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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今日是晴空萬里的好天氣，卻有一個小角落似乎不是如此的悠閒。

 「渾蛋佐助！用什麼麒麟！！！？？切磋而已，收起來！！」

「鳴人，你先退尾獸模式再把尾獸彈收起來。」

「哼！你應該叫狸貓不要全力用守鶴之矛！」

 隨便一種大招就可以重傷一個Ｓ級叛忍，那麼三招合起來呢？？

 「「「慘了！！！」」」蹦！！

 本在三國邊界切磋的木葉村六代目火影－漩涡鳴人，音忍村一代目
音影－宇智波佐助，沙隱村五代目風影－沙瀑我愛羅共計三名，在
四戰後的某一次聚會（打架？切磋？）中消失。

 



《一》

鸣人茫然的看着四周陌生的景象，
话说，他不是在和我爱罗、佐助打架（是切磋！！）的吗？怎么会
突然到了这里？
 那个笨蛋我爱罗，亏他还是最年轻的风影呢，竟然控制不了自己的
力量，害得他现在跑到了这个不知道是哪个鬼地方的鬼地方！还有
那个混蛋佐助，不是说很厲害嗎？打不過就算了，居然連麒麟都出
來了！還控制不住？气死他了，那两个笨蛋~~~不就是找他们切磋
了一下下嘛，竟然弄了个能量爆炸？！同一时间，在离鸣人不过几
百米的地方，一身黑衣的佐助和额头上刻着“爱”字的我爱罗也在
心里腹诽着除了自己的另外两个人。“咦？你也是来参见猎人考试
的吗？”。 

 “啊？”鸣人天蓝色的大眼睛里闪着大大的两个问号。猎人？那是
什么？话说，他可是历代以来最厉害的火影来着！

 “小杰，你以为每个小鬼都跟你一样变态吗？12岁就去参加猎人
考试？”雷欧力显然对小杰的年龄怨言颇深。。

 “大叔，你是在嫉妒吗？”其实，小酷你是天然黑吧！

 “啊，我叫小杰，这是酷拉皮卡和雷欧力。你叫什么？”。

 鸣人看看刺猬头的小杰，再看看一副痞子样的大叔，最后对着和他
一样金发蓝眼的酷拉皮卡：“我是木叶村第六代火影漩涡鸣人，这
里是哪里？”。

 “木叶村？火影？那是什么？很厉害吗？”小杰兴奋的凑过来插话
。。

 “那当然，我可是历代火影中，最厉害的一个！”所以说，单细胞
就是单细胞，不会因为换了一个世界就变成高智商的！



 “真的真的？那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参加猎人考试吧！猎人可是很厉
害的呢！”

“好啊！凭我的本事，猎人考试还不是小菜一碟！”连猎人是什么
都没搞清楚的你，有资格这么说吗？

 “啊，太好了！那我们一起走吧！”。 

 “好啊！”两个有名的单细胞生物手拉着手往前跑去。酷拉皮卡无
力的叹气，这就是单细胞间莫名其妙的友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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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好多人啊~”小杰发出一声意义不明的感慨。　　“哇~比
中忍考试的时候的人还要多啊~”鸣人跟着发出一声感慨。

 “这个装扮，你也是忍者吗？”半藏欣喜的问。终于看到和他一样
的人了！

 “恩？你也是？”鸣人上下打量了半藏两眼，“哟~已经是个上忍
了啊？”

 “咦？你知道？那么，您一定是前辈了？前辈，请您一定要教我啊
！”。

 “前辈吗？恩恩，果然我不管是到哪里都是……咦？”鸣人怂了怂
鼻子，这个味道是……然后，某个已经是第六代火影的17岁少年，
在小杰等人疑惑的眼光中，开始结印。

 “忍法?后宫术”就在门口的两个少年刚刚踏进会场的时候，鸣人



也大声的叫出了他的忍术。

当即，一堆一模一样的裸体美人团团围住了佐助和我爱罗。　　

“……”佐助和我爱罗无奈的对视了一眼，开始清理“垃圾”。

  “哦呵呵呵~很有趣的小果实呢~◆”　　“咔哒咔哒。”

  “白痴。”已经解决完了的佐助，照例是千篇一律的结语。“……
”我爱罗倒是没说什么，但是他的眼神已经明确表明了，其实他很
赞成佐助的话。每次见到他们都是这么一招，他就不烦的吗？“哎
呀哎呀，你们真是不懂得欣赏艺术！”鸣人坏笑的说，貌似还有点

