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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張

二月十四號，這天，是眾所周知的情人節。
 街上，哪裡都快要看見情侶在慶祝，花店的花多數都很熱賣。
 她，安小雪，一個人走在街道，過著已經過了17年的單身情人節。
 看著街上來來往往的情侶，唯有她一個人走在街道上，頓時，她感到鬱悶。
 而且，她的心裡有一股強烈想要戀愛的慾望，天空刮起風，她馬上把外套裹得更緊。抬頭，發現那
些女生都有男朋友幫著她們取暖，心裡又是一陣鬱悶。
走著走著，她來到了街道的尾端，這裡屬於比較清靜的地方，小雪在路上一直低著頭，忽然，前方有
個暖暖的‘墻’？小雪馬上抬頭一看，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從樣貌看起來，應該只有十八十九歲，
應該也是屬於花季少女吧？
“對不起”小雪發現自己的失態，不過仔細一看，她有著一頭水藍色的韓氏大波浪捲髮，眼眸也是很
清澈的藍色，身高絕對有1米70左右，穿著一身的淺藍色短裙，小雪有一種錯覺，她，是天使。
“沒關係，你好可愛哦！叫什麽名字？”那個女生捏了捏小雪的臉蛋，然後對她眨了眨自己的水汪汪
眼睛，小雪又是一陣失神，這個女生，真的好像天使。小雪忽然想到自己，雖然也是一頭金褐色的中
長髮，眼眸也是金褐色的，瘦瘦小小的身軀像似弱不禁風，整個人看起來就像是個可愛的娃娃。
“我叫安小雪，姐姐，你呢？”小雪的臉竟然莫名其妙地紅了，那個女生露出微笑，真的是好美的一
個女生。“很好聽的名字！我叫尹水月”水月又眨了眨她的藍色眼睛，小雪看得又一次失神，多麼漂
亮的一個女生。
“水月姐姐？可以這樣叫你嗎？”小雪看她的時候，也要稍微地抬起頭，因為小雪的身高只有1米65
，水月輕輕撫摸著她的頭，然後朝她點了點頭。“其實姐姐才只有19歲欸！”水月把小雪帶去了一
個長凳上坐著，小雪也乖乖地坐著，雖然不認識她，但是也感覺不出來她是壞人。
“我也只有17歲罷了！水月姐姐在等誰啊？男朋友嗎！今天情人節哦~”小雪好奇地問著水月，水月
依舊是笑了笑，“等下如果有個男生走過來問我在哪裡，你就說根本沒有這個人好嗎？我還要躲起來
，過後姐姐在出來”水月稍微放低了聲量，然後附在小雪的耳朵上說話，小雪乖乖地點了點頭，水月
馬上躲去商店的巷子里，不仔細去看，是不會發現的。
不久，真的有個男生走了過來，小雪看得有點呆了，那個男生一頭銀色碎髮以及他那雙銀色的眼眸，
瞬間可以秒殺了多少少女的心啊！小雪想了想，如果這個是水月的男朋友，那麼她要收斂收斂了，不
能亂來啊！
“你有看到一個藍色長髮藍色眼睛的女生嗎？高度大概這樣的”那個男生走過來，問著小雪，小雪朝
他搖了搖頭，默不作聲。因為現在她的臉已經很紅了，別人肯定還以為她的臉時因為太冷的關係所以
才臉紅的。那個男生左看右看，然後又飛一般地離開了街道。
水月馬上走出來，然後重新坐回小雪的旁邊。
“水月姐姐爲什麽要躲著男朋友啊？”小雪抵不住好奇心問著水月，小雪心想如果自己的男朋友那麼
帥，肯定不會躲著他！“因為他太惹眼了！走在他身邊有多少眼光望著啊！”這個理由瞬間雷到了小
雪，應該說是她自己太惹眼了吧！
“真好！有個那麼帥的男朋友！”小雪露出渴望的眼神，但是卻發現自己的失態，馬上換了另一幅表
情，水月又繼續沖她笑，“既然如此，那姐姐介紹一個遊戲給你玩吧！這款遊戲叫做《幻愛》，是個
給想談戀愛的青少年們玩的網絡遊戲！玩這個遊戲的男生都是帥爆的哦！我和我男朋友也是因為這個
遊戲認識的！給我你的這個帳號！晚上上網我應該會在線，到時聊吧！有緣再見囖！”水月喜滋滋地
離開這個街道尾端。一路上，水月都是掛著笑容的，惹來不少男生的愛慕眼神，不過都被她無視掉了
。
“尹水月！”剛剛那個銀色碎髮和銀色眼眸的男生叫住了水月，水月依舊笑著。“嘿嘿！臭小子，我
又找到一個‘玩家’了”水月眨著眼睛對他說，銀髮小子看著她，然後發出一個殺死人的眼神：“該
不會是剛剛那個女生吧？你叫他來騙我的！”銀髮小子露出邪魅一笑，但是水月並不害怕，依舊笑得
很燦爛。“千離玄，我是不是很強啊！就在你買水的瞬間就招了個玩家~”水月望著離玄，然後比了



個勝利的手勢，“不過，你確定她會進入遊戲？”離玄疑惑地問著她，兩個人手牽手走在街道上，簡
直就是熱戀中的情侶。“你說，要是普通人你認為會吸引到我過去找她嗎？她的戀愛慾望太強烈了！
而且她的樣貌很像一個人！所以我就試看看囖~”水月朝離玄眨了一隻眼睛，調皮地吐了吐舌頭。“
真拿你沒辦法，我們的身份還是低調點，被發現了就會中招的啊！”離玄捏了捏水月的鼻子。“隨便
啦，發現就發現唄！話說，安小雪是個很可愛的女生，我們是不是該給她一個很完美的初戀啊！”水
月和離玄就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兩個人共同受到上頭指示開創《幻愛》這款模擬遊戲，事實上，並不
是每個人都能玩到的。因為創辦人都不是平凡人！尹水月和千離玄可是又天使又精靈的人物，兩個人
負責《幻愛》這款遊戲，幫助許許多多的單身男女。不過，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巧的可以遇到他們！小
雪怔了怔，然後朝家裡的方向小跑著，剛剛水月的話真的吸引了她，小雪是高二生，現在就讀‘西野
貴族學院’，這個可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學校，但是這必須伱非常有才華，或者家裡有錢，你才可以
就讀那所學院。小雪則是因為父母有錢的關係，而且不是普通的有錢，是自國排行第二的有錢集團。
