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文(不定期更新~~~~)

作者: 綱蒼

Powered by 紙言

https://www.shikoto.com


One more Chance

每當我起床的時候，我總是淚流滿面，日復一日，我已經漸漸習慣了，只是有一樣東西我無法習慣，
每晚我幾乎都作同樣的夢，我看見一個男孩擁吻著另外一個女孩，並對我說：「我不愛你了！你以後
別來煩我！我看見你就心煩！」每次我聽到這句話都心如刀割，眼淚便不受控制，自徑滑下來。
翌日，我回到學校看見一堆女生圍著一張桌子，我問我的好友李萌發生什麼事了嗎，
「一個轉校生來到了我們學校！而且還super帥！！」她興奮地說，我只是表示無奈，雖然對他是有
點好奇，但太多人了，完全看不見。
直至班會的時候，我看見了他，他簡直和夢境中的那個男孩像得酷似，他的雙眸直視著我，但不知為
什麼，只是被注視著，全身的血液都變得如此沸騰不已，這種感覺我覺得曾經也擁有過，為什麼呢…
…
「寧逆天。」他只是輕輕地說，但不難看見他的目光放在我身上，小萌似乎察覺到他看我的目光與其
他人不一樣，她凝視著我，我猛烈搖頭表示不認識，畢竟我不想惹上不必要的麻煩，更何況李萌好像
喜歡他呢，之後老師譲他坐在窗邊，
「對不起。」他經過我的位置時小聲地說，我疑惑地看著他的背影。
到了午休的時候，
「小萌，我總感覺那個新來的我好像在哪裡見過。」我手中拿著水樽說，小萌匪夷所思地看著我，我
握緊掛在胸前的心形吊墜，
自從那次的車禍，我失去大部分的記憶，但那似乎是一些傷心的記憶，所以我還記得那天醒回來的時
候，小萌她說「忘記就好，那又不是什麼值得留戀的東西。」，現在想起來兩者說不定又什麼關係。
我不斷搖晃手中的水瓶，我站起來往天台跑去，
「凌若葵！」小萌對著已經跑遠的我大喊，此時的的我在樓梯那裡，逆天走近小萌，
「你這次回來做什麼？還想傷害她一次嗎！」小萌大吼，
「她好不容易才忘記你，拜託不要出現在她面前，好嗎！」她懇求道，逆天看了小萌一眼，
「那你呢？從見到我的時候，便假裝迷上我，好讓小葵遠離我，你還真是用心良苦，李萌。」逆天譏
諷著說，小萌沉默不語，
「你要是沒有意見的話，那我去追她了。」正當逆天要起行的時候，小萌擋在他前面，
「你答應我，不會再傷害她的話，我就讓你過去。」小萌堅定地說，逆天毫不猶豫地點頭，小萌稍微
移開了，
「小葵，我想再看到你那真摰的笑容，所以你別怪我，讓他去找你。」小萌看著逆天奔跑的背影，
「小萌，你看！你看！他是我的男朋友，寧逆天！」三年前的今天，你帶他來見我，當我看見你臉上
掛著幸福的笑容，我真的很開心，我很想再看見那個每天都在笑的凌若葵，所以你就當我自私吧，小
葵。
 
我站在天台上，看著操場，原本還想會從這裡找到什麼線索的說，結果都是徒勞無功，正當我轉身想
要離開，
「凌若葵。」有人輕輕道出我的名字，我轉身看見寧逆天，
「你想做什麼？」我不禁退後了一步，只見他向我走過來，我連忙閉上眼，
「對不起，能給我多次機會嗎？」他在我耳邊問，我睜開眼睛的著他，用手輕他的臉頰，我在他明亮
的眼眸看見自己，總感覺我認識他好久了，
「雖然不知道你是誰，但心中的感覺，讓我相信我曾經喜歡過你。」我小聲地說，不禁溢出眼淚，他
把我擁入懷中，縱使他曾經可能對我做出過什麼，我也不想理了，我現在只想把他留在身邊，
「可以嗎？」他再次問道，我默默點頭，我隱約感受到溫暖，可能是他在溫柔的笑著吧。
 



