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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生命謳歌 Carol of Life][From me To me ][VER.A]

生命謳歌 Carol of Life歌曲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MDG2Oj0juo&list=PL3
033066D3C336E8D&index=15&t=0s

作曲者：KillerBlood
作曲者推特：https://twitter.com/KillerBloodTW
作曲者FB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KillerBloodTW/?ref=br_rs
作曲者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user/killerblo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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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十年後的自己：
 十年後的我，你還好嗎？

我不知道十年後的自己，看到「你好嗎」？會有怎麼的反應，所以還是跟你說「還好嗎」應該會比較
合適吧。你還記得嗎？十年前在這個時候，你的夢想已經成真了，雖然只是一小步，但亦已經是一個
不錯的嘗試了。現在的你也大概會感謝那時的自己曾作出那般決定吧。除了這樣，你還曾成長到大方
到「能接受別人在你的面前提起你傷口」的地步，真的已經很了不起的了。

可是我那時才發現到，原來自己一直也沒放下那時的事，所以我在想只有一次也好，想要為那個地方
 創造美好的回憶。 真的僅有一次亦好，都想要試著為那個地方增添快樂的回憶，在那個我們差點結

束自己生命的地方。因為，看吧，那把刀子到現在還插在胸口上，傷口還隱隱作痛。那種痛，提醒著
我們「還活著」的事實，亦提醒著自身的軟弱。所以若是在那地方能有著一點點的快樂回憶的話，也
許就可以在那個地方發自內心的笑出來吧？不知道這個時候，你是否已經完成這個小目標了？那怕沒
有，你能走到現在已經很了不起的了，辛苦你了。我知道你很努力的了，所以累了就休息一下吧。

說到發自內心的笑，你還記得當時的自己為什麼想要試著去面對自己一直逃避的人生嗎？那是因為你
從一隊自己很喜歡的樂隊的音樂中，看到從未看見的世界，亦是從那時開始你第一次知道，原來音樂
是可以令人發自內心地笑出來的神奇寶物。你受到了他們的鼓舞，才開始有勇氣面對自己的過去。你
知道的，情緒其實沒分好壞，回憶也是如此，可是從中所看到的東西，就可能會各有不同了。縱然現
在看到的是灰色的世界，可能未來你會看到彩色的世界也不一定，就算那個是我們的傷口也好，就算
那個是我們從來也不會想面對的東西也好。因為「可能性」實在太多了，我不知道你現在是什麼模樣
，也不知道你的內心變成怎樣，更甚不知道那時你是不是真的還存在，所以就讓我自私地期待一下吧
。

對不起，給了你這麼大的壓力；對不起，我並不能確切地站在你身邊；對不起，我並沒有為你做過什
麼對不起，可是我答應你，我到了現在還是會愛著你的。

親愛的，我們盡管不能見面，但我是真是存活在你心內的回憶，只要你知道這點就夠了。只要你沒忘
記我，那麼這就是我存在的證明，我就可以看著你的成長了。我希望到了現在，你還能感受到我是真
心的愛著你，那怕我可能會為你留下不能磨滅的傷痕，就算是那樣也好，我也會繼續在這為力生活下
去的你而謳歌著的。

吶，親愛的，希望你不會像我那般，會作出後悔的決定，所以別忘了保持健康的生活和作息習慣，也
 不要把自己的身體弄得更差了，就算我感受不到肉體上的痛，也還是會心痛的。 在最後的最後，我

 希望你能快樂幸福地活下去，希望你不用承受我所承受的傷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MDG2Oj0juo&list=PL3033066D3C336E8D&index=15&t=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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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KillerBloodTW/?ref=br_rs
https://www.youtube.com/user/killerblooda


祝：生活順利！
 二０二０年一月一日

 十年前的你　上



[1月][生命謳歌 Carol of Life][From me To me ][VER.B]

生命謳歌 Carol of Life歌曲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MDG2Oj0juo&list=PL3
033066D3C336E8D&index=15&t=0s

作曲者：KillerBlood
作曲者推特：https://twitter.com/KillerBloodTW
作曲者FB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KillerBloodTW/?ref=br_rs
作曲者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user/killerblo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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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０四二年Ｘ月Ｙ日（晴） 　　

