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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靈樹》一

相比起蜘蛛，相比起蘿蔔，相比起釀酒，始終，我對你最感興趣。

然而，在茫茫人海中，我不曾愛過他人。

但現在、以後，我都可以肯定，我只會對你一心一意。

所以，刀，以後就由我繼續替你磨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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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見證著許多不同故事的開始與結束。

每一種故事都擁有悲或喜的結局，而他就是鑄成一切悲歡交集的源頭－－

不，源頭應該是......是那種藉善意之名來撒謊的人。」

他的一生，就僅是這樣......

本來韌城內最富有的秋家中的庭院就宏偉得吸引眾人的目光。而在今個晚上，這裏更為觸目。

庭院正中央的我被熊熊烈火包圍著，火勢不斷向上蔓延，真的沒想到生存了百幾年的我竟然是被燒死
。

身上數之不盡的火光，像是為滿天繁星的夜晚添加多一絲光彩。綿延不斷的長煙，又像是摧毀了這穹
蒼中絕美的點點光華。

「你......甘心嗎？這不是你應該擁有的結局啊……」我腳下的小草在跟我說話。

「我們啊 !
一出生就不能決定的自己的命運……」此時全身已被火包圍著，感覺就像被數千隻螞蟻一口一口的咬
傷，渾身的痕癢使我不由得長嘆:「當然，如果放火的人不是他，或許我會死得甘心。」

如果放火的人不是他，是秋勢拓的話……我會甘心。會是他的話，就代表他良心發現吧……

可惜……消滅我的人是那小子，不是他，看來……他這罪孽永世也還不清了。

良久，我聽不到小草的聲音，平日喋喋不休的他得到了永遠的安息。

我與小草相處的日子不是很久，但畢竟殃及池魚，內心少不免有些苦澀……我腳下再找不到小東西的
身影了……



「安息吧，很快，我就會下來陪你了……」我對著已經不在的他說，就當是我對他一直替我解悶的感
激吧。

望向遠方，山頭的野草依然隨風搖曳著。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唉……根本就不會有人類關心小草的離去。他死了，之後還會有千千萬萬個他。