最後一滴淚

「真心換背叛，你又何必傷感？該高興的是你終於認清事實。」凌若葵不屑看著正在啜泣的洛靈月，
「凌若葵！你會遭報應的！」靈月哭著大吼，若葵不怒反笑，
「報應？我早在出生時就已經有了！」若葵諷刺靈月說，她頭也不回便轉身離開了，靈月勾起嘴角，
「也是啊，凌若葵，你本身就是一隻不折不扣的惡魔！」靈月大喊，
「隨你怎麼說。」若葵小聲的說，「滴…滴…..滴」的聲音傳入她的耳裡，她的手微微抖震著，她不
願意看著自己的手，鮮血沿著手腕流下來，她的嘴唇微微抖震，眼淚滑過她的臉頰，她跪在地上痛哭
，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她碎唸著，
「姑姑……」她用染滿血的手握緊掛在胸前的星形吊墜，她淚如泉湧，此時此刻下起滂沱大雨，雨水
洗去她雙手，但洗不去她心裡的歉疚，雨水在低窪形成一個水窪，她在水窪看見自己的倒影，她的雙
眼猶如鮮血般緋紅。
若葵從小被她的姑姑撫養成人，她一直把若葵當作自己的女兒看待，從不介意她是一隻吸血鬼，但就
在剛才，她亳不猶豫把她姑姑的血吸乾，而這一幕剛好讓她姑姑的女兒—靈月看見，因而發生剛剛
的事，
「凌若葵，你根本不適合待這裡，你是一隻不折不扣的惡魔啊！靈月是對的，我會遭報應的，用自己
的雙手殺害至親，不就是我最大的報應嗎？」若葵看著沒有染上血的雙手。
「凌若葵。」有人在後面輕喚，若葵並沒有聞聲回頭，
「我說多少遍了！不要叫我全名，我聽著噁心！」若葵厭惡地說，他沒有說話，他只把一張照片遞給
她，若葵瞪大眼睛，當她一回頭， 那個人已經消失得無影無縱，
「背叛……還真是永無休止。對不起，小寧，我的下一個目標是你。」她對著照片譏諷著說，照片上
是一個長得十分標緻的女孩，她是若葵的好友—寧夏，她拭去眼淚，站起來往東面走。
 
她用五分鐘的時間去到與剛才相距8
公里的大廈面前，她去到寧夏所屬的樓層，她按了按門鈴，前來開門的是一個長得秀麗的女孩，她就
是寧夏，寧夏先是有點愕然，但她依舊對若葵微笑，
「小葵，你怎麼來了？」寧夏露出她的招牌笑容，若葵握緊拳頭，她強行對寧夏擠出絲笑容，
「快進來吧！」寧夏笑著說，她推開門邀請若葵進入，她到廚房拿一包檸檬茶給若葵，
「你媽媽呢？」若葵沉著臉問，寧夏輕輕搖頭，
「她不在家，今天晚上要加班。對了，小葵怎麼突然想到要到我家裡來了？」寧夏笑著問，若葵怔了
怔，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她雙手合十，
「小寧，你有沒有想過我會…….會背叛你們？」她艱難地把「背叛」兩個字說出口，寧夏顯然有點被
嚇倒，
「你在說什麼，小葵。是不是發生什麼事了？」寧夏疑惑地看著若葵，若葵的劉海蓋著她的雙眸，她
沉默不語，
「小葵！你說話啊！」寧夏緊張地捉住她的雙手，若葵的指甲變得尖銳，在寧夏靠近她的瞬間，她迅
速用她的指甲刮破寧夏的喉嚨，寧夏的血濺到她身上，她別過臉不敢直視奄奄一息的寧夏，寧夏瞪大
眼睛看著若葵，她的臉上全寫著悲痛，
「小葵……為……什麼？」她艱難地說，若葵愧疚地看著躺在地上的寧夏，
「我沒有選擇啊！如果我想活命的話，就必須這樣做！對不起，小寧！」若葵放下一句便哭著跑出去
，寧夏悲傷地看著掛在牆上的照片，她想不到五年的友誼也不過如是，她閉上眼睛流下一滴眼淚，便
再沒有醒過。
 
若葵跑回家放聲痛哭，她心裡明白，如果她想控制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吸血鬼，那她就必須殺死現在的
吸血鬼首領，可是現在的她沒有力量與他抗爭，她現能做的只有聽從他的命令，只有這樣她才能活命