 小得意。 酷拉皮卡看了看笑得一脸得意的鸣人，再看了看身边由于
鸣人的“后宫”而没有回过神的某大叔：“原来，你们才是一类人
！”就说嘛，像小杰这样的单细胞怎么可能到处都是？

 像是天性，佐助第一眼就注意到了酷拉皮卡，和某白痴一样的金发
蓝眼，却显得很有智慧，而且……佐助仔细打量了下酷拉皮卡，他
的身上，有很熟悉的味道……复仇的味道！佐助微微皱眉，显然是
想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喂，佐助，你干嘛一直盯着酷拉皮卡看？怎么？看上人家了？那
就去追啊！”（这种没大脑的话，不想都知道是出自谁的口。）这
样就没人跟他抢小樱了！

 迫于某人的大嗓门，会场的人都听到了这一句话，于是，“刷刷刷
 ”不明的暧昧眼神在佐助和酷拉皮卡间游移。 “….............................

…”

“哄”，小酷的脸红了，在外人看来是害羞了，不过……雷欧力用
他快被某人折断的手臂发誓，这是气的！

 “……白痴！”显然不懂得说话艺术的佐助童鞋，只能狠狠的瞪某



人，

“决战吧！” “来就来，怕你啊！”一口咬破手指用血结印。

 “哼！通灵术……”　
　“……”站在一边的我爱罗终于忍不住，用沙抓住两人扔向一边
。。　
　“我爱罗你干嘛啊？”鸣人跳起来叫道。
 “….....…”改瞪我爱罗。
　　“不要丢忍者的脸。”我爱罗双手环胸，冷冷的说道。　　

 “啊？”鸣人牌包子脸出炉，“虾米意思？”　　

 “果然是吊车尾，他的意思是让我们换个地方打！”　
　“你说什么？！你说谁是吊车尾啊啊啊~~~”被猜踩中痛脚的某
狐狸。
　　“除了你还有谁吊车尾？”佐助冷冷一瞥，“木叶村真是没人
了，竟然让吊车尾的当火影。”

 “那也总比你这个明明是木叶的，却跑去当音影的人好！”已经口
不择言了。

 “……”佐助冷冷瞥了鸣人一眼，站到一边不说话了。　　 “….......
................…”

小杰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终于忍不住开口了，“鸣人，他们是
你朋友吗？你们感情好好哦！”众人倒，你到底是从哪里看出他们
感情好的啊啊啊~~~果然单细胞的人看问题的方向都异于常人吗？
！
 



《二》

“你们好，我叫东巴，今年是第16号。”胖胖的东巴走了过来。
 “今年？” 酷拉皮卡可爱的眨眨眼。　　
 “恩~又是吊车尾吗？”佐助冷哼。
 “喂，你说谁是吊车尾啊？！”鸣人开始跳脚，“我可是木叶村六
代目火影，才不是吊车尾！”
 “听说你的毕业考是经过补考的……”过了这么多年，我爱罗也在
鸣人的影响下，有了一丝的幽默感。

“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抱头呻（防）吟中。　　“多多指教
。”东巴直接无视了那三个看起普通却一点也不普通的人，朝小杰
伸出手。

 “我叫小杰，这边的两位是酷拉皮卡和雷欧力。那个……”指指还
在呻（防）銀的鸣人，“那是漩涡鸣人，另外两个……”小杰看向
鸣人。“宇智波佐助。”佐助点了点头示意。“我爱罗。”依旧是
双手环胸的经典姿势，连点头都省了。　

　“哈，哈哈，”东巴僵硬的扯开嘴笑，“你们很面生啊！”　
　“看的出来吗？”已经恢复精神的鸣人跳到小杰的身边。佐助和
我爱罗依旧站在离鸣人三步远的地方。

“啊，因为我已经是第35次参加了！”

“35次？”鸣人瞪大眼，转向佐助，兴奋的大叫，“呐呐，你看你
看，总算有一个的人补考次数超过我了，就说了我不是吊车尾嘛！
”
　　“……”佐助、我爱罗、酷拉皮卡、雷欧力、小杰、东巴AND
站在一边观望的考生：感情你补考还挺值得骄傲的？
“是啊，我已经是测试的老手了！”东巴无视掉兴奋的鸣人，对着
小杰说，“若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吧！”



 “谢谢你！”小杰也已经有点无语了，鸣人真的比自己大吗？疑惑
中。

 “35次？”雷欧力的眼镜有下滑的趋势。“很厉害呢！”

