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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中崛起
作者： Robert Denton III 译者：雷斯林_M

       一周后，在凤凰领土向东的路上……

       築音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前就已经跨越了森林神社的大门。她的右脚踏进了鸟

居拱门另一侧被祝福的土地，这让她抽搐了一下。在她的同辈和她家中祖先面前，她

像雄狮氏族的人一样闯入了她家的神社。

       当他们两人都走出入口后，築音低声与她身边步伐一致的男性说道。“我又那么

做了。”

“没人注意那件事，”忠贺回复道。“接着向前走就好了。”

       築音把她的手塞到和服袖子里，让她能掌控自己的步伐，让她的头饰、柴家家纹
和奶白色的和服腰带如同无声的队列一般排列整齐。他们沿着曲折的石阶和火红的鸟

居拱门蜿蜒上行。清风摇晃着两边侧斜坡上粉色的花丛，扫过的花瓣散落的满地都

是。在这个反常的春天，这种温暖是一种祝福，即便它让神庙的拱门上积攒了厚厚的

花粉。

       忠贺在前行的过程中低声祈祷，他的大手一颗颗的把弄着一串珠子。他比其余人

都高出一头，身上精心准备的层次分明的和服让他宽广的后背成为了伊泽家族一面孤

独的旗帜。每次他向他人回眸一瞥，築音都觉得他的眼神因尊敬而明亮了起来。而那

些投向她的目光她则无法解读。

         在到达阶梯的顶端后，他们脚下的道路最终通向了神庙的石质院落。葬礼的石碑

还耸立在院落中央，但是前一天葬礼的其他痕迹则早已被移除。队伍进入了院中，柴

家侍在庞大的二层神社中分成了若干小

组，等待着轮到他们的时刻。築音将水

浇在她的手上和前臂上，然后将这祝福

之水传给队伍中的下一个人。她离开了

闷热的人群并凝视着附近的映像池，圣

地巫女在捕捞飘落在水面的桃花瓣。在

她脚下摇摆的镜像中，一名十七岁的少

女回望着她。

       “你感到困扰，”出现在池子附近

的忠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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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犯这种的错误，”她低语道。“不能在这里。如果我在今晚的仪式中犯

错—。”

      “没人会注意的，”他向她保证道。“他们会忙着观察自己而不会有精力关心

你。不过，”他补充道，“除了女士们。她们会注视着我。”

       她的嘴角向上抽动了一下。“我打赌你确实相信这一点。”

       他们默默无言的站在那里，注视着巫女的工作：将网子慢慢的浸入光滑的池塘之

中，并隆重的扫过石质边缘，与夜莺的歌声在此交相辉映。

       “你知道的，”忠贺说道，“如果我们两个之中有人该对今天晚上担忧，那也是

我。”

       “那会是头等大事，”築音回复道。

         “的确如此。”忠贺笑了。风吹动了粉白色的树冠，吹落的一连串花朵挡住了视

线。他眨了眨眼，看着巫女们对于他身边的花瓣感到十分困扰。“当微风偷走桃树的

桃花时，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不过事实上这是个计划好的事情。清风会来，树也

会在这里，花瓣应当如此落下……这些事情应该在它出生时就决定好了。鉴于此，究

竟这里的什么东西让人如此担忧？”

“这听起来像是宿命论，”築音说道。

       “我心中相信这一点。”他向池塘走近一步。水面上反射的光线穿过了忠贺的身

躯。

       “我已经见到了振奋人心的迹象，”他低语道。“大师们青睐我……好吧，是绝

大部分大师。”他笑了起来。“今晚的仪式会让我获得我需要的影响力。当他们看到

我的计划之中蕴含的智慧时，我就会前往巨蟹氏族的领土来完成我的研究。而你会跟

我一起过去。我们将在那里培育未来的种子。”他暂停了一下，然后温柔的加上了注

释，“我们的未来。”

       他们指关节相交擦过。在映像池中，女孩的脸颊吸收了盛开的山茶花的阴影。        

“是眼睛欺骗了我，还是伊泽忠贺大人从他个人的高山上面走了下来？”