也因為這樣，小雪的父母總是往外跑，只剩下家裡的一個管家和司機照顧她。打開電腦，然後輸入了
剛剛水月給的網址，又開了另一個空間去加水月的帳號。屏幕馬上出現了《幻愛》的一切內容。小雪
馬上仔細閱讀所有條規，然後謹慎地按了一個‘開始’健。在裏面，小雪身為一個落魄的灰姑娘，然
後遇見了一眾救世主，每個人都問了小雪一個問題，只要小雪答對哪一個人的問題，他們才有緣能在
一起。如果答案另對方不滿意，對方的角色就會滅掉。第一個男生：你對男生的第一個條件是什麽？
小雪答：都可以
對方就已經滅掉了。小雪搖著頭，裏面總共有十個男生，如今剩下九個，一個又一個滅掉了，小雪已
經失望到徹底了。只剩下最後一個男生角色，他問了小雪一個問題：你認為幸福的定義是什麽？幸福
的定義……小雪想了30秒，然後一字不漏地打回去：“我的幸福定義只要我們互相喜歡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答案很天真，小雪也沒什麼希望地等著，良久，男生的角色沒有滅掉，小雪睜大眼睛看著，
10分鐘也沒有滅掉！‘遊戲結束，你成功找到了屬於你的幸福，記住：寒羽夜’遊戲結束了，寒羽
夜？小雪記住了這個名字，已經晚上了，水月的頭像亮了起來，隨後，小雪的屏幕挑出了一個聊天室
。※美少女尹水月※：怎麼？小雪找到了白馬王子沒有？！
小雪：遊戲結束了，叫我記住‘寒羽夜’這個名字罷了
※美少女尹水月※：記住哦！
小雪：可是都沒有其他什麽特點了？這遊戲到底是怎樣的？
※美少女尹水月※：你會遇見你的白馬王子，應該是明天吧
小雪：明天要上學欸
※美少女尹水月※：那你有沒有記得你學校有什麽人叫寒羽夜啊？
小雪：啊？我對這些不記得欸
※美少女尹水月※：沒關係！明天去學校可以和好朋友問問看啊！
小雪：對哦！謝謝水月姐姐提醒
※美少女尹水月※：不客氣~誰叫我們有一面之緣！
小雪：可是，他知道我們是在游戲裡認識的嗎？
※美少女尹水月※：不知道，對於這個遊戲你要保密知道嗎！
小雪：好的，我不會說出去的
※美少女尹水月※：對了，你在什麽學校上課
小雪：西野貴族學院
※美少女尹水月※：有緣就會見到我啦！
小雪：你在那里讀書嗎
※美少女尹水月※：不知道~不知道XP
小雪：姐姐，你男朋友找到你又怎樣嗎？
※美少女尹水月※：他不敢對我怎樣的哦！
小雪：姐姐好厲害！
※美少女尹水月※：祝你初戀能夠成功啦！喜酒記得請我喝啦！晚安！
小雪：晚安……關了電腦，水月趴在床上看著另一邊正在玩電腦的離玄。“西野貴族學院，我們過去



吧！”水月玩弄著自己的頭髮，離玄轉過頭，“幹嘛？”離玄不明白水月要搞什麽花樣。“當然是幫
忙我的小雪妹妹啦！”水月跳起來，然後對他說，“隨你吧，別惹麻煩就可以了”離玄合上電腦，走
出房間。來到學校的時候，小雪馬上拉著她的好朋友紫涵去課室，因為今天是兩個人的值日，所以兩
個人都特別找到。“紫涵，你知道寒羽夜是誰嗎？”她的好朋友，葉紫涵是個美女，一頭秀氣的黑色
長髮，以及明亮的黑色眼眸，整個人超美麗的。但是，因為自從昨天見到水月的小雪，覺得心目中沒
有人能夠超過水月的位置。“小雪！你真是笨哦！寒羽夜就是我家俊秀好朋友啦！”紫涵的男朋友是
個校草，叫做車俊秀，據說，學校已經有不少女生為他開了粉絲團，對了！小雪自己敲了敲自己的腦
袋，自己學校的校草之一就是寒羽夜啦！小雪馬上腦袋當機了，校草，這怎麼可能和她扯到關係，那
個遊戲果然就是騙人的！小雪馬上搖了搖頭。“我忘記了啦！”小雪撅著小嘴說著，“紫涵！”忽然
門口來了兩位男生，開口叫紫涵的那個男生是一頭銅紅色的碎髮，然後眼眸是褐色的，顯示出他的帥
氣。站在他身邊的是一頭亞麻色碎髮的男生，眼眸是碧綠色的，整個人看起來好像冷冰冰似的。“他
們是誰啊？”這句話小雪說得比較大聲，在場的三個人馬上差點暈倒。“安小雪！伱失憶了哦！他就
是我家俊秀啊！那個就是寒羽夜”紫涵受不了敲了敲小雪的腦袋，放下掃帚走到俊秀也就是銅紅色碎
髮的男生身邊，挽著他的手。小雪有點看呆了，那個寒羽夜真的好帥哦，近距離看就是個很完美的男
生。“我忘記了”支支吾吾說出這句話，搔了搔自己的後腦勺傻笑著。“哈哈，走吧去吃東西吧！”
紫涵也把小雪叫去了，雖然紫涵外表對小雪是大聲吼著的，心裡卻很保護她，因為就是她有嚴重的遲
鈍啦！小雪跟著他們走，周圍有許多女生發出殺人的目光。“紫涵，我還是不要跟著你們走比較好”
小雪看見那些女生要殺了人的表情，就不想再跟他們走，深怕自己會活生生地被眼神給盯到暈去。“
沒關係的，走吧”俊秀轉過來對小雪說，小雪還是想離開，所以故意放慢腳步，但是身旁的羽夜好像
發現了也故意放慢腳步。小雪就越放越慢，對方也一樣。小雪馬上氣鼓鼓地瞪著他。“喂！伱快點走
啦！”小雪乾脆停下來瞪著他，“白癡！你不陪我去當電燈泡，我還會去嗎？”小雪依舊瞪著他，然
後把頭扭向另一端，正好看到那些女生瞪著她，小雪馬上轉過頭望著地上，可是這時候手卻被拽起來
，是寒羽夜！“喂喂，放手啦，你這個混……蛋”小雪被他拽著走，紫涵和俊秀早就買好了食物，羽
夜把小雪按坐在旁邊，自己也坐下來了。女生們要殺死人的眼神再次發出，小雪把頭埋得更下，“笨
蛋！你是要把飯黏在你的臉嗎？”旁邊的羽夜看著她，小雪把臉抬起來再次瞪著他，“你這個混蛋最
好安靜！”小雪忽然想起昨天的遊戲，根本就是瞎扯！“小雪！”忽然，食堂另一邊傳來了聲音，小
雪轉過去，然後向他們招了招手。水月和離玄走了過來，然後看著小雪身邊的羽夜，兩個人默契的笑
了。“水月姐姐！你們怎麼來了？”小雪站起來疑惑的望著他們兩個人，“爲了你而來的！”水月眨
了眨自己的眼睛，然後對小雪說。“既然是小雪認識的，一起坐吧！”俊秀微笑著對他們說，離玄和
水月也坐了下來。“哇，你的皮膚保養得很好！是什麽保養品啊？”紫涵看見水月也感歎起來，眼前
這兩個人簡直就是太帥太美了！“有空再告訴你，因為需要很多步驟哦！哈哈！帥哥美女，你們叫什