　　熾熱的太陽照射在一片無盡黃沙之上，炎熱的氣息跟仿似下一秒就會把人吞噬的沙土令人寸步難
行。我帶著沉重的行裝和指南針，為免遇上沙盲，盡量看著萬里無雲的天空前進，一步一步地行走在
這片大地之上。

 　　這片沙漠是進入「深比拉什」一族地域的必經之路，這一族的族人外表都不盡一樣，他們可以
隨時按照自己想法改變外貌。深比拉什族人相當神經質，情緒變化相當大，有部份人更會在睡著的時
候攻擊別人，或作出高危舉動，所以這一族的族人壽命通常亦相當短暫。可是正因他們的神經質，心
境每一刻都在保持變化，才會有如此特別的文化出現。雖然不管怎樣變化，他們的想法通常都是以自
己為中心去思考所有事，所以他們就算改變自己的外觀，亦不會有太大不同之處，最多也只是改變毛
色或是瞳孔顏色之類的小細節，只有部份族人會大幅度改變自己的外觀。

 　　由於深比拉什一族的特性，他們通常會定居在沙漠地帶，減少跟外族的接觸。讓我去探訪這族
群的最大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族群文明發展得比相鄰地區發展得更為理想，而且亦有保留一定數量
的古文明，更會定期進行復修和保養。作為一名喜歡古文明的旅行家，當然要親身去一看，再說他們
所保留的古蹟建築，都是我所喜歡的建築風格。

 　　當然，要隨意進入排外種族的地區，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若不是有行商的友人介紹，大
概連這片沙漠也走不進吧。可是周遭地區沙漠化程度比我想像中更要嚴重，只是走到一半，就發覺所
帶的食水開始不太足夠，看來我把運氣都花光在「進入這片地區」這事上了。正當我看著牛皮水袋，
苦惱該如何是好的時候，一名身穿著深比拉什民族服飾（雖說是「民族服飾」卻通常只是一件充滿民
族風的披風而已，至於下半身就看個人風格會怎樣配搭）的鹿頭人就出現在我眼前了。正確來說，是
一個頂著鹿頭的狼人，出現在我的眼前了。單憑外表，完全不能判斷牠…他是什麼種族的人。

 　　他以一種相當溫柔的語氣問我是不是要進入深比拉什地區，我便跟他說明了自己的來意，他便
高興地說著自己也正好是需要往那方向走的旅人，雖然我並不想相信第一次見面的人（或該說是鹿？
），加上在他的頭上有著一具相當可疑的鹿骨面具，令人更難對他放下戒心。可是他是在這種情況下
，把珍貴的水分給我的恩人，也不太好意思去懷疑人家，所以姑且與他同行一段路吧。

 　　我們須要前往的目的地，正好一樣是深比拉什族中最為有名的古蹟——「比特屋」（Bed
House）群。有趣的是從這裡走到比特屋群雖然路程相對比較短，但一般而言若是跟不認識的人同
行，也是會先自我介紹一下自己的名字吧？他卻沒有跟我提過他的名字，雖然我知道有些種族是很在
意讓別人稱呼自己的名字，但就連一般稱呼也不說就真的很少見了。在這裡先稱他為鹿人吧，他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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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KillerBloodTW/?ref=br_rs
https://www.youtube.com/user/killerblooda


完全不介紹我這樣稱呼他的樣子，反而好像滿喜歡這個稱呼似的。

 　　比特屋都是一些外表有如一張巨大化的床鋪的古建築，建築素材都不盡一樣，總之形似巨型床
舖的，就會被他們稱為比特屋，而現時遺留下來的，大多都是以白色的巨型石塊材質建成的。這些屋
頂會堆滿從各處吹來的沙，有如輕薄的被子一般，由於那些沙並不影響建築結構上的安全，所以只是
偶爾會有族人到那裡定期清理一下屋頂上的沙而已。據說比特屋是深比拉什族人在死前（通常都是病
重得需要被抬去，或是他們深知自己活得不久的人）會去的地方，寄望自己能死得有如睡著一般安祥
，他們更會特意把自己先祖的遺物帶上，一同前往那個地方，希望一家人能在死後相見。每一所比特
屋外表都不盡一樣，所以吸引了不少遊客前來觀光，作為一名旅人當然亦很好奇內裡的裝潢會是什麼
樣子，還好先前在旅行時都沒有惹上任何麻煩，在取得族長簽發的「內進參觀許可證」並不太困難。

