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女之吻

Cindy

那天南宮博士又召緊急任務.
“是最近常常發生的公園擄人事件嗎?” 阿丁問.
“是的,” 南宮說, “所以想派你們去調查調查.”
“太好了,” 阿龍說, “最近好久沒動了.”
“不是,” 南宮說, “這次任務暫派鐵雄, 大明跟珍珍 3 個去. 阿丁跟阿龍暫時留守.”
“為什麼?” 阿丁說, “是我們 2 個表現太差了嗎?”
“先聽完博士的說明好嗎,” 大明看著阿丁.
“你們 3 個分成 2 組,” 南宮繼續說, “鐵雄自己一組, 大明跟珍珍 2 人一組, 你們 2
個在公園裡扮成情侶.”
“什麼?” 阿龍說, “是鐵雄跟珍珍吧, 博士您是不是說錯了, 怎麼會是大明跟珍
珍?”
“知道了, 博士,” 鐵雄打斷阿龍的話, 要他不要再問下去.
大明錯愕的看著珍珍, 珍珍轉頭過去看著鐵雄.
解散後, 阿龍還是不死心的問, “怎麼會這樣呢?”
“博士是想保護你們,” 鐵雄說.
“什麼意思啊?” 阿丁說.
“講難聽一點,” 大明接上去說, “就是說你們 2 個要是進去, 就太不像樣了.”
“什麼意思啊, 這次要說清楚喔,” 阿丁說.
“你們不知道嗎, 那個公園…” 鐵雄想了一下措辭, “出入很複雜.”

“所以, 要是有小孩出現在那裡, 一下就穿幫了.” 大明說
“小孩?’ 阿龍不高興的說, “我是小孩嗎?”
“可見某種程度上來講, 是的,” 阿丁說.
說完 2 個又要打起來.
阿丁躲到鐵雄背後, 想起更重要的問題,
“鐵雄哥, 為什麼會是大明跟珍姊假扮情侶呢?”
鐵雄看了阿丁一眼, 不想回他.
“因為你什麼動作都沒有,” 阿丁說, “連博士都看不下去了. 你要加油啊!”
“阿丁!” 珍珍大叫, “不要亂講話!”
“奇怪, 我又說到妳了嗎?” 阿丁說.
“可是, 通常這種人口失蹤案件不應該是警方去調查的嗎?” 阿龍問.
“是啊,” 鐵雄說, “只是連去調查的那些人員也都下落不明, 而且還有目擊證人發
現到不明飛行物體的出現, 所以最後才會委託我們.”
“這麼可怕, 怎麼還會有人要去那個公園啊?” 阿丁不解.
“因為,” 鐵雄發現還真難對阿丁解釋, “聽說去那邊的女孩子都很…”
鐵雄推開大門, “反正今晚開始執行任務吧.”
他發現珍珍沒好氣的瞧了他一眼.
----------------------當晚, 鐵雄 3 人分批到了公園,

鐵雄 1 人從南門進去, 珍珍跟大明從北門進去.
走了半天, 珍珍忍不住說,
“大明, 我們 2 個這樣像情侶嗎?”
大明這才想起身後的珍珍,
“喔, 對不起, 我一心只想著調查的事.”
你比鐵雄更糟糕! 珍珍忍不住暗罵.
但是大明實在沒有辦法牽著珍珍的手走來走去,
尤其是他知道鐵雄就在公園的某一個角落,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碰到.
“不然,” 大明說, “我們找個地方坐下好了. 靜觀其變也不錯啊! 哈哈.”
其實你是不想碰到鐵雄吧, 珍珍瞪了大明一眼, 不過我也不想.
於是 2 個人就找了個附近的椅子坐下.
世上有什麼比這更苦的差事呢? 大明心想.
坐下之後又要做什麼呢? 大明開始後悔起來自己剛才愚蠢的提議.
坐下之後他們這才發現, 四週都是一對對擁來抱去的人.
“妳知道嗎,” 大明說, “情侶也有那種在談判的, 我們…”
“對,” 珍珍說, “所以我們看起來還是很像, 是吧.”
-----鐵雄晃了一圈之後, 終於決定停下來, 斜靠在一棵樹旁.
這時有位身材跟面貌都十分姣好的女孩走近.

“一個人嗎?” 那女孩這麼問他.
“可能是吧,” 鐵雄說.
“奇怪的回答,” 女孩鬼魅般的笑了起來.
“我在等人,” 鐵雄說.
“那麼,” 女孩問, “她會來嗎?”
“不知道,” 鐵雄說.
看著眼前的這個女孩, 會是她嗎? 我是不是該拉長對話的時間?
“那麼妳呢?” 鐵雄反問, “也在等人嗎?”
“我?” 女孩愣了一下, “是吧, 但是我想他不會來了, 你的人大概也是. 怎樣, 不
請我找個椅子坐?”
“說的是,” 鐵雄回答. 但到底是不是她? 得趁此找出線索.
在昏黑的月色中, 隨便挑了個就近的椅子坐下, 這才發現大明跟珍珍竟然就坐在
花圃遠端的對岸!
大明他們也看見了鐵雄和那女孩.
“我這才知道博士的用意,” 大明笑了一聲.
“什麼意思啊,” 珍珍不高興的回答, 兩眼直瞪著遠方的鐵雄.
“沒什麼,” 大明趕緊收起了笑容, “如果換成是妳跟鐵雄一組, 放我一個, 那麼結
果可能會是 2 組人馬, 各走各的...”
他發現珍珍的臉色越來越不好了.
-----------------------------------------------------花圃的這端,
“我看, 你不是在等人,” 女孩斜斜的瞧著鐵雄, “是在找人…”

