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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暗手
作者： Annie VanderMeer Mitsoda 译者：雷斯林_M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南方……

       一阵凛冽的狂风横扫干旱的平原，拉扯着修验者的长袍并撕咬着堺雨长城上的旌

旗。樋田贵贞并不为之所动，他在城垛之上注视着远方阴影之地的大军，那是一只庞

大的敌方军队，像草丛一样摇曳和展开。

       在他的部队眼中—即使他们曾经经历过艰苦卓绝战斗—他仍然看到了恐惧的阴

影。侍不害怕死亡，他想道，对于那些由我们的长城庇护安全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

简单的想法。我手下的侍实在太了解死亡以至于从不害怕它。不过他们终归会面对它

的。

       贵贞用着同样冷漠的目光盯着敌人，这也是这名巨蟹氏族冠军所出名之处。在他

身边聚集着他的孩子以及最亲近的家臣，他们可没有继承大熊那沉默寡言的举止。

       “看看他们如此周全的排兵布阵。人们几乎可以把他们误认为是仙鹤氏族的部队

了，”贵贞的长子矢加茂冷笑道，他随意的将他的狼牙棒扛在肩上，他那用粗铁和玉

石装扮的狼牙棒就好像是年轻人的玩具一样。“这会让他们更容易被彻底碾压。”

       贵贞左侧冒出了令人担忧的一声“嗯”，他根本不需要看就知道担忧来自于宿

祢。“我不喜欢这样，”他的么子实事求是的说道。“阴影之地的部队通常不会像这

样聚集。他们更喜欢隐藏自己的真正实力。”

       “对于仅仅为了展示力量的诡计来说这些部队调动的成本有些过高，”阿忧沉思

道，贵贞迅速的向右一瞥，看到自己的女儿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随后她注意到了他

的注视。“您觉得这是否与北方的袭击有关呢，父亲？”贵贞低声嘀咕了一声，被矢

加茂那突然而至的粗犷笑声和他儿子的狼牙棒发出的梆梆声所掩盖。

       “孩子们，看那些发抖的哥布尔！”年轻人讥笑道。“为我们高贵的父亲树立一

个骄傲的榜样。你们想让我在真正的战士战斗时为你们读睡前读物吗？”

       宿祢怒吼道。“然而你会一头撞进危险中，为了满足你的杀戮欲而危及整个氏

族？你认为你可以用你的大棒解决一整只军队—”

       贵贞嘟囔了一声并举起手来，满意的看到自己的孩子们立刻陷入了一种不情愿的

安静之中。冠军用自己的眼睛再次检查了整个战场的广阔区域，注意到每只部队都像

桌游上的棋子一样，精确的进行了列队。他的整张面孔都因为皱起的眉头而在短时间

内扭曲了起来。他们更喜欢隐藏自己的真正实力。他想象着一小堆棋子在他对手的手

中藏着的场景。不安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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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他面前的景象转过身去，他扫了一眼长城上宽阔的走廊寻找那名家臣。“堺雨 

志歩武！”他咆哮道，低沉的声音包含着领导战士们获得胜利或迎接死亡的力量。一

名高大的女性从附近的一座巨型工程机械上抬起头，然后转过身并快步走来，同时用

布擦了擦自己肮脏的双手。尽管作为一名强大家族的领袖，志歩武从未远离她建造或

者整修的东西，如果她没有亲自检查全部工程机械就开始战斗的话，那么她是不会满

意的。她简短的鞠了一躬，不过满怀敬意。

       “樋田尊上，我能怎么为您服务？”

       “最近的关于要被突破的石垣省的报告是什么内容？”

       “被雨所拖慢了，不过依然进展良多。损坏十分严重，但是堺雨家承诺将在七天

之内修好它。”

       贵贞同意的点点头。“以我们现在的木材数量，我们能有多少工程机械？”

       堺雨家大名常见的温暖的棕色眼睛暗淡了下去，而她的皱眉让她面颊上的长疤整

个皱了起来。“我们拥有部队来操作工程机械，还有一小股人来修复损失以及供应弹

药。不过我们的人员很分散。堺雨家从未让巨蟹氏族失望。不过如果长城本身被外面

那只大军袭击，我们无法保证其安全。”