 　　我好奇地問了鹿人為什麼要去那裡，原本比我走快幾步的他，以一臉略為驚訝的臉看了我一下
，然後從披風下的褲袋取出了一支橫笛，邊向著目標前進邊吹奏著輕快且帶點民族風情的樂曲。鹿人
沒說過任何一句話，卻能從歌曲中感受到，這首歌對他來說相當重要。雖然那鹿人的嘴巴看起來並不

 太方便吹奏樂器，那雙長了看起上來很硬的肉球的人類雙手，卻能靈巧地在音孔上移動。 「這是一
首歌頌著生命的歌曲，在我們一族中也算是相當流行的啊。我們的生命很短暫，正因如此我們才會為
生命而謳歌著，為死去的族人演奏著他們所不知道的樂曲。」鹿人以沈穩的聲線回答著我這個陌生旅
人的問題。「身為深比拉什族人，很高興你會如此喜歡我們的東西。」

 　　原來如此，所以他才不告訴我他的名字，看來我把不可開口問的問題問出來了。這旅程中我一
直看著他的身影前進，卻看不出如此溫柔的他，步履不可思議地輕快的他，原來背負著那麼沉重的行
李前進，就如那首述說生命的歌曲一般。可是這回答又讓我感到有點困惑，想了一下還是決定再問一

 個不可開口問的問題。

「那麼，生命對你來說又是什麼？」既然鹿人能如此平淡地回應我他這次「旅行」的目的，那麼再略
為談一下這方面的話題也應該沒什麼關係吧？特別是願意在人生最後也跟我一起走的他，應該不會有
什麼過激的反應吧？深比拉什族的族人中，也甚少會有如此深著冷靜的人，因此我才推斷，他是適合

 談這話題的人選。 「生命嗎？」鹿人慾言又止似的停下腳步沉思了一回，我站在他身旁等待著他的
回應。「你從我的演奏中感受到什麼，那麼生命對我來說就是什麼了。每個人對生命的定義都不盡一
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去為生命謳歌，而我就是用音樂去傳頌著生命，所以你從我的音樂中看到
什麼，那麼生命對我來說就是什麼了。」

 　　此刻鹿人的身影跟正在西下的太陽重疊起來，這是一幅僅此一時的畫，亦是只有一剎那盛開的
生命之花。原來在不知不覺間，我們已經走了大半天，距離目的地還有些許路程，我邊跟分享以往旅
程中的所見所聽聞邊前進，他亦聽得七情上面相當投入。天色漸暗，風帶動著沙的流動，陽光亦顯示
著時間的流逝，穿過人流稀少的市集和稀疏的民居後，我們終於來到比特屋群前。

 　　我跟鹿人說想送他到最後，他並沒有拒絕我。深比拉什民族的族人會按照自己的心情，去隨意
挑選其中一所比特屋，除了部份有家族表明「不許內進」的比特屋，他們都對自己的葬生之地沒什麼
特別要求和禁忌。我跟隨著他來到一所以木材建成的僅有兩三層的比特屋前，他指著那所比特屋說，
這所是他先祖所建成的比特屋，雖然相對比其他比特屋有著更遙遠的歷史，卻仍然堅不可摧。

 　　鹿人還邀請我進到屋內，為我詳細介紹比特屋的構造。當時能建造這些屋的人，不是族群內德
高望重的戰士或獵人，就是一些知名人仕。通常戰士家族所建的會比較一般的比特屋更高，會帶有基
本的防禦功能，外表所畫的圖騰亦相當容易被外人識別，更一定會建在比特屋群的外圍讓外人知道這
些建築物是被什麼人所守護著的，而後者所建的就是僅有兩三層的小屋，亦即是我們現在處的那種比
特屋。可是無論是那一種，內裡都一定是空無一物的吉屋。部份族人會帶一張被子過來，好讓自己死



的時候看上去真的是睡著了，而鹿人就是那種什麼都不帶的族人，他說這些人通常是堅守「生時不帶
一物，死時亦不帶走一絲牽累」的信條，所以就算來到這裡的距離有多遠亦不會帶上什麼。