，即便要她殺害最重要的人，要她每天背負著罪惡感，要她每天過著苟且偷生的生活，她也再所不惜
，她需要力量及無情。
若葵擦拭眼淚，她知道她想與首領抗衡，她必須狠心及對所有的事麻木，並不能這麼輕易掉眼淚，就
必須捨棄軟弱的自己，她抬頭看著明亮的月光，她對著月光發誓，
「我，凌若葵誓必剷除首領！我，凌若葵今晚是最後一次為感情而落淚！」她的眼淚彷彿止不住的，
不斷流、不斷流，直至她睡著才止住



夢幻的「愛」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高中生，看似和普通的高中生一樣，但其實不然，因為我的心裡多了一個你，
你帶給我無限的憧憬，但那只是在夢境而已，在夢中的你是多麼的溫柔，多麼的疼我，經常帶我到處
遊玩、吃好吃的，這樣的你卻只是存在在我的夢裡。
現實中的你，卻沒有這麼溫柔，因為你的溫柔並不是給我的，是給另外一個她的，每天看著我一直憧
憬的戀愛在別人那裡，無可奈何的是我只能欣然接受，因為你由此至終都不是屬於我的，你沒有可能
喜歡上我的，這些我都是知道的，可是我就是止不住對你的愛，即便你的心裡沒有我，我依然喜歡你
。
像這樣的我，每天都過著行屍走肉的生活，每天都只是活在夢境裡，對我來說，現在的生活毫無意義
，因為你已經離我而去，遠得已經不能用手去觸碰你了，你說這樣的我還有生存的意義嗎？
只有夢境的你是對我溫柔的，只有夢境的你是愛我的，只有夢境的我才能擁有你，能讓我一直沉醉於
夢裡嗎，我不想面對如此殘酷的現實。
這種無法忘懷的永恆夢境，因愛，如雪消逝，吾願這思念，直到深眠暫莫停
 



束縛之翼— 序 美中不足的公主

萊絲．弗蘭特是雲海國的公主，她美若天仙，是雲海裡數一數二的美女，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她說不
出話，也就是說她是個不折不扣的啞巴，亦因為這樣，她自少都被逼留在城堡裡，只能偶爾和自己的
侍女—克萊怡上街。
 
今年的萊絲已經18歲，她到了適婚年齡，鄰國的王子都因為她的美麗而紛紛過來求親，很多的王子
一聽到她是啞巴便說：「我回家跟我的父王及母后相量一下，我會盡快給你們答覆的。」他們都用可
惜的眼神看著看了一眼萊絲才離開，在那之後，從該王國寄來的信都是寫著「很抱歉，我國並不是嫌
棄令女，只是我們希望由一個健康的女性成為我們的王后。為此不能迎娶令女，心感抱歉。」幾乎所
有的王國都是這樣，而萊絲的父親及母親也為此感到遺憾，萊絲嘆了一口氣，她心裡明白正是因為自
己的缺陷，令到她的父母為她的事煩惱，她曾幾何時不曾想過自殺呢，因為她根本找不到自己的生存
意義，但她不想她珍視之人因自己而以淚洗面。
 
萊絲回到自己的房間，她靠著窗台看著花園裡的大樹，那裡就是她和一個小男孩的邂逅地點，在那裡
她渡過一生最幸福的時光。
 



束縛之翼— 第一章 少女的回想

十年前，八歲的萊絲與克萊怡從街上回來，克萊怡表面看起來十分瘦弱，可是，她的敏感度及武功都
十分了得，她很快發現樹下躺著一個受傷的小男孩，他大約十歲，
「公主，你先回去吧。我要把這個男孩送到醫院。」正當克萊怡準備離開時，萊絲抓緊她的裙襬，不
安地看著她，克萊怡深深嘆了一口氣，
「我知道了，公主。那我請醫生過來吧。」克萊怡溫柔地笑著說，萊絲隨之露出笑容，克萊怡輕笑著
揉萊絲的頭，
「陛下，這個男孩在花園裡的大樹下找到的，看來他有可能被追殺，看著他身上一大一小的傷痕，我
相信他的家人也......」克萊怡不忍地說，萊絲的父親微微點頭，
「萊絲，你就能就在這裡照顧他，好嗎？」她的父親低聲問道，萊絲唯唯諾諾地點頭，她父親輕揉她
的頭才離去。
 
