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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7月24號早上七點半，鬧鐘把正在熟睡的我吵醒了，在半睡半醒的意識中，我和往常一樣走進廁所去
刷牙洗臉，洗完臉之後我看了一下鏡子裡的人，雖然看起來非常清秀，但是面容卻非常疲倦，一米七
多的身高，正常的體形。
過了一會，我走出了房間在房子裡巡視了一會之後回到了房間，走到了書桌前坐下來，看了一下放在
桌子上的日記第一篇是“7月22號，今天早上一起床的時候發現家人和工人都消失了，而且事情還不
止這些，附近的鄰居和方圓幾十里的人都消失了，感覺這個世界上只剩下了我一個人，一開始我還在
想自己是不是在做夢。但是，我能感覺到痛覺，證明我並不是在做夢，而是真真正正的發生了這一件
事。
　　到了中午了，我已經吃完中午飯了，現在好像還是沒有任何人，這還是我頭一次感到這麼空虛，
家人和其他人到底都去哪裡了啊？為什麼只把我一個人留下了。
晚上十二點了，還是沒有任何人，其他人到底都去哪裡了啊，為了讓家人回來能過高興一點，我還把
整個家打掃了一次，原本這些事應該是工人在做的，但是我沒有想到打掃原來會這麼累。而且現在已
經很晚了，我該睡覺了，希望醒來之後所有事都能恢復原狀吧！ ”
看完第一篇日記之後我長嘆了一口氣把日記本翻到第二頁繼續看“7月23號，事情看來沒有如我所願
，家人還是沒有回來，我為了確認一下我到底在哪裡還特地去確認了一下這裡的確是我家，而且附近
的風景也都一模一樣，不一樣的只有，人...都不見了。



第一章：偶遇

中午了，还是一样没有人，虽然手机显示在圈内，但是打电话给谁都打不通，家人的衣服和鞋子都没
有少，手机也没有带出门，家人都去哪里了啊？
又到了晚上了，虽然水电的供给都不缺，证明了水电厂还有在正常运作，不知道那里会不会有人呢？
还是说这只是自动化的水电厂还在运作呢？保持着醒来之后一切都会变成原样的心态睡觉吧！”
看完之后我非常低落的捂着脸说“不还是一样吗？都没有任何人啊！”我拿起笔把日记继续写下去“
7月24号，和往常一样，还是没有任何人回来......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时间一分一秒的经过了，如果换作往常的我，这时候大概是在玩游戏吧！但是现在我根本没有那个心
情啊！我躺在床上想，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啊！感觉有点累了，先睡一觉吧
！睡醒之后在想其他事吧！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外面好像有动静，我打开窗户把头伸出窗外看了一下，看到一位非常年轻而且
长相非常好看的白发美女骑着自行车从我一楼的家门前经过。



重見希望

 “等一下！”我朝着那位女性大喊
　　她可能是受到了惊吓没有控制好自行车的方向摔倒在地，我马上从三楼的房间飞奔去一楼的门口
前。
　　“那个...你...你没事吧！”
　　“我没事，不过...不是...等一下...可是...”
　　“额...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怎么一回事。不过，你是人吧？”
　　“是的，我是人......”
　　“啊！对了，你先起来吧！进来我家聊吧？”
　　“嗯……”
　　到了家里之后，我到了一杯水递给她坐在沙发上问她
　　“你知道现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吗？”
　　“那个，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两天前，我刚刚起床的时候，发现家里很安静，结果发
现家里没有任何人，而去领居家里也没有任何人在里面。”
　　“嗯...和我一样呢！那你为什么到了这里呢？”
　　“今天早上起来还是没有人回来，我就有点怕，就想着到处去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人，骑
着自行车走了好一段时间之后到了这里，结果就被你叫住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不过我其实倒没有想去找其他人，因为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只剩我一个人
了！”
　　“那个，还没有自我介绍呢！我的名字叫天雨柳白，16岁了。”
　　“噢，你好！我叫狂気赤宫，也16岁了！”
　　“嗯，你好。”
　　“额......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你是从哪里来的啊？”
　　“我是从领镇来的。不过，比起这个。我还没吃中午饭呢！肚子有点饿了，你这里有吃的吗？”
　　“是吗？你等我一下，我去做点东西给你吃。”
　　吃完饭之后她问我
　　“你有打算之后怎么办吗？”
　　“嗯......没有想过，不过我想还是去其他地方找找还有没有其他人吧！”
　　“这样也好，不过明天可以陪我回我家一趟吗？我想去那点东西过来！”
　　“好啊！那个现在也晚了，你就随便选一个房间先睡着吧！”
　　“不过话说回来，你家真的好大啊！”
　　“啊？是吗？我平常倒是没有怎么注意到。”
　　“那么我今晚就睡这咯！晚安。”
　　“嗯！晚安！”
　　回到房间后，我继续把日记给写上“在中午的时间，我终于看到人了，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
虽然不知道家人都去哪里了，不过，我想终有一天还是可以见到的吧！
 



第三章：和幸存美女的日常

又到了晚上了，虽然很想醒来之后一切可以恢复原状。但是，如果真的恢复了原状当然是最好不过的
事情了。”
第二天一大早
“咚咚咚，赤宫，你起床了吗？”
我听到柳白在门外叫我，我看了一下床头的闹钟，什么嘛！才七点钟，我平常都是七点半才起床的啊
！
“喂———，赤宫，起——床——啦——！我进来咯！咦？你醒啦？你醒了为什么不回应我啊？”
“现在才七点钟也，我平常都没有那么早起啊！”
“今天不是还有事要做吗？不早点起来时间都浪费了。”
“话是这么说没错啦......”
“你快点整理一下就下来吃早饭吧！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再过一会就要变凉咯！”
“唉，好累啊，算了，还是快点去吃早饭吧！”
当我刷完牙洗完脸走到客厅的时候，看到柳白帮我准备好的早餐，非常的丰盛，而且有一种美式早餐
的风格。
“这些都是你准备的吗？”
“是啊，你家的冰箱不是还有食材吗？我就随便做了一些，希望和你胃口吧！”
“原来你也会做饭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我不会做饭吗？我做的饭可比你昨天中午和晚上做的好吃多了呢！”
“嗯……的确呢！闻得出来。”
“快点吃吧，再不吃就要凉了。”
吃完饭之后她把盘子洗完之后大概八点钟
“那个，你能不能试试开车啊？”
“蛤？开车？”
“是啊，因为我有挺多东西要拿的，而且，拿了之后可以顺便去找人啊？”
“嗯……好吧！我试试。”
我到了老爸的房间随便拿了车钥匙去开车，结果开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简单，我平时玩手柄游戏的时
候可比开车难多了。很快我把车开到了柳白的家门口。



第四章:帷幕

“把车尾箱打开然后跟我来。”
“好的。”
我打开车尾箱之后和柳白进到了她的房间。
“嗯……帮我把这些衣服全部搬哒车尾箱去吧！”
“蛤？什么？全部？”
“嗯，是啊！”
我看了一下那些衣服心想这是什么鬼，怎么那么多？我也就只有几件衣服而已啊。搬完衣服后柳白的
手机突然响了，柳白拿出手机一看，原来是她的闺蜜发了信息给她，柳白打电话过去和她的闺蜜聊了
一下之后就叫我开车去接她的闺蜜。
我用汽车的导航定位了柳白闺蜜的家之后，就开车过去了，途中还找到了加油站加了一下汽油。到了
柳白闺蜜家的门口的时候发现柳白的闺蜜已经站在家门前等候了。柳白看到自己的闺蜜之后马上下车
去拥抱她的闺蜜。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所有人都不见了，我以为你也不见了，你在的话为什么不早点联络我啊？”
“对不起，柳白，我太晚联络你了。我也真的好想你啊！”
过了一会儿柳白和我介绍她的闺蜜。
“这位是我的闺蜜，她叫幻羽提雅。”
“提雅你好，我是狂気赤宫。”
“赤宫你好。”
提雅是一个拥有鲜红色头发美少女，论外表的话和柳白不相上下，都是属于超级美少女的那类型。随
后就去帮提雅搬行李。
“赤宫，要不我们先回去把东西整理好了再继续去找人吧？”
“也还，而且车尾箱也快满了，如果再遇到人又有行李的话大概就装不下了，而且下次搬行李的时候
你们能不能不要站在一边等啊，帮忙一起搬一下啊！”
“什么嘛！明明这里就只有你一个男孩子，难道你要女孩子做体力活吗？”
“唉～算了，还是先回去吧！”
回到家之后，等她们整理完行李之后，柳白然我自己出去找人，她和提雅留下来做晚饭，所以我再次
出门寻找幸存者，结果没有找到任何人。回到家吃完晚饭之后。我回到房间继续写我的日记“7月25
号今天去帮柳白拿行李的时候提雅发了信息找到了柳白，就把提雅也带了回来，希望之后可以找到更
多人。”
第二天早上我听到柳白一直在叫我
“起——床——啦——！赤宫。”
我看了一下床边的闹钟，又是七点钟。
“赤宫，我进来咯。你为什么醒了又不回复我？”
“你还是让我睡一觉吧，昨天弄的我实在是太累了。”
“嗯，好吧！那你过会记得要来吃早餐哦！”
“嗯。”
真的是，到底是怎样才能天天早上七点起床都能不累的啊，不过每天早上都能被这么漂亮的美少女叫
起床的感觉真不错呢，算了，还是赶快起床吧！刷完牙洗完脸之后，坐在书桌前继续写日记，由于昨
天的时间不多，所以写的不是很清楚。“7月26号早上，又过了一天了，还是没有恢复原样，今天不
知道能不能找到其他人呢？”
“赤宫，早啊！”
“嗯！提雅，早安，你怎么来了？”
“噢，我想着不能白住你家，过来帮你打扫了。”
“啊，谢谢你。”



“对了，柳白刚刚还在喊你去吃饭呢！”
“哦哦哦，那我先去吃饭了。”
吃完早饭后柳白过来和我说
“赤宫，你用手机联络一下所有的人吧，看看有没有其他人还留在这里？我和提雅都试过了，但是好
像没有人有回信。”
“我早就已经试过了，根本没有人回信。”
“嗯，是吗，对了，冰箱里的食物快没有了，是不是要去找一找超市？”
“超市的话，我家附近就有大概走个十几分钟就到了，我带你去吧！”
“嗯，好哦！”
到了超市之后，拿够了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我听到了很不寻常的声音。
“等一下，有声音！”
“什么声”
“嘘...你听。”
“声音好像是在那边传过来的”
“你在这里等我，我去看一下，如果我发现有什么不对劲，你就扔掉东西，马上跑回去。知道了吗？
”
“嗯，知道了！”
我把东西放下之后，慢慢的向声音的源头走过去，但我走到发出声音的源头之后，只看到了一只很可
爱的小狗，可能是因为肚子饿了，自己走到超市来觅食了。
“没什么了，原来只是一只狗而已。”
“是吗？”
“对啊，看起来还很小呢！”
“那个......我可以带回家养吗？”
“随便你，如果你要养的话，你就要管好它哦！”
“嗯！”
回到家之后，我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为什么其他人都消失不见了呢？那么消失的时候又是在什
么时候呢？不对，那只小狗看起来那么小应该是不会自己出来觅食的吧！就算它饿了也开不了门出来
觅食啊！等一下，我没记错的话那家超市好像是24小时都营业的吧！对了，有可能那只狗见证到了
整件事情的过程，究竟那些人都去了哪里，因为那条狗在超市的话也就是说那时候它原本的主人正在
带它逛超市，而那些消失的人是在晚上十二点到早上七点半的期间。不对，应该时间可以缩短到晚上
十二点到早上六点的时间，因为我记得我的工人会在六点把我叫醒一次，但是7月22号那天我早上六
点却没有被叫醒。
不过，我的推理绝对没有错的，那只狗，就是见证了整件事情发生的一切变化。可是狗却不会说话。
所以，接下来要重点去寻找有24小时营业的超市，看看有没有人见证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第五章：再寻线索

  就在我大概推理了一下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的时候，我听到柳白在门外叫我。
“赤宫，你现在有空吗？我有些事想和你说一下。”
“啊！你进来吧！我刚刚也正好想和你们说一些事来着。”
“嗯……是这样的，我在想，这个世界上应该不止会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我觉得应该还有更多人在这
个世界上的才对。”
“关于这件事的话，我也这么觉得。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找到别人呢？我觉得这样子瞎找下
去只会浪费时间而已。”
“嗯哼～真不愧是赤宫，这么快就发觉到了重点，其实是这样的，刚刚提雅又给我一些建议，我过来
找你就是想知道你的想法。”
“那么，提雅的建议是什么？”
“是这样的，提雅说可以试着放烟花，烟花可以飞上天，可以让远处的人也看到，而且在晚上放烟花
会特别显眼，更容易让别人看见。”
“的确是个好方法。不过，在大晚上的，就算有人看到了也不容易确认我们的位置吧！”
“对啊！这我们也有想到，所以我们打算在天刚刚亮起来的时候就开始放，而且每隔三分钟放一次，
持续三个小时，看看有没有人过来。”
“嗯！那就这么办！”
“那我们先去超市拿烟花吧！”
拿完烟花回到家后
“哈啊……哈啊……好累啊……”（赤宫）
“所以我就说嘛，开车去会比较好。”（柳白）
“结果不仅累到自己，还要我们帮忙拿，真是的。”（提雅）
“哈啊……我可没听说过要那么么多啊！”（赤宫）
“不是和你说了要放三个小时吗？每隔三分钟放一次，不拿那么多会不够用的啦！”（柳白）
“是这么说没错啦……”（赤宫）
“好啦！也差不多该准备吃饭咯！还好刚刚去超市有补充一下速吃食品。”（提雅）
“不了，我不吃了，今天和昨天都做太多体力活了，我实在是累的不行，而且明天早上还要早起床啊
！我就先睡了，晚安。”（赤宫）
“嗯，晚安！”（柳白）
“好好休息一下吧！晚安！”（提雅）
回到房间之后，我把日记写上之后就去睡觉了。
在一股饿意下被饿醒了
“（哈欠）啊，想不到居然被饿醒了，肚子好饿啊！唉～去找吃的吧！”
当我下床之后我突然看到桌子上有一个面包，面包下面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这两天真是辛苦你
了，不过你不吃饭就睡觉的话我怕你会太饿，所以放一个面包在你的桌子上，如果饿醒了就吃这个吧
！——柳白”
吃完面包之后，我原本打算去睡一个回笼觉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快五点了。
“咦？原来已经五点了啊，我们好像是说六点钟开始放烟花的吧！算了，不睡了，去给她们两个准备
早餐吧！”
当我在准备早餐的时候，我听到了柳白的房间传出了闹钟声，很快闹钟声就没了，大概是柳白醒了吧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之后，时间大概到了五点半，柳白应该是洗漱完准备去叫提雅起床了。
叩叩叩
“提雅，起床咯！提雅，听到了吗？”
“嗯，我听到了，我马上起来。”
叩叩叩



