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該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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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惡, 明明是到這裡啊, 怎麼一下就不見了?” 大明喊著.
科學小飛俠 5 人乘著鳳凰號追惡魔黨, 追到一個大火山口前面, 惡魔黨居然就消
失了.
“算了, 不要追了,” 鐵雄說, “再追下去太危險, 這是活火山, 還在噴發, 而且火山
灰太多, 也看不清楚.”
“可是都追到這裡來了,” 阿丁說, “用紅外線看能不能看到…”
“用什麼都沒有用,” 鐵雄說, “這麼多的火山灰, 又不是小水滴, 是有實體的粒
子!”
“不然去那邊看看,” 大明不甘心的說.
“不要了, 真的太危險,” 鐵雄說, “阿龍, 轉回去!”
“怕什麼!” 大明大叫, “只差那麼一點點就追到了! 阿龍, 追下去!”
“放手, 大明,” 鐵雄喊著, “太危險了, 引擎的葉片說不定會被火山灰打壞!”
2 個人不但爭執了起來, 鐵雄還在混亂中被大明揮了一拳.
鐵雄拍拍臉, 看著大明說, “不服從命令的話, 下次不准進來! 阿龍, 轉回去!”
“知道了,” 阿龍回答.
只是正當阿龍想這麼做時,
“糟糕!” 阿龍大喊.
“怎麼了?” 鐵雄說.
“引擎故障了!”

原來他們在火山口上空爭執的時間過長, 引擎吸入了過量的火山灰, 渦輪葉片被
打斷, 燃料出口也堵住了.
於是他們居然只好迫降在巨火口裡!
“對不起啊, 鐵雄哥,” 阿丁小聲的說.
“沒時間講這個了,” 鐵雄說, “要趕緊想辦法逃出去.”
“那怎麼辦呢, 鐵雄?” 珍珍問.
鐵雄看了看, 在巨火口裡, 有毒的硫氣煙霧瀰漫, 隱約只能看見地上除了漫流的
岩漿外, 四周都是陡峭鬆散的岩壁. 他們被困住了!
“夠幸運的了, 岩漿好像暫時還沒流到這邊,” 鐵雄說, “鳳凰號引擎故障不能飛了,
不過裡面的座機卻應該都是好的. 沒辦法了, 大家各自用自己的座機逃出去吧!
阿龍, 啟動輔助電力系統, 打開艙門, 放下托架!”
“知道了,” 阿龍試著按下系統按鈕.
“糟糕,” 阿龍喊著, “鐵雄, 輔助電力系統也故障了!”
“可惡,” 鐵雄生氣的握緊拳頭, “怎麼會這樣? 一定是剛才迫降的時候碰著機腹
了…”
“該怎麼辦啊, 鐵雄?” 阿龍說.
怎麼辦? 鐵雄看著失靈的儀表版.
“對了! 把 1 號機的電力系統接到鳳凰號上, 這樣應該行的通!” 鐵雄說, “到時阿
龍跟阿丁上 4 號機, 我跟珍珍上 3 號機.”

“那麼, 1 號機呢?” 珍珍問.
“1 號機,” 鐵雄說, “失去了電力系統, 1 號機就只好跟鳳凰號一起吧.”