 　　鹿人帶我穿過數具骸骨，然後走上滿佈沙塵的天台。從天台看著形狀﹑材質﹑外觀各有特色的
古建築，就好像看到各有異色的生命一般，被高了數層的屋所包圍著的感覺，就有如回歸母胎一般安
祥。他把手上的笛子交了給我，然後走到其中一個沙堆裡坐了下來，不時亦有風帶著沙粒，隨意在一
所比特屋上停下。我雖然想要走過去坐在他旁邊，但腳踝已經被沙埋沒了，不敢隨便走動，他亦叫我
要小心點，因為連他也不知道沙堆下所埋著的是什麼，很有可能是族人的骸骨，也有可能是陷阱。太
陽已經沉沒得只餘下頭頂的部份，他的眼皮亦漸漸變得不能張開。我略為用衣袖抹了一下吹孔的位置
，將記憶中那首讚頌著生命的歌曲吹奏出來。他的嘴巴略為動了一下，但我已經聽不到他在說什麼了
，只能看著他臉帶微笑地閉上眼睛。在黃沙將他完全埋沒之前，他的身軀已經化為塵土。生命悄然逝
去，只餘下一具白骨，證明剛才所發生的事不是一場虛幻的景色。他一直戴在臉旁的鹿骨面具，跟他
的屍骨有點相似這我才意識到，原來那是他先祖的遺物。

 　　我將笛子放在左邊的褲袋中，然後按照剛才的路線，走回人流稀少的市集內，尋找今夜的寄宿
之所。當我正在寫這篇旅行日記時，那首樂曲還在腦海內縈繞著，所以不禁把和鹿人相遇的過程寫下

 來，希望能用自己的方式，去歌頌這位陌生人的生命。



[2月][花未說盡的話語][名為愛的花海]

 花未說盡的話語
原作連結：https://www.facebook.com/pg/brave.saru/photos/?tab=album&album_id=24639
76803682574
作者：小猿
作者FB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brave.saru/

 作者推特：https://twitter.com/bravesaruko
前言：雖然不是歌曲的二次創作，可是小猿的作品亦是相當吸引我的。當然，我不是因為二人之間的
關係而喜歡她的作品的，我在她的作品中看到了她的成長和努力，所以才那麼喜歡她的作品的。
＜日和月＞是正編前數百年的故事，而這次小猿不單派了糖，還更詳細地解釋了花未語的世界觀，真

 的很有她的風格啊！ 卡利跟亞絲其實是取自彩葉草英文coleus的詣音，因為感覺「言之花」的特性
跟現實中的彩葉草有點相似，就以此為名了。嗯…因為感覺「花未語」跟「言之花」可以扣上一點點