在等待男孩醒來的期間，她不敢坐下，心怕發出聲響「吵醒」他，她一直拿起自己的裙襬揉啊揉，直
至男孩緩緩睜開眼睛，並發出低鳴，她才羞澀地走上前，男孩看見萊絲美若天仙的樣貌，他不禁瞪大
眼睛，紅著臉坐起來，
「是你救了我吧，謝、謝、謝你。」男孩臉紅地小聲說，萊絲看著他的樣子，逐漸對他放下戒心，男
孩以為她害羞而不說話，
「嗯……我叫弗格特，你叫什麼名字？」他一臉不好意思地轉頭，但良久他發現有些不對勁，女孩並
沒有回他的話，他一回頭，發現萊絲低下頭不斷寫字，
「我叫萊絲。對不起，因為我不會說話，所以用紙筆代替，真的很不好意思。」萊絲臉上掛著慚愧的
笑容，弗格特嘆了一口氣，
「真是可惜呢，明明長得這麼漂亮的說。」弗格特一臉可惜的說，萊絲露出淡淡的哀愁，她突然想起
一些東西，她拿起筆低頭寫，
「為什麼你會受傷？發生什麼事了嗎？」她擔憂地看著他，弗格特瞪大眼睛，他右手托著頭，臉上露
出悲傷的神色，
「雖然說不上多大的事，但它還是深深的烙印在我心裡。說到我受傷的原因，只不過是因為我從上摔
下來而已。」他悲痛地說，萊絲很想說出鼓勵他的話，可是……她不能。萊絲右手放在喉嚨上，她露
出自嘲的笑容，
「那你這幾天留下來如何？」她舉起紙看著弗格特，弗格特露出遲疑的表情，萊絲看著弗格特露出這
樣的表情，她馬上低下頭寫字，
「如果你不願意也沒關係。」她對他露出苦澀的笑容，弗格特見到以後眼睛瞪得更大，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怕給你添麻煩。」他連忙改口道，他不斷撒手說道，萊絲遲疑地看著
他，
「因為……我不是受傷了嗎？我不想為你增添更多的麻煩，要你照顧我不太好吧。」弗格特不好意思
的撓撓頭說，
「不麻煩。這樣，我就有朋友了。」她露出黯淡的笑容，弗格特看著簿上的字，他覺得眼前的女孩像
鳥兒一樣，被困在鳥籠裡，既沒有自由，亦沒有朋友可以吐談心事，他輕揉萊絲的頭，
「我會一直陪著你的，萊絲。」他輕輕地說，萊絲對他露出真摰的笑容，她開心地點頭。
 
現在，他們初次邂逅的場景仍然在萊絲的腦海裡揮之不去，萊絲沿著牆壁滑坐在地上，她緊握胸前的
衣服，她腦海盡是弗格特的身影，雖然在那之後過了一年，弗格特不辭而別，把萊絲再次推回孤獨中
，但她從來都沒有恨過他，因為弗格特讓她過了最開心的一年，縱然他沒能遵守他的承諾—「我絕
對不會拋棄你的，萊絲。你一定要相信我。」這句話是在萊絲九歲生日時，弗格特親口對萊絲說的話
，這句話從那時候便烙印在她的心裡，一直揮之不去。
 





束縛之翼—第二章 久別的重逢

「萊絲公主，今天還有一位王子會前來拜訪。請公主準備一下。」執事在門外大聲說道，萊絲輕敲櫃
子，示意她收到了，她看著掛在脖子上的十字型項鏈，她把項鏈放回衣服裡，微微整理一下她的衣服
及髮型，便走出房間。當萊絲到達大廳的時候，一位王子殿下正對她的父親鞠躬，萊絲輕輕走到他的
旁邊，
「萊絲，你來了。」她父親溫柔地說，萊絲對他微微點頭，她坐到她父親的旁邊，克萊怡站在旁邊，
不禁輕笑，萊絲低頭看著自己的手，沒有留意王子的模樣，
「他是來自自由之國的弗格特王子。」在萊絲聽到弗格特的名字時，她連忙抬起頭，她帶著期待的目
光看著王子緩緩抬起頭，當她看見他的模樣時，她的眼淚已經奪眶而出，
「萊絲，我回來了。」弗格特溫柔地說，萊絲緩慢向前踏出一步，她很想用她的口說出他的名字，告
訴他她這幾年她有多掛念他，她撲進弗格特的懷裡，
「抱歉，讓你久等了。」弗格特溫柔地撫摸萊絲的頭髮，他溫柔的聲音使萊絲哭得更加厲害。
這幾天萊絲不斷帶弗格特到城裡遊玩，讓他看看這幾年城鎮的變化，萊絲雖然不能說話，但百姓們都
十分喜歡她，他們都覺得萊絲是一個比誰都善良體貼的公主，所以當他們看見她和弗格特的時後，他
們臉上都帶著欣喜的神色，因為帶給他們陽光般溫暖的公主，終於都名花有主，不用再過著孤獨寂寞
的日子，他們紛紛送上各式各樣的禮物，表示對他們的祝福，萊絲手中看著手中滿滿的禮物，她不禁
溢起眼淚，因為她第一次收到這麼豐富的「祝福」，她對他們展露幸福的笑容以及感激的眼神，她對
他們鞠躬，表示答謝他們的好意，弗格特把她輕輕攬入懷裡，
「傻瓜，哭什麼哭。種的時候，眼淚可不適合你啊。來，快笑一笑。」他輕聲說，萊絲抬起頭，用手
輕拭眼角的淚水，她揚起如陽光般燦爛的笑容，輕輕地點了點頭。
 