我死了，之後還會有千千萬萬個我。

根本……我們的死亡，在人類的眼中，是不值一提的。

我看著不斷往上升的煙，漸漸把天空披上了一層灰色的薄紗。我看著身上的火，消得頭上的落葉一片
一片地掉下來……

這是最後一片了，剛好，我的生命亦到達盡頭。

那一片落葉，那一個我，連同著多年來的故事。一併地被燒得無影無蹤。

被那個堪稱了結了一切的小子。

然而，秋勢拓儘管稱不上做了些殺人放火之事，但他不應該得到原諒。直至現在，他沒有得到應有的
懲罰。

至少，在我斷氣前的那一刻，他還理直氣壯的活著。

~~~

在韌城內最富裕的秋家，已是其他百姓們近年來茶餘飯後的閒聊話題。

人們談論的不外乎那幾個話題，什麼秋家大兒子秋靈竹是失蹤了還是怎樣，或是質疑秋家小姐的存在
，又或是開玩笑地說有空偷偷潛入那兒去偷財富。

但人們最常談論的，始終一定是秋家庭院中的那棵樹。

那棵非常非常特別的樹。

人們稱它為--靈樹。

雖然只是關於一棵樹流言，卻有著很多人相信。流言，彷彿出沒有停止的一日。

流言止於智者。也難怪，城中的人也相信著這流言，假若殺出一個智者，他會被人認作異類吧。

而在這城中，現時就只有一群人較為聰明。如果，散播謠言的是智者，那麼……要流言停止繼續散播
……豈不是遙遙無期？



路邊的客棧內又有人討論那個流言了。

「喂喂！你有聽說過嗎？聽說在聽說在秋家庭院的正中央，有一棵很特別的樹。

其他人很像替它改了名字，叫甚麼……喔喔！甚麼靈樹!

真的如其名呀！開始聽別人說它有靈性我還不信，直至前幾天我有個朋友回來，他真的完成了他的願
望!

真的! 他還開心得不斷跟其他人說呢! 」

「切! 我早就聽說過了，我想成為最強皇者! 能嗎？這天方夜譚的事做得到才怪。」

「不不不，靈樹可以實現前來的人的願望，凡是存在的實物，它就可以變給許願的人。而像你這種可
笑的夢想，如果每個人都這樣想，整個城早就被反轉了! 」

「嘿嘿! 不如……明日……一起去？」

「嗯! 好啊!」

果然，一般聽聞過它的人在一生之中一定會來找它。

「等等，會不會有些代價甚麼的？」

「不會不會，之前我的好友們向秋家的護衛問過這個問題，雖然願望只能實現一個。但是，不需要付
出任何東西，不會有任何代價。不怕不怕! 」

在客棧的下層是做茶樓的，在那兩個人鄰邊的桌子，坐著兩名這茶樓的常客。

一個戴著面紗，另一個戴著帽子幪著面，二人裝束普通，不會引起平常人疑惑。

但若果是江湖中人，必定察覺異常。

二人的眼神飄忽不定，像是在思考，又像是疑惑。

為了解決顧慮，他們走向剛才在談論關於靈樹的二人打聽更多。

事後，蒙面的二人把錢與少許的小費交給小二，便轉身走出茶樓。

而不久之前還在談論靈樹的二人則互打了眼色:
「哎喲！嚇怕我了!剛剛那二人身上的氣息絕對是高手!」

「哈，高手又如何，或許除了南大俠以外的人都會被我們騙到。」另一個人冷笑道。

「我在想，你的那個南大俠在將來有一天真的來到秋家的話……不就讓你失望了嗎？嘿嘿!」



「切，他一定不是這樣的人! 我們沒有時間休息了，要趕快完成任務。」

話畢，二人態度認真起來，趕快地換好了裝束，走回他們熟悉的地方--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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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株普通的小草，他本來也是一棵普通的樹。

他跟普通的樹一樣，有著粗糙的樹幹、因秋天而落枯葉、因身體不健康而在身上有許多個洞……

可能，是他身在的地方，使他不能平凡的活著。

明明只是一顆普通的樹，竟然被人類牽進陰謀的風波裏。