 “你就是那位传闻中的东巴先生吗？”一个声音从酷拉皮卡和雷欧
力的身后传来。

“咦？”鸣人转身，看到了来人手中的电脑，扯扯佐助，“那是什
么？”

 佐助白了鸣人一眼：“白痴。”他们是一起来的好不好？他怎么会
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喂喂，我才不是白痴呢！”

 “鸣人，”我爱罗开口，“你真的不能安静一点吗？”没发现差不
多全场的人都盯着他们看吗？汗！你以为在鸣人用了“后宫”之后
，还有谁不往这边看的？ 

  “今年的参赛者都很年轻呢~”东巴看向一边，“看那边。”

 “恩？”鸣人疑惑的看向刚说要他指导结果看他使了后宫就跑掉的
半藏……的身后。

 “啊~~~~~”正当鸣人怨念着为什么这里的猎人考试同龄人那么
少的时候，一阵惨叫传来，然后，看到了那个和大蛇丸声音不像，
语气很像，外表不像，表情很像的人。

“要小心点哦~◆，撞到了人，记得要道歉哟~◆”两指夹着小丑牌
，笑得眼睛成一条缝状的西索。　　“危险人物，今年又出现了。
44号魔术师西索，去年本来已经合格，但因为讨厌考官而将他打至
重伤，所以被取消资格。而且去年更将20位考生弄致重伤，你们还

 是小心点不要太接近他。”测试老手的“良心”建议。 “西索？”



佐助黑夜般的眼睛渐渐的变成了红色，三个勾玉显现了出来。

 “佐助，”鸣人按住了佐助蠢蠢欲动的手，“大蛇丸已经死了，你
亲手杀的！”所以，不要再露出这种表情，也不要再让我看着你的
背影离去，那种痛苦，一次就够了。

我爱罗也不动声色的挡住了佐助看向西索的目光。。“……”勾玉
渐渐消失，眼睛也变回了黑夜的沉寂，佐助安静了下来。“放手，
白痴！”大蛇丸，早就死了！他，也死了，哥哥……

  “喂，我才不是白痴呢！我爱罗，你说我是不是？”回来，就好
。活着，就好。左手有点轻微的颤抖，脸上却还是明媚的阳光。

 “不是，”还没等鸣人摆出得意的嘴脸，我爱罗又一次开口，“只
是笨了一点，好骗了一点，头脑简单了一点而已。”单纯的说出了
自己的感想的某只。(其实我想说，你说的跟白痴有什么区别吗？)

 “啊~~~怎么我爱罗你也这样啊啊啊~”　　酷拉皮卡一直看着旁
边笑闹着的三人，确切的说，他一直看着佐助，在佐助不经意间解
放出写轮眼的时候，酷拉皮卡看的很清楚，虽然也是红色的，但是

 和他不一样。那种红，更像是血的颜色。 　　身为最年轻的音影，
佐助当然知道酷拉皮卡在看他，可是他就是装作不知道。当然，他
相信鸣人和我爱罗应该也知道才对。　 　　　我爱罗是无所谓，鸣
人则是还在纠结。他的酷拉皮卡的身上闻到了和以前的佐助一样的
味道，那是复仇者的气息。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无动于衷？
然后看着
他和佐助一样终于大仇得报然后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出手制止？
鸣人飘了一眼身边的佐助，算了，万一又被打个半死就难看了，虽
说酷拉皮卡很菜……出手帮忙？
鸣人又瞟了一眼佐助，那也得看他接不接受啊！正当佐助终于受不
了鸣人一眼又一眼的目光打算出声时，意外发生了。　　针对着他
们三人的杀气，还有破空声。



  　　鸣人和佐助头也不回的扔出苦无，打下了飞向他们的扑克牌
 ，我爱罗就轻松多了，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等着扑克牌。 “小心！

 ”小杰飞快的抽出背在身后的鱼竿挥向那张红心A。　 结果……结
果是我爱罗的绝对防御——那个葫芦里流出的沙把扑克牌和已经到

 了我爱罗身后的鱼竿连同拿着鱼竿的小杰一起扔向了一边。 酷拉皮
 卡和雷欧力就这么石化在了原地，沙子……原來可以這麼玩啊… 　

　在小杰将要被撞上墙壁的前一秒，我爱罗终于回过神让沙子把小
杰拉了回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想要救他！他从来，就是最不需

 要担心的那一个。小杰……吗？ 　　“哦呵呵呵~~~沙子哟~看样
子，已经是快要成熟的苹果了哟~◆”西索亲吻着手中的小丑牌，
露出了一抹绝对诱惑人心的笑容。好美味的三个大苹果啊~好想好
想现在就吃下去……不行，还不行，要再等一下，等到他们完全成
熟了才行！