       宿祢发出了长长的叹息声。“父亲，我们的玉石储备……”脸色苍白的年轻人颤

抖着压住自己的咳嗽，在他努力把咳嗽咽下去后继续说道。“储备已经见底了。如果

一只大军突破，我们手头的资源不足以应对可能的腐蚀。如果土地被腐化了，我们没

有办法去清理它。我们会失去这些土地的。”

       贵贞的目光转向身边的一名年轻而紧张的家臣，这名家臣发现他的冠军在朝他的

方向看来时向冠军鞠躬致意。“安城小栗，我们送给天皇的书信怎么样了？它还没有

送到天皇手上吗？”

       小栗摇着头，谨慎的挑选着词汇。“它们已经送到了，樋田尊上。我父亲确认那

些书信已经送达天皇，并且已经把天皇的回复送回来了。不过每次都是一样的，一封

正式的书信，绝佳的书法写在光滑无比的纸张上。‘天皇非常遗憾无法在此时提供任

何援助。’包括补给、部队以及玉石。”年轻人尴尬的低下了头。“永远都是同样的

回复。”

         矢加茂咆哮着，又用他的大棒砸向了地面。“虚伪的礼法！”他沸腾着咆哮

道。“我应该亲自到御父居城要求他们欠我们的，欠麓雁大陆守护者的东西！”

       贵贞挥了挥手，就好像关上一扇门似的，矢加茂的胡言乱语一下子就变成了低声

抱怨。“不要对安城家不敬。他们的大名已经在那了。如果安城贵鹰没法引起天皇的

重视……”这个想法持续了一段时间，然而贵贞还是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志歩武身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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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堺雨家和长城表示敬意，”冠军尖锐的说道。“不过距离此地最近的弱点在

哪？”

       志歩武眉头紧锁。贵贞在努力计算时面孔仍然保持着如同花岗岩一般的冷漠，堺

雨家大名的面孔则充满了能量，计算在她的面孔上呈现出来，就好像商人的手在算盘

上一样，算珠啪啪作响。“就在此地的北方。更大的洪流需要疏导。那里应该有格

栅，不过没什么封印是完美的。如果你需要，我会安排一名家臣来展示给你。”

       贵贞点点头以示感谢，然后他清了下喉咙；他身边的每个人都站直了。“这就是

巨蟹氏族的责任。堺雨长城矗立在这里来保护麓雁大陆，我们的人也是如此。而石头

在破碎前只能承受这么多。就像国雄作扬起一座水墙以确保长城能够竣工，今天我们

应该铸造一道钢铁长城。”

       “堺雨志歩武。”

       高大的大名向她的冠军鞠躬致意。

  “让你的所有部队操作工程机械和

运输弹药。昼马吉乃，把你的部队兵分

两路。长弓上长城，短弓在地面—每人

带一只信号箭。”

       昼马家的大名鞠躬致意，她身上良

好的涂油皮革所制成的侦察皮甲随着她

的身躯没有发出任何响声的弯了下

去。“您还有什么别的吩咐吗，樋田尊

上？”

       贵贞考虑了一阵。“如果你觉得他

们准备好了，那么就开始吧。”吉乃再次鞠躬致意，贵贞能感到其他人的好奇心。这

几乎不重要：要么计划成功，要么失败，而其他人都有其他事情要考虑。

       “国余里，”他继续说道，而国家的大名也同样鞠躬致意，脸上过于夸张的笑容

让他的黑胡子一同颤抖着。“你的部队也分兵两路—四分之一去支持堺雨家，其余的

支持地面部队。战场上十分需要你的技巧和你的那些修验者。”

       终于，他转向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的鞠躬致意。“矢加茂

在我身边，宿祢留在长城上接替我的指挥。”

       “阿忧，召集你最好的部队，跟随着堺雨家臣前往志歩武提到的弱点，并扫荡那

个区域。事先说好这需要最高超的警觉。”