“赤宫，起床咯！我进来咯！诶？人呢？”
“我在这里！”
“咦？赤宫？你今天起得真早啊！”
“对啊！因为半夜被饿醒了啊！还有，谢谢你的面包。”
“不客气啦！我就在想你不吃晚饭就睡觉会不会被饿醒，所以放了一个面包在你桌子上。”
“去客厅吧！我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早餐咯！”
吃完早餐之后。大概是五点五十分左右，我们开始放烟花了。
咻—————噼啪咻咻咻咻咻噼里啪啦
与此同时，在赤宫他们所在地区的大概三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区
“姐姐！你看那个，是烟花！”
“嗯，我看到了！”
“姐姐，我们去那里看看吗？说不定有其他人呢！”
“嗯！走吧！”
在另一个小区
“烟花？难道说这和世界上还有其他人？哼，去看看吧！”
在赤宫的所在地
“虽然说是为了找人没错，不过这烟花还真是挺漂亮的啊！”（赤宫）
“对啊，而且在凌晨看烟花还别有一番风味呢！”（提雅）
“你们啊！不要只顾着看烟花啦！注意一下周围，看看有没有其他人来啦！”（柳白）
“是——”（提雅、赤宫）
果不其然，过了半个钟左右有一个蓝色短发，眼目清秀优雅知性而且长相也很好看并且很有女人味的
一个女孩子走了过来。
“啊！还真的有其他人啊！你们好啊！”
“嗯，你好啊！”（赤宫）
“你好！”（柳白）
“啊！你好啊！”（提雅）
“额......那个，请问你是？”（赤宫）
“啊！不好意思，我好几天没有看到其他人了，一不小心太激动了，我叫香泉巡伊，今年15岁，我
是刚刚看到这里有烟花之后赶过来的！”（巡伊）
“我们也没想到真的可以找到人啊！你好，我叫狂気赤宫，今年16岁了。”（赤宫）
“你好，我叫天雨柳白，今年16岁了。”（柳白）
“你好啊！我叫幻羽提雅，今年也是16岁了。”
“不过真的没有想到可以在这里再见到人啊。”（巡伊）
“额......你会想也正常，因为我们当初也是这么想的。”（赤宫）
“那个柳白啊，既然已经找到人了我们还要继续放烟花吗？”（赤宫）
“当然要啦！就是因为看到人了，有可能还会有其他人来呀！”（柳白）
“好，那我继续放。”（赤宫）
“那赤宫你加油哦，我和柳白还有巡伊进屋里休息咯！”（提雅）
又过了大概一个小时。我看到远处似乎有两个人骑着电动车过来，当我看到那两个人之后，我马上去
把柳白她们叫出来。
“你们看，那里是不是有人在骑着电动车过来？而且好像是两个人来着？”（赤宫）
“嗯……好像是呢！”（柳白）
“在这里等他们过来也不是办法，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而且赤宫，辛苦你了，时间也差不多了，你
回去休息一下吧！谢谢哦！”（提雅）
提雅在和赤宫道谢的时候漏出了很可爱的笑容，那个笑容让赤宫觉得整个人都暖暖的。
过了一会儿之后，提雅把那两个人带到赤宫的家里。带来的两位也是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的女生，他们
都有非常大的眼睛和紫色的秀发。



“这几位就是我刚刚说的朋友们，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吧！”（提雅）
“你们好，我叫狂気赤宫，今年16岁，是原本就住在这里的人。”（赤宫）
“你们好啊，我叫天雨柳白，今年也是16岁，很高兴可以找到更多的人。”（柳白）
“我叫幻羽提雅，虽然刚刚介绍过了，不过还是在介绍一次比较好吧！我也是16岁。”（提雅）
“你们好，我也是今早看到烟花过来的人，今年15岁，我叫香泉巡伊。”（巡伊）
“嗯……你们好！我是和风紫梅，今年17岁，这位是我的妹妹，她今年只有13岁，她叫和风露卡，不
过她有点怕生，所以可能会有点怕”（紫梅）
“......”（露卡）
“话说，你们还没有吃早餐吧！我做早餐给你们吃吧？”（赤宫）
“好啊，正好饿了！”（紫梅）
“嗯，我也是。”（巡伊）
“......”（露卡）
吃完早餐之后，赤宫询问她们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结果和赤宫想的一样，都是起床的时候其他人
都不见了，就只有紫梅和露卡的情况比较好。
“嗯……果然还是这样，虽然能找到其他人是一件好事啦，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赤宫）
“是啊，如果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说不定有办法可以让其他人都回来的方法也说不定。”（柳白
）
“其实也不一定是他们消失了……”（赤宫）
“赤宫，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提雅）
“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消失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呢？”（赤宫）
“消失的是我们吗？”（紫梅）
“也是诶，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如果消失的人是我们的话，可能还会更加合理一些。但是，这仅仅
只是假设而已，还不能完全确定消失的事谁，究竟消失的是我们还是他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可以知道。
”（巡伊）
“......”（露卡）
“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有谁在7月22号的凌晨还没有睡的？也就是7月21号过了晚上12点的时
候。”（赤宫）
“赤宫，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呢？还是说你发现了什么吗？”（提雅）
“嗯……也不能说上是发现了什么吧！只不过是我想推算一下时间而已。”（赤宫）
“时间？什么时间？”（紫梅）
“赤宫，你是想推算，我们或者是他们消失的时间吧？”（提雅）
“是的，现在假设，消失的人是他们，那么在我的推算范围内，他们是在7月22号的凌晨12点后到早
上6点前消失的。因为我在7月21的晚上11点30分还去了一趟客厅，那时我的父母都在客厅看电视呢
！而我在大概12点睡觉，如果正常来说，我家的管家会在早上6点把我叫醒一次，但是那天早上却没
有人把我叫醒，而且在我醒的时候也就是7月22号的早上7点30分，我一起床就没有任何人了。”（
赤宫）
“那我觉得可以缩短到7月22号的凌晨2点到早上6点哦！其实那是我还在玩游戏，我在凌晨两点的时
候还有听到我妈妈来提醒我叫我早点睡觉呢！”（紫梅）
“嗯，那现在时间就又缩短了。”（赤宫）
“真不愧是赤宫，没想到连这么细小的地方都能发现。”（提雅）
“不过，不放过任何小细节不也正是赤宫的优点不是吗？”（紫梅）
“那个，其实我想说，我可不可以回去先把行李拿过来啊？”（巡伊）
“哦哦哦，可以啊，等等我开车去你家把行李一次性搬过来吧！对了，紫梅和露卡需要搬行李吗？”
（赤宫）
“不需要啊，我们其实有把行李绑在电动车上。不用麻烦你在跑一趟了。”（紫梅）
“......”（露卡）



当天晚上，再吃晚饭的时候，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会不会有一天，其他人突然出现，或者是我们这
里又有人会在消失呢？（紫梅）
“其实你这个问题，我也有想过。但是，我觉得已经消失过一次了，而且只留下了我们，说不定我们
是不能被消失。或者如果我们是消失的那一方的话，说不定会有其他更多的人会来这里才对。不过，
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是存留的那一方还是消失的那一方。”（赤宫）
“啊！我懂了，所以赤宫在今天早上才会询问那个问题对吧？”（提雅）
“对的，今天早上我在问问题的时候有强调过7月22号这个日期吧？”（赤宫）
“赤宫你难道是想通过这个时间来确认我们发现人不见的时候是同一个日期吗？”（巡伊）
“是的，我原以为会有什么收获，可是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啊！虽然就结果而言，是很失望每错，但是
我也仍然觉得不应该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赤宫）
吃完晚饭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我把日记补上。
“话说，今天柳白的样子好像有点奇怪啊，见到紫梅和露卡之后好像就没有怎么说过话。算了，反正
柳白早上会来叫我起床，等柳白来叫我起床的时候在和她聊一下到底怎么了吧！”
第二天早上。
“赤宫，起床咯！你在不起床我就要恶作剧咯！”（柳白）
“嗯……（慢慢睁开半睡半醒的眼睛）啊！诶————？”（赤宫）
“你的反应用不用这么大啊？”（柳白）
“额......好想是反应有点大......不对，为什么你会躺在我的床上？”（赤宫）
“怎么？难道我不能躺在你的床上吗？”（柳白）                                                                               
                                                                   
“不是不能啦！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你会躺在我的床上而已，而且也托你的福，直接把我给吓醒了……
”（赤宫）                                                             
 “看来以后叫你起床还是直接躺在你床上比较管用呢！”（柳白）
“对了，柳白，我想和你说一件事！”（赤宫）
“你想说什么？”（柳白）
“就是在昨天的时候，紫梅和露卡到了之后，你的反应好像有点奇怪，而且除了自我介绍外就根本没
有说过话，还有我觉得你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有点强颜欢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赤宫）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用你管。”（柳白）
“等一下，你到底是怎么了啊？如何连你也变得消极了那我们还怎么继续之后的生活啊？”（赤宫）
听到这里，柳白又一股莫名的激动心情突然爆发了出来。
“我会变成这样还不是因为你？而且就算我和你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啊！”（柳白）
作者留言：因输入法的问题，文章会以简体字的方式进行，不便之处敬请见谅，在此之前因为一直有
其他原因而导致不能上传文章，在此预先声明，下一篇文章会在3月20号上传.



第六章：闹别扭（1）

柳白的情绪已经到达了顶点，终于忍不住的爆发了出来，而这爆发出来的情绪也把赤宫吓出了一身冷
汗。
　　“你说的没错，有可能你说了我也不懂，但是我这是在担心你啊？”（赤宫）
　　“啊！对不起，我刚刚可能有点太激动了......”（柳白）
　　“额......嗯，没关系。那个，你刚刚说你会变成这样是我的错，的确有可能是我做了一些错让你
觉得不开心的事，关于这点我向你道歉。不过我觉得你还是说一下我做了哪些事让你觉得不开心，我
以后就不会再做让你不开心的事了。”（赤宫）
　　“你真的想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柳白）
　　“是的，其实在昨天晚上我觉得你有点奇怪的时候就想找你聊一下的，但是那时候已经晚了，我
怕打扰你休息。有什么事就说出来吧！也不让你好受一点。”（赤宫）
　　“其实我生气的理由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无理取闹，但是我也是真的为了这件事而生气的。”（柳
白）
　　“没关系，无理取闹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也有时候会无理取闹，但是一般来说，无理取闹都是会
有解决办法的！”（赤宫）
　　“嗯……那么我先说一下我对你的要求，可以吧？”（柳白）
　　“嗯，可以。”（赤宫）
　　“我的要求就是你以后不能看除了我以外的女孩子一分钟以上！”（柳白）
　　“蛤？你这是什么要求？你这要求是不是有点太奇怪了啊？”（赤宫）
　　“不过，之前你见到我的时候一直都在看我对吧？而且我找到闺蜜的时候你也在旁边盯了很久对
吧！”（柳白）
　　“额......我看是因为觉得你们很漂亮，而且也有在确认你们是不是真的人而已啦！”（赤宫）
　　“那么昨天呢？巡伊到了的时候，你一脸想说话的样子又是怎么回事？而且在紫梅和露卡到了的
时候你也是一只盯着她们看，我真的不知道你在看什么？你能解释一下吗？”（柳白）
　　“额......这个嘛……”（赤宫）
　　我怎么可能说出我觉得他们身材很好才一直看啊！如果真的这样说的话，我可能就不能好好的待
在这里了。不过在不说些什么的话，可能事情会变的更麻烦啊！
　　“嗯？怎么了？你给我解释一下啊？”（柳白）
　　可恶啊，这时候应该要说些什么比较好啊？啊！对了！
　　“那也就是说，你生气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一直看别的女孩子结果你吃醋了吗？”（赤宫）
　　听到这句话之后，柳白的脸羞的通红而且低下了头。轻声说道
　　“嗯……”（柳白）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至于那么生气吧！而且如果真的要比较的话，我倒是觉
得你比她们好看多了！”（赤宫）
　　“谁叫你拿我和她们比较了啊？”（柳白）
　　啪（扇了赤宫一巴掌）
　　柳白听完之后害羞的不得了，扇了赤宫一巴掌就跑走了。
　　“嗯……所以说，我又说错什么了吗？”（赤宫）
　　正当赤宫想去安慰柳白的时候，从门口地下的缝突然有一张纸塞了进来。上面写道，刚刚说过的
话和发生的事不许和别人说，这些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候再聊。记住，千万不要让别人察觉到
，否则的话，后果自负！”（柳白）
　　“额......唉，算了！”（赤宫）
　　到了早上八点钟，大家都起床吃完早饭后，我回到房间整理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线索，以及在
重新开始寻找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掉的地方。
　　叩叩叩，我听到有人在敲我的房门。



　　“请进。”
　　随后门慢慢的打开了，我看到露卡走了进来。
　　“你是叫露卡，对吧？”
　　露卡轻轻的点头示意
　　“额......那个，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嗯……是这样的......”（小声）
　　“那个，可以大声点吗？我听不到。”
　　“你昨天早上是打算推算其他人是怎么消失的对吧？”
　　“嗯，是这样的没错，但是我们还没确定消失的是哪一边。”
　　“消失的是他们！”
　　“你说消失的是他们？”
　　“嗯！因为......我看到了！”
　　“什么！？你看到了！？”听到这句话我忍不住的站了起来
　　“啊！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了，那么，你能说一下你看到的事吗？”
　　“他们消失的时间大概是在凌晨三点钟，那时我打算去上厕所，再去厕所的途中，我看到爸爸妈
妈的房间门的门缝发出了一阵光，我打开门看了一眼，看到爸爸妈妈的身上都在发光，就在我打算把
他们叫醒的时候，他们随着光一起消失了。”
　　“嗯……”（听完露卡的说辞后，我感觉我的大脑有点负荷不过来，一时之间的情报量太大，有
点处理不了）
　　“对了，那你在昨天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那个......因为有点害羞，而且......”
　　“而且？”
　　“总之，我觉得你是可靠的，这件事我的姐姐也不知道。目前我想大概只有你和我知道。”
　　“不过，看来真的没有白找人，还是得到了可靠的情报。”
　　“还有，那个......在大家的面前请不要和我说话，我会觉得很害羞的，如果真的要找我可以用手
机发信息或者来房间找我。”
　　“好的！”
　　说完，露卡就离开了房间。
　　在我想整理一下思绪的时候，我听到柳白叫我的声音。
　　“赤宫，有空吗？”
　　“啊！有空，进来吧！”
　　“今天早上，我的确有些激动了，先和你说声抱歉。”
　　“没关系啦！我也没有很在意。”
　　“那么，我就直说了，你还记得我今早说的那个要求吗？”
　　“我记得啊？怎么了吗？”
　　“我是来确定一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要求？”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但是，如果能平息你的怒火的话，我接受这个要求。”
　　“那就好。”
　　到了中午，我和所有人在吃中午饭时，我想到了柳白说不能盯着其他女生一分钟以上的那个要求
，眼神下意识的看向坐在我对面提雅的身上。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柳白用一种嫌弃的眼神盯着我看
，我看向坐在我旁边的柳白，对她点头示意一下，她却把头撇开。
　　吃完饭之后。
　　“赤宫，话说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样查清楚了吗？”（紫梅）
　　“对啊，我也很在意！”（巡伊）
　　虽然露卡又和我说消失的人是他们，但是，我在没有查清楚这件事之前，打算暂时不公开这件事
。
　　“还没有啦，而且也不是说没有线索啦！虽然（露卡）有线索，但是我也不知从哪里开始查。”