麽名字啊？”水月再次揚起笑容，“我叫葉紫涵！他是我男朋友，車俊秀，他是俊秀的好朋友寒羽夜
”紫涵笑著介紹著其他人。“我叫尹水月！你們可以和小雪一樣叫我水月姐姐。旁邊這個呢他叫千離
玄，是我的暫時男朋友”水月這樣介紹離玄時候，小雪‘撲哧’笑出聲，看得出雖然水月很愛開離玄
的玩笑，但是卻很喜歡他。“笑得好難聽”旁邊的羽夜聲音又再次響起，小雪再也笑不出來，然後放
了個殺人的眼睛瞪著他。“你這混蛋！”小雪瞪著他，這一幕惹來其他四個人的笑聲。過後，他們各
自回去班上上課了，小雪和紫涵是高二(1)班，然而俊秀和羽夜是高三(1)班，離玄和水月當然是大一
的第一班囖！“安小雪！！！！！”老師的聲音迴蕩在整個課室，小雪揉著眼睛看著老師，“你給我
出去罰站！下課給我去洗男女廁所！”小雪被這一轟，完全醒了，然後走去門口罰站，紫涵搖了搖頭
望著她，誰叫小雪自己睡著了，怎麼搖也搖不醒。小雪低著頭，可憐兮兮靠在牆壁罰站。一直到了下
課，俊秀和羽夜提早來找紫涵，看到小雪被罰站的時候，兩個人都偷笑著。紫涵一下課馬上跑出來，
“小雪不能跟我們去了”，她對俊秀他們說，小雪點了點頭。“爲什麽？”羽夜奇怪地問著紫涵，“
被罰掃男女廁”紫涵搖了搖頭對著羽夜說，小雪的頭埋得更下，然後靜靜的走開了，走到廁所拿著刷
子和水管亂噴亂刷。掃女廁還沒有那麼丟臉，掃男廁才叫為難，不過幸好下課時間很少人來，小雪便
在裏面亂噴，就在噴門口的一瞬，小雪發現自己噴到人了。“對不起”小雪來不及看那個人的樣貌，
就低下頭道歉。“這就是你掃廁所的傑作？”聽到這個聲音，小雪艱難地抬起頭，然後發現是寒羽夜
，她尖叫了一聲整個人暈倒了。重點是，小雪暈倒不是因為看到羽夜，而是羽夜的衣服被水噴得變成



透明了，他的身體的曲綫全部都若隱若現，小雪而是被這一幕給嚇暈了。睜開眼睛，小雪搓了搓自己
的眼睛，發現自己躺在了學校的醫務室裏面。“笨蛋，終於醒了啊？”羽夜挑著眉看他，小雪看見他
換了衣服，臉上浮出紅暈。“醫生說什麼？”小雪不知道該說什麼，就隨便插了一句話。“他說你受
驚嚇過度而暈倒”小雪看見他說這句話是非常的無言，小雪忍不住笑出聲，羽夜的臉瞬間變黑“我有
那麼恐怖嗎？能夠導致到你暈倒”羽夜一臉嚴肅的問著小雪。小雪認真地點了點頭，然後把被子扯上
來，唯唯諾諾地說著：“建議離開我的視線100公里以外，我怕我又暈倒”小雪邊說邊笑，羽夜的臉
馬上黑得不能再黑，他直接扯掉小雪的被子，臉一步步靠近著小雪。小雪被他這麼一個舉動嚇傻了，
整個人呆滯住，羽夜的臉越來越靠近，小雪依然是嚇傻了的狀態，直直的望著他，眼神空洞。羽夜蜻
蜓點水般地親了小雪，然後站起來。小雪再次暈了過去。第二次醒來，小雪是在自己的家裡，醒來後
，她馬上拍了拍自己的胸膛，一直歡呼是場夢。可是當她開門下樓時候，整個人瞬間呆滯。羽夜正在
她家客廳。“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爲什麽在這裡”小雪支支吾吾地指著羽夜，然後想起剛
剛發生的事情，真的有夠丟臉的！脸红得不得了，羽夜扭过头来看她，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一個女生因
為看見自己驚嚇過度而連續暈倒兩次的，真是氣死他了！如果是其他女生肯定是因為他太帥而犯花癡
暈倒的！想到這里，他又生悶氣轉過頭去。“管家~”小雪也不要理他，直接朝每個方向喊一次，“
小姐什麽事？”管家從客房里串了出來，“把他趕走”小雪很不客氣的說著，然後指著寒羽夜。可是
，她的管家卻很害怕的不敢遵命。“小姐，寒少爺說要留下吃晚餐”管家看著小雪的臉色一再變化，
馬上識趣地跑去廚房準備晚餐，小雪氣得在原地跺腳，她走到寒羽夜的面前，一直瞪著他。“混蛋！
！！！快給我離開這裡！！！！”小雪看見他無視自己，心裡就是不爽，然後馬上飆火趕他走，看見
他就一肚子氣，待會兒如何咽得下飯。羽夜抬頭望了一眼小雪，然後低下頭，不理她。小雪氣得拿著
沙發的枕頭一個個往他身上丟。“笨蛋，丟够了沒！”被攻擊了N次的寒羽夜忍不住爆發了，他整理
了自己的亞麻色碎髮，然後發出個殺死你的眼神瞪著小雪，小雪不甘示落地踩在沙發上，高度明顯平
均多了。“還不夠！”小雪說完又拿起枕頭往他身上砸，可是這次他卻很巧妙地閃開了，小雪氣得發
飈了，一個不小心向前撲了個空，正要與大地來個深情的KISS的時候，小雪的嘴唇碰到了軟軟的東
西。她睜開眼看，她和羽夜正在接吻！而且羽夜被她壓在身下，應該是剛剛小雪要跌下去的時候，羽
夜不偏不倚接中了，可是卻又被壓了下去，就上演了這一場。小雪的臉因為害羞而紅得不得了，再看
看剛站起身的寒羽夜，臉上也莫名的起了幾朵紅暈。這一看，小雪無法把視線給移開了，亞麻色碎髮
以及碧綠色的眼眸，活生生的大帥哥，難怪會是校草啦，而且左耳也帶著一個銀色的耳鉆，仔細一看
，白皙的皮膚，眼睫毛濃濃的，比女生的眼睛還美，小雪忍不住在心裡暗暗讚賞這個比女生皮膚還好
，在男生又格外耀眼的人了。站在那邊的羽夜，發現小雪一直盯著他看，心跳異常的加快，他不禁暗
自感歎，又不是第一次被女生看，怎麼會這樣，在偷偷瞥了一眼小雪，發現她還在看著自己，心跳又
加快了。“小姐，寒少爺，可以吃飯了”這時候，管家打破了這個沉默的局面，小雪才屁顛屁顛地跟
著管家後面坐到餐桌那邊，不顧形象地狂夾菜來吃，這也難怪，她真的很餓。吃完飯後，羽夜繼續賴
著不走，小雪把手提電腦領到客廳來玩，然後發現水月的帳號亮著，自己莫名其妙的被加入了一個聊
天群組。
小雪：這裡是哪裡？？
※美少女尹水月※：歡迎小雪妹妹！
紫涵殿下：小雪~~
※美少女尹水月※：這裡是我們的聊天群組哦！
小雪：原來哈哈~~我還以為是哪裡呢！
紫涵殿下：要不然是拐帶集團嗎？XDDD
※美少女尹水月※：專門拐帶美少女的集團唄！