       尽管他的女儿对于将她排除在主战场之外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贵贞在她鞠躬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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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前感到了一瞬间的怒气。“我会如此做的，冠军。”她同意了这个安排，她的脚踝

扭的十分坚决，一名家臣加快脚步追随她时几乎跌倒在地。伴随着紧张气氛再现，矢

加茂孩童般的咧嘴笑着，而宿祢瞪着他的哥哥，磨着牙就好像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辩

论。贵贞迅速的抬起了下巴，他的孩子们再一次的安静了下来，紧张的局势就好像被

手驱散的烟一样。

       从他孩子们的争论中回过头来，他最后从长城上向下望了一眼。阴影之地的大军

喧闹着移动，耐心的等待着交锋。这种耐心让人感觉很不对劲：风暴永远不会选择去

等待士兵找到庇护所再让他迷失在暴雨中。

       巨蟹氏族冠军低声嘀咕了一声—大家都知道这是大熊在结束考虑任何事情之前的

标志—并转身下楼，他的孩子们和家臣们像志歩武的战争机械一样平稳顺从的跟随而

行。

       就在堺雨长城之外，巨蟹氏族的部队准备就位，等着那位又开始冷漠着盯着远方

的人的话语。在他身边的人不断的变换着位置，或者通过耸肩来调整自己的肩甲，樋

田贵贞等待着，高耸且冷漠，就好像在长城之外未被保护的雪松一样。对于樋田家大

名来说，护甲总是跟自己的皮肤一样舒适—尽管颈部底端的酸痛感提醒着他，他希望

自己身上年龄的重担要是能够减半就好了。

       巨蟹氏族的部队耐心的等待着，每只部队都集结成了自己的阵型，而贵贞则仔细

的计算着每支部队的数量，在脑海中推演着对应的计划。一个接一个的，他的指挥官

站到了他和他的长子身边，他的长子站在他右侧，扭着脖子甩着肩膀，就像一只被锁

链拴住的战犬一样躁动—最后昼马家的大名到场，她的脚步就像雪花一样寂静。贵贞

那黑色的眼睛在看到她时停了下来，眼神中那无声的问题被她以轻轻点头所回应。

“议会已经就位，”国余里用他那嘶嘶低语的声音说道。“我们等待着您的命令，樋

田尊上。”

       贵贞向他的将领们点点头，从腰带中抽出自己的军配，并将其高高举起—他身边

数以千计的军人辗转腾挪的身躯突然静止了下来，庞大的军团士兵们执行命令的声音

在广阔的战场上回响。他的军配团扇的每个动作都意味着无边的木制棋盘上一个棋子

的一步，同时也意味着上百人在阴影之地荒芜平原上的一次行军。军配指向左侧并从

左到右挥过让国家的修验者移动到侧翼以避免敌人切断撤回长城的路线。军配指向右

侧并从右向左挥过让昼马家的斥候扬起他们的弓，包括城墙上的大弓和地面上的半

弓。军配指向上方并上下翻腾让长城上的工程机械准备完毕，几百尺外都能听到这些

机械的响声。

       终于，他的部队全部就位了，贵贞将他手中的军配暂且放下，推了推自己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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颊，钢铁与黄金铸造的面甲只露出了他那全神贯注的双眼。他再次高举着军配，将其

