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叫我大哥

Cindy

那晚, 鐵雄騎著摩托車在岸邊閒晃, 忽然聽到吵鬧聲. 是一堆不良幫派份子在鬥
毆.
“我最好不要介入,” 鐵雄心想, 正準備轉身離去.
只見 2 人渾身是血的, 衝出來大喊, “叫命啊!” 一看到鐵雄, 立刻躲到他後面去.
“你是誰?” 幫派老大說, “把那 2 人交出來!”
“拜託啊, 不要,” 2 人躲在鐵雄身後說, “救救我們吧.”
“我…” 鐵雄話還沒說完, 那群幫派份子就拿著刀劍棍棒衝過來, “先砍再說!”
“嘿, 真是一群不講道理的傢伙,“ 鐵雄為了自保, 也只好上了.
“哇, 這傢伙厲害, 快閃!” 幫派老大連忙喊話撤場, “算你們 2 個走運!”
“多謝你啊, 這位小弟, 喔不, 這位大哥,” 2 人驚魂未定的說.
“好了, 我要走了,” 鐵雄準備騎上機車.
“不行啊, 你是我們的救命恩人, 我們要拜您當老大!”
“老大? 我又不是混幫派的, 你們 2 個也別鬧了,” 鐵雄無奈的說.
“真的, 你比我們原來的老大厲害多了. 他看對方強, 把我們扔了就跑, 你不但幫
我們打, 還打贏了. 拜您當老大準不會錯!” 一人趕緊報上名號, “我叫小黑.”
“我叫小胖,” 另一人也連忙說.
“我要走了, 你們也找點正事做做, 不要再混黑幫了,” 鐵雄說完就頭也不回的走
了.
第二天, 在珍珍的咖啡店裡, 鐵雄一行人坐在裡頭看電視.

只見門一開, 居然是昨天那 2 人進來.
“是你嗎? 老大, 真的是你?!” 小黑開心的叫起來.
“鐵雄哥, 這 2 個傢伙你認識啊?” 阿丁問.
“我…” 鐵雄話又還沒說完,
“老大, 您還說您不是當老大的, 人家都叫您大哥了, 是不是啊?” 小黑轉身看著
阿丁.

“鐵雄哥, 你又要掛帳了喔,” 阿丁不高興的看著帳單.
“果然是老大, 吃飯都不用付錢. 那麼這裡一定是老大的地盤!” 小黑高興的說.
“不是這樣的,” 鐵雄這時真希望自己能趕快消失.
“你們幾個, 這麼吵在做什麼啊?” 珍珍好奇的過來.
“哇, 敢在老大的地盤這樣講話,“小黑說, “那麼這位一定是大嫂了. 還不快叫…”
“大嫂好,” 小胖連忙答腔說.
“什麼啊,” 珍珍低下頭去.
“人家叫妳一聲大嫂就這麼高興喔,” 阿丁嘟著嘴說.
“好了, 你們幾個不要再鬧了,” 鐵雄說.
“你什麼時候當別人的老大了?” 大明顯然不想放過鐵雄, 笑著說.
“是…是真的耶,” 小黑像發現新大陸一樣, “你看他們的衣服上還有號碼, 老大的
編號真的是第一耶…那我只能排第 6.”
“那我只能排 7 了,” 小胖說.
就在大家的喧鬧聲中, 電視忽然出現這樣的聲音,

“現在報導最新消息,” 大家立刻安靜下來,“ 最近在各水源區附近, 接二連三發現
不明飛行物體. 有名眾拍到這樣的畫面…”
“哇, 是飛碟嗎?” 阿丁說.
“對了, 我要走了,” 鐵雄好像忽然想起什麼事情, 起身就走. 被這 2 個人一鬧正
事差點都忘了, 鐵雄心想.
“不再坐一會嗎?” 珍珍說.
“不要了, 我還有幾個地方要巡,” 鐵雄說.
“哇, 老大的地盤這麼多啊? 我們也要去幫忙,” 小黑說.
“是很多啊, 你們 2 個要是開車的話, 巡一天也巡不完,” 大明不忘搭腔.
“真是越說越離譜了,” 鐵雄幾乎有點要不高興.
“老大是要去收保護費嗎?” 小胖問.
“保護費?” 鐵雄側過頭去想了一下, 這倒是不錯的名詞, “沒收過.”
“開玩笑,” 小黑說, “老大當然不用親自去收, 這種事都是小的去做就好了,”
“鬧夠了吧,” 鐵雄一臉無奈, “你們 2 個為什麼不去找點正事做做? 總有點興趣跟
嗜好吧...”
“我們沒有正事可做, 興趣跟嗜好就是打架跟砍人,” 小胖說.
“可是老大,” 小黑說, “您為什麼就是不收我們 2 個呢?”
“可能是你們 2 個太笨了吧,” 阿龍總算可以發言了.
“可是你也不聰明啊,” 阿丁故作不解.
“你說什麼?” 說完 2 個又要打起來.