小雪：哈哈哈，你們聊什麽聊到那麼開心啊？
※美少女尹水月※：聊我們的男朋友~
紫涵殿下：是啊！我發現俊秀和離玄哥哥的性格有些相似！
※美少女尹水月※：都是神級質的~
小雪：好無言！
※美少女尹水月※：你和羽夜怎樣了？進展如何！



紫涵殿下：對啊對啊！說來看看，聽說你暈倒他送你回家欸！
※美少女尹水月※：哇~那麼浪漫哦~
小雪：他現在還在我家，說來就氣！
紫涵殿下：哇，準備見家長了嗎？
※美少女尹水月※：進展不錯哦？！
小雪：別扯了！他自以為是的傢伙硬要留在我家吃晚餐，而且剛剛還搞得我瘋了！
紫涵殿下：不錯不錯，我們家小雪的初戀要來了！
※美少女尹水月※：不錯哦！初戀會格外緊張的唄~放心，有我和紫涵妹妹你不用怕！
小雪：切，別說了……
紫涵殿下：害羞了哦？水月姐姐！她害羞了
※美少女尹水月※：是啊是啊！
小雪：切，不和你們說了掰掰小雪馬上合上電腦，發現羽夜盯著她看，她馬上不悅的瞪回去。“看屁
啊！”小雪不知怎麼就是看見他老發現八字不合，見面就吵？“看你是在和哪一個男生聊得那麼開心
，笑得見牙不見眼！像個白癡！”羽夜看見小雪看著電腦一直傻笑，就生著氣，心裡就是酸溜溜地說
不上，他開始懷疑自己喜歡上小雪了。小雪馬上僵住，自己原來一直傻笑著，看來她病的不輕？忽然
，她甩了甩自己的頭，胡亂抓著她的頭髮，她發現自己真的瘋了！！那一晚就這樣糊裡糊塗過去了，
最後是如何結束他們也忘記了。一清早，小雪起來自己的頭重重的，整個身體很累。她緩緩站起身，
然後到廁所洗刷，換上一件休閒裝，然後沒有等司機載送，就自己沿路走去。一路上，她看見前面的
路都是朦朦的，一下子重疊，一下子又一片黑，她扶著牆壁，一直走。最後，她支撐不了，整個人倒
了下去。小雪睜開眼，沿著霧的方向一直走，這裡就像世外桃源，一切東西猶如夢境一般存在。眼前
，有個熟悉的藍色身影正在坐著，身旁就是銀色小子。但是，此時的兩個人擁有著一雙翅膀，好耀眼
，小雪想要走向前，一片黑霧擋住了她的視線。想逃，卻逃不了。黑霧散開，出現在小雪面前的是一
個男生，黑色的碎髮，眼神黑得恐怖，小雪下意識退後，眼前的人看了，淡淡地扯出笑容。“《幻愛
》的‘玩家’你好”小雪聽得一愣一愣，心想，他怎麼會懂《幻愛》的存在？“你是誰”小雪害怕地
直視著他，一切來得太突然了，讓小雪措手不及。“我叫
冷夏陽”他張開他的黑色翅膀，小雪嚇得直退後。“你到底幹什麼的！”小雪挺直背脊，對著他大吼
，冷夏陽露出冷冷地一笑：“尹水月和千離玄和我一樣是同類哦！”小雪捂著耳朵搖頭，他是誰？憑
什麼相信他的話！“你當以為世界上能讓你遇到那麼完美的一個人嗎？又那麼巧合地讓你玩著《幻愛
》這款人間找不到的遊戲嗎？所有的事情當真那麼簡單嗎？”冷夏陽冷冷地說著，他的眼神一直盯著
小雪，讓小雪渾身不自在。“《幻愛》的創辦人就是尹水月和千離玄，他們專門幫人撮合，你很幸運
的，也正在被他們守護著你的初戀。”冷夏陽依然盯著她看，小雪聽了之後怔了怔，那麼水月和離玄
就是好人啊！她暗自慶倖，自己遇上了好人。“尹水月和千離玄如同我一樣是半精靈半天使的存在著
，可惜我就是看不過眼。”冷夏陽手握拳狀，一步一步逼近小雪，“你你你你……想幹嘛？”小雪半
響嚇得不知道要怎麼說，冷夏陽一隻手捧起小雪的臉頰，盯得小雪很不自在。但是，他接下來的動作
卻在預料之外。他輕輕地吻了小雪的唇瓣，是那麼地溫柔，隨後，他放手，留下小雪傻愣愣地在原地
。小雪猛地醒回來，然後指著冷夏陽大罵：“你這個混蛋！！”，冷夏陽扯開嘴角笑了，小雪有那麼
一瞬間看呆了，他這次的笑，是發自內心的，所以看起來是多麼地帥氣。“你最好回去叫尹水月和千
離玄做好准備，我的東西，一定會回到我手中的”冷夏陽說完，一揮手離開了這裡，小雪只感覺到自
己的頭昏沉沉的，一切只不過是一場夢，很真實很真實的夢。醫院的點滴聲，像似鬧鐘般喚醒了小雪
，她睜開眼睛，只見白白的天花板，又轉了轉頭，發現尹水月、千離玄和寒羽夜在這邊，看見她醒來
，他們的臉上都出現了色彩。小雪看了一眼寒羽夜，然後慢慢地說：“你可以幫我去我家外面的拉麵
店買拉麵嗎，我突然好想吃”，小雪知道醫院離那邊是很遠的一段距離，寒羽夜見是小雪的要求，點
了點頭就出去了。“你是不是有事要說？”離玄一看到小雪的臉色，又故意打發走羽夜，肯定是有什
麽事情想說，就開口確定。“我剛剛做了一個夢，你們的背後都有翅膀。有個叫冷夏陽的男生，他說
，你們和他一樣，是半精靈半天使的存在在這個世界上，《幻愛》是你們幫人類說創造的戀愛遊戲。
”小雪說到這裡，坐起來看著他們兩個的表情。只是有那麼一下的驚訝，隨後又恢復了平靜。“他還
叫我告訴你們，他的東西，一定會回到他的手中”說到這裡，水月的臉色已經不怎麼好看，她愣愣地



望著小雪。“小雪，你會一心一意去愛羽夜的對吧？”良久，水月看著小雪說著，小雪微微地點了點
頭，她還不知道自己這樣算不算喜歡，只是，羽夜在她心目中，已經有了那麼一丁點的地位，是不可
磨滅的。見到小雪這樣回答，水月在離玄耳朵旁說了幾句話，又轉回頭看著小雪，他們害怕的事情，
即將來到了。“小雪，我們必須告訴伱一件事情”水月收起了平時愛鬧的情緒，嚴肅地盯著小雪看。
小雪看著她，點了點頭示意他們說下去。“冷夏陽，也就是你在夢裡看見的那個男生，他以前有個女
朋友，也和我們一樣是半精靈半天使，在那之前，我們四個是好朋友。他的女朋友叫做——穆雪，
樣貌跟你非常相似，就好像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我們不知道他是如何找到你的，但是，他的女朋友
在很多年前因為一場意外，灰飛煙滅了，冷夏陽很傷心很傷心，所以就開始孤立自己，最後和我們成
為敵人。他一直設法不讓人類得到愛情，因為他要報復，報復這一切。而你，我覺得他是想把你當成