他們幾乎每都上街都會收到各式各樣的祝福，他們喜歡這種熱鬧的氣氛，但他們偶爾也喜歡寧靜的環
境，所以他們一有時間，就會像以前一樣待在大樹下，互相依偎在一起，享受這段只屬於他們的時間
。
這天，萊絲和弗格特也在大樹下仰望天空，萊絲靠在弗格特的肩上，不知不覺間睡著了，弗格特看著
睡得安穩的萊絲，不禁露出笑容，他輕點她的鼻子，看著萊絲的睡臉，他知道萊絲從小到大都有一個
夢想，就是可以和身邊的人說上話，看似是一件簡單不過的事，但對萊絲說，可是一件比登天還難的
事，他握緊萊絲的手，
「萊絲，我一定會讓你像一個正常人一樣，和身邊的人親口分享你的喜樂、悲傷，即使要我付上無法
挽救的代價，我也再所不惜。即使會比人批評，但這就是我對你的『守護』。」弗格特看著她的睡臉
堅決地想，他的背上出現一對若隱若現的透明羽翼。

 



束縛之翼—第三章 他的決心

弗格特晚飯過後，他趁著萊絲洗澡的時候，他偷偷跑了出去，他跑到杳無人煙的地方，
「伊蓮達！伊蓮達！」弗格特不斷左顧右盼，一位女孩從天而降，她的背部有一雙白色的羽翼，她一
頭金色頭髮長至及腰，她碧藍色的雙眸直視弗格特，她哲白的皮膚看起來閃閃發光，
「弗格特。」她輕喚弗格特，弗格特回頭看著女天使，
「伊蓮達，你在這兒啊。」他看著女天使——伊蓮達，
「我讓你帶來的東西，帶了嗎？」弗格特一臉凝重，伊蓮達微微點頭，她握緊拳頭，
「弗格特，你只不過是她的守護天使而已，你有必要為她做這麼多嗎？」伊蓮達沉著臉問，
「正如你所說，我是萊絲的守護天使，所以我才要讓她說上話。」弗格特認真地說，
「可是……弗格特。要是讓天使長發現的話，你別想繼續做守護天使了！這根本就不值！」伊蓮達激
動地大吼，
「即便如此，我也要讓她願望成真。」弗格特把手伸出來，他堅定的語氣讓伊蓮達的肩膀不禁顫抖了
一下，
「弗格特，你和我都知道。萊絲．弗蘭特的命運是不能改變的，她一輩子都不能說話，這就是她的命
運！你根本就無權干涉！而且，她最終也能和自己心儀之人在一起，她也會幸福的，根本就不需要你
這多此一舉，為什麼你還要干涉她的命運？」伊蓮達不解地問，
「要是不能說話，那就不是萊絲了。快把藥丸給我，伊蓮達。」弗格特沉著臉把手伸出來說，伊蓮達
毫不願意地把一粒褐色的球體的藥丸放在弗格特的手心上，弗格特握緊藥丸，他背對著伊蓮達，露出
一對透明的羽翼，他輕輕一躍飛上天，
「你別想來防礙我，伊蓮達。」弗格特瞪了她一眼便飛往萊絲的城堡。
 