尽可能的举高，他的将领都紧张的看着军配：生死的平衡就在一个带着翅膀，有着巨

蟹氏族标志装饰的铁棒之上了。这一刻就好像世界在呼吸最后一口气一样。

       终于，军配向前切去，混乱在世界上爆发，战斗开始了。

       尖叫着的大群妖怪向前推进—为了满足哥布尔认为的‘荣耀’，有些妖怪实际上

就是炮灰—它们迅速的被干掉了，身上插满了昼马的箭。一个可怕触手惊惧怪从敌人

的队列里冲了过来，不过它的嚎叫很快就变成了尖叫，堺雨家的投石机瞄准并精确的

击中了它，这个怪物在归于寂静之前愤怒的颤抖并扭曲着。

       蹒跚的亡灵大军持续对南方侧翼进行着攻击，不过国家修验者的祈祷撕碎了它们

脚下的土地，在地面上摧毁了它们。

       在这些成山的混乱之上，樋田贵贞的军配在空气中划过，像操纵棋盘上的棋子一

样指导着巨蟹氏族的部队，以应对和降低那些战场上的威胁。

       突然间，地狱般的尖啸声划过了天空：一只被那些称为迷失者的亡灵侍驾驭着的

鬼影分队从敌人的阵列中突破而出，像镰刀一样向前推进并直指樋田大军的心脏。

       贵贞皱了皱眉。他已经派出部队承受敌人从左侧发起的突袭，以钳制它们的机动

性—他甚至为此选择了地形崎岖的这里作为他的指挥所，大概距离长城一百多米。他

可以从右边攻击它们，通过这片区域来瓦解它们迅捷的冲锋，并且这里是巨蟹氏族防

御最健全的地方，似乎这次恶意的突袭对于阴影之地的产物来说也过于愚蠢了。不

过，鬼影依然是强大的生物，迷失者则是更加可怕的对手。

       贵贞在他的脑子里看到了一个游戏的棋子在对手的指挥下持续推进，而战线就此

撕开，就好像现在他自己的部队面对的情景一般：它最精锐的部队被投入到一次攻击

之中，利用足够的幸存者来攻击它的对手的指挥核心。他非常高兴自己的部队让这样

的尝试成为徒劳。

       军配在空气中嘶嘶作响，派遣出一只装备薙刀的分队向前。即便用于对抗拥有不

合理速度的亡灵战马，巨蟹氏族的长矛造成的致命杀戮也是极其高效的，薙刀队送那

些着甲的尸体上天的同时，它们的坐骑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并摔倒在地。剩下的

迷失者只能蹒跚前进，更多的部队一拥而上对抗敌手—而矢加茂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

的嗜血天性，发出一声怒吼并冲进了战斗。

       贵贞对着他那愚蠢的儿子咆哮着，想把他叫回来—就在此时，他脚下的土地颤抖

着，普通的战斗声汇聚成了恐惧的尖叫。庞大的身形、像石头一样黯淡粗糙，它从大

量已经被打垮的鬼影中冲了出来，像彗星一样砸向巨蟹氏族的部队，在它苏醒时撕碎

了身边的所有身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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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究对指挥系统的突袭是真的。只不过他猜错了对手最强大的部队是什么—当他

把部队派出去对抗骑兵的时候，他就让自己身边毫无防备。他拿起自己的金棒格挡住

对手扭曲的黑剑攻击时，一句不同寻常的咒骂从贵贞嘴里溜了出来，而这次攻击的冲

击让巨蟹氏族冠军蹒跚着后退。

       贵贞的对手伸展开自己，它的身高如同怪物一般：一名鬼，它庞大的铠甲镶嵌着

黑曜石块，它的双眼就好像地狱本身一样熊熊燃烧。“巨蟹氏族冠军！”这只野兽用

它那扭曲的战刀指着贵贞。“你和你的部队终将毁灭！我会怀着极大的乐趣撕裂你的

四肢并活吞了你，就像你吃肉时一样。”