       当忠胜对着新出现声音的主人微笑的时候，築音的身体僵住了。一名光彩照人的

年轻人从庭院走来。在他的白色腰带之上，胸口精致的丝绸和服上绣着被烈焰之翼环

绕着的薙刀，那是天堂之翼的家纹。

       忠贺插着手面对着新来者。“太洙君！我还在好奇究竟什么时候你才能鼓起勇气

过来找我。”他们一起大笑着，而築音就这么盯着他们，就好像少年偷看青年的行动

一样。

       “恭喜恭喜，”太洙说道。“留女大师选择你是无上的荣誉。”

       “我会尽力证明自己值得被留女大师选择。”忠贺回复道。“我相信你一会儿也

要参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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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洙点头回应。“是的。今晚我会用天堂之翼的形稽古证明自己是师范的后裔。

尽管我肯定没有他的优雅和专长，不过我会全力以赴来荣耀他的记忆。”

       築音在他们聊天的时候望向远方。他们的声音消逝在寺庙的庭院中，被铺天盖地

的寒暄、相逢的喧嚣以及深深的鞠躬所淹没了。他们中包括老人、年轻人和刚刚元服

的新人，这里的柴家成员比她记忆中任何地方都要多。在人群之上，微风吹动着用于

神圣之舞的舞台斜顶上的挂毯。来自其他省份寺庙的礼物就像他们之下的柴家寺庙一

样：涂满了色彩斑斓颜料的灰色石头和抛光木材构成的神龛。只有一个例外：在高耸

的松树树冠后是质朴并有些褪色的瀑布绘画。一个干燥角落上的标签讲述了它的故

事：本来属于雄狮氏族，却在凤凰氏族的土地上完工。与其他相比，它的色彩黯淡、

不专业且不均衡。

       築音立刻觉得她喜欢这件礼物。她对此有着认同感。

       “终究，我必须与築音君和好，”忠贺戏弄的说道，她自己的名字让築音重新将

注意力集中起来。忠贺大概是唯一一个可以称她为君并安然脱逃的人。“正是因为我

的存在，她才无法像其他人一样从她的用心棒职责中解脱出来。”

       她灼热的目光瞥了他一眼。而他则报以顽皮的微笑。

       “築音大人非常勤奋，”太洙称赞道。他的微笑牵动了他的眼睛。“很高兴再见

到你。你缺席了竿灯祭。一些人对此颇有微词，但我向他们保证，如果你的职责允许

你一定会到场的。”

       就像她孤立无援时的一贯所为，她只是点了点头并回应道，“如您所言。”

       築音终于在内部圣所独自一人了，她恭敬的将自己的香炉放在热碳上。片刻间，

两股沉香盘旋升起，缠绕着最近逝者的标记，一个上面有纸条的漆器骨灰盒。在淡褐

色的烛光下，築音看到了表面的字样：柴氏密，凤凰氏族冠军。築音像巫女向她展示

的那样持有着一串珠子。她试图不去思考她从那名巫女那里听到的事情：凤凰氏族冠

军在他的时刻到来之前就逝去了。这强烈的影响了她的哥哥。与此相反，她低着头闭

上眼，为逝者的灵魂进行着祷告。

       在她成年时，他坐在元服仪式大厅的坐首。她会想起他曾经的形象，矮小的身形

和苍白的特征与他那华美的肩服反差严重，就好像那肩服要带着他起飞一样。他的身

边坐着他最有希望的学生，这又是一个有着至高荣耀的位置。那天柴太洙坐在那里，

在她的想象中应当属于她哥哥的位置—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外面响起了咔嚓的响声。回忆消退了。築音注视着她的家族的建立者—柴的雕