他啊，是人類口中的靈樹。

樹能幫人實現願望？

這種荒謬的謊言卻騙過了所有人。

就連隔壁的城裏的人亦來朝聖。

原因不是他特別貌寢，不是他特別漂亮，而是人們對迷信深信不疑，換個角度說，人類就是喜歡不勞
而獲的。

可是......這百幾年來，他不想得到的名與利......很像......也都是不勞而穫得回來的啊......

愧疚感跟看透一切的痛苦......也算是種犧牲吧……

更何況，無憂無慮，自由自在，平平凡凡的做一棵樹，才是他想要的。

「沙沙……沙沙......」



序《靈樹》二

「沙沙……沙沙......」

一陣微風驀地令他的樹葉震動，發出微小的沙沙聲。

「樹兄，又有來人了？」我問。

當每次一有人來到，風兒就會吹動樹兄樹葉。

「是的。」

「嗯，謝了。」我粗略地回應。

果然，有人來了。這次又是哪個無知的人被騙了？

這次來的會是年輕人，還是長者呢？

平日無所事事的我，會把那些前來的人所發生的事當作故事聆聽。

當然，要靠樹兄說給我聽，誰叫我嬌小的身型導致不能看到很遠所發生的事物，就連聽覺也特別弱。

「樹兄!樹兄!」平日的他會立刻告訴我前來的會是誰……今天……嗯……有點奇怪……

「沙沙沙!」風兒激動起來令樹葉不停的震盪。

就連風兒也這麼驚訝，看來就只有我被蒙在鼓裏了。

「竟然是他們! 真的猜不到最終還是會來。」誰啊？快點說吧!

「呼......」樹兄大力地深呼吸，語氣裏有種不敢相信的驚訝:「南清斷……黃昕……」

「嗯？所以呢？他們誰啊？用不用這麼驚訝？」我實在不明白，這種會來找樹兄「許願」的人，不就
都是同一類的劣質人類嗎？

面對這一類的人類，樹兄表達出的不是厭惡，是意想不到! 

即使是再特別的人類，前來這裏的，不都是一樣低俗嗎？

樹兄彷如看透我心中的不滿，反駁道:「不，他們不一樣的，與眾不同。真的不同。」

然而，在親身體會過後，不單止他們，他們的「兒子」亦與眾不同。

「樹兄，看你這麼認真，我想知道他們的故事。」樹兄成功勾起我的好奇心，我也想看看他們究竟有
什麼厲害。



樹兄不出乎意料地告訴我:「你不問我，我也會跟你說的。」

「嘿嘿! 都是我最可愛的樹兄最疼我了! 」我綻放出一抹滿足的笑容。

終於開始了。



序《靈樹》三

終於開始了。

「咳咳……」樹兄清了清喉嚨，開始了那兩個人長而不乏味的故事:「他們打破了兩派之間的界限，被
譽為是江湖中的奇蹟。

而現時煉族版圖擴大，全都是他們的功勞。

這二人誰都不怕，他們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不缺錢，不缺名利。這樣的人，我挺想知道會許個什麼
的願望。

同時呀……我最希望的，是這兩個神話級別的人物，能否發現秋勢拓的陰謀……」

秋勢拓……這該死的可怕人類……算了，傷心事就別令靈樹再次勾出來。

「會不會他們是想要更多更多的錢財？」總之，別令樹兄說那個可怕人類就行了。

「不。我本來以為像他們這種走到頂尖巔峰上的人類會一生活在風流快活的日子之中，然而，自他們
成親後，開始了隱居的生活。

當然，他們雖然已經隱姓埋名。可是對外，二人的名頭依然響亮得很。全靠他們非凡的武藝，生活上
肯定會有許多的困擾。」

「既然這幾年間他們一直過著平凡人的生活，如果急需用錢的話一早就來了。而且武功天下無人能及
的他們，無論用怎樣都會有辦法得到錢財的。」

呃……其實……除了錢財以外，人類這種生物還會有什麼想要的？不是為了錢，是為了武器？不，對
他們這樣的人來說很像不太需要。

問樹兄的話，他會知道吧:「樹兄，我想不通……他們會想要什麼？」

「時間，會解答我們的問題，等吧。」樹兄回答得平靜，讓我莫名的無奈。

但說得也對，他們經過允許入院的程序後就能聽到願望究竟是什麼了。