“彼此彼此,” 鐵雄沉住氣說. 被她看穿了嗎?
“你想找哪一類的人呢?” 女孩挨近鐵雄的身體, “是像我這樣的人嗎?” 接著女孩
的手就一把竄進鐵雄的上衣裡!
鐵雄很本能的把女孩的手推開, 這才想到會不會反應過度, 而引起她的懷疑?
“妳不覺得, 這裡太亮了?” 鐵雄趕緊解釋.
“是嗎…” 女孩側著頭.
“妳的指甲很利啊,” 鐵雄按了一下腹部, 似乎是被抓傷了, 他笑了一聲, “顏色也
紅的像血.”
“如果說, 我也嗜血呢?’ 女孩看了他一眼.
“走吧,” 鐵雄突然決定這麼說, “帶我去妳要去的地方吧.”
“這麼想嗎…” 女孩緩緩的說著.
鐵雄微笑的看著她.
“那麼,” 女孩抬起頭, “吻我吧. 吻了我, 就帶你去我要去的地方!”
鐵雄張大了眼睛. 這樣的要求.
他看向遠方, 花圃遠端的對岸.
你輸了! 女孩瞧著鐵雄.
如果你是一般混混, 那麼就會毫不猶豫的答應我, 但顯然不是, 所以你落入第二
類, 是個來調查的便衣, 而且還很生澀.
只是不答應我, 謎底就沒有曝光的一天! 答應我吧, 你沒有選擇! 人生就是這樣
無奈, 不是嗎? 為了你們所謂的大義, 你永遠不得不犧牲你自己!
看著無辜的人類掙扎, 對她而言幾乎是一種樂趣…

鐵雄收起遠方的視線,
原諒我, 珍珍, 但是妳知道我是怎麼想的.
鐵雄站了起來,
“妳走吧.”
“你說什麼?” 女孩不敢相信, “你難道不想去那裡? 顧全自己的懦夫!”
“隨便妳怎麼說,” 鐵雄說, “但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我不會這樣做.”
這就是我的答案, 妳一定知道我是怎麼想的, 珍珍.
縱使是任務失敗. 原諒我.
女孩愣住了. 一直以為, 為了成事, 就是要不斷犧牲自己才是英雄, 這樣的原則
不是嗎?
手段, 手段算什麼?
她失敗了. 女孩感到十分錯愕.
眼前這個傢伙到底是誰? 怎麼會有第三類的人? 上級從來沒有指示過.
“跟我來吧,” 女孩說.
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開始執行起命令之外的動作. 不應該把這樣的人帶來.
她第一次感覺到一種無法說明的情緒.
是希望嗎?
或是愛慕?
鐵雄跟著女孩來到一處房舍前.

他突然感到胸口一陣熱痛,
是指甲, 指甲裡有毒物! 鐵雄一下反應過來, 但是太遲了.
“你會昏睡, 但醒來之後神志能是清醒的,” 女孩貼近他的耳邊說, “因為你沒吻我,
我口中還含有另一種毒物! 少了它, 沒法進行下一步的化學反應.”

“你們想做什麼?” 鐵雄問, “又會是什麼反應?”
“是惡魔黨新研發成功的毒品, 非常的終極品,” 女孩說, “有了它, 控制人不是很
方便嗎?”
“連妳也是,” 鐵雄說, “不是嗎.”
女孩轉過身去, 沒有回答.
鐵雄這下明瞭了, 但是跟其他的調查者一樣,
這個案件破不了的原因, 就在於所有想要調查的人, 最後都得躺下.
他在最後的掙扎前, 啟動了電子錶的發信器.
-------再睜開眼, 鐵雄發覺自己躺在一間密室裡, 身旁躺滿了一排人.
“醒醒,” 鐵雄翻過身來, 推推旁邊的人, 但是沒有人有反應.
看來那女孩對我手下留情了, 鐵雄心想.
“解毒劑呢?’ 遠方傳來聲音, “資料拿到沒? 不要我們最後也被控制了.”
“
報告, 拿到了,” 另一個聲音回答, “而且已經把對方處理掉了.”
“很好.”
門一開, 是大頭目! “不錯, 又來了不少人. 給我噴水, 讓他們通通給我起來工作!

沒有時間了, 首領會不高興!”