像。他在这个作品中保持了下跪的姿态。现在这尊雕像似乎比她认知中任何时刻都要

大。她听到了外面女祭司指挥巫女准备仪式的叱喝声。



44

       只有一晚。随后她和忠贺就能回到他们的简单生活之中。向着他们的未来努力的

生活。

       她悄悄地从她的白色腰带中拿出了一块薄布。素棉的边缘已经破损，也不再长过

她的前臂了，不过它依然展示着她哥哥道场破碎的家纹。她的手指握住了他的头巾。

她安静的呼了一口气。一瞬间，就好像他还在这里，微笑着看着她的小妹，把这块布

从他的头上解下来并用它包扎她膝盖上的微小擦伤。

       “我会竭尽所能，”她低语道。上方，柴的石像向下注视着她。

       在神社前洒满月光的院子里，太洙用他那纤细的薙刀追逐着星星。他在银色的弧

线间旋转着，他的步伐之间毫无停顿。築音没有看到人和利刃这两个实体，而是在弧

光、真钢和虚无中起舞的一个整体。每个优雅的姿势都意味着一名无形对手的死亡，

每次划破空气的响声都意味着一次临终的呼吸。太洙保持了身形的停滞，一只脚撤到

另一条腿的膝盖后，单腿保持平衡，让长矛向外刺去。那时他就像竹筏映衬着溪流一

样映衬着天空。

       太洙将武器放在架子上，并将额头抵在地上。当他起身时，整个庭院在他的表演

下明亮了起来。火热的火盆嫉妒的吞噬着夜空中的飞蛾。他回到了他那好比一片枫树

丛中一棵独一的樱树一样的座位上。

       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如此完美的使出天堂之翼的形稽古，即便氏密活着时也比不上

他。如果已故的冠军尚在人世，那这肯定是他最优秀弟子的技艺之一。

       沉闷的钟声划过天际，标志着鼠时的到来。庭院中成群的观礼者就像一个人一样

同时转向了寺庙入口。神社的彩绘门滑向一边。如同一个人一样，柴家的成员鞠躬致

意。随着神社巫女、祭祀和修验师的队伍寂静的进入庭院，築音注意到漆制舆车边缘

闪耀着月亮的光辉。

       柏树上放置着一把弯刀。复杂的羽毛精致的雕刻在剑鞘上，吸引着火盆光芒的同

时，散发着绯红和抛光金色的光辉。即便在她坐的地方，築音也能看到它的蛇皮护手

上镶嵌的每颗珍珠，完好的丝绸缎带顺滑的缠绕着剑柄，弯曲的铜翼是它的剑锷。

       小富士介。凤凰氏族的先祖之剑，从帝国初期开始被每位凤凰氏族冠军所持有之

物。

       最后离开神社的是五位身着华美丝绸长袍的人，他们每个人的肩服上各标记着被

完美的圆环围绕着的五种不同元素的纹饰。他们走到夜空之下时，築音会想起忠贺长

久以前教给她的五种元素：火、水、风、土和空。五种自然元素，对应着五位元素大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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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她发现了伊泽忠贺，他站在土元素大师身边。忠贺身着仪式长袍的样子看