~~~

「孩子……我們想要孩子!」傳聞在江湖中最強的二人，尷尬的笑了起來:「哈，果然……很無理……是
吧？」

是的，很無埋，這要求太過了吧:「我說樹兄，他們這麼厲害，自己生孩兒不就行了嗎？」

「啊! 我都給忘了! 黃昕她……」樹兄顯然有些猶豫:「她生不了……」

「呃……為甚麼？」為什麼會生不了？秋勢拓不就生了三個了嗎？明明他們都是人呀!



樹兄盡他所能的解釋:「就是……有些難解釋……有空再慢慢跟你說好了……」

學識淺薄的我，在樹兄的教導下知道，並且明白到箇中的一些種種原因。

然而，未理解狀況前的我認為很無理。理解狀況後的我發生了件更無理的事。

管轄著院內一切的話事人--秋勢拓，他! 他答應了這無理的要求!

他作出了一個比無理要求更無理的抉擇!

他的女兒就這樣被他計算了。

但女人，是不好惹的。這場不像交易的交易中，他的兒子，成了最終的貢獻品。

而關於靈樹的流言，在別人對南清斷跟黃昕的猜測下，讓更多人相信了。

同時，秋勢拓的勢力拓展得令靈樹教有名起來。可是，距離他的目的還有很遠很遠……

為了達到目的，連家人都能被計算……真是可怕……

~~~

只是，誰也想不到，在十八年後，竟會被自己的棋子傷害到自己。

在十九年後的某天，他回來了。之後，樹兄……被他被燒死了。

本來我還以為我也會死掉……但我被救起了……

自此之後，我知道了……我跟樹兄一樣，往定此生不能獲得平凡。

那孩子……也一樣……

「有些人……一出生……就注定不能平凡……

就像你跟我......」

「嗯……對呀!」

「所以，對不起了。」

......



第一章《離鄉別井》一

初冬凝凝，尋覓冬凝。

初雪皚皚，紛飛濔漫。

初到恰恰，凊清離去。

初江灩灩，初春別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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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哥哥，有些事遲點再解釋。對了，記得跟爹娘說不用擔心凝凝呢。如果哥哥想找冬凝的話，請向
北一直起走吧! 」就一封毫無威脅性的信，卻令少年拿著信件的手微微顫抖，那是從心底裏顫慄出來
的。

吹起的一絲寒風，正在相應著少年的擔心之情。

這害怕與擔心促使少年大膽地推測:「這明顯不是凝凝的字啊……凝凝的字秀麗公整多了……」

他繼續思考著，腦子中出現了很多解不開的問題:「平日凝凝跟我都沒有招惹過其他人，應該說我們
平常都沒有怎麼跟別人打交道……」

「……」他閉眼思考，想著想著，化成結的疑惑有增無減。

「唉……我……想不下去了……」少年仰天長嘆，看著美麗的星空，可惜，這刻未能放下心神欣賞。

真希望……這些星星可以一起分擔……

「等等!」星星雖然沒有幫少年分擔心裏的擔憂，卻使他靈機一動:「星星……晚上……」

「沒有猜錯的話……」

「小離？夜深了，快去寢息!」女子揉揉雙目，說話的語氣與倦容作出對比。

少年把所有精神集中在心思裏，沒有注意到女子的催促。

以女子這幾天暴躁的情緒，她可是正在抑壓自己被兒子無視的憤怒:「小離？」

即使女子已把音量提高，沉思中的少年依然沒有半點聲音能夠進入耳中。

大概是因為心情不好吧，少年完完全全把女子惹火了:「清!離!你爹已安寢了!你也快去!」

「娘!今天是什麼日子？」本來少年想在順著思路向娘親提出設問，但是在注意到娘親的存在時，她
已經充滿著火氣，少年唯有把問題硬生生吞回肚子裏去。



「冷靜點嘛，孩兒這就去。」少年側頭笑了笑，連忙把信件藏起來。

他想:沒錯，明天起來後，有了精神再想辦法，現在這樣我做不了什麼的，倒不如順順娘親的意。

只是，少年根本整晚都因為凝凝的事而睡不著。

其實，他很想睡著，很想在醒來後發現一切離奇的事都是假的，很想在醒來後不用再害怕凝凝的安全
，很想在醒來後……

~~~

「呼呼……」迎接一大早出門的少年就只有陣陣的風。

「咳咳……咳……」村口站著一位陌生的老婦人，弓著背，身上的衣服破舊，她的手上拿著許多東西
。

少年一大早，天還沒有完全亮起床，就是想避免這種遇到熟人的情況。

不，這個老婦人他不認識的，可是……又有種熟悉得每天也對著……陌生得從來未見過的感覺……

然而，少年還不知道他的母親最擅長的是什麼。

「嘣!」老婦人被路上的小石子絆倒了，若不是雙手及時撐地，恐怕已頭破血流了。

少年上前扶起這個大意得被小石絆倒，又敏捷德及時用雙手撐地的老婦人的手臂:「婆婆小心點，來
，慢慢起來。」

「咳……年輕人，你心地真好。」老婦人拍拍身上的衣服，四周揚起微量的灰塵:「對了，你是南清離
吧？」

「嗯，我是。」這位名為南清離的少年上下打量著老婦人，怎樣也想不起她是誰:「婆婆，我們認識
嗎？」



第一章《離鄉別井》二

「哈哈，你不記得我一點也不奇怪。我是何婆婆呀! 你小時候我經常來探望你的。」何婆婆笑言。

「是嗎……」南清離完完全全對這個何婆婆沒有半點記憶:「那麼婆婆今天進村是為了什麼？」

「探望你呀!」何婆婆反問:「咳咳……你今天出村是為了什麼？」

南清離想了想，這何婆婆應該只是好奇而已:「那……婆婆你要答應我，不許把我現在出村的事告訴任
何人，成交？」

南清離現在知道的，是他出村的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何婆婆看著眼前這個充滿稚氣的少年，連說一句這樣的話的態度都像是在做非法交易，不禁笑了起來
:「好好好，沒問題，答應你。」「所以你今天出村是為了什麼？」