穆雪來愛。”離玄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每一個字就猶如鐵錘深深打入小雪的腦海裡，對於這些不知
是巧合或是事實，小雪有種很熟悉的感覺。病房裡的空氣瞬間降至零度以下，沒了以往的溫度。小雪
的世界里，就好像自己的名字——雪，下著雪，冷冷地，找不到一個可以保護她的懷抱。‘碰’病
房門被推開，紫涵和俊秀走來了，他們看到病房格外安靜，也沒發現什麽異樣，笑著撲向小雪。不久
，羽夜也回來了，他拿著拉麵遞給小雪坐在她旁邊喂著她吃，其他人識趣地離開。“爲什麽你那麼乖
真的買拉麵給我吃啊？”小雪若有所思地望著羽夜，羽夜白了她一眼，似乎想說她明知故問。“笨蛋
，你自己可以走路去買嗎？”蹦出這幾個字分明就是很牽強的理由，不符合邏輯，小雪看著他的樣子
，笑出聲來了。“你是不是暗戀我？”小雪笑著問他，只見羽夜的動作僵住，隨後又抹出一絲邪惡的
笑容看著小雪：“你這樣問，是不是想試探我啊？還是說你暗戀我”小雪笑著的表情停滯，然後一臉
認真地望著羽夜。“我喜歡伱”四個字從小雪的嘴裡說出來，羽夜的心裡頓時心花怒放，可是，又不
自覺地害怕小雪只是鬧著他玩。“你這笨蛋這句話對多少人說過”羽夜臉色一變，小雪就知道他不會
相信，慢慢坐起身，閉著眼，輕輕地吻了一下羽夜的唇。羽夜被這突如其來的動作怔住了，羽夜不是
初戀，不是第一次被女生親吻，也不是第一次被告白，只是爲什麽小雪卻能瞬間融化他冰冷的心？他
轉過頭放下手中的東西，很深情地看著她。“你是第一個哦！”小雪微微笑著，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
是女生的第六感，小雪總是感覺到，羽夜會離她越來越遙遠，到最後彼此都不能相愛，她的心裡亂糟
糟的，很害怕。“笨蛋！以後只可以這樣對我！”羽夜把小雪摟在懷裡，把她抱得緊緊的。小雪每天
都在幻想著以後自己的男朋友會把她自己抱在懷裡疼惜，現在如願以償了，可是小雪的心裡還是開心
不起來，不知是不是冷夏陽還是水月他們說的話影響了她。“那你就要只愛我一個！”小雪稍微抬起
頭，對他吐了吐舌頭，調皮地說著。晚上的時候，羽夜想要堅持留下啦陪伴小雪，但是小雪硬是搖頭
，羽夜無可奈何之下答應明天早上來陪她。醫院的窗外，不是一般的冷，小雪掀起被子，穿上了鞋子
，靠在窗口看著夜景。開心的時光總是那麼短暫。‘吱咔’醫院的門被打開了，小雪下意識地往後看
，看見了身穿著黑色休閒裝的冷夏陽，小雪半響說不出話。“你來幹嘛？”小雪看著他會害怕，怕他
會做出什麽傷害她的事情。“我的東西，永遠都只屬於我”冷夏陽慢慢地靠近，小雪被他逼在牆角，
這時候，門外又有人進來了。“羽夜救我！”小雪艱難地說著，羽夜馬上推開了冷夏陽，把小雪護在
懷裡，但是冷夏陽一下就把羽夜揮暈了。小雪緊張地搖晃著羽夜，但是，他卻沒有醒來。“你對他做
了什麽！”小雪生氣地瞪著冷夏陽，想要一拳把他打倒，但是他的手一下就握著了小雪的手，根本無
力反抗。“他能不能醒來，還要看你。”冷夏陽嘴角淡淡地說出了這句話，小雪看著他，心裡揪著很
痛很痛。“快讓他醒來！”小雪瞪著他，拼命想甩開他的手，但是他越握越緊。“你離開他的身邊以
及尹水月他們，來到我的身邊，和他們斷絕關係”冷夏陽一拉把小雪拉進自己的懷裡，小雪本能的反
抗，但是身軀嬌小的她，成爲了他手中的玩具，任他擺佈。“不可能！”小雪張開嘴，一口往冷夏陽
的手臂咬了一口，“那你就是要他永遠消失在這個世界上了？”冷夏陽指了指倒在地上的羽夜，小雪
捂著胸口，心裡悶悶的很難受，她的第六感沒有錯，原來，有些事情真的是無論如何逃避，也會找上
門來。“我答應你，但是，你給我和他多一個禮拜的時間相處”小雪第一次感覺到如此的心疼，淚水
從眼眸滑下，滑過雙頰，滴在了冷夏陽的手心裡，他怔了怔，望著小雪。她的眼淚，在他面前爲了另
一個男生而流，是多麼的可笑。“1天”冷夏陽也不會給小雪那麼長的時間，“5天”小雪討價還價
，她不想那麼快離開，“1天”冷夏陽絲毫不讓步，小雪搖了搖頭，“3天，求你了，就三天”淚水
已經不是一兩顆那麼少，而是越來越多，小雪身體無力的坐在地上，她的初戀，就要結束了嗎？“明
天開始就是第一天，三天后，我會去你家”冷夏陽說完，轉身離開了，“羽夜他怎麼辦？！”夏陽輕



輕地念了咒語，羽夜微微地醒了，他緊張地抱著小雨。“羽夜，明天我出院好不好”小雪懇求地說著
，眼眸因為有著些許的淚水，在夜光下，顯得更加明亮動人，羽夜不反對，點了點頭，小雪緊緊抱著
羽夜，久久不肯放開。最後，她睡著了，羽夜輕輕地把她抱上床，自己坐在椅子上，趴在她身邊也睡
了下去。一覺醒來，小雪多麼希望那隻是一場噩夢，但是，她卻清楚知道，那不是。出了院以後，小
雪拉著羽夜來到了遊樂園，兩個人一起坐海盜船、過山車還有很多很多。之後，小雪又拉著羽夜去做
旋轉木馬，兩個人坐在兩隔壁，手牽著手，很幸福。“你知道嗎？旋轉木馬是世界上最殘忍的遊戲”
小雪望著羽夜，輕輕地說出口。“爲什麽？”羽夜不明白，對於這些事情，他真的不知道，畢竟是男
生，不會特意去瞭解這些女生喜歡的東西。“因為永遠都跟不上對方的腳步”小雪緩緩地放開了羽夜
的手，那瞬間，羽夜好像感覺到只要小雪一放開，他們永遠都會分開了。羽夜趕緊握回小雪的手，小
雪怔了怔地望著他，“以後沒有我的允許，不能私自放手”羽夜看著她，認真地說著，小雪苦笑，這
樣的她，比哭還難看。又之後，羽夜拉著小雪坐上摩天輪。那時候，已經晚上了，果然，快樂的時光
總是那麼快的過去。小雪靠在羽夜的懷裡欣賞著這難得的夜景。“有流星欸！快許願！”羽夜激動地
跳起來，這時候的小雪已經閉著眼睛，在心裡默默地說著：“讓我-安小雪和寒羽夜永遠在一起”明
知道是不可能的，小雪還是要許願，她希望有奇跡。淚水再次流下，睜開眼睛后的羽夜看見小雪流淚
，用手溫柔地抹去她的眼淚。“怎麼了？”很溫柔地語氣，小雪踮起腳尖，吻上了羽夜的唇瓣，那種