“一起怎樣?” 珍珍張著大眼.
“炸掉,” 鐵雄回答.
“什麼, 炸掉?!” 大家不約而同叫了出來.
‘為什麼?” 阿丁說, “我們可以快點通知博士他們, 派人來搶修鳳凰號啊.”
“我也不想, 但是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鐵雄說, “請博士派人來修, 這種環境, 我
們可以要工作人員下來送死嗎? 你知道火山什麼時候要再爆發, 岩漿什麼時候
要流到這邊來?”
大家沉默了一陣子.
“再說從博士那邊過來, 最快也要 3 小時,” 鐵雄說, “3 小時, 這麼長的時間, 就算
岩漿不會流過來, 惡魔黨也是在附近消失的, 說不定比岩漿更快到達這裡! 我們
雖然沒有技術把整台鳳凰號吊上來, 惡魔黨倒是有機械獸可以那麼做.”
“那麼用我的 2 號機!” 大明忍不住了, “不應該犧牲掉 1 號機!”
“用 3 號機吧,” “4 號機!” 珍珍和阿丁搶著說.
鐵雄看著他們,
我不想毀掉 1 號機, 但是更不想毀掉你們的座機, 況且, 它們的電力系統太小, 1
號機已經很勉強了, 可能也只能應付鳳凰號打開艙門而已…
“沒有時間了,” 鐵雄說, “岩漿什麼時候要從這邊噴出來沒有人知道, 到時候想出
都出不來! 要命的話開始行動, 阿龍跟我過來吧.”
說完阿龍便跟鐵雄把通往 1 號機的自動門使勁推開, 進去了.
卸下 1 號機的電力箱, 他們 2 個在鳳凰號外打開引擎蓋. 鐵雄拿出一把小刀, 要
把其中幾條電線的外皮削掉, 將 1 號機的電力直接接到鳳凰號的電力系統上. 但
是佈滿硫氣的空氣, 讓他們 2 個實在難以工作下去.
“算了, ” 鐵雄看到阿龍似乎已經無法支撐的樣子, “你先進去吧…” 話沒說完, 他
自己也開始咳起來.

“不行, 我怎麼可以讓你一個人做!” 阿龍邊咳邊說, “而且, 這也是我的 5 號機…”
“對不起,” 鐵雄看著阿龍, 感到十分內疚.
“不能怪你,” 阿龍說, “我只是, 只是...” 他已經咳到說不出話來.
“來吧, 阿龍,” 鐵雄說, “我們先過去換口氣再來.” 說完就拉著阿龍到一旁角落處,
換點可以呼吸的空氣.
他們 2 個就這樣, 來來回回間斷著做.
終於電力系統接上後, 4 號機第一個駛出鳳凰號, 停在巨火口旁邊, 把 2 號跟 3 號
機都拉了上來.
3 台小座機都成功脫身後, 他們站在一旁看著下面的鳳凰號, 再回頭看著鐵雄.
鐵雄實在不敢相信會有這樣的一天! 他裝過無數的定時炸彈, 只是想不到這一次,
居然是裝在他自己的 1 號機上!
----回到基地, 5 個人被南宮博士叫去訓話.
“太荒唐了!” 南宮不高興的說, “追敵人追到…” 他有點要氣到說不出話來, “不是
被對方打下來, 而是… 你們自己把自己的飛機炸掉!”
看著他們一行人低頭不語, 他真不知該罵什麼下去, “火山灰, 你們不知道火山灰
的危險嗎? 你們真以為鳳凰號是無敵的嗎?”
“是我,” 大明忍不住脫口而出, “是我造成的, 要怪就怪我好了.”
“是我不好,” 鐵雄打斷他的話, “我判斷錯誤.”
“其他人出去,” 南宮說, “鐵雄你留下!”
“還好沒事了,” 走出大門阿龍說.

“是嗎,” 阿丁說, “我看是更慘.”
“怎麼說?” 阿龍不解.
“博士是會留情面的人,” 珍珍說, “他把鐵雄一人留下, 一定是要對他說什麼重話
了.”
“我進去!” 聽珍珍這麼說, 大明轉身就要衝進去.
“算了,” 珍珍說, “你知道鐵雄那個人, 你進去只會把事情搞更糟.”
在南宮博士的辦公室裡,
“你這領隊是怎麼當的?” 南宮破口大罵, “連 4 個人都管不住!”
鐵雄一如往常低頭不語.
“以你的飛行經驗, 你這次犯的真是不應該犯的錯誤! 問題出在哪裡? 如果說一
個教室裡的學生都在吵鬧, 究竟是學生不乖, 還是老師教導無方? 隊員要是不能
服從領隊, 身為領隊的要好好檢討檢討… 頭抬起來看著我!”
鐵雄很聽話的, 抬起頭看著他.
那眼神… 實在是, 堅毅卻又帶點無辜…
“鐵雄,” 南宮只好說, “你很有頭腦, 思考又很縝密, 但是有時候不需要跟他們講
太多道理. 你的領導風格要強勢一點! 身為領隊想想看, 要是碰到脫韁的野馬,
你是駕馬車的人, 那麼你是要任牠拖著跑, 還是要把牠拉回來?”
鐵雄看著地上,
駕馬車的人? 不, 我怎麼會是駕馬車的人? 我不過也是其中的一匹馬, 只是被你
們放在最前頭, 帶著牠們跑而已. 如果不幸碰到斷崖, 第一個摔下去的也會是我.
但是我也心甘情願, 或應該說是不得不做, 因為真正駕馬車的人, 駕馬車的人
是…
“鐵雄!” 南宮叫著他, “你有聽進去嗎?”