       贵贞让自己笑了一下，这个笑容就像刀刃一样纤细和危险，与此同时拿起自己的

大棒在它面前做好架势。“那让我们

开始吧，”他说道，而鬼嚎叫着向前

扑来。

       冠军身边的整个世界似乎消失

了，一切复杂的事情都像烈焰面前的

衣物一样消失了。只剩下他和鬼，挥

砍和格挡，挥击和躲避。鬼发出了一

声怒吼，因为冠军的铁棒击碎了他的

一块黑曜石护甲并打到了他的恶魔躯

体上；冠军则回应了一声呻吟，因为

鬼反手抓住了他的大腿，让他几乎只

能靠一条腿跪在那里。当冠军的大棒

打中了鬼的下巴时，怪兽脸上的暗笑变成了惊愕的咕噜声，这一击打碎了它下颚的一

部分，粘稠的黑色血液撒的满地都是。年迈的冠军在用他的金棒又一次格挡下一击后

发出了一阵低哼，他年轻的时候关节从未像现在这样嚎叫着。年龄是他面对的另一个

对手，而他最好的防御方式就是简单的不去想这件事—这种充满了实用主义和固执的

行为反复出现，也在他的氏族里众所周知。

       突然，鬼发出惊讶的怒吼，更多黑血洒在地面上，一名手持大槌的武士独身在

旁，他手中的战锤沾满了血迹。这名武士花了一小会儿才与贵贞说上话并匆忙的为打

断决斗表示了抱歉。而仍然沉浸在战斗阴霾中的贵贞只是咕噜了一声表示回应。两人

联手对抗这个怪物，小个的战士作为佯攻，贵贞则击碎了这名怪物更多的护甲，腥臭

的黑曜石破碎成片，深深的嵌入到了这个怪物的血肉之中。鬼嚎叫起来并向前一步，

好像同时以两人为目标挥舞着他的利刃—它左腿下的地面突然塌陷了进去，它的膝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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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都埋在了地面之中，对此鬼只能发出痛苦的嚎叫。鬼伴随着困惑和愤怒怒吼着，

发现它的腿进一步的被粗糙的绳索和地面上的尖刺狠狠的束缚和刺入。地洞中的小毛

绒生物通过地下的通道四散奔逃。那么昼马吉乃的奇怪方案成功了。

       他感到了武士的手放在他的胳膊上。

       “原谅我，我的大人！”这名战士大叫着。“不过战场已经陷入混乱！宿祢大人

等着您的信号。您撤离的时候我可以拖住这只怪兽！”

       战斗的阴霾散去了，混乱的战场回到了脑中—贵贞立即听到了更多鬼的怒吼，以

及他的部队的尖叫声。血红的战斗迷雾已经消散，而棋盘再次滑入了冠军的脑海之

中。他拍了拍那名武士的手并点点头，转身离去的同时那名战士手持战锤冲向那个受

制的怪物。随着贵贞的撤退景象消逝，战斗吞噬了这对决斗者。

       贵贞转身面对长城，看到矢加茂嗜血的狂笑着，一击将三名迷失者变成一堆白骨

碎片。他怒吼着他孩子的名字，而年轻人好像从梦中醒来一般，无言的回到他的父亲

身边。通过数十波哥布尔和迷失者的浪潮，以及数百场疯狂的小规模战斗，他们被逐

渐压制到了长城的边缘，昼马吉乃和她的弓箭手们尽可能迅速的上箭射击。矢加茂抓

住了他们中的一个，这个突如其来的大个子让他大叫一声并差点丢掉他手中的弓箭。 

“准备信号！”贵贞命令道，而这名弓箭手匆忙找出一只特别的芦苇箭并朝天射出。

随着箭向天空飞去，一小撮红色尘埃洒满了箭的身后，随后它向着地面扎去，带着刺

耳的尖叫着在战场上回荡。

       几乎在一瞬间，巨蟹氏族的部队开始向长城撤退，而伴随着胜利者的嚎叫声，阴

影之地的部队开始跟进。

       接下来贵贞高举他的军配，并突然向下挥去，这一动作伴随着长城之上无数机械

齐射交织的响声。前进部队中的第一线有着足够的时间发出尖叫—如果他们可以发声

的话，就不会像亡灵一样沉默无声—在他们被堺雨家战争机械发射的石头、木桩以及

巨石消灭之前。

       短暂的一瞬间，战场上只有尘埃和寂静。接下来贵贞的军配再次挥舞，虽然受伤

但是坚定着继续战斗的部队重返战场。

       烟、油和黑血在阴影之地尸体的火堆上滚滚升起—难闻的妖怪、被碾碎的迷失

者、鬼的碎片—被一群从头到脚穿着肮脏的棕色长袍的农民扔到燃烧的火堆上。泥鸦

在战后非常常见，不管是被金钱驱使还是被命令偿还某些罪行的都有。一些支持家族

的人带着小饰物来躲避阴影之地的腐蚀，这很容易在人们中间传播：挂在袖子上的护

符，贴着祈祷者画符的小盒子，纤细手腕处裂开的手镯。他们肯定知道护符对如此可

怕的邪恶毫无作用—只有例如玉石这种受祝福的材料才有着抵抗来自阴影之地和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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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的物理和精神上腐化的作用。