 　　“哇哇哇，小杰你没事吧！不过，以后看到我爱罗被什么东西
或者什么人攻击的话，你站在一边看热闹就好了！那家伙的绝对防
御是没有人可以打破的！当然啦，我除外！”【话说，你忘了小李

 了吗？】 　　“白痴。”他到底有没有意识到，他们三个被攻击了
 啊？ 　　“咦？”小杰眨眨纯真的大眼，看着一边明显同意鸣人的

话的我爱罗，不是吧？“可是总有意外的吧？要是小爱受伤了……
”

 　　“小爱？！”鸣人变成了猫脸，尾巴很可疑的竖直了，上面的
毛还根根挺立。阿勒，好像不錯耶～～嘿嘿！！

   “咔哒。”跟奇牙看到甜食的表情很像。某弟控如是想。 “你，
说谁？”佐助的脸很明显的黑了一半。。

 “咦？他啊！小爱。”依旧是很纯真的笑脸。可鸣人和佐助已经在
想小杰和小樱是不是一类人了。

 “……”我爱罗已经彻底无语了。



 “……”鸣人看看我爱罗，低头思考，再看一眼，再思考，再看一
眼，再思考……“恩，以后就叫我爱罗小爱好了！果然这个名字比
较好，这样的话，就跟我和佐助一样都是两个字了！不然阿，每次

 …＠︿＃％＊” “……”刚从石化状态恢复的酷拉皮卡和雷欧力再
 一次华丽丽的石化了。這是單純還是單蠢啊！！！ “……”佐助和

我爱罗差点就控制不住的摔倒在地，想了那么久，那么严肃的表情
，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木葉為什麼敢把影這個位子交給你啊！！！

 表面上面癱的兩人內心，內心已經瘋狂的開始吐槽之路了。 “哦呵
呵呵~”真是有趣的小苹果哟~一直注意着这边的西索显然也听到
了鸣人的话。



《三》

三、

“喂，你真卑鄙，那是犯规啊！喂！”雷欧力不满的大叫。。

 踩着滑板的白发少年转回头，满不在乎的说：“那他呢？”绿色的
猫眼飘向在一边的我爱罗。

“乱喊乱叫只会浪费体力，你吵什么？测试的本意是让应试者可以
自由发挥的。”汗，虽然这是事实没错，但是小酷你确定你说的这
么直白没关系吗？

 “对啊，而且考官也只是让我们跟上就好了啊！”小杰眨眨天真的
大眼看向一边的我爱罗，“话说回来，小爱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
？好厉害哦！”。

 “啊呀，那是他家那只狸猫的能力啦！”鸣人在一边不满的说道，
为什么自家的狐狸没有。猫脸不自觉的鼓了起来，脸颊上的胡子一
翘一翘的。那只狸猫走了都还给我爱罗留了这么个那么好用的能力

 ，自家的狐狸在都没给他个好用的能力！。

鸣人体内的九尾郁闷的将脸鼓成包子状：一尾那家伙只是换了个身
子住，它是被封印，能一样吗？。

 “咔哒。”奇牙变猫脸的时候眼睛比他大。时刻注意这自家弟弟动
向的某弟控如是想。

 “是啊，而且我比较不擅长体术。”我爱罗端坐在一朵上云之上，
双手环胸，认真的点了点头。

“白痴。”佐助冷冷的哼了一声后就跟酷拉皮卡一样跑到边上去了
——天晓得白痴会不会传染。



“呼……呼呼……小爱，既然你有这么方便又实惠的能力，就麻烦你
带我一程吧！”自认是众人中唯一的正常人的雷欧力，明显的已经
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

“小爱的沙云是带不了人的啦！”嘻嘻，总算是让他找到一个缺点
了！鸣人得意的笑道“不然我早上去了。”我说，这句才是重点吧
？是吧是吧。

 “啊，如果你坚持不下去的话，我带你到那边去休息一下吧！”万
年留级生出现。

“这个……不好吧！”酷拉不自觉的皱眉。。這個東巴似乎不是個
好人…要小心點。可是小傑他們……哀，我看著點吧…

“没关系的，其实那边的树的味道是可以恢复体力的。呐，我就是
常常这样好心，才会考了那么多次都没过的……”。

“啊，这样就……”麻烦你了。雷欧力还没说完，就被人打断了。

“我总觉得不对，要不我先跟他去看看吧！”我爱罗开口。　　

“啊，是啊是啊，就让小爱去吧！反正他有沙子很方便！”鸣人点
头投赞成票。

“啊，那小爱要小心哦~”可爱的豆子眼。

“恩。”木着张脸点点头，心裡卻有股情感在悄悄蔓延著，他似乎
…不一樣“走吧！”

