，斜身指著導彈，
笑道：「胡胡。」劉克正想上前拖他的手，但洛奇已迅雷不及掩耳地大力拍下工具箱的鍵盤。然後霹
霹啪啪好像亂來的再狂拍了十幾下。
控制中心的幾名導彈專家齊驚叫：「天啊！會爆。」
螢光幕上的數字突然停下來。劉克衝前跪下來一看，再看，簡直不敢相信。導彈拆解了！他向控制中
心道：「安全了。導彈已經拆解。Over」
「請查實。」上將說。
「Positive。可馬上把導彈運走。」控制中心那邊傳來歡呼聲。
這時洛奇在劉克身邊一跳一跳，笑瞇瞇道：「姐姐，姐姐。」
上將道：「那不是你兒子嗎？」
「對，是洛奇。」劉克單手抱起他。
「真不愧是你和羅娜的兒子！他是天才。」上將大喜，道。
劉克心裡疑惑，他從來沒有教過洛奇導彈技術。難到…這幾年他每當想念羅娜的時候，便會拿她拍的
拆彈教學錄影帶來看。但洛奇總是大字型躺在地上，從沒有見他專心看著立體電視的。
「姐姐。」洛奇拉著劉克的耳朵， 道。



（十三）

劉克從空中鐵車廂中救出家慰，抱著她氣若游絲的身軀跑去醫院。一進急症室，
他大喝：「護士小姐，看看她。她傷得很重。」
護士幫劉克把家慰放在急救床上。不久，李醫生進來，分析了FMRI後說：「病人的心臟跟肺部受了
重傷，要馬上做手術。但這手術需要兩名醫生，才能在四小時內完成，增加病人康復的機會。可惜我
們大部份醫生都去了幫助救援。」
劉克急道：「用醫師3.0腦電波連線可以嗎？」
李醫生道：「當然可以，3.0是最先進的電子醫師，但據我所知，還在beta階段，全世界只有兩部。
」
「一部就在我家！」劉克說。
「太好了。我馬上預備手術房。」李醫生驚喜道。

手術房內，機器人麻醉師替仍然昏迷的家慰施藥後，李醫生和劉克穿著藍色手術袍進來。手術床旁有
兩部很大的立體螢光幕。李醫生和劉克各站在一部面前。
「你準備好沒有？」李醫生道。
劉克戴上白色耳筒，輸入跟醫師3.0連線的指令， 道：「現在開始連線。」
連線另一邊傳來一段錄音，道：「劉克先生，這是CyberPRO操守專員，醫師3.0暫時關閉，如有不
便，敬請原諒。」
「什麼！關了機！」劉克怒道。
「我有CyberPRO的直線電話。病人的情況很危急，不能再等。」李醫生道。
電話接上了， 劉克怒哮道：「誰關了我的3.0？馬上開回來！」
專員道：「3.0在沒有醫學理由下，私自和李家慰連線，還間接導致她受傷，會受嚴重內部處分。」
「你聽不聽懂？我們需要3.0馬上替家慰做手術！」
「請你鎮定一下。3.0自從和家慰去見過療養院內的陳醫師夫人後，程式很不穩定，可能有故障，不
適合做手術。」
「廢話！」
李醫師按了按劉克的手臂，說：「專員，我是李醫師，你好。」
專員的聲音突然變得很客氣：「你好。」
「人命關天，我會監察著3.0的，一切後果由我負責。」李醫師轉身又輕聲道：「腦手術機器人的訂
單，應該沒問題。」
專員道：「既然李醫師擔保，那好吧，但手術一完，我們會馬上關掉3.0，對它進行Debugging。」

劉克再帶上耳筒，然後道：「李醫師，很久沒見。我是3.0。換人工心臟是我的專長，那肺部輔助器
便拜託你了。」
「沒問題。開動愛因斯坦號。」
手術床另一邊的機器人慢慢拿起手術刀，在家慰胸膛兩條肋骨之間開了個小洞，而且馬上用激光止血
。一條幼小的透明管從機器人的身體伸出，鑽進這小洞，然後有十二個像微型螃蟹的手術機器人由這
幼管進入家慰體內。
兩個立體螢光幕上出現十二組影像，一邊是肺，另一邊是心。李醫師和劉克站在螢光幕前，好像古典
音樂指揮家一樣，揮動雙手，控制這十二個微型機器人為家慰的生命而作戰。

四個小時後，3.0在家慰耳邊說：「妳沒事了。謝謝妳為我做的一切。他們會把我關掉。有機會請妳
替我轉告陳醫師太太，陳醫師很愛她。十年前那交通意外誰也不想，不是任何人的錯。但如果生命可
以重來，陳醫師仍會下班後趕去買她最喜愛的意大利生日蛋糕。再見了。」



（十四）特訓

    轉眼大半年，夏天又到來。
    劉克和家慰駕車來到市郊。他們步行到一片翠綠的草地，草地上有很多年輕人在踢皮球。
    家慰面色很白，也瘦了很多。她望著草地， 說：「你們一定要去地球嗎？」
    「對，特訓營一畢業便要去了。」劉克道。
    「你有沒有想過，戰場那麼危險，他可能回不了來。」
    「國家需要洛奇。他真是一個天才，拆一枚黑魔鬼導彈只需兩分鐘。連我也要五分鐘。」
    這時一個七歲的小孩飛奔過來，跳起一把抱著家慰，笑道：「姐姐，姐姐！」
    「幾個月不見，洛奇長帥了。」家慰咳了一聲，慢慢放低洛奇。
    「姐姐，姐姐，我下個月畢業了，要跟爸爸去地球了！」洛奇一跳一跳，大聲笑道。
    「你不去不行嗎？」家慰道。
    「我要去救人，姐姐。姐姐，妳也來好嗎？我要每天見姐姐。」
    「姐姐不喜歡戰爭。」
    「爸爸說今天是妳生日，我們買了蛋糕。一起吃好不好？」



（十五）藍

深夜，劉克一個手下打電話來，道：「老闆，醫院剛有人病逝，簽了科研同意書，很適合做第四個不
死貓。」
劉克趕到醫院，一個醫生向他報告：「死亡時間是02:15am，原因是急性肺衰竭。死者的基因非常
適合。一萬人才有一個合適，我們真幸運。」
二人步入手術房，一個瘦小的少女躺在床上，身體蓋著一塊白布。
劉克登時呆了。
「劉克，不是開始手術嗎？我們只有兩小時。」
「對。」劉克說，聲音有些顫抖。
醫生馬上替死者放血，準備注入不死血。
劉克站在死者旁邊，看著她蒼白的面容，大聲哭起來，一滴眼淚滴在少女乾枯的嘴唇上。他微顫的左
手輕撫少女的面額，右手把鋒利的針尖插入她的後頸。藍色的不死血開始源源不絕地注入她動脈內。

一星期前，家慰切生日蛋糕。洛奇道：「姐姐要許願。」
家慰閉上眼，道：「我十七歲了，想試試談戀愛。這麼大還沒有First Kiss。」說罷面也紅了。

原本在少女唇上的淚水不見了。不久，她的雙眼緩緩張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