（赤宫）
　　“的确，而且我们现在的情报真的是太少了，至少如果能找到一些有线索的人就好了。”（提雅
）
　　“其实我想问好久了，我们一直呆在这里，能找到的人有限，不如我们边走边找，这样效率不是
会更好吗？”（紫梅）
　　“是这样说没错，但是边走边找的话，会发生很多预想不到的事情，而且也会很危险，留在这里
至少可以确保是安全的。”（柳白）
　　“或者，我们可以派几个人出去找人，如果有找到人就马上回来，并且保持联络，这样也可以确
保安全了！”（赤宫）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出去会比较好哦！”（紫梅）
　　“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我会和你们说的。”（赤宫）
　　当天晚上
　　“赤宫，你现在有空吗？”（提雅）
　　“啊，有空的，你进来吧！”（赤宫）
　　“怎么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吗？”（赤宫）
　　“其实今天早上紫梅说的出去找人这件事，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提雅）
　　“我也知道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之后紫梅去的话，可能会很危险。”（赤宫）
　　“这我也知道，所以我刚刚想到了一个办法，所以才来找你的。”（提雅）
　　“能确保安全吗？”（赤宫）
　　“我觉得可以确保安全。”（提雅）
　　“那你说来听听吧！”（赤宫）
　　“是这样的，出去的话不可以让紫梅一个人去，要去的话我、紫梅和巡伊一起去，顺便带上帕鲁
一起去。”（提雅）
　　“蛤？帕鲁是谁啊？”（赤宫）
　　“你忘了吗？之前我们不是在超市遇到了一只小狗吗？它的名字叫帕鲁哦！”（提雅）
　　“你们连名字都给它取好了啊！也不和我说一声。”（赤宫）
　　“总之就是这样，露卡太怕生了，出去的话可能会拖后腿，让她留在家里比较好，柳白的话也留
在家里，不然的话就没有人照顾你和露卡了。”（提雅）
　　“那么首先是你要教紫梅开车，这样才可以一起出去找人。”（提雅）
　　“嗯，那就交给我吧！”（赤宫）
　　三天之后，紫梅学会了基本的开车技术，在这个空荡荡的马路上也不用担心会撞车，更不用担心
会塞车，只要慢慢的开车就不会出事。
　　“露卡，我会出去几天哦，过几天就回来了，你不用担心，记得要听话哦！”（紫梅）
　　“嗯……”（露卡）
　　“都准备好了吧？”（赤宫）
　　“嗯，准备好了！”（巡伊）
　　“车里的生活必须品和食物充足吧？”（柳白）
　　“放心吧！没事的，我们会保持和你们联系的，而且过几天就回来。”（提雅）
　　“那既然都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出发吧！”（紫梅）
　　第二天早上
　　“啊啊啊———（尖叫声）”（柳白）
　　“嗯？柳白，怎么了？（听到尖叫声被吓醒）”（赤宫）
　　“你为什么会和露卡睡在一起？”（柳白）
　　“诶？啊咧？不对吧！我记得我昨晚是一个人睡的啊？”（赤宫）
　　“嗯……你们怎么了？一大早的。”（露卡）
　　“露卡，你为什么会睡在赤宫的床上？”（柳白）
　　“哦……那个，因为姐姐她们走了，感觉家里好冷清，然后昨晚我怕的睡不着，结果就跑到赤宫



的房间来了。”（露卡）
　　“那你为什么不来我的房间呢？你在赤宫的房间如果他对你做出奇怪的事情就不好了！”（柳白
）
　　“我什么也不会做的啦好吗？”（赤宫）
　　“嗯，我也相信赤宫不会做奇怪的事，而且赤宫总能给我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在姐姐身上也
感觉不到，唯独赤宫能给我这种安全感所以我才会来赤宫房间的。”（露卡）
　　“额...嗯。”（赤宫）
　　“所以，在姐姐她们回来之前，就打扰你了。”（露卡）
　　“什么？你打算在她们回来之前一直睡在赤宫的房间吗？”（柳白）
　　“嗯。（点头）”（露卡）
　　“那如果你要睡这里的话，我也要和你们一起睡。”（柳白）
　　“柳白，三个人睡一张床会很挤的啦！”（赤宫）
　　“而且如果露卡要睡这里的话，让她睡床，我在地板铺多一张垫子，在她们回来之前我睡在垫子
上就好了。”（赤宫）
　　“不行，如果我不和你睡在一起的话就没有安全感。”（露卡）
　　“没有啦，我就在你的附近而已。”（赤宫）
　　“也不行，一定要睡在旁边。”（露卡）
　　“那我也要睡在旁边，为了不让你多露卡做出奇怪的事。”（柳白）
　　“所以说我什么都不会做啦！”（赤宫）
　　“嗯，我也认为赤宫不会做奇怪的事，所以不用担心。”（露卡）
　　“不行，我一定要睡在这里。”（柳白）
　　“所以说三个人睡一张床会很挤的啦！”（赤宫）
　　“没关系，挤一挤也没关系，而且人多也比较热闹，就不会那么怕了。”（露卡）
　　“嗯，那么就这么定了。”（柳白）
　　“为什么你们自己就达成一致了，我的意见就不理了吗？”（赤宫）
　　“我们觉得没关系就可以啦，你一个男的还那么计较。”（柳白）
　　“好吧！随便你们吧！”（赤宫）
　　“那么你们准备一下就来客厅吧！早餐已经做好了哦！”（柳白）
　　吃完早餐后
　　“赤宫，在现在看来，你有发现一些新的事情吗？”（柳白）
　　“新的事情倒是没有，但是有用的情报倒是听到了一个，露卡，你和柳白说一下吧！”（赤宫）
　　随后露卡把自己看到家人消失的事和柳白说了一次。

作者留言：谢谢大家的支持，由于输入法的原因，文章会以简体字的方式进行，如有不便之处敬请谅
解。下一篇文章发布日期预计在4月10日发布。



闹别扭(2)

“哦哦哦～原来是这样啊！”（柳白）
　　“怎么你听到了之后感觉你的反应这么平淡啊？”（赤宫）
　　“其实你之前说过的话我有认真的去思考过，所以感觉听到虽说很震惊，但也合情合理了。”（
柳白）
　　“其实我当下看到父母消失的时候也是被吓了一跳。”（露卡）
　　“不过，虽然知道了消失的是他们，但是，仍然没有找到的是怎么让这一切恢复原状，而且连能
不能恢复原状也是个问题。”（赤宫）
　　“对啊，至少希望提雅她们出去能找到知道情报的人就好了。”（赤宫）
　　“啊！你说起提雅的话差点忘了和你说了，昨天晚上的时候，她说她们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找到
了一个人，而且还找到了一辆居家车，她们现在在开着居家车回来的路上。”（柳白）
　　“额......也就是说她们把我爸爸的车留在了那里，开着居家车回来了？”（赤宫）
　　“没有啦，你爸爸的车也在一起，只是居家车在找人的时候比较方便，顺便把它也开来回来了而
已。”（柳白）
　　“那就好，我还以为她们把我爸爸的车留在了那里，把居家车给开回来了。”（赤宫）
　　“不会的啦，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会和你商量一下先的啦，不会把你爸爸的车就留在那里不
管。”（柳白）
　　在外出的找人的队伍里。
　　“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之前不是说除了你们之外还有其他人吗？”（奈樱）
　　“是啊！”（提雅）
　　“我想问一下你们那里还有几个人啊？”（奈樱）
　　“还有三个人在家里呢！”（紫梅）
　　“三个？加上我们的话就有七个人了！”（奈樱）
　　“对啊，而且还有一个男的哦！”（巡伊）
　　“还有男的啊！”（奈樱）
　　“对啊，而且他还很可靠哦！”（提雅）
　　“不仅很可靠，而且还很聪明呢！”（紫梅）
　　“可靠又聪明？这样的男人在以前都很难找的到吧！更不要说是在这种情况下。”（奈樱）
　　“是啊，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才应该好好珍惜啊！”（巡伊）
　　回到家之后。
　　“你好，我是狂気赤宫，16岁。”（赤宫）
　　“我是天雨柳白，16岁。”（柳白）
　　“......”（露卡）
　　“啊，那个是我的妹妹，她很怕陌生人，她叫和风露卡。”（紫梅）
　　“你们好，我是纱前奈樱，也是16岁。”（奈樱）
　　奈樱看到赤宫后，心想长的还挺不错的，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不过她们竟然说了很可靠的话，
那应该还是挺不错的吧！
　　“经过这么久，应该很累了吧，这里还有几件空房，你随便找一间喜欢的先去休息吧，行李的话
我会帮你搬过去的。”（赤宫）
　　“嗯！谢谢你！”（奈樱）
　　到了晚上，露卡一如既往的在赤宫房间睡觉，而赤宫却坐在桌子前回想一下目前拥有的线索。
　　“这会是巧合吗？虽然我也不能确定，但是这也实在是太奇怪了，不过现在还有很多事不确定，
也有很多问题想不通，暂时不要和其他人说比较好吧！”以免让她们想太多造成其他的麻烦比较好。
”（赤宫）
　　“赤宫，你还没睡吗？”（柳白）



　　“诶？嗯，我在想点事。”（赤宫）
　　“不过，露卡不是说没有人在家她怕才和你睡的吗？可是现在人都回来了，怎么还在你的床上睡
啊？”（柳白）
　　“额...这个嘛，你还是自己问她吧！不过她现在睡着了，明天再问吧！”（赤宫）
　　“嗯...好吧！赤宫，我也相信你不会对她怎么样啦！不过你刚刚在想什么事呢？能和我讨论一下
吗？”（柳白）
　　赤宫看了一下在床上睡着了的露卡。
　　“我们去客厅聊吧！在这里了的话，可能会把露卡吵醒。”（赤宫）
　　到了客厅。
　　“其实是这样的，奈樱到了之后，就又有两个不确定的问题出现了。”（赤宫）
　　“两个不确定的问题？”（柳白）
　　“是的，不过准确来说并不是奈樱到这里才出现的问题，而是在之前巡伊、紫梅和露卡到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的事。只是那时候我没有太在意，觉得只是巧合而已。”（赤宫）
　　“那么，你说的两个不确定的问题是哪两个？”（柳白）
　　“其实有一个和你向我提的条件有关，就是目前找到的人都是女生。”（赤宫）
　　“都是女生？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吧！只是单纯的巧合而已吧！”（柳白）
　　“对啊，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已经有七个人了，却只有我一个男的，说是巧合会不
会太勉强了啊？虽然我不排除这真的就是巧合而已。因为有些事就是会那么刚刚好啦！”（赤宫）
　　“那么，第二个不确定的问题呢？”（柳白）
　　“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发现，目前大家的年龄都在16岁左右，只有露卡、巡伊和紫梅的年龄不
是16岁以外，剩下的包括我们两个在内都是16岁的。”（赤宫）
　　“那都是16岁左右，你是想说不确定的问题是可能年龄在16岁左右的人不容易消失吗？”（柳
白）
　　“真不愧是柳白，马上就想到重点了。但是这些也只是单纯的推测而已，暂时不用和其他人说，
以免造成大家的不安。”（赤宫）
　　“嗯，我知道的，而且露卡说的消失的是他们也暂时不能说对吧？”（柳白）
　　“是的，目前为止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等明天早上问问看奈樱有没有什么线索吧！”（赤宫）
　　“嗯，那么赤宫我有点累了，我先去睡了，你也别太晚睡哦。晚安～”（柳白）
　　“嗯，晚安。”（赤宫）
　　赤宫回到房间继续坐在桌子前。
　　“现在的人越来越多了，会不会在其他地方也有像我们一样生活的人呢？而且，到目前为止都没
有遇到三五成群的人。不过，更令我在意的是，其他的人，真的友好吗？我们现在这里有七个人，虽
然奈樱我还不确定，但是看她那表情应该不会有问题，其他人的话，我也挺了解的，我只是怕会遇到
三五成群的人而已。如果他们友好的话还没关系，如果是不友好的话就会很麻烦了。不过竟然都想到
这里了，也是时候该想一些对抗方法了。”（赤宫）
　　就在赤宫打算睡觉的时候，看到了露卡依然睡在他的床上。
　　“额...我忘了露卡还睡着我的床上，但是我就这样上去睡的话会不会很奇怪啊？怎么办？又不能
不睡，去露卡的房间睡吗？肯定不行吧！要是被提雅和紫梅发现了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算了，这里
我的房间。嗯，对！是我的房间，就睡吧！就当作什么都没有看到吧！就算提雅和紫梅问的话也不怕
，这里是我的房间，我也是睡在我的床上。”（赤宫）
　　第二天早上。
　　“赤宫，起床咯～”（柳白）
　　“诶！？”（赤宫）
　　“嘘，小声点，露卡还在睡呢！”（柳白）
　　“那个...为什么你又跑到我的床上来了啊？”（赤宫）
　　“如果在门外叫你的话会把露卡也吵醒吧！而且这样叫你不是会醒的更快吗？”（柳白）
　　“额...这个我也不否认啦……”（赤宫）