“好了, 真是浪費時間,” 鐵雄說, “我沒有不收你們, 我也不是什麼幫派的老大.
走了,” 說完就趕緊推門閃人.
“你知道嗎,” 小黑說, “老大一定是覺得我們 2 個一無是處. 如果我們能搞一件大
事出來, 老大就會對我們另眼相看了.”
“可是我們能搞出什麼大事嗎?’ 小胖說.
“你沒聽新聞說嗎, 有不明飛行物體,” 小黑說, “這是我們的大好時機, 我們去調
查看看.”
鐵雄上了飛機, 在空中盤旋了半天, 電子表響了起來,
“鐵雄,” 是珍珍的聲音,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啊? 你就這樣跑掉?”
“回頭再說吧,” 鐵雄說, “不是什麼重要的事.”
無故跟幫派份子扯在一起, 真是說也說不清.
“可是我看他們很認真的, 還說什麼要去調查不明飛行物體, 好好表現給你看
呢,” 珍珍說.
“什麼? 你說什麼?” 鐵雄驚訝的說, “博士就是要我去調查這件事的啊, 如果沒判
斷錯的話, 這肯定跟惡魔黨有關.”
“惡魔黨? 那他們去不是很危險嗎?” 珍珍說.
“是啊, 這 2 個人怎麼這麼麻煩!”

在某處水源區, 小黑跟小胖站著看了半天,
“好奇怪啊,” 小胖說, “你看, 這跟我們前任老大給我們的地圖指的地方是不是很
像?”
“是耶,” 小黑說, “看來你還不笨, 還記的有這麼一回事. 地圖上好像有一條密
道…留點記號, 好記得怎麼回來…”

正當 2 人高興的走出密道, 就被守衛的惡魔黨逮個正著.
原來他們的前任老大也附屬於惡魔黨之下.
鐵雄在幾處水源區上空轉了幾圈, “到底在哪裡呢?”
“一輛破車?” 鐵雄發覺到, “好吧, 從這裡下去查查看…”
基地內部,
“報告, 除了那 2 個笨蛋以外, 又一個傻鳥進來了,” 惡魔黨的小嘍囉說.
“今天是什麼日子啊, 連中 3 彩,” 惡魔黨的大隊長說, “喔, 是大獎喔, 是科學小飛
俠的領隊大駕光臨囉.”
“那要怎麼處理呢?” 小嘍囉問.
“這個嘛…” 大隊長想了半天, “跟他單挑! 我要是贏了, 準升官晉級, 還流芳百
世!”
“大隊長英名,” 小嘍囉說, “那麼在下立刻廣播通知.”
“笨蛋!” 大隊長大罵, “現在就跟他單挑, 我不死也半條命.”
“那要怎麼做?” 小嘍囉問.
“這個嘛,” 大隊長又想了半天, “先用人海戰術, 車輪戰, 把他操個半死, 最後我
再來個收拾殘局就搞定.”
“大隊長英名,” 小嘍囉說, “真是勝之不武, 喔不, 是兵不厭詐.”
“算你聰明,” 大隊長說, “還不快行動!”
鐵雄也順著地道進來,
“奇怪, 怎麼沿途都有記號, 還有個密道. 是他們 2 個嗎? 原來這裡還真有個基
地… 糟糕, 被發現了…”