“好的，这边。”哼哼，即使你很厉害又怎么样？没想到这次竟然
是这么厉害的人栽在我的手上！

“啊，东巴又在骗新人了！”



“是啊，他可是‘新人杀手’呢。哈哈~”

 “咔哒。”某火星人掏出手机。　　
 “恩~◆”无敌包子脸出现。小伊……才20米的距离……至于吗？

与此同时，鸣人和佐助双双变了脸色。这个查克拉……“小杰，你
和雷欧力他们先走。佐助，我们走！”转身朝我爱罗离开的方向追
去。我爱罗，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佐助一言不发，立马跟上。

 “恩~◆？”两个人都过去了~◆小沙果出事了？眼角瞄到某钉子头
看向那边的视线……哦呵呵呵~~~

 “酷拉，我们也去看看吧！”　　

“我也去！如果小爱出了什么事，也是我的原因！”虽然仍是不断
喘着气，但却很坚定！“恩。”“呐，等我们回来了，你再告诉我
们，你的名字吧！”奇牙无言的望着三人远去的身影。“切~”了
一声跟上。

 “哦呵呵呵~~~◆”掏出手机回短信。
——500万，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揍敌客家最低出场费是800万。（（雖然想跟，但是價格不可
以妥協！！　　
——……好吧！（（小伊～～我都快沒錢養小蘋果了…
——谢谢惠顾，请下次还是选择揍敌客家族。（（恩恩！我果然是
好榜樣～　　
立马转身跟上奇牙的脚步。

 “……为什么我要花钱让他去保护他弟弟……”鼓着包子脸跟上……

“不要！不要说了！不要！！！夜叉丸，为什么？为什么？！”为



什么要那么对他？他什么都没有做不是吗？ “啊~~~”

 鸣人脸色一变再变，“佐助，我有不好的预感……”

“沙鹤已经不在他的体内了，我们应该庆幸。”这位的脸色也不是
很好看。

“恩，总之，我们要快点找到他才行！”　

 不知跑了多久，两人终于找到了在树林深处的我爱罗。 他就那么坐
在那里，一脸的木然，如果不是他身上狂乱的查克拉，真的很难相
信他正处于暴走状态。

 “宇智波佐助……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跑了呢。杀了你，杀了
你就能证明我的存在了……没错，杀了你！”就只是一瞬间而已，
我爱罗已经飞身到了佐助的身前。

 “我爱罗？”鸣人傻了，这是什么状况？混蛋佐助又做了什麼混帳
事？？

“啊~佐助大笨蛋！不准用月读！！！”想变瞎子啊笨蛋！“千鸟
也不准用！！！”万一伤到我爱罗怎么办？就只會這兩樣嘛！！
（（佐：你真相了白痴，這兩招用的順手阿～鳴：……））

 “白痴！你没看到我爱罗现在神志不清了吗？这个不用那个不用，
你是想怎么样？！”爆粗口了……佐助，形象啊形象！（（佐：能
吃嗎？））

 “啊？那个……”无意识挠头。
“你又想说你没想过了是吧？这个不让我用，那个不让我用，那你
还不来帮忙？”正蠢材！

 “啊？哦！”一瞬间插入，拦住我爱罗攻向佐助的肘击，回身，鸣
人2000连弹（以2000个分身对敌人进行攻击威力是鸣人连弹的20
00倍）



 佐助在一边看的满脸纠结：让自己这个不准那个不行，他自己就打
的那么狠……所以說，你只是想自己來對吧！！對吧！！

小劇場
我絕對不會說，面癱吐槽大愛～～
脩：佐二少，我只是把你的心意表達出來而已～～
佐：千鳥流！！
脩：阿！！（（由於樓樓重傷，停更半年休養
佐：月…
脩：我開玩笑的，佐助大人饒了我啊～～～～
佐：哼！
 



《四》

四、

 “咦？鸣人和小爱怎么打起来了？”小杰眨着豆豆眼突然冒出，恩
～吵架了嗎？

 “……”天然呆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小杰，酷拉和雷欧力呢？”

“咦？不是在后面吗？”天真的语气，单纯的大眼。

“笨蛋。”

 “咦？你也来了？酷拉，你怎么好像很累的样子？雷欧力呢？”