溫度恐怕以後再也不能感覺到了，小雪很快地低下頭，看著地上。她捨不得，很捨不得。“流星是短
暫的，我們的愛情會不會那樣？”小雪明知故問，“不會”羽夜堅定地說著，小雪的心停頓了一下，
輕輕地牽起了羽夜的手，一直不說話。他們選擇一起請假3天，第二天了，他們兩個呆在家裡就像小
夫妻那樣煮著飯、看DVD、吃零食、枕頭戰還有很多很多，最後累倒了趴在客廳睡覺了。或許幸福
可以很簡單，不需要多麼地浪漫。最後一天了，小雪的心情格外沉重，她穿著她最愛的淺藍色燈籠短
裙，整個人超級像個洋娃娃。羽夜依然是一套白色休閒裝，他亞麻色的碎髮以及碧綠色的眼眸，無論
怎樣看都是那麼地帥氣。他就像童話故事里的王子，可惜，小雪已經不是他的公主。今天的他們，到
商場去逛逛，一邊走，忽然他們來到了一間首飾店。“小姐，拿這個情侶戒指給我們看看”羽夜一進
到去，那些女店員就一直往他身上看，小雪欣慰一笑，因為，她開始吥用擔心以後他找不到女朋友，
走到哪裡，他都會成為別人的焦點。“寒少爺，這是最新款的情侶戒指，叫做‘永恆之幻愛’”女店
員露出她最漂亮的笑容，想要在自家少爺面前留下好印象，至少哪一天小雪被拋棄，她或許有機可乘
？聽到名字，小雪怔了怔，永恆之幻愛？羽夜拿著女生的戒指套在小雪手上，然後又讓小雪把男裝的
套在他自己的手上，然後滿意的笑了笑。“好了，告訴老爸一聲吧！”羽夜對女店員露出笑容，女店
員各個神魂顛倒，頻頻點頭。羽夜牽著小雪的手，兩個人的戒指在陽光下很是耀眼，小雪一邊走一邊
想，這幾天下來，他們能在一起，能相遇是緣分嗎？第一次遇到水月，是因為她在躲著他的男朋友離
玄，過後因為自己露出了想要戀愛的渴望心態，水月介紹了《幻愛》這款遊戲，她抱著遇到白馬王子
的心態，賭了一把。還以為沒人能夠接受她那天真的答案，這時候，羽夜卻接受了。她感到很開心，
如果不是那個遊戲，她還活在自己的沉悶世界里，對外界不聞不問。水月和離玄在守護著她和羽夜的
愛情，但是，最後的結果卻是那麼地不堪。小雪偷偷地瞄了一眼側臉的羽夜，他那麼完美，一定會活
得很幸福，而且，他們在一起的時間並不長，或許，對小雪的愛，也很淡，肯定很快淡忘掉的，小雪
想到這裡，苦澀地笑了，心裡正在哭，但是，臉上卻要笑得好開心。可是，她卻錯了，一個人一旦愛
了，就會很難忘記對方。因為緣分，她才能遇到那麼好的人，她應該知足了。她和羽夜吃過了晚餐，
兩個人在公園里散步，是時候，他們之間要有個結束了。不需要太完美，也不需要太奢侈，幸福就够
了。“晚了，我們回家吧”小雪忍痛放開了羽夜的手，臉上卻要佯裝沒事。“等下”羽夜說后，抱著
小雪溫柔地親吻著，小雪很快地就離開了他的唇。“我看著你走先”羽夜忽然開口說著，小雪搖了搖
頭，“我們一起走，誰都不准回頭知道嗎”他們兩個人的家是不同方向的，只要這一走，他們就會從
此分開，永遠不會再相遇。小雪忽然覺得自己對不起水月和離玄，他們兩個人親手守護了他們的愛情
，但是現在她卻要親手辜負了他們的心思。“三、二、一”小雪說完，兩個人真的轉過身，剛走幾步
小雪反悔了，她忍不住轉過頭，可是，她轉過頭的同時，羽夜也轉了頭，小雪顧不上那麼多，整個人
小跑著緊緊地抱著羽夜。淚水滑過雙頰，羽夜很是意外，這幾天的小雪都怪怪的，但是以為只是小雪
初戀，所以害怕分開，沒多大理會。“好了，別哭了，又不是以後都不能見面。”羽夜笑著說，輕輕
地捏了小雪的鼻子，小雪的手顫抖著，心裡開始默認，他們永遠都不能見面了。“你走先，我要看著



你的背影離開。”小雪吸了一口氣，帶著鼻音說著，羽夜撫摸了她的頭髮轉過身，就走了。小雪看他
一步一步消失在月光下，淚水已經壓抑不住，狂流不止，她第一次心痛，第一次才明白失去是那麼地
痛苦。蹲在地上，忽然一個身影來到了她的面前，小雪不用抬頭都知道，是那個罪魁禍首。“走”冷
夏陽拉起小雪，小雪面無表情地跟著他，她的眼淚已經流幹了。小雪沒有撇開他的手，只是任由他。
冷夏陽把她帶到了他的別墅，要她換上以前穆雪的衣服，她不肯換，他就威脅她。無奈之下，小雪只
能服從他。“一個禮拜后帶你去美國”冷夏陽知道她是人類，一定會有一天要離開他，但是他要她永
遠都忘記這個地方的一切，包括尹水月的一切。小雪沒有答應沒有反抗，像個沒了靈魂的軀體，任由
他擺佈，因為無論她如何反抗，也無濟於事。-一個禮拜后西野貴族學院的幾個人很緊張，小雪自從
那晚之後沒有回家，就連學校也沒來。“那幾天，小雪有什麽異樣？”水月很緊張，她已經開始有點
懷疑是冷夏陽搞得事情。“她前三天都叫我帶她出去，她在那之前都很奇怪，而且，不見得前一天小
雪她哭得很厲害，看我的眼神就好像以後都會不再見面！”羽夜激動地說著。水月握著拳，“該死的
冷夏陽！”水月破口大駡，忽然羽夜又想到了一件事情，“我們出院的前一天，小雪被一個男生逼著
，我就被打暈了，醒來的時候！對！就是醒來的時候，小雪整個變掉了！”羽夜這次更激動，“黑色
頭髮？整個人好像很恐怖的感覺？”離玄仔細地問著，羽夜點點頭。水月和離玄好像知道了什麽事情
。“羽夜，你相信小雪嗎？”水月這次比任何時候嚴肅，是冷夏陽逼到的。羽夜點了點頭，水月拉著
羽夜去到了他們的別墅，把他們所有的事情都告訴羽夜，羽夜聽了之後很驚訝，不過他選擇相信，因
為這個世界，沒有什麽事情是不可能的。水月大概了描述穆雪和冷夏陽之間的愛情故事，他們要把羽
夜給帶上，因為這次，羽夜也是其中一個能夠改變結局的關鍵。他們幾個人馬上出發到冷夏陽的別墅
。這一天，小雪拖著行李，環視了四周，她要離開這個地方了。忽然，她的胸口悶著很痛，冷夏陽來
關心她，卻被小雪一手推開。“走開！別碰我”小雪狠狠地瞪著他，這樣的心痛不知道持續了幾天，
也不知道到底是爲什麽？遇到很傷心的事情，她都會很痛很痛，仿佛下一秒就會死掉。閉著眼睛，小
雪想舒緩心情，這時候，有很多人的腳步聲，來到了他們別墅前。小雪看到他們，怔了怔。不止小雪