 的關係，所以就決定這樣寫了。
對，我懶，把一個名字分成兩個名字了！怎樣？！我就是懶啊！！（咳）嘛，總之，還是老話一句：
「我愛小猿！」
＝　＝　＝　＝　＝　＝　＝　＝　＝　＝　（正文）　＝　＝　＝　＝　＝　＝　＝　＝　＝　＝
　
　　卡利拉著從舞會中逃出來的亞絲，在月夜之下逃跑著，他不時回頭看著在身後的亞絲，同時一邊
巧妙地穿過茂密的林木。卡利回頭看著她時不單是為了確認她真的跟得上他的腳步，還是為了看到她
穿著簡單地刻劃著她胸部線條的晚禮服的可憐模樣，在蓬鬆的裙擺下是一雙赤裸地腳奔跑著的纖巧雙
腿。婉如不存的的輕巧薄紗跟她那銀白色的長髮一同飄舞著。雖然在大圓月的夜晚之下，亦沒有任何
星光，可是在他的眼中，她那充滿溫柔的雙眼，就有如星空一樣耀眼動人。
　　當卡利在舞會看到亞絲的一剎那，還以為自己認錯人了，那個忍受情願隱居深山的不便，也只是
為了減少跟別人接觸的她，居然會出現在舞會這種極需要社交的場合，他一眼就被戴著面具跟穿著禮
服的她所吸引著。「果然她在外出時會戴著面具的啊。」卡利不禁如此想著。身穿正裝軍服的卡利隨
手拿起兩杯紅酒一步一步地接近坐在陽台邊看著月光的亞絲。亞絲擦覺到他的存在後略為驚訝了一下
，然後就拿起他遞給她的紅酒，跟他碰一下杯然後把裡面的紅酒一飲而盡。亞絲高舉空酒杯，對著天
上的圓月讚嘆了一句：「真優美。」
　　不知不覺間，他們二人就來到索拉某處的山脈。在那裡開著一種名為「言之花」的花，有著一個
相當特別的傳說。亞絲在隱居深山前，曾在花店中工作，所以不多不少亦對各種花亦有所認識，她一
直很想親眼看到這種花，卻又因那傳說而不忍心親身去看，如今在月光的引導下，她跟曾救了她一命
的卡利一同站在這片花海前。
「言之花……吶，卡利，你聽過這種花的傳說嗎？」亞絲露出一如以往的笑容向他問道。卡利一如以
往地呆了好幾秒才答得出一句：「沒有。」此時卡利的表情略帶一絲陰沉，亞絲則是無奈地臉帶微笑
地跟他說著那優美的傳說。傳說中只要相愛之人一同站在言之花花海之上，它就會回應在他們身上
，令他們身上沽上有如紋身一般發亮的花粉。
「不要再傷害自己了，好不？」卡利突然從後環抱著眼前這惹人憐愛的少女。亞絲聽到這句話只是默
默地脫下了面具，露出了那被大火毀的掉半張臉。卡利其實知道這傳說，只是他不想在她面前說出來
，他不想說出一些讓她覺得難受的話。
　　因為這種話，在那舞會中亞絲已經聽得夠多了。舞會中認得出亞絲的人不止卡利，還有數名說不
出名字的權貴，他們都交頭接耳地討論著亞絲的事。
「聽說那就是把自己的家燒掉的花店女為什麼她會在這裡？」
「那不就是聽說精神有點不穩定的花店員工？她不是已經被燒死了嗎？」
「還想說她是難得一見的美人，原來就是那燒死父母的兇手，真是太可惜了……」
　　托那些人的福，沒人敢接近亞絲，她倒是可以安靜地座在陽台邊，看著靜雅的月亮。卡利一臉不

https://www.facebook.com/pg/brave.saru/photos/?tab=album&album_id=2463976803682574
https://www.facebook.com/pg/brave.saru/photos/?tab=album&album_id=2463976803682574
https://www.facebook.com/brave.saru/
https://twitter.com/bravesaruko