“啊，雷欧力不见了，我刚才……是他救了我。”

“啊，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了吗？我们又见面了哦~”

“奇牙，奇牙揍敌客。”声音诡异的沉了下去。

“啊，那我可以叫你奇牙吗？”

 “你……可以。”

“小杰……现在不是交朋友的时候吧……”酷拉觉得自己的头好疼。
那边两个在生死相博，这边两个在交朋友……

“放心，鸣人会搞定的。”佐助淡淡的说了一句。鸣人，一定会搞
定的！佐助的眼神不自觉的柔了下来，“那个白痴，其实也是很厉
害的！”　

可惜，佐助难得的力挺鸣人，就被某人很“无心”的破坏了。一口



咬破手指，画图，结印，“忍法……”佐助忍无可忍的一脚踹开鸣
人，“我爱罗，你醒醒！你还想沉迷在过去到什么时候？雷遁•千
鸟！”

“……”我爱罗并没有回话，砂缚柩发动中。

“鸣人，你不要过来，跟我爱罗说话。他现在沉在回忆中，我们必
须把他拉出来！我相信，你可以的！”因为我，就是被你拉出来的
啊！最后一句声音低的近似呢喃。　　

“啊？哦！我爱罗，记得我说过的吗？‘那种看不顺眼的命运，就
不要去接受他’，我相信，你可以的！所以，你也要相信我和佐助
啊！”

“呐，我爱罗，我曾经说过‘我的梦想是没有未来的
，我的梦想只有在过去，只有在那才存在’，可是因为你和那个白
痴，我的梦想又有了未来。我相信，你也是一样的！”我爱罗的攻
击渐渐的慢了下来。可是……

“哦呵呵呵~~~◆都是成熟的大苹果哟~◆呐，小伊，先吃哪个好？
”

“咔哒咔哒。”那个成熟了？

“额……”是啊。小沙果的心太脆弱，小黑果貌似心脏承受能力也
不太强的样子，连看上去最接近成熟的小狐狸果现在也是一副很哀
伤的样子……鼓鼓的包子再次出现，肚子饿了的可以过来吃了，一
元两个，相信我，包子都这个价。

“咔哒。”走了。眼神却不自觉的向看着佐助发呆的鸣人看去，那
么哀伤的样子，你是想起了什么呢？　　

“吊车尾，现在可不是让你回忆的时候。”丢下已经恢复正常的我



爱罗，走到鸣人跟前站定。

“啊，佐助。这次，你不会走了吧？”鸣人的笑，有点勉强。　　

“恩，你说过的，我记得，我也认同。”佐助难得的笑了。

“有我在……”鸣人伸出手。

“就有你在！”佐助的手叠了上去。

“你们的未来，我无法相让！”我爱罗淡笑着将手放在最上面。

三人相视一笑。

“啊，这样算是好了吗？”小杰窜了出来。
　　
“喂，你们不会忘了我们还在考试中吧？”奇牙不爽的翻了个白眼
。　　

“啊~雷欧力！”总算想起不见了什么人的小杰狗狗。

“小杰……我真的这么没有存在感吗？”雷欧力无力的嚎叫。

“咦？”　　

 “ 好了，我们快走吧！我们现在已经落后很多了！”只要不扯到蜘
蛛就理智的要人命的酷拉。

“嘻嘻，没关系，我有这个！”奇牙笑嘻嘻的拿出了几颗……糖果
？。



“……”鸣人无助的望望左边一脸酷哥样的佐助，再看看右边他欠
了800万的“债主”。

“糖果？”纯真的小杰很诚实的问出了鸣人没有说出口的疑问。

“嘻嘻，虽然那头肥猪没什么天分又讨人厌，不过他做的东西倒是
真的很好用呢！”随手将手中的“糖果”扔向阻拦在他们面前的墙
壁。

“碰！”脆弱的如同一张纸的墙。

“好了，，走吧！”　　

 “……”酷拉头痛的抚额，喂喂，他们这样随意破坏考场真的没有
 什么问题吗？

不管酷拉怎么头痛，不管佐助再怎么无语，不管我爱罗怎么的强健
自己的内心，不管西索怎么的强忍战斗欲，不管伊尔迷怎么的迷惑
自己的心情……其实，这场考试还是挺“风顺”的，是吧？