　　“那不就行了嘛。”（柳白）
　　“啊！对了，我们去客厅，我昨晚又想到一些事，想和你说一下。”（赤宫）
　　“去我的房间聊吧，提雅和紫梅应该在做早餐，让她们听到也许不是很好，对吧？”（柳白）
　　“嗯，也好。”（赤宫）
　　到柳白的房间。
　　“是这样的，其实我在想在其他地方会不会也有像我们这样几个人在一起继续生活的人。”（赤
宫）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有想过，其实我觉得是有的啦！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而已。”（赤宫
）
　　“嗯，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有一天遇到他们了，但是他们并不是对我们友好的，而是想
要伤害我们的呢？”（赤宫）
　　“我倒是没有想到那么多......”（柳白）
　　“而且我想，既然都想到了这一步，应该提早做一些预防措施，以防万一，就算真的发生了这种
事，也不会说完全没有应对方法。”（赤宫）
　　“那么，具体来说，你想要怎么做呢？”（柳白）
　　“其实关于具体怎么做我还没有想到。不过，我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赤
宫）
　　“嗯，我也赞同！不过，说到要预防的话，应该需要一些武器之类的东西吧！”（赤宫）
　　“嗯，我知道，武器之类的不用担心，我知道哪里有。”（赤宫）
　　“那么我觉得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啊，把武器给我们不就好了吗？”（柳白）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指的武器是刀哦，真真正正的日本武士刀哦！”（赤宫）
　　“真的武士刀？你还有这种东西？”（赤宫）
　　“不是我的啦，是我爸爸有收藏罕见或者名刀的习惯啦！但是，刀这种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能用得
很好的，对吧？更不用说我们这里还有那么多女孩子。”（赤宫）

作者留言：因输入法的原因，文章会以简体字的方式进行，不便之处请见谅。下一篇文章预计会在4
月20号上传。



第七章：注意到的新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遇上了不友好的人，我们可能都会很危险。”（柳白）
　　“是的，如果真的要我保护的话，我觉得我只能同时面对三个没有武器的人，如果对方也有武器
的话，我觉得一对一的话我还是有胜算的。但是如果同时有多个人进攻的话，我觉得一定会输。”（
赤宫）
　　“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假设而已吧！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真的有不怀好意的人啊！”（柳白）
　　“嗯，我也知道，不过居然想到了这一步，我觉得以防万一也不会是一件坏事啊！”（赤宫）
　　“不过，这件事我稍后会和提雅她们商量一下的，让她们不要在冒险出去找人了。”（柳白）
　　“嗯，谢谢你，虽然是不让她们出去找人，但是也不能完全不找人，找人这部分我会在想办法的
，说服她们的部分就交给你了。”（赤宫）
　　“嗯！交给我吧！”（柳白）
　　“而且，这件事我觉得很有需要和其他人说一下，不然等真的发生了可能就晚了。”（赤宫）
　　吃完早餐后。
　　“现在已经是8月13号了，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会这样子一直维持下去的打算呢？”（赤宫）
　　“其实我是有想过的啦，不过这也实在最坏情况下的打算而已。”（巡伊）
　　“就算不想这样维持下去，除了恢复原状之外也没有其他办法吧！”（紫梅）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在找恢复原状的办法啊！”（提雅）
　　“是的，不过关于恢复原状的办法，目前暂时没有头绪。因为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这样的
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根本没有寻找的方向。”（赤宫）
　　“不过，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觉得会突然之间恢复原状的几率也越变越小了啊！”（提雅）
　　“几率小不如说是根本就没有想过它会突然恢复吧？”（奈樱）
　　“其实这个问题我在以前有想过会不会真的有一天就突然恢复原状了。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经
过，我觉得不只是我，大家对自然恢复原状这一个期望也变小了吧！”（柳白）

作者留言：由于输入法的问题，文章会以简体字的方式进行，不便之处，请见谅。下一篇文章会在4
月30号发布。



第八章：转移据点

“的确是这样没错，而且我时不时会想，其实这件事会不会没有那么简单呢？”（赤宫）
　　“没有那么简单的意思是可能还会发生其他事情吗？”（巡伊）
　　“是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所以我才没有说的，而且现在和大家说一下好让大家都有
一个准备。”（赤宫）
　　“不过，话说回来，不用再出去找人了吗？”（紫梅）
　　“关于这件事的话，其实我有想过一些问题。”（赤宫）
　　“其实赤宫是担心你们出去找人的时候遇到了三五成群的人。”（柳白）
　　“遇到三五成群的人有什么问题吗？人多的话那不就可以拿到对一些线索了吗？”（紫梅）
　　“赤宫，你是怕那些三五成群的人不友好对吧？”（提雅）
　　“是的，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们之前出去的时候我就很担心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没事当然
是最好的了。”（赤宫）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紫梅）
　　“那既然不能出去找人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找到人吗？”（巡伊）
　　“这个的话暂时还没有，不过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线索，我会尽量想办法的，总之现在就暂时保
持这样子吧！”（赤宫）
　　“对了，还有把帕鲁也叫回来，不要让它成天在外面晃悠，如果有不友好的人经过看到了帕鲁的
话可能会暴露这里有其他人。总之就是尽量消除这里还有人住在这里的痕迹就对了。”（赤宫）
　　“好的。”（提雅）
　　当天晚上
　　我居然把这事给忘了，我要回去确认一下，但是我要回去确认的话，我可能至少会有两天不在家
，我是因该自己一个人去还是带上所有人一起去呢？不过其实带上所有人也是有一定的麻烦的。还是
明天和大家商量一下再说吧！
　　第二天早上
　　“我有件事想和大家说一下。”（赤宫）
　　“什么事啊？”（柳白）
　　“是这样的，其实我有一个妹妹，她的身体比较虚弱，所以我的父母把她送回环境比较好的老家
养病去了，然后她比我小一岁。根据我的推理也可以和你们说一下，有可能在16岁左右的人消失的
可能性比较小，有这个推理的想法是因为我们在坐的各位都是16岁左右的。”（赤宫）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想回老家看看你妹妹在不在吗？”（提雅）
　　“是的，因为紫梅和露卡是姐妹，她们两个都没有消失，所以说我想趁机试验一下是不是有兄弟
姐妹的话也比较不容易消失。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除了紫梅和露卡以外，大家都是独生女吧？
”（赤宫）
　　“嗯。”（柳白）
　　“那么，重点就来了，大家是想和我一起去。还是留在这看等我回来呢？”（赤宫）
　　“当然是和你一起去啦！”（紫梅）
　　“对啊，顺便在路上还可以找人。”（巡伊）
　　“而且你之前不是说怕遇到三五成群的人吗？如果你把我们留在这里，他们突然来到这里我们怎
么办。”（奈樱）
　　“而且一起去的话在路上也有个照应。”（巡伊）
　　“你可是我们的中心人物啊，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走呢？”（柳白）
　　“谢谢大家这么信任我，那么今天准备一下，明天就出发。”（赤宫）
　　 
　　作者留言：由于输入法的问题，文章会以简体字的方式进行，不便之处，请见谅。下一篇文章会
在5月10号发布。





第九章：爱情路线

第二天一大早。
　　“赤宫，该起床咯。”（柳白）
　　我缓缓的睁开眼睛，看到柳白侧躺在我的床上，原本还很累的我，瞬间就被眼前这一幕吓醒了。
　　“柳白啊，不是说了不要躺在我床上叫我起床吗？”（赤宫）
　　“但是这样叫你的话你会起来的比较快啊！”（柳白）
　　“是这样说没有错啦……”（赤宫）
　　虽然柳白每天都是这样叫醒我的，不过果然每天早上看到一个美少女躺在自己的床上叫自己不管
是谁都会被吓醒吧！啊！等等，不是一个是两个......
　　“露卡，该起床咯！今天我们要去老家咯！”（赤宫）
　　“嗯……”（露卡）
　　露卡回应了我一声之后转了个身又继续睡了。
　　“赤宫，你先去准备一下吧！把东西也收拾一下，不要落下东西，大家在昨天都已经收拾好放上
车了。”（柳白）
　　“好的。”（赤宫）
　　“话说，你之前不是说你老家有个妹妹吗？”（柳白）
　　“是啊，我这次回去的其中一个目的也是确认一下她还在不在那里。”（赤宫）
　　“但是，这种事的话打电话不救可以知道了吗？”（柳白）
　　“虽然我很少回老家，但是我知道那里手机是没有信号的，也有可能是因为实在一个比较偏僻的
小镇上吧！不过好处就是那里环境比较好，而且老家比这里好要大，如果找到更多人也可以住得下。
”（赤宫）
　　“可是不是还没有想到新的可以安全找人的办法吗？”（柳白）
　　“所以才要搬过去啊，因为那里比较偏僻，不用担心会有其他人去到那里，所以不用担心会遇到
三五成群的人。而且找人的话也不用担心留在家里的人，可以把注意力都放在找人上啊！”（赤宫）
　　“那看来搬去那里之前你也想了不少事呢！”（柳白）
　　“嗯，这些事一般来说都要考虑一下的吧！那我先下去吃早餐咯！记得把露卡叫醒哦！”（赤宫
）
　　“好的。”（柳白）
　　我到了楼下吃早餐的时候。
　　“赤宫，我们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哦。”（奈樱）
　　“嗯，等我们吃完早餐之后就出发。”（赤宫）
　　“那我是开着之前找到的居家车走哦，因为你爸爸的车装不了那么多行李和人啊！”（紫梅）
　　“看来之前没有白把那辆居家车开回来，果然用到了。”（提雅）
　　“嗯？怎么没有看到巡伊啊？”（赤宫）
　　“巡伊的话好像身体不舒服，所以我给她吃了药之后让她先上车去躺着。”（提雅）
　　“哦～原来是不舒服啊，怪不得前几天我看到她的时候感觉她的脸色不是很好。”（赤宫）
　　“话说我的妹妹还没有起床呢！我去把她叫醒哦！”（紫梅）
　　“啊啊啊！不...不用，我刚刚已经叫柳白去把她叫醒了。”（赤宫）
　　“哦，是吗？”（紫梅）
　　“你刚刚的语气怎么听起来有点紧张啊？”（提雅）
　　“蛤！是吗？可能是我太久没回老家了，突然想到要回老家有点紧张吧……”（赤宫）
　　刚刚听到紫梅想去把露卡叫醒吓了我一跳，因为除了柳白之外没有人知道露卡在我的房间睡了好
几天。不过尽量不要让其他人知道比较好吧！免得引发更多的麻烦。
　　“嗯～我小时候回老家的时候也会很紧张，因为我的外公很凶，所以一听到回老家就会很紧张。
”（奈樱）



　　“啊哈哈。是吗？不过我可能不是紧张而是兴奋吧！因为真的是有几年没回去了。”（赤宫）
　　“不过如果你只是想确认你的妹妹在不在老家的话，为什么不打电话问一下呢？”（提雅）
　　“这个问题的话，刚刚柳白也有问过我，其实是这样的。我的老家拿里接受不到信号而且地方比
较偏僻而且在那里也可以不用担心遇到三五成群的人，所以如果搬过去的话，出去找人的时候就可以
发来吧注意力集中在找人上，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的老家比这里还要大，如果之后找到太多人这里可能
会住不下，虽然在那里也可能会有住不下的问题，不过能住的人越多越好吧！而且也不确定能够找到
多少人呢！”（赤宫）
　　吃完早餐所有人都准备好之后，我带着柳白和露卡上我我爸爸的车。而其他人则上了紫梅开的居
家车上。我设定好了导航之后开着车带着所有人往我老家的方向前进。
　　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件事就是，露卡之前说其他人消失的时候是在凌晨三点，虽然路上也有少量的
车，但是如果人突然在开车的途中突然消失了应该会引起撞车或者是其他事故，但是我看到的则是路
上的车都非常平静的在路上，不仅没有相碰，而且也没有越线，一半来说如果开着车的时候，人突然
消失，车子也不会马上停下的，而且加上没有人控制方向盘，车子应该会乱走才对，不过我看到的现
象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令我觉得很奇怪。
　　三个小时之后。
　　“啊......好累啊！”（赤宫）
　　“是啊，真的好累啊！”（紫梅）
　　因为没有开长途车的经验，所以我开了三个小时就累的半死，而且紫梅看起来也撑不下去了。虽
然其他人是在车上睡了很久，不过我和紫梅也需要休息啊！
　　“现在我们离你老家好有多远？”（紫梅）
　　“其实我们大概只开了一半的路程而已，因为我老家离我家的却很远，不过今天就这样先吧！我
也有想到这种状况，所以我又带很多吃的和野营用品，剩下的就等明天在去吧！”（赤宫）
　　“而且还能称着这个机会野营一次，虽然是在高速马路上，不过路上根本没有行车，所以根本不
用担心，真好。”（紫梅）
　　我原本打算去把大家叫过来吃东西，但是看到大家都在睡觉，所以没有把她们叫醒。
　　“我妹妹这段时间和你相处的好像还不错啊！”（紫梅）
　　“啊？是吗？”（赤宫）
　　“对啊，我妹妹很怕生，但是我有看到她和你说话。而且之前她看到奈樱的时候是躲在你的身后
吧！如果她不信任你的话她应该会躲在我的身后。不过也好，所以我希望你能多多照顾一下我妹妹。
”（紫梅）
　　“哦哦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完全没有问题啦！其实只要多多和她交流的话，想要取得信任也不是
一件难事吧？”（赤宫）
　　“我也知道的啊，但是她以前不会和除了家人以外的人说话。所以我看到她有和你聊天觉得很开
心。而且因为她有和你说话也渐渐的和柳白有交流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她会和家人以外的人说话呢
？所以在她有困难的时候希望你能够帮她。”（紫梅）
　　“你妹妹的话不用担心，如果她有困难我一定会帮忙的啦！”（赤宫）果然说不出口，其实我想
和紫梅说其实露卡最近都和我一起睡觉，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不出口。
　　“其实在以前，我妹妹也不会和我说话，甚至有时候会怕我。不过家人消失之，我只剩下她一个
亲人了。当初想要和她聊天或者是交流可是费了好一番功夫。不过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能培养的，过
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后，她才愿意和我说话。不过，她刚到这里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就和你那么熟
了，而且看得出来她非常依赖你，说明她信任你，随意希望你可以多多照顾我的妹妹。”（紫梅）
　　“嗯，而且目前的人数很少，在这个世界上还剩下多少人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尽量和所有人保持
良好的关系绝对不会有错。”（赤宫）
　　过了一会儿，提雅醒了。
　　“嗯？怎么停在这里了？”（提雅）
　　“哦哦哦，开车开得有点久，感觉很累，今天就在这里休息吧！明天再继续赶路，如果肚子饿了
车尾箱有很多速食食品和零食可以随便吃。”（赤宫）