起来更加的光耀照人。他背后空位的阴影揪着她的心，不过她平复下来试图去找他的

冲动，并提醒自己应该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只有那些被神明所爱的人才能主持这部

分的仪式。即便他对于没有築音在他身边感到奇怪，他也没有给出任何迹象。比他的

师范高大且只有他的师范一半的年纪，忠贺就好像在一棵枯萎的橡树身边挺拔的松树

一般。其他的元素大师也都有自己的学徒，每个人一个。就像一个人一样，他们低下

头去，双唇齐声动作。他们的话语不是说给人们的，取而代之的则是直达天堂。

      築音本能的感受到了另一个人注视的重量。在庭院讲台上的坐位之上，柴家城堡

的临时主人注视着她：柴簾和，前冠军的旗本，也是他的弟弟。火盆的光将淡淡的皱

纹映入他的脸上，装点着他的寺庙的银色条纹被点燃了。他的白色腰带几乎在发光，

他手中拿着的卷轴也是如此。柴氏密的临终遗言，他的死亡诗歌，被封印在这个卷轴

上。

      面对着他那毫无表情的凝视她的身体不由得僵住了，与他的目光对视让她的脸颊

热了起来，她拼命去回想自己是因为做错了什么才吸引了他的目光。不过她并没有遭

到城堡之主进一步的责难。他只是点了点头，随后将注意力转回了仪式。她也如法炮

制，松了一口气后紧接着的就是头昏脑胀。

      第一名向前的学徒是风元素大师的随从。五位巫女包围着她。有节奏的太鼓鼓声

响彻空地。每次轰鸣的鼓声都好像打了築音的心脏一下。巫女们翩翩起舞构成了一出

华美的舞蹈，与此同时修验者拿出了一个小贝壳并将其放在嘴边。随着声音在人群中

回荡，一阵微风吹过树冠，为下面的人群带来了一阵白色的桃花雨。神明已经接受了

祭品。

      到了忠贺出场的时候了。他那正式的长袍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身材让他主导了空

地。巫女变换了她们的舞蹈。舞步更

加的沉重，更加的集中。忠贺拿出一

只瓷盆，里面有一颗葱绿的嫩芽。他

的另一只手在不断的转动着念珠，低

声嘟囔着。一开始变化很慢，不过一

瞬间萌芽成长起来并且盛开了白色的

花朵。

       周围人的喘息声让築音皱了皱眉

头。尽管他们迅速的安静了下来，她

也能想象长辈们对他们更年轻更不受

管制的这一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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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名上场的是火大师的学生。神圣的舞蹈呈现出充满活力的舞步和钢劲的动

作。年轻人拿出一支蜡烛，将其向外推去以作为贡品。他闭上眼开始低语。庭院中的

光亮闪烁着，并随着祈祷者内心的祷告不断增长。人们伸长了自己的脖子，全神贯注

的盯着蜡烛。

       学徒停了下来。他睁开了双眼。什么也没变。他眨着眼表达了自己的困惑。紧接

着一声巨响，庭院之外的挂毯爆发出一团火焰。

       人群朝着突然的光亮望去。火焰吞噬了陈旧的织物。一阵风撕扯着烈焰，让神社

的茅草顶燃烧了起来。

       築音感觉到人们在推搡着她。尖叫声划破了天空，仆人们纷纷逃离了他们的岗位

并四散奔逃。柴簾和站了起来，不过他的脸色并没有什么变化。他开口开始下达命

令。被召集的侍们立刻开始行动，疏散庭院，接水救火。一些人朝着神社跑去，她意

识到自己是其中的一员。

       火焰贪婪的剥离着长木表面的涂漆，将它们扔到一边后深深的噬咬着下面的古代

木材。火焰已经蔓延到了地面，就像泼洒的油漆一样。

       元素大师们在燃烧的神社周围一动不动。他们发光的面孔平静的注视着蔓延的火

焰，就好像他们在阅读卷轴或者评价一副画作一样。两名大师似乎互相说着什么，不

过築音没法听到内容。一块阴燃的砖块砸坏了水大师周围的地面。她甚至没有一丝动

摇。而忠贺则与他们在一起，是庭院里仅存的学生了，他那巨大的身影是唯一能被辨

认出来的原因。

       築音跑到他身边才重新开始呼吸。她抓住他的手臂。“忠贺大人！这里太危险

了。跟我来。”

       “不！”忠贺那不同寻常的呼喊声冻结了築音的血液。他转过身双眼发着光，他

的轮廓被橙色的火光映衬着。“别管我！内部神社！图书馆！”族谱、祷文、星图、

咒语。无价的知识。无可替代。

       有人从她身边跑过。当她转向神社的时候，她瞥见了柴太洙，他那发光的丝绸长

袍随着他的奔跑在空中飞舞。当他跳进燃烧的神社时，他的面色平静如常。接下来他

消失了，被火光吞噬了。

       她紧随其后。灼热刺痛了她的皮肤，眼泪从她热辣辣的眼中不断流下，不过她径

直前往内部圣所，她知道那是太洙一定会前往的地方。身边的一切都带着黄光或者散

发着黑铁色的烟。她无法再前进了。不过她环顾四周，也同样没有发现退路。她前进

的道路在几步远的地方被火焰阻碍了。它们蔓延的如此快吗？她想起了她哥哥的头巾

并把它从腰带中拿了出来。她将它按在脸上并通过头巾呼吸，蹲在烟雾之下勉强呼吸

着，并寻找着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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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焰的噼啪声之上，她听到了绝望