屑地盯著那些人，亞絲卻拉了一下他的衣袖，輕撥了一下他那把金色短髮，以溫柔的眼神看著他。卡
利原本充滿殺氣的雙瞳，現在卻是充滿憐愛與無奈。卡利曾經多次想為她解話，但每次當他想開口說
話，那些人都會先被先這個眼神嚇跑，可是他就總是忍不著不流露出這樣的眼神。
　　卡利沒把心中的問題問出口，只是一直默默的站在她身旁，他大致猜得到她會出現這裡的原因，
是為了代替某位自她隱居深山後就認識的朋友出席這舞會，只是他不想在這個場合開口確認真偽。二
人一直默默地看著月光，直至樂團演奏出一首他們也相當熟悉的歌曲，他才開口邀請亞絲共舞。亞絲
笑著拉起他的手，卻還是安坐在原本的位置上，以口型對他說：「我們一起逃走吧。」卡利待會場燈
光變暗時，就直接抱起她，從一樓陽台上跳到附近矮樹堆上。亞絲禮服背後那原本相當安分的蝴蝶結
，在降落前有如天使張開那輕柔的羽翼邊飄起來，卡利則是保護著天使的精靈，那雙尖巧的雙耳變得
有點略紅了。他們為了方便逃跑，在這個時候就把高跟鞋脫掉，隨手掉了在草叢內。
　　現在站於花海前亞絲那雙眼，就跟那雙耳朵一樣紅。她一直以來也很努力地不去回想那件事，一
直努力不去回想那場大火。由於亞絲雙親喝醉後，一個錯手把油燈打翻，導致家裡起了場大火，她親
眼看著他們活活被火燒死，留下了極大的心理陰影。最後因為卡利及時把她救出來，亞絲才能好好活
下去，作為幸運地活下去的代價，坊間流傳著她就是把家裡燒掉的兇手。
　　亞絲選擇僅以微笑去回應每一個誤解，卻令傳言更為離譜。只有看到火災現場中亞絲當時表情的
卡利才知道，那真的只是一場意外。自她臉上被劃上不可磨滅的傷痕，她就一直隱居深山，試圖讓別
人淡忘自己的存在，然後淡淡地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死去。可是卡利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到山上探望亞
絲，有幾次還正好遇著她準備自殺，每次他都會這樣抱著她。
　　「我曾經有想過，為什麼死去的人不是我。可是每次被你抱著的時候，我都會感覺到自己真正活
著的意思，可是我怕啊！」亞絲放聲大哭，對著天喊出這段說話。「我怕你只是因為同情我，所以才
為我做那麼多的事。我怕你是因為不想白救了一個人，才會每次也抱著我叫我不要死，我很怕啊！」
　　卡利聽到這番話後，鬆開了原本抱著她的手，然後低頭走到花海中映，背對著她說：「我喜歡你
，不是因為你的過去，是因為你的堅強和溫柔。我知道，我知道你能堅持到現在已經很辛苦了，所以
日後就由我來支撐著你吧。」亞絲一步一步地走近卡利，每一步都如此幸福，又那麼帶有一點的不真
實。
　　卡利聽到腳步聲，便轉過身來看著眼前他所愛之人，在月照下，在言之花那特別的花粉之下，他
再次對她作出共舞的邀請。二人站在那花海中間幸福地共同起舞，她以那尚未平復的聲線，輕哼著優
美得令人會不自覺地投入在其中的樂曲，他領帶著她跳出輕快舞步。這一夜對他們來說是那麼漫長那
麼難忘，他們手腳都發著亮光，花瓣隨著風起舞，似是在歌頌著二人的愛情，亦似是在為二人的愛起
舞著。
　　月圓之夜下記載著平凡的幸福，只有一片花海共證他們二人的愛。那舞會上沒人發現他們二人早
已不見，在一片名為愛的花海之上，跳著名為幸福的舞，就只餘下一雙高跟鞋在草叢裡證明他們曾經
存在過。



[(補)4月][來世 Future World][樹]