　　“那么居然提雅醒了我就先去睡一下吧！这几天都挺晚睡的，而且加上开车也很累，我先去休息
一下。如果等下有其他人醒了赤宫你也去休息一下吧！明天还要继续开车呢！”（紫梅）
　　“嗯，开车真的是辛苦你了，好好的休息一下吧！”（赤宫）
　　过了一会儿。
　　“话说赤宫，你是怎么看待柳白的？”（提雅）
　　“怎么看待是什么意思？”（赤宫）
　　“你没感觉到吗？”（提雅）
　　“感觉到什么？”（赤宫）
　　“唉～看你那个表情看来是没感觉到啊！我说啊，虽然现在的情况很复杂，有很多事要想，但是
不觉得这也是一个享受生活的好机会吗？”（提雅）
　　“这么说来好像也是这样的，从家人消失的那天开始我就一直绷紧神经，一直在想怎么恢复原状
，完全没有好好的休息一下。因为我认为大家都很想快点恢复原状。”（赤宫）
　　“恢复原状这件事谁都想，但是有时候不要把自己逼的太累啊！而且适当的休息一下说不定还能
想到其他的事情不是吗？”（提雅）
　　“说的也是，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快点回老家确认一下妹妹是不是安全吧！”（赤宫）
　　“那么机会难得，我也和你聊一下吧！”（提雅）
　　“聊什么？”（赤宫）
　　“其实你知不知道柳白好像挺喜欢你的？”（提雅）
　　“额...这个嘛……之前她有和我提过一个很奇怪的要求，当时就有想过，我那时还以为是自己想
多了，而且那时候也正在想很多事情所以可能没太注意吧！”（赤宫）
　　“果然，其实我们这里喜欢你的不止柳白一个人哦！你应该没有察觉到吧？”（提雅）
　　“是的，我完全没有想到过......”（赤宫）
　　“结果就你一个人在努力想办法恢复原状，而我们虽然想恢复原状，不过也同时享受起了这种生
活。适当的放松一下也不是一件坏事哦！”（提雅）
　　“嗯，我也知道啦！的确是一直在想东西，完全就没有休息过。”（赤宫）
　　“那么继续回到主题吧！我希望你能专注和珍惜柳白。你看柳白又漂亮又会做饭和做家务，有个
这样的妻子是多好的一件事啊？而且，我刚刚也有说过，喜欢你的不止柳白一个人，其实只要你细心
的去观察一下，这里的所有人都对你抱有好感，如果其他人对你有好感都是我的错觉的话，其实包括
我在内也是挺喜欢你的。虽然我是喜欢你，但是我不要求你也要喜欢我，我只想要你珍惜柳白就好了
。”（提雅）
　　“看得出你很喜欢柳白呢！”（赤宫）
　　“那是当然啦，不过我喜欢柳白和喜欢你是不同的喜欢。柳白她是我的闺蜜，居然她喜欢你的话
，只要你也喜欢她我就满足了，不用太过于考虑我，其实只要你知道我也喜欢你就足够了，我相信柳
白一定能做得比我更好，所以我希望你一定要珍惜她。”（提雅）
　　“嗯……关于这个的话我会好好考虑一下的。”（赤宫）
　　“其实你也应该要注意到，你是我们这里唯一的一个男生，而且就算是在以前想找一个像你这样
的男生都很难。更何况在这种情况下。不过如果你不喜欢柳白的话我也不勉强，我相信柳白也会有方
法让你喜欢上她的。而且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如果有的话我觉得让你自己选择也可以。如果
是你自己的选择的话，我觉得没有人会不同意。”（提雅）
　　“那如果我说我选你呢？”（赤宫）
　　“这个...你不要突然之前说出那么奇怪的话啊！这里还有很多比我好的人选吧！有比我更可爱的
，也有比我更聪明的。怎么想都轮不到我吧！”（提雅）
　　“刚刚不是才说尊重我的选择吗？现在又不算数了吗？”（赤宫）
　　“那个...其实如果你真的要选我的话也是没问题啦，我也是不会拒绝的，因为我刚刚也说过，我
是喜欢你的。不过，正因为我喜欢你，所以希望你选一个比我好的会比较幸福……”（提雅）
　　“嘛，玩笑就先开到这里吧！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更多的考虑一下自己哦，不用什么事都以考虑别
人优先，其实你也是有很多优点的哦！”（赤宫）



作者留言：因为输入法的原因，文章会以简体字的方式进行，不便之处请谅解。下一篇文章预计会在
5月20号发布。



第十章：終於相見

“那个...赤宫啊！我们已经在这个乡间小路兜了很久诶！”（柳白）
　　“我知道啊，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啊，毕竟好幾年没有回来了，而且我以前来的时候也没有怎么认
路。先和别人说在这里休息一下吧！”（赤宫）
　　在大家都休息的差不多的时候。
　　“赤宫，你确定你的老家在这附近吗？”（紫梅）
　　“我确定啊，只不过是太久没有回来了，而且不认得路，不认得路也就算了，手机在这里也接收
不到信号，没有办法打电话联络。”（赤宫）
　　“如果能打电话的话就不用特地跑回老家来找你妹妹了吧！”（巡伊）
　　“也是啦......”（赤宫）
　　“那现在怎么办？在这里一直兜也不是办法吧？”（奈樱）
　　“对了，把帕鲁叫过来，说不定它能问一下这附近的味道，看看能不能找到人。”（赤宫）
　　把帕鲁叫过来之后，它在四周闻了一下之后开始慢慢的往灌木丛里面走。
　　“你们都先呆在这里，我先跟着帕鲁去看看，如果确定安全就叫你们一起来，不安全的话随时做
好逃跑的准备。”（赤宫）
　　由于这附近都是灌木丛，而且灌木丛的高度比人还高，所以赤宫躲在灌木丛里不弄出太大的动静
是不会被发现的。
　　赤宫跟在帕鲁的后面，走了差不多五分钟之后，帕鲁停了下来，赤宫小心翼翼的走到附近，用手
轻轻的拨开灌木丛，看到了一间房子，而且有一个女孩坐在房子客厅阳台的外卖看向远处。
　　虽然距离有点远，不是很能够看到那个女孩的样子，但是赤宫一眼就能认出那是他的妹妹“狂気
爱理”，因为赤宫看到那位女孩子的发色是白色短发，后面头发的发尾呈现紫粉色，和赤宫的发色一
样，这么明显的颜色，赤宫一眼就认出来了。
　　“爱理！！！”（赤宫）
　　爱理原本看向远方，但是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她把视线转了过来，看到了自己的哥哥。
　　“哥哥？”（爱理）
　　“对啊！爱理，好久不见了。”（赤宫）
　　“哥哥...”（爱理）
　　爱理看到自己久久不见的哥哥之后一边哭一边跑过来跑着赤宫。
　　“哥哥，不知道问什么一个月前所有人都不见了，我以为你也不见了，如果你还在的话，你怎么
不早一点来啊！”（爱理）
　　赤宫开到爱理哭成这样，就知道从所有人消失的那一天开始，爱理就一直没有看到过任何人，而
且一个人在这个没有任何人的地方，生活了足足一个月。
　　“好了，爱理，不要哭了，我不是还在吗？而且，不止我一个人哦，在这一个月期间，我遇到了
六个和我们一样幸存下来的人。我把她们留在了不远处，我自己一个人过来探路了。”（赤宫）
　　赤宫把帕鲁留在这里陪着爱理，并原路返回去把所有人都给叫过来，而且把车停在了家附近的灌
木丛里，而且不怎么显眼，也可以把车给遮住，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赤宫把在这一个月里遇到的人都介绍给了爱理听之后，也和爱理说了一下大概发生了什么事，也
行爱理口中得知了，这附近有超市和加油站，不用担心事物的问题爱而且，更重要的是，爱理和赤宫
说了这附近还有另外一个人。



第十一章：逐漸開始放松

“什麼！？還有一個人！？”（赤宮）
“嗯，是的。”（愛理）
“能說一下那個人在哪裡嗎？”（赤宮）
“你還記得我剛剛坐在屋子外面的地方吧？往遠處看是能看得到沙灘對吧？”（愛理）
“嗯…好像有點印象，我還記得我們小時候經常去那裡玩對吧？”（赤宮）
“是啊，就是那裡，以前的時候，每逢週末，就會有一個穿著黑色比基尼的大姐姐會去那裡游泳。但
是在人消失了之後，那個大姐姐來的次數也比較多了。不過，我也只能坐在屋子外面默默的看著而已
。”（愛理）
赤宮聽完後加快腳步走到了愛理剛剛坐的地方放眼望去。看到的只是一大片沙灘，卻沒有看到任何人
。
“看來今天是沒有來呢！”（愛理）
“嗯，是沒有看到人。”（赤宮）
“不過沒關係的，那個大姐姐時不時就會來的，今天不在的話，明天可能就會來哦！”（愛理）
想到這裡，赤宮走回到客廳坐在了沙發上把自己目前所知道的情報重新整理了一次。
     
第一點是愛理沒有消失，這一點雖然沒有完全的證據，但是有可能如果沒有消失的人不是獨生子女的
話，其他人消失的機率可能也會比較低。畢竟自己和紫梅的情況差不多。
第二點就是年齡，我們的年齡都在16歲上下，雖然不知道愛理說的大姐姐多少歲，但我想應該也是1
6上下。不過愛理沒有消失的原因有可能因為我和愛理是兄妹的關係。不過這也是一個應該要注意的
地方。
第三點就是性別了，目前除了我以外都是女的，而且愛理說的另一個人是大姐姐，那麼也就是說也是
女的了。不過雖然在這種情況下來說有可能是巧合也說不定，因為現在是這種特殊情況。雖然，要說
是巧合的話是有點牽強，不過也有可能真的是巧合。
回過神來之後，不知不覺大家已經分好房間了呢！而且行李也整理的差不多了，我也該去整理一下了
吧！
“哥哥，你的行李我已經幫你弄好了哦，還是你以前的房間哦！不過還好我們這裡比較大，不然的話
根本住不了這麼多人啊！”（愛理）
“啊！是嗎？我原本還打算自己去整理呢！謝謝你！”（赤宮）  
     
 赤宮回到自己的房間裡，拿出自己的日記，不知不覺已經寫了一個月了，不過仍然還是沒有辦法恢
復原狀，雖然說是一個月，不過在這一個月裡真的是發生了很多事情呢！不過，該寫的還是寫下來比
較好吧8月22日，今天終於回到了老家。愛理也沒有消失，雖然很久沒有回到老家了，不過也能記住
一點點路。而且更重要的是，這裡除了愛理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人。如果有看到她的話，說不定能得到
更多的情報。不過，提雅也和我說了，該適當的休息一下了。我也是這麼覺得的，在找到愛理說的大
姐姐之後，不如就來放鬆一下吧！



第十二章：第一次的約會

 
 雖然是說要去找愛理說的那個大姐姐。不過，今天約了柳白，所以我把找大姐姐的事情交給了提雅
。
“赤宮，我進來咯！”（柳白）
“嗯，進來吧！”（赤宮）
“怎麼了啊？昨天突然和我說叫我今天早上來找你？”（柳白）
“啊！是這樣的，其實我打算放鬆一下，我已經把去找大姐姐的事交給提雅了，然後想和你去附近走
一走，順便探探路。”（赤宮）
“原來是這樣啊！那要叫上其他人嗎？”（柳白）
“啊...這個嘛，不用了，今天就我們兩個出去走走吧！”（赤宮）
“好哦！那你先等我一下哦，我先去準備一下。”（柳白）
  柳白走出房門後，赤宮的表情馬上變得非常緊張。
“哇哇哇，嚇死我了，雖然說現在的情況很特殊，但是這好像是我第一次約女孩子出門誒！不過還好
她沒有拒絕我，要是柳白拒絕我了，今後可能會很尷尬啊…”（赤宮）
  當柳白走回房間的時候，關起房門。
“想不到赤宮竟然主動約我出去走誒！真的是嚇到我了！啊啊啊！怎麼辦，我剛剛在赤宮面前沒有露
出奇怪的表情吧？還有居然和赤宮單獨出去誒！要好好的打扮一下才可以啊！”（柳白）
        大概半個小時過後，赤宮已經準備好了，但是看到柳白的時候，整個人都看呆了。
   柳白穿著白色短袖連衣裙，手上還拿著一把遮陽傘。
        “怎麼了？你不要一直看著啦！”（柳白）
        “啊啊啊！抱歉，看起來和平常的感覺不一樣，不小心就......”（赤宮）
        “話說，你覺得怎麼樣？好看嗎？”（柳白）
        “啊...嗯！挺好看的！”（赤宮）
        “那麼我們去哪裡呢？”（柳白）
       
“我記得這附近有個公園的，我們去那裡看一下可不可以找到什麼東西，順便放鬆一下。”（赤宮）
        到了公園後，雖然變化很大，但是一樣的冷清......
        “柳白，你仔細聽一下，你能聽到什麼聲音嗎？”（赤宮）
        “嗯？沒有什麼特別的啊！”（柳白）
 
“果然不出我所料，不僅是人，居然連鳥也不見了，之前是在大城市可能沒有那麼明顯，但是這周圍
都是樹林，一般來說會聚集很多小鳥的才對，但是沒有想到現在連鳥叫聲都沒有。”（赤宮）
        “感覺現在疑點原來越多了呢！”（柳白）
       