密室裡的人被水澆醒後, 開始不斷的哀嚎.
“痛是嗎?’ 大頭目說, “很好, 把藥發給他們, 吃了就不痛了, 然後去工作! 半天
後再回來領藥, 聽到沒有!”
“只怕沒有人要回來吧,” 樑版上傳來聲音.
“這麼熟悉的聲音?” 大頭目說, “可惡, 是誰又來壞我的好事?”
4 個身影很快的現身, 只是這次鐵雄連台詞都懶的唸了. (實在是我也懶的打.)
“又是你們,” 大頭目說, “奇怪, 怎麼被你們發現的, 給我打!”
阿丁帶著那群被抓來的人們設法從出口逃出去, 鐵雄 3 人在後邊攔截惡魔黨.
雙方又開始一場混戰.
“他們人太多, 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鐵雄說, “不要戀戰了, 提早撤場.”
“珍珍呢, 她在搞什麼,” 大明說.
“找解毒劑的資料.” 鐵雄對電子錶喊話, “珍珍, 我們要撤了, 快點出來!”
“不行啊,” 電子錶傳來珍珍的聲音, “我差一點就好了. 再等一下.”
“一定是碰到問題了,” 鐵雄說, “你們先走, 我去找她. 稍後會合.”
說完又繞進去.
---------------在惡魔黨的控制室裡,
“珍珍, 任務中止, 聽到沒有!” 鐵雄好不容易找到了珍珍.
“知道, 可是我已經成功的進入他們的資料庫了,” 珍珍說, “你看!”

“全是空白!” 鐵雄看著螢幕, “他們已經有計畫性的刪除所有實驗資料了. 那妳還
在做什麼, 還不快走?”
“我在想辦法還原資料啊,” 珍珍說.
“浪費時間!” 鐵雄說, “這樣搞要到什麼時候. 找不到就算了, 博士會想辦法的.
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我知道,” 珍珍說, “可是明明就要到手的東西!”
“真拿妳沒辦法,” 鐵雄想了想, “對了, 資料庫的備份. 他們一定有定期備份的,
只是會存在哪裡? 不可能直接傳去總部的遠端機. 去伺服器的控制區查查看.”
“查到了,” 珍珍說, “在上面那一台!”
“好極了, 不過也沒時間解碼了,” 鐵雄說, “把整台磁碟機卸下來還比較快.”
說完就非常粗魯的把那台電腦主機拆了.
但是還是太遲了, 惡魔黨們衝了進來, 將他們 2 個團團包圍.
“珍珍, 先帶著磁碟機衝出去,” 鐵雄說, “我隨後就來.”
“你要來喔,” 珍珍說.
鐵雄點點頭.
鐵雄一面和惡魔黨們纏鬥, 一面看著珍珍和她身後的一群黨徒. 他一見珍珍退出
門邊, 便射出迴旋鏢將控制室的大門開關打壞, 只見整片門砸了下來, 將珍珍和
他們隔開.
“鐵雄, 這是什麼意思!” 珍珍對著門大喊.
“快走, 我先跟他們在這裡耗些時間,” 鐵雄回答, “稍後再想辦法跟你們會合.”
“不可以!” 珍珍叫了出來.

為什麼, 說好的, 你怎麼可以這樣… 不守信用…
“不先在這裡攔下他們, 那外面的人一定逃不了,” 鐵雄說, “相信我, 稍後再會
合.”
說完便將訊號切斷.
“你們要的東西在我這!” 鐵雄對惡魔黨們喊著, “要就過來拿!”
但一個人終究不是一群人的對手,
鐵雄只能邊擋邊退, “這麼大的控制室, 一定有別的出口的, 在哪裡?”
鐵雄翻身逃上了頂層, 只是還沒來的及喘氣, 就又碰上惡魔黨的一個小隊長!
那個小隊長看著鐵雄, 並不動聲色.
鐵雄手持迴旋鏢不發, 也等著對方動作.
“右邊的維修管道, 可以通到外面去,” 小隊長這才說, “不過, 要先過了我這關.”
“剛才交過手了, 妳打不過我的,” 鐵雄說.
只是這聲音, 看著帶著面罩的小隊長, 會是她?
“一起走,” 鐵雄說, “妳不屬於他們.“
“連一個吻都不願給的傢伙,” 小隊長說, “為了不認識的那群人, 你不要命的把自
己關在這裡. 不錯, 你有你的原則, 人不能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我這條命是他們給的, 我不會離開這裡, 這是我的生存之道!”
“生存之道. 然後呢, 再去抓更多的人進來?” 鐵雄說. “妳有沒有想過, 然後呢?”
“然後不關我的事!” 小隊長看了鐵雄一眼.
“如果真能這樣,” 鐵雄說, “所有的事情都好辦了, 我們 2 個今天還需要站在這
裡?”

小隊長轉過頭去, 沒有回答.
聽著遠方的殺聲傳來, 鐵雄無可奈何的搖搖頭說, “快來不及了, 妳知道嗎.”
羨慕妳, 花圃那端的女孩, 是 G3 號吧, 妳擁有我得不到的,
但這可能也是妳做不到的事!
妳手中磁碟機的資料可能可以救了其他人, 但眼前這個傢伙, 是我救了他的!
“
你走吧,” 小隊長舉起槍來, “我幫你擋著!”
“今天我如果就這樣從妳身後走過,” 鐵雄看著小隊長, “那就跟踩著妳的身體過去
沒什麼兩樣. 要就一起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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