只見惡魔黨人越來越多, 將鐵雄圍了起來.
鐵雄縱身一躍, 雙方開戰起來.
槍隻不斷掃射. 只是鐵雄雙手難敵重兵, 能防卻不能攻.
好不容易用迴旋鏢打掉一些人, 立刻又捕上新的一群.
這麼多人, 真像是打不死的蟑螂.
只是奇怪, 鐵雄心中納悶, 怎麼紅外線瞄準的都是手跟腿, 而不是重要部位?
“看到沒有,” 大隊長說, “就像這樣繼續下去, 把他操到不行.”
“不行, 這樣下去會吃虧的,” 鐵雄開始喘著氣, “得想辦法出去…”
鐵雄想翻進頂樓, 只是這時筋疲力竭的他, 手沒能抓緊, 一滑摔了下來.
他旋即又翻身進到一條運輸通道去, 右手臂卻也中槍了.
鐵雄還沒能站起來, 惡魔黨就一個個衝進來, 長長的通道內排滿一堆人, “可惡,
是在排隊買票嗎? 要打就來吧…”
但是, 在空間有限的通道內, 雖然一次擠不進所有人, 迴旋鏢卻也難以使用.
只見眼前一位惡魔黨員在近距離下用手槍對準鐵雄, 鐵雄一個側踢踹下他的槍,
卻立即又補上一個人.
“不是只有你有槍, 我也有,” 鐵雄掏出手槍, 把身旁的人當成擋箭牌, 朝後方的
一群人射去.
不過槍比迴旋鏢差的地方在於, 槍需要子彈, 子彈一下就不夠用了, 又得徒手再
打.
打了一陣, 通道總算被人疊的滿滿的, 再也沒有人擠的進來了.
“可惡,” 鐵雄喘著氣, 撕下一個嘍囉的衣服, 纏在中槍的手臂上.

只是那傷口在打鬥過程中, 越裂越開, 這下血止都止不住, 汩汩的流出來.
“真氣人, 那 2 個傢伙到底在哪裡?” 鐵雄心想.
“科學小飛俠, 出來吧, 別忘了你有 2 個人質在我們手上喔.”
“天啊, 還用廣播,” 鐵雄心想, 他們似乎不是想立刻置我於死地, 他們到底想幹
什麼?
只見大廳裡有 2 個人被推出來.
鐵雄躲在暗處一看, 是小黑他們.
“出來吧, 科學小飛俠,” 大隊長喊話, “我想和你, 公平的, 一對一單挑!”
“單挑?” 鐵雄看著鮮紅的手臂, 心想, 這時候出去不是去送死嗎?
鐵雄終於還是現身了, 只是右手纏著一條破布, 止不住的血讓他臉色十分慘白.
“上吧,” 大隊長扔了一把破劍給鐵雄, 2 人打起來.
但是鐵雄的右手根本已經無法使力, 只得換左手打.
大隊長並不因此放鬆, 反而加快攻勢, 將鐵雄的劍削了一截下來.
看到這裡, 小黑忍不住說, “科學小飛俠, 快走吧, 我們 2 個並不值得你捨命來
救…”
鐵雄也看了小黑一眼. 只是, 這時哪是他說要退就退的時候.
大隊長一劍又一劍不斷的往鐵雄揮去, 鐵雄只能持著斷劍, 邊擋邊退.
唰的一聲, 鐵雄的左手腕也掛彩了, 長長的一道血痕.
“這樣下去不行,” 鐵雄看著狂妄的大隊長, “我得想辦法…”
鐵雄將視線拉開來, 終於讓他看到一樣東西, 緩緩的退到它前面.

“哈哈,” 大隊長大笑, “我贏了!” 狠狠的一劍刺去, 鐵雄卻立刻側身趴下.
只見那劍狠狠的刺進了電源, 大隊長結束了他的笑聲.
“還不快跑!” 鐵雄對著發呆的惡魔黨員說, “基地就要爆炸了.”
因為他實在沒有力氣再應付任何一個小嘍囉, 只能喊喊話了.
鐵雄勉強一手撐著跪在地上.
“科學小飛俠, 謝謝你,“ 小黑不忍心的說.
看著左手腕也受傷的鐵雄, 小胖好意想幫他包紮.
“不要碰它,” 虛弱的鐵雄這時只能說, 卻沒有力氣阻止小胖的好意, 就這樣眼睜
睜的看著小胖卸下自己的電子表.
“天啊, 這是怎麼回事?” 小胖被他們看著眼前的景象嚇呆了.
被強迫卸下電子表的鐵雄變身了.
“原來老大就是科學小飛俠?” 小黑不解的說, “原來老大您沒有嫌棄我們, 還這樣
捨命救我們, 為什麼?”
“救人還要原因嗎?” 鐵雄更不解的回答. “快跑吧, 基地就要爆炸了.”
“那我們一起走啊,” 小黑說.
“不要了, 你們走吧, 不要管我,” 鐵雄說, “我自己會想辦法.”
其實是, 他已經累了, 加上失血過多, 大腦的機能就像是啟動了能源保護裝置,
開始封鎖起來. 這時鐵雄看到地上有朵朵的鮮花, 他很想躺著.
他已經開始看到幻覺. 其實那是他自己斑斑的血漬.
“可是老大, 不是我們想管你, 而是, 我們不知道如何逃出去…” 小黑小聲的說.
鐵雄勉強抬頭張望了一下, “看到前面的運輸機沒, 用它出去吧…”