弗格特從天緩緩降下，在他落地的瞬間，克萊怡從城堡跑出來，神色慌張，
「弗格特殿下！弗格特殿下！」克萊怡她緊張地跑到他面前，
「發生什麼事了嗎？」弗格特看著氣喘吁吁的克萊怡問，
「公主不見了！」她害怕得大喊，弗格特睜大眼睛，
「這是怎麼回事？」弗格特嘗試保持冷靜的問，
「是這樣的。當我到公主的房間的時候，正想著問公主明天的行程，可是我一推開門看見四處都凌亂
不堪，紙張散落在地上。」克萊怡緊握自己的雙手說，弗格特大概猜到為什麼萊絲會被抓走了，
「克萊怡小姐，我一定會把萊絲帶回來的。」弗格特沉著臉說，克萊怡看著他逐漸跑遠，她急忙轉身
跑回城堡內，把此事稟告陛下知道，
「現在急也沒有用，現在只能冷靜下來，等待弗格特的消息。」陛下聽完克萊怡說完後，只能下這個
結論，皇后露出擔心的眼神，她雙手合十祈禱著萊絲和弗格特都要平安無事回來，可是，上天只實現
她一半的禱告，因為弗格特犯了不該犯的罪，弗格特跑到較遠的地方，展開他的翅膀飛到山上。
 
果不其然，弗格特看見萊絲被繩捆綁著，雙眼被黑布蒙著，
「你來了呢，弗格特。」半空傳來弗格特十分熟悉的聲音，是天使長加百列，
「加百列，你想怎樣！」弗格列怒吼，
「弗格列，你只是萊絲．弗蘭特的守護天使，你不是她的神，你應該知道一個守護天使是不能干涉被
守護人的命運。」加百列一臉嚴峻地說，萊絲皺眉頭看著弗格特及加百列，她的頭上冒出一個大大的
問號，雖然她不知道也不理解加百列在就說些什麼，但她知道弗格特為了她做了不得了的事，
「你明白我說的話吧，弗格特。只要你干涉她的命運，那你就會被天使廳的元老驅逐，意思即是你不
能再做守護天使，而且你也知道失去做守護天使資格的天使後果會怎樣。」加百列狠狠地說，萊絲大
概理解到加百列所說的話，她知道弗格特不只是天使，而且還是她的守護天使，她亦知道弗格特做了
什麼事情讓他的小命不保了，
「包括你把那藥丸交給她。」加百列緊瞪著弗格特手中的盒子，



「你為什麼知道藥丸的事？難道……」弗格列回頭四處張望尋找伊蓮達的身影，
「沒錯！是我告訴天使長的，弗格特我實在不想看著你為了萊絲．弗蘭特而失去做天使的資格！」伊
蓮達突然從加百列後面飛出來說，弗格特握緊拳頭，
「你別多管閒事了！我的事不需要你理，要怎樣選擇，我自有分寸。」他瞪著伊蓮達大吼，
「弗格特，你這樣做根本不值。為了這個人類女孩而觸犯《天使規條》，值得嗎？」加百列皺眉頭看
著弗格特問，
「值得。」弗格特沉著臉說，他的話讓加百列及伊蓮達感到愕然，弗格特架起射箭的姿勢，他手中多
了一把銀色的弓箭，
「加百列，你別逼我。我不想為了她，傷害任何人，始終你們和我都是同伴。」弗格列的箭對準加百
列及伊蓮達，
「弗格特，你瘋了嗎！」加百列把伊蓮達護在後面大吼，弗格特勾起嘴角，他一放手，箭高速往加百
列飛去，加百列以為可以躲得過，可是，背後突然傳來的疼痛感告訴他，他並沒有躲過，箭射中他右
邊的羽翼，他急速向地上下墜，弗格特冷冷的看了他一眼，他拿著盒子往萊絲走去，他把黑布解開，
萊絲一看到他的樣子，她猛烈搖頭，弗格特沒有理會萊絲，他把藥丸放進口中，跪在地上，他握緊萊
絲的肩膀，毫不猶豫地吻下去，萊絲瞪大眼睛看著放在十倍的弗格特，弗格特把口中的藥丸強行推進
她的口裡，萊絲的口裡有一個硬物在進去她口中的瞬間便溶化了，伊蓮達瞪大眼睛，她不明白為什麼
弗格特要為萊絲做到這個地步，明明他們注定不能相戀，卻願意為她犧牲性命。
 