南清離信任著何婆婆:「我要找我的一個朋友，應該……要向北走才能找到她。」儘管現場沒有其他人
，他還是故意的把聲音壓低。

何婆婆看著南清離的猶疑感到無奈。

「多遠？」何婆婆又問了一個問題，一個連南清離本人都不知道解答的問題。

「不、不知道……」

「多久？」何婆婆再問。

南清離不好意思地搔了搔頭，回答了同樣的答案:「我……不知道……」

「安全？」嘆了口氣的何婆婆問了條最重要的問題。

「不知道……」南清離恍然，他完全沒有想過這次出發會去「多遠？」「多久？」「安全？」這些問
題的答案。

何婆婆為人父母、為人子女，問了一條天下間父母都會擔心的問題:「唉……你的父母知道嗎？」

南清離緘默不言，以搖頭作解答。

他想起自己倣效假裝冬凝那個人的做法，把寫好的信放在父母的床前，信中內容大概是解說自己對這
件事的猜測和這次遠程的目的。

現在，他大腦裏又浮現了「他們會因為一些事情而看不到」「或是看完後做出不知道什麼的決定而令
自己受傷」很多關於風險上的問題。

他想回去再跟他們口頭上說一遍……又很怕他們會不允許……又很怕自己會捨不得他們……



此刻的南清離沒有留意何婆婆用質疑的目光看著這個什麼都說「不」，看下去做事優柔寡斷的他。她
內心掙扎了一會，最終決定做他的指路人。

何婆婆用手指指著她的後方:「其實……」



第一章《離鄉別井》三

「那邊才是北方。」

南清離大悟:「啊!很像是呢，我差點完蛋了，哈哈!謝謝!」

看著眼前懵懂的少年，使何婆婆內心放心不下。

「那個……」天空上的太陽快升起來了，南清離再不離開就很容易被其他人看到:「我是時候要走了，
告辭。」

轉身後的南清離看不到何婆婆慈祥的笑了，笑容上帶著不捨。老人緩慢而陰沉的聲音，瞬間變成熟女
性的聲音:「嗯!好的!等你回來!」

「 娘!」南清離絕對不會認錯這朝夕相對的穩重聲線，他回首，寬闊的大路上再也找不到何婆婆的身
影。

而他突然注意到肩上多了一份沉重，原來是作保暖的大衣和一些包袱。

南清離頓了頓，語氣上帶上少有的肯定:「放心，我會平安回來的，等我。」

他開始知道了，她的母親，黃昕，最擅長「偽裝」。除了小孩子外，不論男女老人，什麼角色也能裝
得淋漓盡致。

02

走了一會兒，南清離到了一個荒蕪蕭疏的地方。

他手上拿著包袱裏的地圖:「如果向北走……經過這裏後是露國？」

南清離本來只是自言自語，想不到真的有人回答他。

那是一把虛弱得很的聲音:「是……呀……」

「誰？」在這種地方竟然會有人!

往聲音傳來的方向望過去，嗓音的主人是一名與南清離年齡相若少年，他倚在一棵大樹下，唇色由鮮
紅變得慘白。

「呀!是太冷了？」由於情況突然，南清離把唯一可以防寒的大衣脫下來披在少年身上。

「不是，我中毒了………」少年把「中毒」說得極為輕描，像是已習慣了，又或是受毒素所影響而變
得無氣力。

「嘿嘿，看!」少年突然直視著剛升起的太陽，精神恍惚不寧：「日出了！」



南清離以為自己遇到神經病人了，理解不到情況。

少年靠著被南清離溫暖了的心坎，而不是那個比大衣還要大的太陽，抑壓著快要變得模糊不清的神志
，勉強地說出一句話:「如果你是去露國的話，請帶上我。」少年指著他自己的隨身物品:「這些，自
便。」

話畢，少年抵不過精神的影響，倒下了。

「喂!振作點!」南清離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立刻檢查少年的呼吸:「呼……幸好沒事……」

他苦思了一會兒後，作出了決定，他微笑：「哈，真有你的。亅

南清離把少年背起，本以為同樣作為男生的他會挺重的，怎料這少年出乎意料的輕。他再拿起少年的
隨身物品，原來那才是致命的重啊！

這麼輕的一個人，拿這麼重的東西，可真是了不起。南清離甚至出現了，那少年是被那些東西重得暈
倒的念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