“對啊！我們繼續在附近逛一下吧！希望提雅她們可以順利的找到那位大姐姐，也希望那個大姐姐能
給到我們一些線索吧！”（赤宮）



第十三章：找到大姐姐

“不知道那個大姐姐今天有沒有來呢？（愛理）
“不來也沒有辦法吧？我們也只能等了啊！”（提雅）
“對了！提雅姐姐，你有看到哥哥和柳白姐姐嗎？”（愛理）
“你哥哥和柳白說要出去探路，一大早就出去了，然後就把找大姐姐的任務交給我們去做。”（提雅
）
“原來是這樣啊，怪不得好像都沒有看到人。”（愛理）
“不知道他們探查的怎麼樣了？”（提雅）
“不過，這樣真的沒問題嗎？”（愛理）
“嗯？有什麼問題？”（提雅）
“提雅姐姐你難道沒有注意到嗎？”（愛理）
“注意到什麼？”（提雅）
“我昨天和哥哥聊天的時候你時不時都會看過來，而且不是看着我而是看着哥哥哦！”（愛理）
“啊！這個嘛……就是有點好奇而已啦……”（提雅）
“好奇？好奇什麼？”（愛理）
“就是......等等，不是聊這個話題的時候了，沙灘那邊有人過來了！”（提雅）
愛理往沙灘邊看過去
“你說的大姐姐是她嗎？”（提雅）
“嗯！就是她，那個大姐姐每次來的時候都會穿着黑色的比基尼過來。”（愛理）
“那我們準備一下馬上過去找她！”（提雅）
“好！”（愛理）
正在前往沙灘的路上
“咦！好奇怪呢？”（愛理）
“那裏奇怪了？”（提雅）
“我記得以前在這裏走路的時候一直都有鳥的叫聲呢！怎麼出來風吹過樹葉發出的聲音之外好像沒有
聽到鳥的叫聲呢？”（愛理）
“那看來被消失不只有人，連動物都消失了嗎？這件事等赤宮回來有必要和他說一下呢！”（提雅）
“啊！就快要到沙灘了，穿過前面這裏，就到了！”（愛理）
“先等等，先不要出去，在這附近先觀察一下。”（提雅）
“要觀察什麼啊？”（愛理）
“沒有，只是看看有沒有其他的東西而已。”（提雅）
“看來是沒有呢！”（愛理）
“嗯…那我們去和大姐姐打個招呼吧！”（提雅）
“大姐姐，你好！！”（提雅）
“誒！？”（蘿紗）
“大姐姐，你好！”（愛理）
“想不到，原來除了我以外還有其他人啊！”（蘿紗）
大姐姐看到提雅和愛理之後，興奮的抱了上去。
“那個...大姐姐，你冷靜一點。”（提雅）
“啊啊啊！不好意思，我真的是太久沒有看到其他人了，實在是太激動了。”（蘿紗）
“那先做個自我介紹吧！我是幻羽提雅。”（提雅）
“我是狂気愛理。”（愛理）
“你們好，我是蔚惠蘿紗。”（蘿紗）



第十四章：破滅的線索

再把大姐姐帶回家後。
“你一直都在看着我嗎？”（蘿紗）
“是啊！只不過我有點膽小一直沒有去找你而已……”（愛理）
“我不是這個意思啦！我的意思是我一直沒有注意到你......”（蘿紗）
“我家這個地方地勢比較高，要去沙灘的話要繞到很下面沒有高低落差的地方才能去沙灘，而且中間
還隔了幾條大馬路，你沒有注意到也是正常的吧！”（愛理）
“是嗎……那麼你們知道恢復原狀的方法嗎”（蘿紗）
“這個的話你可能需要等一等哦，其實我們這裏有一個男的，他現在和別人出去了，過會回來了你再
和他聊吧！”（提雅）
“嗯！”（蘿紗）
到了下午大概四點的時候，赤宮和柳白都回來了。
“赤宮，你回來啦！你叫我們去找的大姐姐我們已經找到了，她現在坐在客廳呢！”（提雅）
“找到了？很好，我正好在出去勘察的時候也有發現一些線索。”（赤宮）
赤宮走到客廳，看到大姐姐做在沙發上閉着眼睛休息，赤宮坐在沙發對面。
“那個，大姐姐，你好。”（赤宮）
蘿紗聽到赤宮的聲音，緩緩的睜開了眼睛。
“啊，你就是赤宮吧？愛理有和我說過關於你的事情哦！你好，我是蔚惠蘿紗。”（蘿紗）
“嗯，你好！”（赤宮）
“那麼，我想問一下，你知道怎麼恢復原狀嗎？”（蘿紗）
“額......關於這個的話，我還不知道，但是我倒是有一些線索。不過不是恢復原狀的線索。”（赤宮
）
“線索嗎？你說來聽聽吧！說不定我能察覺到什麼。”（蘿紗）
“目前有三點是值得探討的。第一點是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話，只要有一方沒有消失，另一方消失的機
率也比較小。那麼第二點就是年齡，我們這裏的所有人都在16歲上下，可能是16歲上下的人消失的
可能性比較小。第三點就是性別，現在這裏除了我之外都是男的，可能女性消失的機率也比較低吧！
”（赤宮）
“如果是按照你這種說法的話，我覺得第一和第二點都有不太對。”（蘿紗）
“不太對也是正常的，畢竟我們選在最缺的就是情報，你知道些什麼的話可以說一下嗎？”（赤宮）
“那麼第一點就是，我有一個弟弟，但是他也消失不見了。那麼有兄弟姐妹的這點就不太對了。那麼
你說第二點是16歲上下的人消失的機率比較低是因爲我現在20歲了。而且我的弟弟16歲，和你是一
樣的。所以我覺得第一和第二點不太對。”（蘿紗）
“那麼這麼說的話，你弟弟也消失了，男性的消失的機率看來真的比女性高很多啊！”（赤宮）
“嗯，我覺得你第三點說的也有道理！”（蘿紗）
“那個，你才到這裏沒多久，你先好好的休息一下吧！剩下的我明天再和你聊吧！”（赤宮）
“嗯，我正好也有點累了。”（蘿紗）
赤宮回到房間後。
“可惡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以爲終於找到了三個線索，但是又有兩個線索不太對，從遇到柳白之
後，不知道找到了多少線索，但是每次都是這樣，一找到線索就會有一些證據證明了我找到的線索都
不是正確的。可惡啊！如果我是在玩遊戲的話，我一定會抱怨這個難度也實在是太難了吧！”（赤宮
）



第十五章：與提雅出程（1）

“不過，目前能夠確認的是女性消失的機率會比男性低，也就是說找到的人十有八九都會是女生......
”（赤宮）
叩叩叩（敲門聲）
“赤宮，你現在有空嗎？”（提雅）
“啊！我有空進來吧！”（赤宮）
“怎麼了嗎？”（赤宮）
“我今天和愛理去沙灘的路上經過森林的時候發現了消失的不只是人，連原本會在樹上的鳥都消失了
。”（提雅）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我和柳白去勘查的時候也有發現。”（赤宮）
“而且隨着時間的經過，我們發現的線索也越來越多，但是實際上我們也沒有辦法分辨線索的確定性
，就算找到了其他人也只能靠自己判斷。”（提雅）
“的確是這樣的，但是其實不是這樣的，你還記得露卡嗎？”（赤宮）
“記得啊！怎麼了？”（提雅）
“其實她看到了她父母消失的整個過程，不过我爲了不讓大家過於慌亂所以沒有和你們說，所以你也
不要和別人說，知道嗎？”（赤宮）
“嗯…知道了……”（提雅）
“所以我認爲，雖然找到的人不一定能有線索，但是我們也不能錯過任何一個機會，說不定有哪一個
人就有能夠恢復的方法，只不過是靠他一個人完成不了而已，所以我認爲我們這樣做也是有意義的。
”（赤宮）
“嗯。”（提雅）
“話說你明天有空嗎？”（赤宮）
“怎麼了嗎？”（提雅）
“其實我有個地方想去很久了，不過也挺遠的，如果我和柳白都出去了這裏有其他事我怕你們也處理
不了，所以打算讓柳白留在這裏，而且太多人一起去也不太好，所以就你和我一起去？可以嗎？”（
赤宮）
“可以啊！”（提雅）
“那你收拾一下吧！我們明天一早就出發！”（赤宮）



第十六章：與提雅出程（2）

提雅走去自己的房間準備行李。
“我也需要準備一下自己的行李，而且等等還要和柳白和愛理說一聲。”（赤宮）
過了一會，我把行李準備去好了，我走到柳白的房門前。
“柳白，你現在有空嗎？有些事想和你說一下。”（赤宮）
“啊！你等等哦！”（柳白）
過了一會兒
“嗯，好了，你進來吧！”（柳白）
進到房間看到柳白穿着睡衣坐在床上的樣子，眼睛不自覺地看多了幾眼。
“你看夠了沒有？”（柳白）
“誒！？沒有啊！我什麼都沒有看！”（赤宮）
“呵呵，開玩笑的啦，如果你喜歡看的話，給你看多幾眼也沒問題啦……”（柳白）柳白臉微微泛紅
地低下了頭。
“啊！對了，先不說這個，有件事想和你說一下哦！我明天可能會和提雅一起出去。”（赤宮）
“你的意思是要我留下來看家嗎？？”（柳白）
“是的！而且我有幾個地方會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麼線索。”（赤宮）
“唉～還以爲你會休息一段時間，想不到在過了幾天就又想去找線索了。”（柳白）
“其實沒有啦，明天正好是9月1號，開學的日子，我想去學校看看會不會有人。雖然發生了這件事
，而且也不確定究竟是不是16歲左右的人消失的機率比較低，想要證實的話，學校就是絕佳的地點
。再加上其他人消失也的確是事實，可能也會有人想到開學的時候會去學校看看還有沒有其他人。”
“好吧…而且我也阻止不了你。那麼除了你和提雅以外還有人要去的嗎？”（柳白）
“就我和提雅啊？”（赤宮）
“什麼！？就你和提雅？”（柳白）柳白突然站起來
“誒？怎麼了？突然反應這麼大？”（赤宮）
“我覺得我和你們一起去會比較好。”（柳白）
“啊！！！不是啦，你要留下來啦，如果這裏突然有人來了或者有其他什麼事的話我和你都不在我擔
心其他人解決不了。我也是因爲相信你才讓你留下來看家的。”（赤宮）
“嗯...好吧！不過你不能對提雅做奇怪的事情哦！”（柳白）
“我什麼都不會做的啦，放心吧！而且我也答應你，這件事結束之後我會好好的休息一段時間的。”
（赤宮）
第二天早上（9月1號早上6:00）
“提雅，要準備的東西都準備好了嗎？”（赤宮）
“嗯！都準備好了。”（提雅）
“其他人還在睡覺，儘量不要吵醒她們，我們出發吧！”（赤宮）
“好的。”（提雅）

在開車的路上
“你這樣子做的話柳白會不會生氣啊？”（提雅）
“有可能吧…啊！不是有可能，是絕對會生氣吧！我們要出去的時間挺久的，如果和柳白說了她絕對
不會同意讓我出來，以防發生太多事情我就沒有和她說。”（赤宮）
“其實我覺得她可能會很擔心，而且在這裏她們也聯繫不到我們。”（提雅）
“這個的話不用擔心，我有留字條給她。而且，晚上八點左右可能就會遭她一頓罵。我在字條上有寫
一個地方的信號比較好，在那裏可以打電話連絡我們，我也和她說了儘量在八點左右打電話來。”（



赤宮）
“也就是說你是做好了挨罵的準備才出來的？”（提雅）
“對啊！如果讓她們太擔心也不是一件好事。”（赤宮）



第十七章：與提雅出程（3）

當天晚上八點整
電話響了，赤宮看了一下手機。
“真準時啊，剛好八點鐘。提雅，你來接吧！順便讓她消消氣！”（赤宮）
“好的。”（提雅）
提雅接電話
“柳白嗎？”（提雅）
“誒？是提雅？赤宮呢？”（柳白）
“在旁邊啊！”（提雅）
“你讓他接電話。”（柳白）
“好的，還有他說你不要太生氣哦！”（提雅）
“他說換你聽電話。”（提雅）
把手機遞給赤宮
“喂，柳白。”（赤宮）
“赤宮，我想知道你是怎麼想的？”（柳白）
“啊？也沒有啦！只是...怕太麻煩而已......”（赤宮）
“我不是在問這個，我是在問你要出去那麼久爲什麼只和提雅出去？”（柳白）
“哦哦哦，你是問這個啊，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提雅家的旁邊有一家寵物店？”（赤宮）
“記得啊，寵物店怎麼了嗎？”（柳白）
“我想去寵物店看看，看看是不是所有的動物都消失了，之前去提雅家拿行李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了，
但是沒有太過於在意。不過現在有了那麼多線索，我也想去那邊看看，而且說不定還有監控攝像頭，
可以看看整件事情的經過。”（赤宮）
“那麼，你還記不記得我和你提過的要求？”（柳白）
“要求？什麼要求？”（赤宮）
“你連這個也忘記了啊……”（柳白）
“額...是的，可以再說一次嗎？”（赤宮）
“我之前不是和你說了不能看別的女孩子超過一分鐘以上嗎？”（柳白）
“啊！好像是有這麼一回事！”（赤宮）
“什麼叫做好像，只是你忘得一乾二淨了吧！”（柳白）
“嗯...抱歉。”（赤宮）
“我以爲你記得的，誰想到你忘記了。因爲到了你老家之後，你就每天幾乎都在照顧你的妹妹，不過
我也是看在那是你的妹妹，而且你妹妹的身體狀況也不是很好的情況下才放過你的。但是你現在居然
和提雅單獨出去，你說你到底想怎麼樣？”（柳白）
“那個，真的忘記了，很抱歉。”（赤宮）
我出來明明是想幫大家，不過怎麼反而一直在道歉呢？感覺怪怪的呢……
“那麼，你在紙條上說你會出去很久，那麼很久大概是多久？”（柳白）
“其實這個我也不確定，因爲去到提雅家就要兩天吧？想之前來老家的時候也是花了兩天的時間才到
的。而且我還有很多地方想去調查一下，如果找得到線索我也想繼續調查下去，所以我想如果在沒有
線索的情況下也要過一個禮拜吧！”（赤宮）
“一個禮拜？那你手機不都會沒電了嗎？”（柳白）
“應該會沒電的，姑且也是有帶充電寶的，不過如果是幾個禮拜的話，可能也用不了那麼久。”（赤
宮）
“你這麼一說我突然開始擔心提雅了......”（柳白）
“你放心啦，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都會保護好提雅的。”（赤宮）
“我不是在說會發生什麼事，就是因爲你在我才會擔心提雅啊！”（柳白）



“蛤？我在你才擔心提雅，你在擔心什麼啊？”（赤宮）
“哼！笨蛋，不理你了！叫提雅聽電話吧！”（柳白）
“額...好吧......”（赤宮）
“提雅，柳白叫我給你聽電話。”（赤宮）
把電話遞給提雅
赤宮走到車裏面，把日記拿了出來，把日記寫完。並且拿出另一本本子，確定一下之後的行程。
提雅聊完電話回來了。
“柳白和你說了些什麼嗎？”（赤宮）
“是有說一些啦，而且聽起來很生氣呢！”（提雅）
“嗯，聽得出來。”（赤宮）