束縛之翼—終章 最後的幸福

萊絲突然覺得喉嚨有一陣乾燥感，她乾咳了幾聲，她感覺到一陣暈眩，她整個人倒在弗格特身上，
「萊絲，你沒事吧？」弗格特擔心地看著她，萊絲抬起頭看著他，
「弗格特？」萊絲微微開口問道，弗格特聽見萊絲的聲音，他高興的把她擁進懷裡，加百列緩緩爬起
來，他趁著弗格特放鬆警惕，他舉高手，讓弓箭手把箭對準弗格特，
「太好了，萊絲。」弗格特笑著說，他的額頭抵著萊絲的額頭，萊絲的眼淚沿著臉頰滑下來，她笑著
點頭，
「終於都可以和你說上話了，弗格特。」她揚起幸福的笑容說，
「弗格特，對不起了。」加百列輕聲說，他痛心的看著眼前的二人，他的手緩緩放下，弓箭手把手鬆
開，所有箭高速直中弗格特的背上，刺穿他的心臟，弗格特瞪大眼睛，一口鮮血從他的口中噴到萊絲
的身上，萊絲的眼瞳縮成針芒，她看著弗格特跌在地上，
「弗格特！」她含著淚大吼，
「萊絲可以在最後聽見你的聲音已經很開心了」弗格特的手輕撫萊絲的臉頰說，萊絲含著淚不斷搖頭
，
「不要不要走！這麼難得可以說話，我還想跟你多說說話！」她激動地大喊，伊蓮達睥睨的看著萊絲
，弗格特的身體逐漸消失，萊絲緊握他的雙手，他用他最後的力氣，靠在她耳邊說了一句話，萊絲瞪
大眼睛，他微微勾起嘴角，便變成碎片散落在地上，萊絲看著空中的碎片，她的眼睛變得空洞無神，
伊蓮達在看見弗格特消息的一瞬間，她的眼淚一滴又一滴滑過臉頰，
「弗格特是傻瓜大傻瓜！為了驅驅的人類，這樣做值得嗎？」她握緊拳頭輕聲說道，她緩緩降落在地
上，她擦乾眼淚走向加百列，
「這個女孩怎麼處理？」她在他的耳邊問道，加百列嘆了一口氣，
「由她吧，她已經受到她應有的束縛了。」他輕聲說道，伊蓮達露出疑惑的眼神，加百列看了看萊絲
空洞無神的樣子，他倒抽一口氣，他靠著其中一位士兵站起來，
「我們天使的翅膀就代表著我們要遵守《天使規條》，所以這對純白色的翅膀才會被稱為束縛之翼，
對那個女孩而言，她的束縛就是為她而死的弗格特，她這輩子也得困在這份悲傷裡，失去摰愛的人，
對人類來說，比死還痛苦，而這個人類女孩現在和我們一樣，背著永生無法脫離的束縛之翼。」加百
列轉過身說，伊蓮達看了萊絲一眼便扶著加百列返回天堂。
 
對天使來說，束縛他們的正是背上白色純潔的翅膀，那象徵著他們一日貴為天使，一輩子都是天使，
無法脫離這個命運，像人類一樣，本來注定好的命運，即使被改寫了，也可不見得比以前過得好，所
以弗格特此行為，就其他天使看來只是愚蠢至極的行為，對他們來說，「守護」只是一項工作，根本
不值得為此付上任何感情。
 
萊絲雙手捂住臉，她的眼淚在指縫間流出，弗格特消失前對她說的話，在她腦海揮之不去，
「萊絲，我愛你。所以，忘掉我吧，然後幸福地生活下去。」萊絲勾起嘴角，她露出譏諷的笑容，
「弗格特，你對我說這樣的話，你叫我怎樣忘掉你，蠢材。」她輕聲說，在她的手腕出現一條銀鏈，
銀鏈有一個羽翼狀的吊飾。加百列說得沒錯，對萊絲以言，弗格特的離開雖然讓她說上話，但卻成為
只屬於她的「束縛之翼」，因為在那之後，萊絲並沒有與誰結婚，反而自己孤獨地坐在樹下，一日復
一日的坐著，任誰都拉不動，
「弗格特，我現在這樣就很幸福了。」萊絲把手放在樹幹上輕聲說道，微風吹過她手腕上的手鏈，羽
翼狀的飾物和其他飾物撞在一起，發出清脆的聲音
她閉上眼睛享受著這份帶著微弱的聲音的寧靜，她閉上眼後卻再也沒睜開過眼睛，可能已經與弗格特
重聚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