，連冷夏陽也如此。“冷夏陽
他不是穆雪！”水月激動地向前推開冷夏陽把小雪抱在自己的懷裡，小雪捂著胸口。“我就知道你們
會來找我，不過很可惜，你們都會與安小雪與世隔絕了！”冷夏陽笑得無比猖狂，他早就預料到這天
，所以把小雪的體內注入了一些人類沒有的藥物，所以自從那次夢裡，小雪的心痛才會那麼日益頻繁
。“她的心臟承受不住了！她死後，我會陪著她到天堂報到！”冷夏陽失去理智地說著，小雪捂著胸
口，臉上已經沒有表情了。羽夜馬上橫抱起小雪，心疼地看著她，小雪依舊是保持捂著胸口的狀態，
痛得不得了。羽夜留下離玄和水月在原地，一路抱著小雪跑到醫院去。“羽夜…我感覺到我快不行了
”小雪痛苦地說著，“你真傻！爲什麽不找我說！不找水月他們說！笨蛋！”羽夜語無倫次地說著，
小雪在他懷裡聽著他的心跳，很累很累，“羽夜……我愛你”說完，小雪閉著眼睛，羽夜馬上衝進醫
院，掐著醫生為小雪急診。水月和離玄處理好事情后，也來到了醫院，幾個人神色凝重。相愛不一定
能夠在一起。“病人的心跳越來越微弱，這一晚如果沒有平復的話，請你們做好心理準備”醫生的話
徹底驚醒了所有人，水月很緊張地直接衝進小雪的病房內，小雪的臉白得沒有了血色，心跳就如醫生
說的那樣越來越微弱，水月握著小雪的手，感應著她的生命氣息，如果能的話，水月會不顧一切地幫
助小雪恢復生命。水月放開小雪的手，坐在病床對面的沙發，閉著眼睛，盤腿坐著。離玄明白她要做
什麽，她要進入小雪的夢裡。一片大大的薰衣草園，小雪看著這片大地，懷疑這裡是天堂，她，已經
死了嗎？她穿著輕盈的白裙，走在薰衣草園之間，深呼吸，就能感覺到空氣的清新。忽然，眼前站著
一個全身藍色的女生？小雪仔細一看，怎麼那麼像水月？“水月姐姐？”小雪不確認地問著，馬上一
蹦一跳想要看個清楚。水月站在那邊，也用著奇怪地眼神望著一蹦一跳的女生，緩緩地走過去。“小
雪！”水月激動地抱著眼前的小人兒，然後落下了眼淚，這是她做了那麼久的半精靈半天使，第一次
為人類落下眼淚。“水月姐姐你也死了？”小雪疑惑的問著，哪知道水月一個手敲著小雪的腦袋瓜！
“我是爲了救醒伱才來的欸！不要再這邊了！快回去，你知道嗎？羽夜很擔心你，所有人都很擔心伱
！你不能那麼不負責任的離開！你還要和羽夜一起進入教堂！結婚生孩子！組織家庭，然後看著孫子
長大。你不能就這樣死掉，不可以！”水月激動地搖晃著小雪，小雪傻愣愣地望著小雪，她的臉上已
經佈滿了淚水，平常滿臉微笑的水月，一時間變成這樣。小雪輕輕地推開了水月，站著一段距離，轉
過身，望著薰衣草園。“我也很想，但是，有些事情，並非那麼簡單。”把視線重新放在水月身上，



看著她，眼神格外複雜，好像經歷了什麽天大的悲劇。“你說，我會幫你的，無論如何”水月很激動
地說著，小雪馬上搖著頭，苦笑著。“如果，我回去，我會看著我珍惜的每個人消失，這樣我會很痛
苦的”小雪低下頭，金褐色的頭髮遮住了她的半邊臉，其實，一顆淚水早已滑下。水月聽到那番話，
所有的思緒停住了，有那麼一瞬間，她覺得眼前的小雪真的和當年的穆雪一樣。那場意外，如果不是
穆雪犧牲，或許，他們都死了。穆雪寧願犧牲自己來保護他們，就連站在死亡的邊緣她也不害怕。那
句話，穆雪同樣的說過，她經營的感情，不能毀在自己的手上。但是，她不能讓同樣的悲劇再發生多
一次，她要改變，改變這一切，就算犧牲自己，她也要挽救羽夜和小雪的感情，唯獨這次，她，要破
例。“那我先消失。”水月張開了淺藍色的翅膀，小雪看著她的舉動，嚇了一跳，前去阻止。“不行
！冷夏陽已經死了！如果……如果，我的意識回去身體里，我依然是個植物人，救不回了！羽夜是個
那麼耀眼的人，他的感情，一定很幸福的，我不想，他毀在我的手裡，我要他幸福！沒有我也要很幸
福的活著”小雪臉上的淚水不比水月少，兩個女生，爲了友情也爲了愛情，做了那麼大的決定，世界
上就那麼殘忍。離玄和羽夜分別看著小雪和水月臉上的淚水，開始懷疑著他們到底在幹什麼。忽然間
，兩個人的身體動作很大，看著水月那臉色不平穩，小雪的心跳越來越激烈，兩個男生面面相覷。但
是，他們選擇相信她們。“我有辦法讓你沒事！”水月激動地打開了結界，不讓任何人侵入，或許也
沒有人會侵入。“你這樣我馬上了斷自己！”小雪也開始了，兩個人都抱著必死的信念，都要拯救對
方。“我一生中，最開心就是能認識到你們，雖然只是短暫的一個月，但是，要不是那天情人節在街
上遇到你，或許，我還是那個封閉在自己內心世界的安小雪。有人說過，在人生裏面，能認識彼此必
須修了很多很多年的歷練，我想我們也一樣。如果有下輩子，我願意繼續認識你們，水月姐姐，對不
起了，儘管當我任性，這些都是因我開始，那也因我結束。幫我告訴紫涵，謝謝她還願意接受我一個
那麼笨的朋友，雖然她外表對我很凶，但是我知道她每一次都為我好為我著想。你就告訴她，我去了
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以後也不會回來了。也幫我告訴離玄哥哥，謝謝他做的一切。還有俊秀，也是
謝謝他。至於羽夜，你就跟他說，一定要忘了我，好好地接受別的女孩子，更適合他，比我更優秀的
女孩子，謝謝他。水月姐姐，我也要感謝你，能交到你那麼好的朋友，是我一輩子的榮幸，有來世，
我們在做朋友吧”小雪想要自我了斷的時候，水月一下子就擋住了，小雪看著她，心裡在掙扎。“不
行！我不會讓你犧牲的！”水月正要施展法力，天空灑下了金色的粉末，小雪和水月躺在了薰衣草園
中間，一個長得很像小雪的女生，走了過來，看到地上的兩個人，嘴角扯出笑容，小小的酒窩讓人看
得很舒服。“我穆雪總算沒有交錯朋友了，水月謝謝你！”穆雪蹲下來，輕輕地拿起手在水月的腦袋
來回施法。隨後又站了起來走到小雪的身邊看著她，也是淺淺地揚起笑容：“至於你呢，真抱歉哦！
陽他太過淪陷於悲傷之中才會連累你的！所以我會用盡我的力量來讓你們幸福的，放心。先預祝你們