第十八章：與提雅出程（4）

經過一段時間的旅途後，終於到了提雅家的附近。
“我先出去看看四周的變化，你就在這裏等着吧！”（赤宮）
“啊...我也想在附近看看，因爲有些事情比較在意。”（提雅）
“好的，但是注意不要走太遠，如果有發生什麼事就大叫一聲，我馬上就回去找你。”（赤宮）
“嗯！”（提雅）
赤宮滿滿的往寵物店的方向走過去。走到一半的時候，赤宮停下了腳步，他看向旁邊的草叢。
“這裏的雜草感覺有被奇怪的東西踩過的痕跡，雖然不知道是什麼痕跡，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這絕對
不是人踩過的痕跡，比起人來說，更像是大型動物......”（赤宮）
“赤宮，快過來看！”（提雅）
赤宮還在分析草叢的時候，提雅一邊跑過來一邊說“你跟我過來，這附近很奇怪！”（提雅）
“怎麼了？”（赤宮）
“你看這裏。”（提雅）
“這裏是？這不是你的家吧？”（赤宮）
“對啊，這不是我的家，但你試試開門。”（提雅）
赤宮走向前，輕輕的扭動門把手，居然非常輕鬆的就把門打開了。
“怎麼了嗎？你在這裏嗎看到什麼了嗎？”（赤宮）
“不是這樣的，不止這一家，這附近的房子的門都沒有上鎖。”（提雅）
“沒有上鎖？這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吧？”（赤宮）
“不止這一個，先去我家那裏。”（提雅）
赤宮在走向提雅家方向的時候，突然想到。等下！門沒鎖？根據之前的線索來說，其他人消失的時間
是在凌晨三點鐘，凌晨三點的話大家都在睡覺，睡覺居然不鎖門？這也太奇怪了吧？而且還不止那一
家住戶？實在是太蹊蹺了。
“赤宮，你再試試來開我家的門。”（提雅）
赤宮走向前，果不其然，很輕鬆的打開了門。
“門，居然沒鎖！？”（赤宮）
“是的，我也是發現了這點才來找你的，我記得那天臨走前，我還在三確認過我是有門上鎖的，但是
，爲什麼現在門的鎖有開了？”（提雅）
“提雅，你先去家裏確認一下有沒有少東西，如果有的話，說不定是其他的倖存者來過這裏！”（赤
宮）
提雅聽到後馬上進家看一下有沒有少東西。但是，不僅東西沒有少，居然連在廚房櫃子裏的應急食物
也沒有被拿過。
赤宮則是在觀察門鎖，但是門鎖看上去沒有任何問題，也沒有被撬鎖的痕跡。
“可惡啊！真的是太奇怪了，草叢裏的不明痕跡，還有門鎖，怎麼想都想不到有關聯的地方。還是說
有什麼漏掉的地方嗎？怎麼想都想不通。”（赤宮）
“赤宮我找過了，家了的東西都完好無損，而且也完全沒有被翻找過的痕跡。”（提雅）
“就這樣先吧！先去寵物店確認一下里面的動物是不是都消失了。”（赤宮）
去到寵物店之後，寵物的確是都消失了。
“果然消失了嗎？提雅，準備一下，要去下一個地方了，我知道在比較遠的地方有一個被稱爲不夜城
的城市，我們去那裏調查一下！”（赤宮）
“好的！”（提雅）



第十九章：與提雅出程（5）

經過了十幾個小時的車程，終於來到了曾經被稱爲不夜城的城市。
“果然如此，一個人也沒有，不過我來這裏目的不是來找人的。”（赤宮）
“那麼我們來這裏幹嘛？”（提雅）
“這裏曾經被稱爲不夜城，也就是說即便是凌晨也有很多人在路上，而這裏的治安一項都不是很好，
所以路上有很多監控攝像頭。只要找到監控攝像頭的播放處，再把視頻導出來就能看到所有人消失的
瞬間了，而且說不定還能找到線索。”（赤宮）
“說到播放處的話，那應該就是在警察局了吧？”（提雅）
“是的，所以我們要找一下警察局在哪裏。”（赤宮）
到警察局找到監控攝像頭的播放器之後。
“現在只要把時間調到所有人消失的時間就可以了！根據露卡之前的說法，消失的時間是在7月22號
的凌晨三點鐘。那就把播放器調到五分鐘前。”（赤宮）
播放器從7月22號的凌晨2:55分開始播放，那個時候街火通明，旁邊的馬路上好友車來車往，行人也
有很多。
“真不愧是被稱爲不夜城的城市，居然在凌晨也有那麼多人！”（提雅）
“對啊！不過，重點就要到了，看仔細點哦！”（赤宮）
凌晨2點59分58秒...凌晨2點59分59秒
......凌晨3點00分00秒......
突然屏幕中一整閃光，屏幕中的人瞬間消失，車子卻像是被踩了剎車一樣，突然停下來。
“這......這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也太扯了吧……”（赤宮）
“突然就...都消失了！？”（提雅）
“雖然之前有聽露卡說過事情的經過，但是自己親眼看見之後才發現沒有我想象的那麼簡單。這完完
全全就超出了我的想象，真的太扯了。”（赤宮）
“對啊……”（提雅）
“等等......這個是......提雅！你盯着那個屏幕看，我把時間調回去一點。”（赤宮）
“好！”（提雅）
凌晨2點59分59秒...凌晨3點整
“這個是！？”（提雅）
“看到了嗎？雖然只有一瞬間，但是在光消失之後在一個邊角位，有一個女孩子的身影對吧？”（赤
宮）
“可是她......”（提雅）
“他的身上沒有發光，而且也沒有消失，不過看樣子是被嚇到了，不過居然只有一個攝像頭拍到那個
位置，差點就漏過了。”（赤宮）
“也就是說，她也是倖存者咯？”（提雅）
“是的，那麼看來這次的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了！就是找到她。”（赤宮）
“不過，要怎麼找呢？”（提雅）
“怎麼找？這不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嗎？”（赤宮）



第二十章：與提雅出程（6）

“顯而易見？”（提雅）
“對啊！如果她還留在這個城市的話，根據監控攝像頭的拍攝記錄就能找到她，也能確定她大概的位
置。”（赤宮）
果不其然，根據監控攝像頭的拍攝記錄看到了在7月24號的時候她去了一趟附近的超市拿了一些食物
就滑着滑板走了。
“看來她離開了這個城市呢！離開了的話要找起來就比較麻煩了……”（赤宮）
“赤宮，能不能根據監控攝像頭的記錄判斷她去了哪裏？”（提雅）
“可以是可以，但是她離開距離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要找起來的話太麻煩了，而且我還打算去學校
那裏看看的。”（赤宮）
“去學校看看？”（提雅）
“對啊！原本打算9月1日號去看的！但是之前又發生了很多事情而且9月1號的時候我們還在高速公
路上，根本就趕不上。”（赤宮）
“那不如一邊跟着監控攝像頭的拍攝記錄找這個滑滑板的女孩，順便看看沿途上有沒有學校，如果有
的話也可以去看看？”（提雅）
“嗯......這樣也可以，那就這樣做吧！”（赤宮）
赤宮一路上每經過一個小鎮就去鎮子裏管理處看監控錄像，也成功的跟蹤到了滑滑板女孩的蹤跡，沿
途也有去過幾件學校，但是根據學校監控記錄，在9月1號並沒有看到有任何人去過學校。
“赤宮，和你說個事哦！我總感覺這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這個女孩。”（提雅）
“你有見過她？”（赤宮）
“嗯......監控錄像拍的不是很清楚，而且距離也比較遠，但是也能大概看清楚她臉的輪廓，再加上她
也是金短髮，讓我想起了一個人，總感覺在哪裏見過，或者是她長得像我認識的那一個人吧？”（提
雅）
“不論如何，現在也是要找到她爲首要目標吧？而且現在離開家也大概四天了，我想我們找到她之後
就回家吧？”（赤宮）
“也是啊！雖然柳白每天都有打電話過來，不過從她說話的語氣能聽得出來很擔心我們。”（提雅）
“不過這個女孩的蹤跡也算是挺好掌握的，她每到一個小鎮就會在那個小鎮住一天到第二天早上在出
發。不過也多虧了她這樣做，我們要追蹤起來也輕鬆多了。”（赤宮）
又過了幾個小鎮後
“赤宮，她走的這條路難道是......”（提雅）
“是的，她從這條路繼續走下去就是你家的那個方向。我們也加快速度吧！我想我們應該很快就能找
到她了。”（赤宮）
赤宮跟着監控錄像顯示的影像，跟蹤滑滑板的女孩，果不其然的來到了提雅家所在的小鎮。
“果然，又回到這裏了。”（赤宮）
“那我們快點去看監控錄像吧！上次來這裏看到門沒鎖的時候居然沒有想到要去看看監控錄像看看發
生了什麼事。”（提雅）
去到市政局把監控錄像倒放出來的時候，看到了8月22號的時候，滑滑板的女孩的確經過了這個地方
。不過她在快到寵物店的路上摔倒了。
“摔倒了！？”（赤宮）
“嗯？怎麼了嗎？”（提雅）
“她那個位置，對的，不會錯的，原來如此啊，原來那是摔倒的痕跡啊！”（赤宮）
“摔倒的痕跡？”（提雅）
“哦！對了！忘記和你說了，我之前在那個位置看到一條奇怪的痕跡，原來是她摔倒的痕跡。”（赤
宮）
女孩子摔倒過了一會兒之後，她緩緩的站起來拍拍身上的塵土，走向了附近的一件屋子，從口袋裏掏



出鑰匙把門打開了。
“鑰匙！？”（赤宮）
“我想起來了！原來是她啊！怪不得我總覺得在哪裏見過！”（提雅）
“對啊！原來她和你住在同一個小鎮，見過她也不奇怪啊！不過，這就很奇怪了！”（赤宮）
“奇怪？哪裏奇怪了？”（提雅）
“雖然監控錄像拍的不是很清楚，不過她的確是拿出鑰匙開鎖了吧？不過我們上次來的時候鎖可是全
部被打開了的啊？”（赤宮）
“門鎖的話，我想應該是她開的哦？”（提雅）
“她開的鎖？”（赤宮）
“她的爸爸是鎖匠，我們家之前換鎖也是找他爸爸，而且我也聽說他的女兒經常看着他爸爸做事，我
想可能是看熟了也會開鎖了吧？”（提雅）
“不過我們上次來這裏確定過這裏沒有其他人，看來她是之後又去了其他地方吧？”（赤宮）



第二十一章：與提雅出程（7）

在去確認過監控錄像之後確認過滑滑板的女孩子在8月22號到了這個城鎮在這個城鎮待到8月29號的
時候離開了這個城鎮，看來是想去其他地方找人吧！

而現在是9月5號，離開家的第四天晚上，以這個速度進行下去，明天應該就可以找到滑滑板的女孩
了。

到了晚上八點整的時候，赤宮的手機響了起來。

“喂！赤宮，你們現在進行的怎麼樣？”（柳白）

“嗯……還算好吧！而且我們還發現了一位倖存者，現在正在進行追逐中，她每到一個城鎮住幾天或
者幾個小時左右就去下一個城鎮，我們現在也在全速追趕中，按照這個速度明天應該就能找到她。”
（赤宮）

“好吧！那麼還是給你加個油吧！也希望你能快點回來。對了，你妹妹也有些話想和你說，我換給她
接。”（柳白）

“哥哥啊！你們大概什麼時候能回來？”（愛理）

“我想還需要個幾天吧……”（赤宮）

“不過還是儘快比較好哦，你不在的時候愛理姐姐每天都感覺沒什麼精神，而且好像也沒有什麼食慾
，而且你在這種情況下出去，換做誰都會很擔心，不止我和愛理姐姐在擔心你們，連其他人也很擔心
你們啊！”（愛理）

“嗯，我知道的，我也答應過愛理，等這次調查結果後我一定會好好的休息一段時間，所以你還是幫
忙安慰一下愛理吧！我們也會盡快的回去的！”（赤宮）

“好的，那就這樣先吧…拜拜……”（愛理）

“拜拜！”（赤宮）

在和愛理聊完之後赤宮才意識到這次的調查是多麼愚蠢的決定，雖然這次的調查來說很重要，但是也
比不上那些曾經找到過的人重要，雖然在找到她們之前未曾謀面。也有事先和她們說過，但是就沒有
想到會讓她們這麼擔心。

就在這時，提雅突然從後面抱住赤宮......



第二十二章：與提雅出程（8）＆ 插曲

“提雅？怎麼了嗎？”（赤宮）

“還記得我之前和你說過的話嗎？”（提雅）

“之前？什麼時候？”（赤宮）

“在我們去你老家找你妹妹的時候啊！”（提雅）

“啊！你是說這件事啊！說實話那時候我是挺震驚的，因爲完全沒有想過你們會這樣看待我......”（
赤宮）

......