       当火堆的火焰势弱的时候泥鸦就会向里面倒油，强迫火焰扼杀这些恶劣的死亡之

餐。贵贞突然意识到，这里比他之前在任何单个地方见过的尸体都要更多。他生命中

经历过许多次战斗，也感受过很多次这次战斗中感受到的痛楚。不过今天不一样。他

的疼痛和战斗都变得更糟糕了。总有一天，他的力量会无法掌控这两者种的任何一

个。

       沉重的脚步声接近了，大名在他开口之前就知道谁来了。“非比寻常的战

斗！”矢加茂高兴着大笑道，伴随着充溢的自豪感。“而这不是唯一的为敌方死者准

备的柴堆。下次阴影之地的渣滓们应该为我们省省事直接把自己扔到火里！”

       贵贞保持了沉默，而这次矢加茂似乎没有注意到，一直在重复讲述他如何用他的

狼牙棒一击干掉了三个哥布尔。氏族冠军慢慢的转过头去，一名附近的侍匆忙的赶到

他的身边，这名侍早已习惯了自己主人微妙姿势中的命令。

       “我的大人？”

       “有一名武士协助我对抗一个身着黑曜石的鬼，让我能撤下来并把精力放在其他

地方。”贵贞静静的命令道。“查明那名侍究竟怎么样了，并立刻回报。”家臣迅速

鞠躬并告退，贵贞则将精力转向堺雨长城，与此同时他看到一名信使朝他跑来。矢加

茂试图去截住这名信使，不过在他看到她持有一件印有阿忧私人印章的织物时便没有

继续，她向冠军和矢加茂鞠躬致意。

       “我的大人，请您原谅。樋田女士已经回来了，她命我请求您前往阅兵场。她的

弟弟宿祢大人也被叫到了。”贵贞哼了一声表示同意，并指示信使带路，他和他的长

子跟随在后。

       “您没有亲自屠杀那只鬼实在是太可惜了，父亲，”在他们前行的时候矢加茂高

声说道。“特别是身着黑曜石的鬼。想象一下杀掉它的荣誉！您—”

       贵贞立刻停下了脚步，矢加茂向前走了一阵后才困惑的发现这一点，转过身去看

着他的父亲，大名双臂抱在胸前并站得笔直。“我需要荣耀吗，长子？你觉得樋田家

族需要吗？或者对于整个巨蟹氏族，我们寻求荣耀吗？”

       矢加茂试图开口回应，不过他父亲的手势阻止了他说话。

       “你必须好好学习这一课，长子，”贵贞低声说道。“力量是好事。你总让我想

起我自己在你这个年纪的事情。不过力量是铁，意味着需要锤炼。而荣耀是个还行的

事情，不过没有实用主义的荣耀什么都不是。记住这一点。”矢加茂点了点头—有点

郁闷不过十分谦逊—而伴随着一声众所周知的嘟囔，贵贞再次跟着信使前行了。他的

儿子和他们的随从默默的跟随在他身后。

       阿忧和她的部队在堺雨长城内部巨大的校场中列队等待，黑血覆盖着他们的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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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而一小群囚犯—妖怪和食人魔—被拴住排成一排在他们身后。当矢加茂和贵贞走

近的时候，宿祢从长城上气喘吁吁的跑下，在那里稍作喘息时阿忧迅速指示一名家臣

去把帆布中的水送给她那生病的弟弟。“放轻松，我的弟弟，我活下来了，”她友善

的说道，声音中充满了关怀。

       “我知道—并非你全部的部队—都这么幸运。”宿祢喘着气回复道。“那些事和

你的囚犯们让我不得不心生警惕。我本预计会是更少数量的敌人试图突破我们的战

线。”