的新記憶和新生活幸福快樂囖！還有玄和羽夜也是，加油！”穆雪最後化成了薰衣草，亮出了個弧度
，所有人的記憶停止了，四個人的身體莫名消失，出現在幾個地方。穆雪比任何人都偉大。-半個月
后炎熱的下午，小雪和水月在一家服裝店選著衣服，兩個人從半個月前見面開始，就像老朋友一樣一
談就談個不停，今天他們因為都要參加集團的宴會，所以來到這裡選購衣服。忽然，門外來了兩個男
生，一進來，女店員紛紛都朝那邊走去，小雪和水月愣愣的在原地，然後轉頭看對方是什麽來頭。只
見其中一個男生，有著銀色的碎髮和銀色眼眸，一身白色休閒裝很是帥氣。站在他身旁，就是一個亞
麻色碎髮以及碧綠色眼眸的少年，穿著一身黑色休閒裝，懶懶散散地掃射店裡的衣服。四個人對上目
光，有種很熟悉的感覺，又說不上來。
水月看了一眼也沒多想，轉過去拿了一件衣服想要叫店員拿一套新衣服給她們，結果那些店員全部犯
花癡看著兩個男生，水月拉著小雪不滿地走到店員面前，狠狠地把衣服丟在店員的頭上：“沒見過男
生是嗎！快去拿件新的給我們！”那個店員本想發火，但是見到帥哥又不想在他們面前發火，憋著臉
走到儲藏室裏面拿衣服。“我還以為是誰那麼兇啊！原來是西野貴族學院的校花啊！”銀髮小子看著
水月壞笑著，語氣滿是不屑。“喂！千離玄，快點選衣服就去宴會啦！”旁邊的亞麻色碎髮小子打了
個哈欠說著，眼光不時看著小雪，小雪也看著他，心裡就是說不清哪裡認識哪裡看過，而且心跳也會
莫名的加快。“臭小子！不要以為自己是校草就在那裡囂張！你這臭小子真是長了一副欠揍的臉！”
水月說完，上去‘賜’給了千離玄一拳，他的鼻子馬上流出了兩條紅紅的血液。“你這臭女人！信不
信我打你！羽夜你別阻止我！”千離玄抹了抹鼻血，然後佯裝要一拳打下去。水月不但不怕，還走到
離玄的前面指著臉蛋說，“有本事打下來！”因為近距離的關係，離玄忽然放下拳頭然後壞笑著親了



水月的臉蛋，水月的臉刷一下的紅了，然後對著離玄拳打腳踢。女店員們各個都睜大眼睛望著他，那
個少爺從來都不和女生靠近，怎麼會？多少少女的心已經開始粉碎了。“好了啦！水月，我也選好了
衣服，宴會前我們還要準備下，搞不好被那個帥哥撞見你或許可以馬上結婚哦！”小雪調皮地吐了吐
舌頭，水月還在害羞中，然而，羽夜看著小雪，就是說不上感覺，好像自己很喜歡很喜歡她。水月走
了過來和小雪一起拿著衣服走了出去，兩個人望著她們離去的背影。晚上，星星格外耀眼。水月穿了
一身淺藍色的碎花裙，把她白皙的皮膚襯托得很完美，她沒有化妝，就這樣素顏地穿上了一雙淺藍色
娃娃鞋。然而小雪則是穿上了一身白色的歐式蕾絲短裙，把不長的頭髮放在前肩上，同樣穿了一雙白
色的娃娃鞋，兩個人讓人看了不一般的漂亮，或許，這就是校花的資本吧？坐上預先準備好的轎車，
兩個人一到達會場頓時成了所有集團父母和男生的焦點。也同樣參加了這場宴會的千離玄和寒羽夜，
簡直就是天生的衣架子！千離玄一頭銀色的碎髮配上一身銀白色的西裝，看起來就像是霸氣十足的王
子。然而寒羽夜選擇穿了純白色的西裝，邊上還有細細地小白鉆裝飾著，就像童話故事裡的白馬王子
。走進會場，也是很多女生和集團董事的焦點。而趁著這個時候，父母們都在為自家的兒女商討結婚
的事情，都是爲了自己公司的利益。所有人的目標都想搭上名列前茅的四大家族，那就是排名第一的
寒氏、第二就是安氏、第三就是尹氏、第四就是千氏。所以他們四個人的父母都被圍得團團轉。水月
拉著小雪來到了宴會場外的花園，兩個人不顧形象地坐得很大大咧咧，仿佛不害怕別人看見。“小雪
，要不我們逃走！我很怕嫁給那些烏龜王八蛋欸！”水月抱怨著，她喜歡稱那些男生烏龜王八蛋，因
為那些人貪圖利益，根本沒有幸福！“我也想啊！但是，要逃走也不沒那麼容易！一定會被抓回來的
！”小雪撅著小嘴，看著天空。此時，“那些女生真的是有夠煩的！”千離玄的聲音把水月和小雪的
目光給吸引過去，四個人看到了對方，莫名的感覺再次油然而生。“冤家路窄！”這是水月不滿地抱
怨聲，“該不會你們跟蹤我們的吧！”寒羽夜誇張地說著，“你們跟蹤我們就有！”小雪也頂回去。
“算了，不想跟他們吵！沒心情！我們快去準備出國手續”水月說了拉起小雪正要離開，卻被寒羽夜
和千離玄攔住。“幹什麼！本小姐沒心情和你們吵”水月想直接穿過去，但是他們就死死防守著。“
萬一你們跑出去和那些花癡粉絲透露行蹤怎麼辦？”離玄挑眉，看著他們說。“我們才沒那麼得空！
”小雪瞪著他們。“那你們幫我們一個忙吧！”寒羽夜和千離玄傳達了一個眼神，然後一起說著。小
雪和水月疑惑地看著他們，“不想！”水月已經沒力氣和他們廢話了，“不想也得想！”說完，羽夜
拉著小雪，離玄拉著水月，兩個女生被踉踉蹌蹌地帶進去會場，所有人的目光被吸引過去了。接著，
他們又把她們拉上臺上，對準麥克風測試。“今天，我們兩個有事情要宣佈。”離玄測試了麥克風，
說了出口。全部人望著臺上一臉不解。就連小雪和水月也是一臉奇怪地望著他們。“那就是，我寒羽
夜的未婚妻就是安小雪！”羽夜一拉把小雪按捺在懷裡，小雪想逃開也逃不了。只能眼睜睜地瞪著他
。“我千離玄的未婚妻就是尹水月囖！”離玄也一樣，把水月死死抱在懷裡，不給她掙扎。台下一片
喧嘩，隨後就是掌聲。小雪和水月想要反抗的時候，心裡有一把聲音正在傳達著他們幾個人之前的意
識，兩個女生露出幸福的笑容。穆雪和冷夏陽在角落看著幸福的兩對人，挽著手離開了。一切都是那
麼的美好。《幻愛》已經不存在在這個世界上了，因為水月和離玄已經不是半精靈半天使，而是人類
了。那一天，穆雪把所有人的記憶給封鎖起來，給了他們一個嶄新的記憶。至於以前的一切一切，或
許有一天會記起來，那也不重要了。因為往事只能回味。她和夏陽幸福地為人間的情侶守護愛情。這
就是所謂的筷楽結局？【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