当然，首先我们得无视掉负责维护考场完整的各位猎人同志们的宽
带泪。

小劇場
鳴：納，其實要開洞的話，用漩涡手里劍不是更快？
佐：白癡…。
愛：……。（（鳴人啊！快是快，但是所有考生會死成一片阿…



《五》

五、

终于到第二场了，雷欧力顶着猪头脸一脸复杂的看着面前紧闭的大
门。先是陷入回忆，再是真假考官，然后又有西索的考官游戏……
猎人考试，果然不是他这种正常人该来的地方！

“轰隆！”伴随着雷声般的……大门缓缓向两边打开。

 “啊，你已经很饿了吧？卜哈喇。”坐在沙发上穿着清凉装的门淇
扭头问坐在她身后的……小山？

“啊，是的，门淇。”伴奏音是有一阵的雷鸣。

 “哇~比丁次还厉害……”鸣人已经傻眼了。丁次已經很胖…不是
豐腴了，沒想到還有更…

“丁次是人。”佐助淡淡的说了一句。（（所以說，前面的那位不
是人？？佐：我可沒說…））

 “好了，，我的题目是——烤全猪。当然，不是一般的猪，而是
这里特有的豪鼻狂猪。”话音刚落，很应景的一群狂叫的猪从众人
身后跑过，激起一片灰尘。“到我吃饱就结束，现在开始。” 

杀猪篡改版：　

鸣人版：
哼哼，看我的——色诱术！【我想说，猪不是人啊……】咦？不行
？那么——后宫术！“啵”的一声，被鸣人看中的那头猪已经被各



色裸女包围了。

 “噗！”与此同时，从不同方位传来了数声喷鼻血的声音。（猪：
拜托，我是猪！不是人！）

鸣人满意的笑了：“嗯，果然，只有佐助和小爱不是正常的男人（
看到裸女不喷鼻血）！”鸣人握拳靠近某只可怜的心脏受创的小猪
猪，狞笑道：“鸣人连弹！“脚脚踢到某猪的鼻子。KO！

 我爱罗版：
我们伟大的风影童鞋，就这么站在一头发狂的猪前面，拦住了它。
然后——某猪直直的撞在了小爱身前一米的沙墙上，昏了……KO！
 

佐助版：
只见我们宇智波家族唯一的继承人，就这么连瞄都不瞄的一把手里
剑甩去，从他右边……30米路过的某可怜的刚出生的小猪就这么应
声而倒。K……KO…… 

酷拉皮卡版：
同是一族的最后一人，酷拉显然比不上佐助。不过，俗话说的好，
有脑袋就是好事！某猪直直跌进酷拉的陷阱中，被陷阱中的木刺刺
透肚子而死……KO！ 

小杰版：
某穿着树叶装的小孩儿躲在树上装叶子，不停的的练习鱼竿的命中
率。可是，一不小心用力过度了……于是，不幸路过此树的路人……
哦，错了，是路猪就这么被击中了最大的弱点——鼻子。倒地，K
O！



 西索版：
因为积压的很大很大的不能给小苹果浇水，不能给大苹果施肥的怨
气，这头为了家中的孩子而出来捕食的母猪就这么流尽鲜血而死，
身上还插着不止十张的扑克……KO！　　

伊尔迷版：
杀，还是不杀，这是个问题！变身火星菠萝头的伊尔迷同学迷茫的
看着自己手中的钉子。西索看不下去了，一扑克结果了和伊尔迷玩
儿你跑我追游戏的某猪。伊尔迷同学……过关！

　　至此，总共70个人，过关！　　（雷欧力抗议：喂喂，我呢？
某无良作者挖挖耳朵：啊，天气真好！闪！原来站的地方诡异的爆
炸了……某人浑身冒汗的转身：呵……呵呵……跑！原地留下炸毛的
银发小猫一只）

“天啊，他竟然真的吃下去了……”目瞪口呆中的鸣人。

“……”×2，震惊中的佐助AND我爱罗。　

“这不符合常理。”陷入学术研究中的酷拉。

“好厉害~”星星眼闪啊闪的小狗狗。

“这不是历不厉害的问题吧……”奇牙纠结。　　

“可是，真的是很厉害啊！奇牙不这么觉得吗？”崇拜光波发射。

“……”脸蛋微红的移开目光。中招了。 



“人数太多了，卜哈喇，你也太没追求了吧？我们可是美食猎人啊
！”门淇大姐头，二郎腿一翘，“那么，接下来我的题目就是——
寿司!”　　 