他真的很想就這樣平躺在鮮花的草地上, 休息一下, 一下就好.
“但是老大, 不是說我們笨, 而是, 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樣, 會開飛機…” 小黑更
小聲的說.
鐵雄勉強抬頭看了小黑一眼, 是嗎?
好吧, 鐵雄吸了一口氣, 救人救到底, 我載你們出去.
他想站起來卻又跪了下去.
“對不起,” 小黑哭著說, “是我們太沒用了.”
“不是,” 鐵雄發呆想了一下, 他的大腦已經不太能運作了,
“每個人都有用, 只是不一樣. 我的右手已經不能動了, 你要幫我操縱儀器. 再說,
我開始看到幻覺了, 不知道會開到哪裡去. 幫助我…”
他似乎不像在對小黑說了. 誰可以幫助他呢? 他是在對他心中的上帝說話嗎?
還是他死去的父親?
就這樣, 3 人相互扶持著, 狼狽的逃出了基地.
--------------------------------------又是一天在珍珍的咖啡店裡, 鐵雄一行人坐在裡頭看電視.
“鐵雄哥, 又要掛帳了喔,” 阿丁不高興的看著帳單.
“沒辦法啊,” 鐵雄趕緊找了個理由, “前陣子右手不能用, 很多生意不能接. 不過
至少我現在可以用右手簽帳了,” 鐵雄淺淺的微笑.
“是嗎,” 阿龍說, “你這小子有時候還挺賴皮的. 但是你左手簽的字亂七八糟的,
可能帳都到我這裏來了.”
“會嗎?” 阿丁說, “你說亂七八糟, 可有人覺得很有個性, 可能都還用框把它裱起
來掛了…”

“阿丁!” 珍珍大喊, “你說什麼啊!”
“奇怪,” 阿丁故意搔搔頭, “我有說是妳嗎?”
“對了, 那 2 個天兵呢?” 大明問.
“不知道, 沒連絡了,” 鐵雄說.
“他們 2 個嗎?” 珍珍說, “今天早上我才接到他們的電話…”
“怎麼樣?” 大明好奇的問.
“他們說聽了鐵雄的話, 用興趣跟嗜好找了個正事做,” 珍珍說.
“打架跟砍人也能有正事做?” 大明不解.
“人家可是開了個武館, 教小朋友運動, 強身建國,” 珍珍說.
“那太好了, 我們應該要去慶賀一下,” 大明說.
“不必了, 他們說今天要來拜訪我們,” 珍珍說.
“喔, 可能是要請你去當武術總指導喔,” 阿龍背對著鐵雄偷笑.
“不用了, 我手痛,” 鐵雄不經意的咬了一下手腕的紗布, 想把它扯緊點.
“真的嗎?” 阿丁故意靠到鐵雄身上, “英雄也會痛嗎?”
“他們有說什麼時候到嗎?” 鐵雄問.
珍珍看了看時鐘,
“算算時間嘛, 從那裡過來, 大概就是現在了.”
“不會吧,” 鐵雄立刻從座位上跳下來, “那我要走了. 我臨時有事…”
“你要去哪裡? 我也要去…” 珍珍邊走邊念,“這麼大了還像個小孩一樣, 傷又還
沒完全好就到處亂跑…"

她似乎是在幫自己找理由跟出去.
“好吧,” 阿丁看了鐵雄他們 2 個一眼, “到時我就告訴小黑他們, 你們的大哥跟大
嫂出去玩, 今晚大概是回不來了… 嘿, 不要打我的頭! 大哥你不是手痛還沒好
嗎?…”
by Cind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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