來世 Future World
歌曲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YBc-t0jiuo
作曲者：KillerBlood
作曲者推特：  https://twitter.com/KillerBloodTW
作曲者FB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KillerBloodTW/?ref=br_rs
作曲者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user/killerblooda
＝　＝　＝　＝　＝　＝　＝　＝　＝　＝　＝　＝　＝　＝　 
我寫下的這些故事，雖然不知會被誰看到，卻還是以自己所認識的方式去記錄下來，只是希望試著讓
自己和自己所愛的人的記憶能好好地被留下來而已。
　
我原本是活在一個僅有一種名為「樹」的居所之中的星球，名字是什麼都不重要了，因為這星球已然
不再存在，我現在只是在一顆沒有樹根的「樹」內活著的「人」而已。
　
忘記說一點，這裡一直所說的「樹」和正在看這篇文章的你所認知的「樹」有點不一樣。這不是任何
星球上的草本植物，而是一顆能最多居住十個人的「樹」形鐵塊。
　
那怕我們不曾看過真正的樹，可還是這樣稱呼它。我最初就是因為不知道什麼是樹，所以故意去翻了
一下資料，想要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樹。原來那是一種曾經存在過在星球上的植物，那可以是一種草本
植物，亦可以是一種灌木，外表不重要，最重要是這種不再存在的玩意，居然可為我們吸收溫室氣體
。我才開始明白，為什麼我們在居住的鐵塊會被稱之為「樹」了。
　　
在一個一眼看盡的圓形空間內，就算不步出家門，還是想做什麼都可以，當然，也包括工作。而居民
與居民之間，每天都可互相互享「數據」，該說是資訊會比較正確吧？不管怎樣，這是最初只是為滿
足我們每天社交需求的小技量而已。
　　
我們只能住在這鐵塊內，因為就連星球內部的空氣，也含有有害的物質，我們只能吸入從樹內所製造
的空氣而已。聽上去是很無趣的生活吧？但我跟與我同住的居民之間，都會每天互相分享大家的記憶
，這是我每天唯一的樂趣，可是……
　
我忘記住在這「樹」裡已經有多久了，可是跟我同住在這裡的人的記憶，我亦一一保存著。在這時代
也許是很笨的事吧？但對我來說，他們是我唯一的「家人」，我無法僅將他們保存在數據之中，我更
無法將不能再每天跟我分享趣事的人，或是教會我很多事的人的記憶變成數據，然後假裝他們都只是
我的幻覺而已。
　
雖然我們不曾正式見過面，現在更甚無法跟以住一樣，但我們的內心卻是一直相連著的，至少我相信
是這樣的。這就是所謂的家人了吧？
　
不，也許這一切都只是我的數據出錯，所造成的幻覺而已，始終在一顆沒根的樹內，我們不會知道自
己是活著，還是只是一些數據所留下來的思考而已。不過若真的只是一個幻覺，我希望至少可以見上
他們一面。
　　
以前，在這樹還有根的時候，我往外看都只會有一片灰白色的大型空間等待著我；現在，我們失去了
根，往外看的時候卻能看到不同景色。每天家人們跟我分享他們所看到的景色，不再是一片灰白，而
是充滿可能性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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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KillerBloodTW/?__tn__=K-R&eid=ARBaQCeMKpwjhRv4VQj-q_7p8ZBVl86GpWCXClIwD_TYFnlrfeHEJPZPY4NUEDf52mpQx1TFf8A5v-8c&fref=mentions&__xts__%5B0%5D=68.ARApCj-c0RrZ2Z92PW0zqCVBHKpWY6V1vfdpczkQ3CoAaf53SkHPgvmzqqar8UcToWSpwJ6S4vM9uXgQFzQbqNe0V8OQ5Po0CwAlyteEAtOYi2iSY8Sva-JnTcU74phCTOYpjjM_7d46GB5G5MXHvJcvPkFuFR-KCSUtNHt7QeijI6Akf13uguGBrHZM4OAVHoYF14vX6zwo0iH4DAHbRN-gX-I5S4-ug8tXFmTfVLq8zhdZMhbvB4-616AUUQecx4DFET6QwOqqowxr_AodgnxdiW4tenU1GB98OSGxA-qabAo8-EWLwhlpPp0xX2aV-YGpRAHqicMAXQH4WHQ
https://www.youtube.com/user/killerblooda?fbclid=IwAR0ZLN27QkmuTFZZd9norrPuyWzCiOp7CadGK0WTEqs0mPmZ4RLLFLuIEM8


　
只是漫無目的，甚至是不能自己決定且有生命危險的旅行，為了這種浪漫而死，我也覺得無妨。我最
初以為只有我一人是這樣想，始終生存是一切的基本吧？但離我最近（我可按照接收資訊的快慢，來
猜出我們之間的距離）的一位伯伯也是這樣想的時候，我還真的有點意外。他是告訴過我最多人生道
理的人，也是當我不能再和他進行分享的時候……直接點說，就是在他死去以後，讓我感到最心痛的
一位家人。
　
「心理準備」這東西從來都只是一個假象，當你以為做足準備過著每一天，下一秒就可能是上天考量
你準備做得夠不夠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體會過這種感受，可是每個人在失去最愛的時候的反應，就總是會不一樣，就算我
們承受同樣份量的悲傷也好，都會有些微的差別。我只是覺得人生在那一秒開始，失去了所有目標，
我不單失去了家人，更是失去了唯一跟我有同樣想法的同伴。
　
那天我跟其他家人哭了一整天，也開始有更多人為到自己的生命感到不安，每一天都盡力地讓自己感
到「我還活著」，卻反而更看到跟死亡的距離。
　
你沒猜錯，我們每一天都更快速地用盡樹上最後的資源，然後很快地大家的關係也不再跟以前一樣。
不論是從生理上，還死心理上的死亡，大家都用盡全力的向著那個方向跑過去。
　
我每天都只是睡醒，看著外面的風景變化，然後試圖讓自己再次睡著。盡量不吃飯，不喝水，希望可
留更多的資源給他們。理所當然地我漸漸變得不能再起床，我知道要永遠地閉上眼的日子愈來愈接近
。
　
這是我在連記下這些小事情的氣力也失去之前，所寫下來的最後記錄。我想要他們知道，我並沒有怪
罪任何一個家人，也很理解他們的想法，只是我希望能來得及跟他們說一句：「我愛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