“寿司？”　　

“那是什么？”　　 

门淇简单的说了一些注意事项后，把考生们带到了放有材料的“厨
房”后，就不再开口了。　　

“鸣人，小爱，佐助，你们知道吗？”小杰眨着黑色的大眼。 

“寿司啊，哈哈，那个……我只会吃……”鸣人不好意思的摸着后脑
勺儿。

“白痴。”　　

“啊，我只会做拉面……”我爱罗不好意思的开口。 

“咦？拉面？”×3，酷拉惊讶的看着我爱罗，没想到，他竟然会做
饭？！

“啊，是的，因为鸣人很喜欢吃拉面……”我爱罗平静的说出原因
，完全不知道这么一句话带来的巨大影响。

“呵呵~”鸣人猫化，眼睛都看不到了。

“哼！”佐助臭着张脸，显然是想到了当初学做拉面时的艰辛。可
惜，旁边的一干人等除了小杰，都把他的这个表情理解成了“吃醋



”……　　

 “好厉害~”因为不会做饭所以对会做饭的人无比崇拜的小杰狗狗
。　　

西索的手抖了抖，原来小沙果和小狐狸果是这种关系吗？那某人…
…

镜头转至某人——左手握拳捶向右手掌心，原来他喜欢吃拉面啊！
不过，拉面是什么？某从不吃外食的好孩子迷惑了。　　

“鱼，我没记错的话，做寿司是要鱼的。”佐助淡淡的开口。

“对哦，佐助你应该吃过吧？”某迟钝人士终于想起身边的人是什
么出身了。　　

“啊，小的时候。”没有继续说下去，可是神情却慢慢变得怀念和
……自责？

酷拉不动声色的移开视线：“那我们先去抓鱼吧！” 

“可是这里是森林啊，哪来的鱼？”雷欧力大叫。“碰！”酷拉毫
不客气的一拳揍过去，“笨蛋！森林不是有河吗？而且你干嘛那么
大声？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鸣人和小杰吓得抱在一起发抖：“酷
拉好可怕……”而且，比雷欧力还大声的你，真的有资格说雷欧力
吗？

继续寿司篡改版　　 

虽然大家从佐助这里知道寿司是用米饭+生鱼片为主，佐以一些调



料而成的天然食品，但是！寿司啊寿司，这可不是知道啥样就做的
出的东西啊！SO，门淇会暴走真的不能怪她的！　

鸣人——　　
门淇看着寿司上薄厚不一的生鱼片，咬咬牙吃了下去，然后……“
噗！”

“406号考生，你是想谋杀考官吗？”　　

佐助——
大家都知道，佐助的手里剑用的可是很好的，所以生鱼片薄厚不一
这种事，当然是绝对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的！有了前面的鸣人打底
，门淇看着手中显得很“美味”的寿司，实在是有点心悠悠的感觉
，可是作为考官……门淇咬咬牙，一口吞。

咦？门淇仔细的尝着口中的味道，虽然不太正宗，也可能是前面的
味道太过恐怖，反差太大，所以……“你合格了！”

小杰——　　
门淇：握的太紧了。
小杰：可是，米特阿姨烧的饭都是这么硬的啊！而且，不是说硬的
饭比较香吗？
门淇：……　　

雷欧力——　　
因为被小孩儿说教，心情有点不爽的门淇爆发了：“该死的！大叔
就给我有点大叔的样子！在饭里面加糖？！幼稚！”　　

酷拉皮卡——　　
爆发继续：“看你很有智慧的样子，竟然跟那个大叔一样在饭里加
糖？重做！”



被打击的酷拉躲进墙角画圈圈，周围一片可以的低气压：“我竟然
跟那个笨蛋一样，我竟然跟那个笨蛋一样，我竟然跟那个笨蛋一样
……”　　

奇牙——　　
已经有点冷静下来的门淇无语的看着寿司旁边的红酒：“小鬼就要
有小鬼的样子，学什么不好学大人喝酒？而且寿司是用红酒配的吗
？重做！”

西索默默的转身离开了。　　

我爱罗——　　
门淇：“耶？小弟弟，没看出来你还挺时尚的啊，这可是现在最流
行的烟熏妆啊！你玩儿乐队的？”

小爱：没。门淇夹起寿司蘸了点醋，放进嘴里，“咦？你做的比刚
才那个还好嘛！好了，你及格了。”

集塔拉古——　　
门淇一脸囧样，转头“啪！”的放下筷子，“我吃饱了，所以这次
的合格者——2人！”門淇大姊，小伊其實很正的… 

“什么？！”鸣人蹦到门淇面前，“怎么可以这样？”那他不是输
给那两个家伙了吗？考试会这样就结束吗？当然不会！

于是，由于猎人协会会长的出面，众人有了一次小小的补考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