也不是你, 鐵雄抬起頭, 但是他的眼神已經從無辜轉為無奈,
是上天!
上天為什麼要把我放在這個位置?
---------------------------當晚, 大明跑去鐵雄的小機場.
“鐵雄?” 大明不敢相信的喊著, 鐵雄的房間一陣濃濃的酒味, 地上盡是一堆亂七
八糟的空瓶.
鐵雄已經喝的爛醉, 躺在沙發上.
“鐵雄, 你還好嗎,” 大明說.
“不要管我,” 鐵雄有氣無力的說, “走開…”
這時只見鐵雄用手捂著臉, 翻過身去, 他感到一陣反胃, 想吐卻又吐不出來.
“你怎麼會醉成這樣?” 大明說.
“算了吧,” 鐵雄說, “反正也沒什麼差, 我覺得對的反而是錯的, 我不要的卻都給
了我…”
“鐵雄…” 大明看著他, 那雙清澈卻又帶點迷惘的大眼睛, 真是可憐又可愛…
你這時候最需要的, 不就是我的肩膀?
大明想了想, 便伸出了雙臂, “早上發生的事, 有什麼不高興的就說吧, 想打也可
以, 隨便你怎麼樣.”
鐵雄也看著大明, “我是不高興, 出去!…” 他勉強站了起來, 卻又幾乎摔了下去,
只是這時卻讓大明一把緊緊的抱住了他…
不可以叫我走! 你需要我, 你永遠需要我的! 大明的聲音在內心嘶吼,

我或許可以不想聽你指揮, 卻可以隨時為你而死!
可以感覺到嗎? 我要你感覺到!!
鐵雄有點要喘不過氣, 大明實在抱的太緊了, 他幾乎連喊都喊不出聲來…
為什麼, 放開我, 我不想命令任何人, 不是我願意的, 鐵雄在心中吶喊著,
天知道我對你的感覺有多矛盾!
我知道, 我們 2 個是兩面一體, 不能分離的,
我還知道, 你其實現在想做什麼,
但是請你放開我, 我們錯的還不夠多嗎…
鐵雄掙扎了一陣子就放棄了, 他有一種深深的無力感, 然後在大明懷裡哭了起來,
像個可憐的小孩似的.
他真的醉了, 也累了. 大明的胸膛是那麼溫暖.
“鐵雄?” 大明問了一句, 想不到鐵雄就這樣睡著了!
他將臉頰貼在鐵雄的亂髮上,
告訴你, 我可能是狂妄的, 甚至還是野蠻的,
但這不正是你內心深處真正渴望的…
----------------第二天早上, 鐵雄醒來,
“天啊, 我怎麼會睡在這裡?”
鐵雄想推開大明的手, 從他身上爬起來, 只是鐵雄實在喝太多了, 宿醉半醒, 一
點力氣也沒有.

大明被他這麼一推, 也醒了.
“早啊,” 大明說, “好一點沒?”
“不好, 頭痛死了, 只是…” 鐵雄坐在地上說,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昨晚來的, 你不記得嗎?” 大明站了起來.
“不記得, 昨晚發生什麼事了?” 鐵雄說, “我怎麼一點印象也沒有?”
說完他不經意的撥著他那頭棕色的亂髮, 那神情, 看起來就像牆上他母親的影子.
“一點印象也沒有…” 大明看著鐵雄, 悠悠的重複了他的話, “也好, 那我也什麼
印象都沒有好了. 還是好朋友, 對吧?…”
說完把門推開走了出去, 只是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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