“那個，能不能先放開我啊？你這樣抱着我有點緊張！”（赤宮）

“那再放開你之前在問你一個問題。就是...你決定好選誰了嗎？”（提雅）

“這個嘛...還沒有，不如說是完全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吧……”（赤宮）

提雅放開赤宮後走到赤宮面前

“完全沒有沒有想過嗎？和我想的一模一樣啊！畢竟你一有時間就在想恢復的方法，根本就沒有時間
去想其他東西，不過你不是說你之後打算好好休息一下嗎？”（提雅）

“是啊。”（赤宮）

“所以我就在想你不如趁着之後休息的時候好好的考慮一下這個問題吧！”（提雅）

“說是考慮，不如說是拷問吧？因爲總感覺選了一邊，另一邊就會不開心，而且我怕這樣選擇會破壞
你和柳白之間的關係。”（赤宮）

“看你這樣說看來你是還沒有察覺到吧！”（提雅）

“沒察覺到？”（赤宮）

“對啊！你要考慮的對象不只是我和柳白哦！露卡、紫梅、巡伊和奈櫻都要算進去。至於蘿紗，雖然
認識她的時間只有幾天，不過也算進去比較好，還有就是愛理，愛理雖然是你妹妹，不過總感覺會很
有趣所以也要算進去！”（提雅）

“等等等等！你這不是把問題弄得更復雜了嗎？”（赤宮）

“所以說你沒有察覺到啊……”（提雅）

“蛤？這和沒察覺到有關係嗎？”（赤宮）



“不止柳白和我，其他女生都喜歡你哦！這樣說的話你懂了嗎？”（提雅）

提雅說完這句話後，赤宮整個人驚呆了

“這個...沒有證據這個不能亂說吧！”（赤宮）

“首先說露卡，她每天晚上都和你一起睡覺，而且她也察覺到了柳白喜歡你，怕你被柳白搶走了，所
以才每天都和你一起睡覺。”（提雅）

“這個......”（赤宮）

“然後是紫梅，你應該也有發現，紫梅經常捉弄你，而且在不開心的時候都會去找你聊天。對吧？而
她捉弄你和在不開心的時候去找你就是最好的證明。”（提雅）

“嗯……”（赤宮）

“之後是巡伊，她不是經常去找你聊天嗎？而且在你吃飯和想事情的時候，她的眼神都會不由自主的
看向你，而且她找你聊天的時候她總是低着頭不敢看你嗎？這是因爲她太害羞了，不敢正視你的臉。
”（提雅）

“額......”（赤宮）

“最後是奈櫻，她在你有煩惱的時候她都會盡她最大的努力去幫你嗎？而且在你太累的時候，她也有
在提醒你早點休息對吧？”（提雅）

“......”（赤宮）

“那麼至於柳白就不用說了吧？柳白是我們之間最辛苦的人了，不管是照顧、打掃、做飯還有很多事
，她能爲你做的都做了對吧？而我卻什麼都做不了......”（提雅）

“怎麼可能？提雅你也有幫過我很多忙啊！我忘記寫日記的時候你不是都有幫我寫上嗎？而且這次也
一樣，即使知道會有危險，你也願意陪我出來，不是嗎？”（赤宮）

“唉～就這樣先吧！還是早點去休息吧！明天還要繼續趕路不是嗎？不過，我剛剛和你說的話，你要
好好的記清楚哦，因爲這些原本是不能和你說的，不過既然和你說了，你就要好好的記住哦！”（提
雅）



第二十三章：歸途

第二天早上

“赤宮，你看起來好像很累誒！最晚沒睡好嗎？”（提雅）

“額...是啊......你和我說了那些話之後我一直在考慮，根本睡不着。”（赤宮）

“果然，其實我一開始沒打算和你說那些話的，但是看到你一直沒有察覺之後我才和你說的。還有，
你要記住，絕對不能和其他人說是我告訴你的，不然的話我絕對會被她們討厭的哦！”（提雅）

“嗯，我知道了。”（赤宮）

隨後，赤宮開着車趕路，在到下一個城鎮的時候，看到了滑板車，而且滑板車附近有一個門是打開的
，看來滑板車女孩是在裏面休息了。

“你在這裏等我吧！我進去找她！”（赤宮）

“嗯！”（提雅）

過了一會兒，提雅聽到從房子裏面穿出來了非常悽慘的尖叫聲，隨後就看到赤宮連滾帶爬的跑出來了
。

“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提雅）

“那個...她在裏面換衣服......”（赤宮）

“蛤？換衣服？”（提雅）

“對啊！”（赤宮）

“......”（提雅）

“那個...她好像嚇到了，要不你進去幫她緩和一下情緒？”（赤宮）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時間得到了解決，也把情況和女孩說清楚了，也知道了女孩的名字是靈風初玲留
着披肩的金短髮，16歲。

“那個，雖然我知道有很多人消失了，不過你還是注意一下比較好吧？進來之前也不敲一下門。”（
初玲）

“那個，對不起，不過你好像也沒有關門吧？”（赤宮）

“雖然沒有關門的我也有錯，不過你佔了便宜居然還找藉口？真的是太糟糕了，哼！”（初玲）

“提雅，看來我是被她討厭了呢！”（赤宮）



“那也沒辦法吧！突然發生了這些事，我想過一段時間就沒事了吧？”（提雅）

“希望是這樣吧……”（赤宮）

“那麼任務已經完成了，差不多也該回去了吧？”（提雅）

“嗯，是時候該回去了，我還得準備回去被柳白好一頓抱怨呢！”（赤宮）



第二十四章：生氣的柳白

經過幾個小時的車程，赤宮終於把提雅和初玲帶回家了。

然而柳白早就聽到有車子的引擎聲音，所以已經站在門口等待赤宮他們回來了。

“赤宮，你們終於回來啦！”（柳白）

赤宮看到柳白微笑著對他說話，以為柳白不是很生氣。

“初玲，你剛剛到這裡，我帶你認識一下其他人。”（提雅）

提雅把初玲帶走之後。

“那麼，現在只剩下你了呢！”（柳白）

“等等，那個，我剛剛回到來，能讓我休息一下嗎？”（赤宫）

“...行吧！那一個小時後來我的房間找我。”（柳白）

說完之後柳白就頭也不回的走了。

在柳白走後，又有一位少女從旁邊走過來了。

“哥，我覺得你等下去找柳白姐姐的時候還是先到個歉比較好。”（爱理）

走過來的少女正是赤宮的妹妹，愛理。

“嗯...我知道，但是看她的樣子好像很生氣，不知道她聽不聽我的道歉呢！”（赤宫）

“也是......”（爱理）

“這個的話不用擔心喔！我有個辦法可以讓你不用道歉，也可以讓柳白消氣喔！”（提雅）

“提雅！？你不是帶初玲去認識其他人了嗎？”（赤宫）

“對啊，不過她說她累了，所以我先讓她去休息了。”（提雅）

“對了，你剛剛說的辦法是什麼？”（赤宫）

“辦法很簡單啊！你就和柳白說如果柳白不生氣的話你就和她去約會，我保證她會馬上變開心哦！”
（提雅）

“真的嗎？”（赤宫）

“那是當然啦！你不信的話就馬上去試試啊！”（提雅）



一個小時後。

赤宮站在柳白房間的門前，深呼吸了一下。

“柳白，我進來咯！”（赤宫）

赤宮打開門走進柳白的房間之後把門關起來。走進房間之後，赤宮看到柳白坐在床上，而且非常生氣
的樣子。

“那個......柳白，你聽我說......”（赤宫）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柳白）

“蛤？”（赤宫）

“我問你為什麼不和我好好商量一下就自己決定？”（柳白）

“柳白，對不起。”（赤宫）

赤宮非常真誠的和柳白道歉。

“和我約會的話...就原諒你......”（柳白）

原本赤宮想邀請柳白去約會順便讓她原來自己，但是卻沒有想到居然是柳白先開口說了出來。

“嗯，只要你肯原諒我，我什麼都答應你！”（赤宫）

聽到赤宮願意和自己約會，柳白頓時變得非常開心。

“那麼，我們明天就去約會，好嗎？”（柳白）

“好啊，都聽你的！”（赤宫）



第二十五章：一波剛平一波又起

赤宮回到自己的房間，看到提雅正在赤宮的房間等自己回去。

“怎麼樣了？”（提雅）

“嗯...怎麼說呢？整體來說是解決了啦！柳白看起來也沒有生氣了。”（赤宮）

“解決了就好。還有，我之前和你說的你想好了嗎？”（提雅）

“之前說的？”（赤宮）

“你忘了嗎？我之前不是說這裏的女孩子都很喜歡你，不是說讓你考慮一下選誰嗎？你想好了嗎？”
（提雅）

“額......關於這個的話我還沒有認真的思考過......”（赤宮）

“唉～真是掃興，我還打算來看看你是怎麼選擇的呢！”（提雅）

“不過如果真的要選一個的話，我覺得還是選你會比較好。”（赤宮）

“什麼？選我？”（提雅）

提雅在聽到赤宮說選自己的時候雖然心裏很開心，但是又覺得很難以理解。

“你知道你要是和其他女生說你要選我她們會多傷心嗎？而且如果你選了我柳白怎麼辦？你不是也很
喜歡柳白嗎？那你爲什麼還要選我？”（提雅）

被提雅一通問題問下來之後，赤宮知道自己可能說了一些什麼不該說的話。

“等等等等！你冷靜一下，你聽我解釋！”（赤宮）

提雅在聽到赤宮說話之後，慢慢的冷靜了下來。

“抱歉，剛剛有點太激動了，你說吧！你說要選我是爲什麼？”（提雅）



第二十六章：赤宮的告白

赤宮看到提雅冷靜下來之後，默默的說到。

“其實我剛剛說選你是因爲感覺如果選了你的話，對我來說是做好的選擇。不過這只是對我來說而已
，我剛剛也沒有考慮到其他的女生，只考慮了一個對自己來說最好的選擇。因爲你和柳白不一樣，我
之前和柳白聊到這些話題的時候，可以看得出她很害羞也很緊張。而我在和你聊這些話題的時候感覺
你不會很緊張，而且你也很願意和我聊這些話題。還有就是......其實......算了吧！還是不說比較好。”
（赤宮）

“你要說的話就一次性說完啊！你這樣說一點又不說的真的很不好哦！”（提雅）

“額...好吧！就是其實吧！我也挺喜歡你的......”（赤宮）

聽到赤宮說喜歡自己的時候，提雅的臉變得通紅，但也覺得很開心。

“其實你剛剛說錯了哦！我再和你聊這些話題的時候我也會很害羞的，只是沒有把害羞的感情表現出
來，我只是在你面前看起來很冷靜，其實心裏還是很緊張的。”（提雅）

“其實我之前一直在找線索想變回原狀就是因爲我感覺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喜歡上了你們兩個......在我
最先遇到柳白的時候我就喜歡已經喜歡柳白了，算是一見鍾情吧！但是在之後又找到了你，在找到你
之後我們是過了差不多兩個禮拜才放煙花找人。再在放煙花找人之前我和你們天天都在一起玩，而且
當時以爲世界上只剩下我們三個人了。但是相處的時間長了之後，我就發現我漸漸的也喜歡上了你，
其實在我注意到我喜歡你們兩個之後我知道這樣是不行的，而且你們都這麼優秀，和我在一起我給不
了你們幸福，也正是因爲我喜歡你們才希望你們能夠更幸福，而這一想法促使我竭盡全力的尋找線索
想變回原狀。所以我把對你們的喜歡轉爲了動力，每天都在想自己有沒有錯過什麼細節，或者是嘗試
各種各樣的方法變回原狀，但讓我失望的是我的方法一樣都沒有成功。不僅我的方法沒有成功，而且
還讓我每天都累的不行，所以在之後遇到紫梅、露卡和巡伊她們之後我都沒有時間和你們玩，每天都
在想各種辦法，而每當我想放棄的時候，想到你們兩個的未來，我才一直告訴自己不能放棄，一定有
什麼辦法可以恢復原狀，只是還沒有找到正確的方法......”（赤宮）

在聽到赤宮說了那麼多之後，提雅沒有想到赤宮居然爲了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做出了這麼多犧牲，
因爲提雅在這之前都以爲赤宮太任性，一直在找變回去的方法只是赤宮不想認輸而已。但是在知道赤
宮的所作所爲都是爲了自己，眼淚不由自主的流下來。並且從正面緊緊的抱住赤宮。



第二十七章：渐渐平静

“你怎麼這麼傻啊？”（提雅）

赤宮在被提雅緊緊的抱住之後，整個人變得清醒了起來。但是提雅依然緊緊的抱着赤宮在哭。

過了大概十分鐘，提雅的情緒才慢慢緩和了回來。

“你明天要和柳白約會對吧？”（提雅）

“嗯。”（赤宮）

“那......你之前不是說準備好好的休息一下嗎？”（提雅）

“是啊！因爲我實在是太累了。”（赤宮）

“那麼，如果你有空的話，可以和我約會嗎？”（提雅）

“嗯！可以哦！”（赤宮）

聽到赤宮願意和自己約會，提雅露出滿意的笑容，慢慢的放開赤宮，背對着赤宮說到。

“那你今天還是好好的休息一下吧！還有，剛才的事我覺得你不要和柳白說比較好哦！我覺得柳白聽
完之後肯定會更加生氣的，到時候我可不會幫你想辦法討好她哦！”（提雅）

“嗯。”（赤宮）

雖然提雅背對着赤宮，但是即使赤宮看不到提雅的臉，也能感覺到提雅意識到自己一直抱着赤宮而害
羞的整個臉都紅透了。



第二十八章：睡前風波

“那麼，我就不打擾你了，你好好的休息一下吧，而且我也有點累了，我也先回房間休息好了。”（
提雅）

　　 “嗯。”（赤宫）

　　 在提雅走出房間把房門關上之後，沒過多久，門又被打開了。

　　
赤宮看到露卡抱著枕頭把門打開進來之後又把門關上，然後走到赤宮床的旁邊把枕頭放在赤宮的床上
之後就睡覺了。

　　 “那個...露卡？”（赤宫）

　　 “怎麼了？”（露卡）

　　 “這裡是我的房間喔！”（赤宫）

　　 “嗯，我知道。”（露卡）

　　 “額...你知道那你還在這裡睡？”（赤宫）

　　 “因為你都不是在之前的房間睡了啊！”（露卡）

　　
“不是啦，我看你好像很喜歡我之前的那個房間，而且我不在家的時候你也在那裡睡覺，然後我就想
你就睡那裡就好了，我就去其他房間睡。”（赤宫）

　　 “我不是喜歡那個房間。我只是...只是喜歡睡在你旁邊......”（露卡）

　　 “額......”（赤宫）

　　 露卡慢慢從被窩裡爬出來，爬到赤宮的旁邊坐下。並且把頭靠在赤宮的胸前。



第二十九章：女孩子們的聊天

“你不在家的時候，我都一個人睡，真的好寂寞，而且還很害怕，但是在你身邊會感覺很有安全感，
所以希望你不要離開我......”（露卡）

　　赤宮聽到露卡的話之後，稍微有些理解露卡的感覺。

　　“還是說，我睡在你旁邊，你覺得很麻煩嗎？”（露卡）

　　“啊啊啊！沒有，不是這樣的，只是有點害羞而已，我以前都是自己一個人睡的，而且根本沒有
想過會和一個女孩子睡在同一張床上，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好好的睡一覺真的是太困難了。不過，你繼
續睡吧！我會在地板補好被子睡的，只要我睡在妳的附近就你就不會那麼怕了，對吧！（赤宫）

　　“嗯”（露卡）

　　第二天早上，在吃完早餐之後，柳白就和赤宮出去約會了。

　　說是約會，但其實也就是去附近逛一下而已，畢竟這裡的其他人都消失了，遊樂園和商場之類的
都沒有人。

————————分割線————————
　　“話說你們這次出去有遇到什麼有趣的事情嗎？”（紫梅）

　　 “哪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啊？我們又不是出去玩的。”（提雅）

　　 “那有發生些什麼事嗎？感覺初玲一直在用奇怪的視線看著赤宮！”（巡伊）

　　 “啊！這個嘛，只能說是赤宮自己不好吧？”（提雅）

“怎麼了嗎？快說來聽聽！”（奈樱）

“他偷看我換衣服。”（初玲）

初玲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其他所有人都愣住了。

“蛤？”（巡伊）

“......”（奈樱）

“赤宮偷看妳換衣服？”（紫梅）

“雖然我只認識了他幾天，但是想不到他那麼大膽......”（羅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