       阿忧的表情变得严峻了起来。“事实上，有两组敌人试图越过长城。哥布尔们试

图通过堺雨志歩武提到的通道，而食人魔们事实上爬过了一段较矮的长城。那就是我

的部队损失的地方—不过我们能够一次性把他们全部抓住。按照国余里大人之前的请

求，我一定会把它们交给他。”

       宿祢本就苍白的面色好似还在流失色彩，他摇晃了一下，危险的可能性攥住了

他。矢加茂咬紧牙关咆哮着，手中紧握着他的武器。只有贵贞保持了表面上的冷静，

慢慢的点了点头。“派两名修验者到战斗所在地去检查腐蚀—确保他们都装备好玉

石。”宿祢本想开口抗议，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我会检查我们的贮存，父亲。”他叹了口气。“我知道我们的玉石已经不多

了，不过我会竭尽所能。我祈祷他们不会用到玉石。”

       与贵贞之前交谈过的侍的出现打破了紧张的气氛，他从大门处走了进来。两名身

着褐色的农民跟在他身后，抬着一具放着被布盖住的尸体的担架。“请您原谅，”他

的话语伴随着深深的鞠躬。“我按照您的要求搜寻了战场。身着黑曜石的鬼已经死了

—我们发现一柄战锤陷在它的头骨中。”

       “不幸的是，当我们移动鬼的尸体时，我们发现这具尸体被它捏住。”侍走过去

并掀开了盖住的布，展示了武士平静的身躯，浑身沾满了鬼的黑色血液。“看起来她

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来杀死那只野兽。”

       贵贞慢慢的走了过去，他看到的第一眼就是武士的头盔，那是樋田家的样式，他

自己的家族。将面颊固定在头盔上的带子已经断了，大名小心翼翼的拿开面颊。家臣

喘着粗气，而贵贞非常感谢他的粗气掩盖了自己的震惊。

       “啊，樋田友夏，”那名侍说道。“她是一名有前途的战士。命运十分残酷。至

少她干净利落的死了。”

       武士的脸庞十分平静，甚至可以说是安详了，如此年轻却身着这样的护甲，身上

沾满了如此多的血迹。贵贞抬起头发现阿忧盯着他，一霎那间他身体中的什么东西像

是三弦琴的琴弦一样被拨动了。他想起了他的每名孩子第一次身着护甲的时刻—矢加

茂即使在小时候也几乎让他的第一套护甲装不下；宿祢则在护甲的重量下磕磕绊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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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有阿忧，自信的就好像她天生就穿着护甲。

       就像友夏自信的站在他身边，一起面对那只鬼。

       “给她以合适的葬礼，以及所有的荣誉，”他听到他自己说道，把布盖回去的同

时把智慧也带了回来，把自己的情绪锁在自己的护甲之下。“她荣耀了她的家族，很

好的服侍了大名。”

       那名侍鞠了一躬，他和他的农民带着友夏的尸体无精打采的离开了。

       在他身后，贵贞听到了他的孩子的讨论—矢加茂和阿忧讨论着他们各自的战斗，

宿祢与一位家臣沟通哪里能找到他们需要的玉石—不过巨蟹氏族冠军几乎没有注意这

些。取而代之的是，他注视着搬运伤者的长队泥鸦：一些被运到医务区，尖叫着寻求

帮助；另一些为他们家族的成员在火化前清洗身体并换上简单的长袍，他们的财产按

照传统被拿出来平分。还有一些被成排放置，因为被腐蚀污染的的躯体会在他们所在

的阅兵场之前的小院子里被立刻火化，随从们正忙于把粗糙切割的杉树原木运到那里

来投入火堆。很长一段时间，他目睹着一排排的死人，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整齐。腐

化最严重的尸体将会直接穿着护甲火化，除了一封感谢和遗憾的书信，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送回给他们的家人。它不会像天皇的信件一样精美，不过它意味着什么。至少对

于巨蟹氏族如此。

       樋田贵贞的眼神终于向上移动了，跟随着上升的黑烟—长城两侧都有，以敌人和

盟友的尸体所喂养—像黑色的手指一样直至天空。

       究竟多少黑烟才能让天皇有所行动？或者是不是整个麓雁大陆都要陷入战火才能

让陛下注意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