的呼喊声。“请帮帮我们！”那声音

来自曾经是管理室的侧室。在那里她

找到了两名仆人和一名巫女。一名仆

人被燃烧的家具压在下面，另一名高

声呼救。那名巫女只是盯着墙上蔓延

的烈焰。

築音用她的肩膀猛力撞击放满箱子的

架子。它震了一下但是并没有移动。

在她推箱子的时候，头巾从她的手中

掉了下来。巫女从恍惚中回过神来，

来到她的身边并帮忙一起推着箱子。终于，她们齐心协力把箱子都推开了。築音不用

看那个人的腿就知道，那双腿对他已经没用了。

       一道烟雾在他们周围环绕着。築音环绕四周寻找着出口，但是却毫无发现—不过

她面前烈焰环绕的墙壁倒是引起了她的注意：木制的架构，由多层纸张和一层石膏筑

成的墙。

       “这边走！”她高喊道，使尽全力让自己冲向那堵墙。

       热浪灼伤了她的面颊，火焰环绕着她。不过纸墙被打破了，撕开了一个不规则的

洞直通神社的花园。她觉得自己掉入了一个灌木丛并面朝下滚了下去。在她身后，巫

女搀着一瘸一拐的仆人穿过燃烧的墙洞并走入了夜空之下。

       築音准备起身时身体却僵住了。她正好位于一名身着盛大华美长袍的男人脚下，

他身后的影子就像展开的双翼一样。火元素大师的纹章骄傲的在他胸口展示着。他盯

着烈焰，双手紧握着一长串琥珀珠。他的面色如同岩石一般严肃，不过他口中抛出的

祷告却几乎满是祈求的语气了。他的双手扭动着。那串珠子发出了一声巨响，琥珀珠

撒的满地都是。

       当最后一颗珠子落地时，神社上最后一点火光也随之消失了。大师闭上眼并低语

道，“谢谢，火之神明，感谢您接受这件礼物。”

       築音看着她脸边几寸处的祈祷珠冒出了黑烟。

       接下来的时间都被凤凰氏族的侍清点损失所占据了。本殿比它看起来的好得多。

多亏了柴簾和的指挥和火大师的专业处置能力，火焰从未蔓延到内部圣所和至圣所。

三分之一的外部结构被毁了，不过剩下的区间并没有倒塌。除了注连绳装载的灵魂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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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东西受损了。神社的巫女会在潺潺的小溪上放下

灯笼来引导迷失的灵魂重回神社，与此同时，一个新的被祝福的注连绳也会在神社准

备好。祭司们上供了祭品希望神社现在的状况不会冒犯到那些留在神社中的灵魂。终

究，这些伤疤都会痊愈。

         一些柴家人走出了神社。他们带着文物、文件以及装有价值连城的灰烬和火焰的

炉子离开。在映像池中看到自己，築音发现没法把自己整理的更好点了。她的额头和

面颊上到处都是黑色的污迹。而她那深棕色的头发变成了黑色并直挺挺的立了起来。

她身上的和服被火焰烧到，染上了烟熏的污渍。她皱起了眉头，并将袖子上的灰尘掸

了下去。

       然后她回过头去看着她撕碎的神社墙壁。在她撕碎的墙洞里面，延伸出了一层黑

色的煤炭构成的花瓣和一缕黑烟。她盯着那个她丢下她哥哥头巾的地方。现在就跟他

一样了：只有一片灰烬，他的一切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築音！”

       声音来自太洙。他与元素大师一道，把他从烈焰中抢救回来的装有氏密骨灰的松

木盒放回原处。他身上的和服完美无瑕，一卷古老的卷轴挂在他的挎包上。他走近了

築音，眼中满是关怀。尽管从他身上能闻到烟的味道，但却无法在他身上找到一点灰

烬或者烧伤的迹象。

       “你还好吗？”他问道。“你不该直接跳到像那样燃烧的建筑物里面，築音。”

       她只是径直盯着他，自己则像一只被烧焦翅膀的鸟儿一样浑身烧焦乌黑。

“跟我一起来，”火大师走到忠贺身边并向他低语道。“你得知道这件事。”
       忠贺点了点头，跟着火大师走到元素大师们所在的地方来确保他们的谈话不被别

人窃听。他站到了他的师范，土大师伊澤 留女的身边并无视了年长者不满的目光。

       “你的学生已经承担了全部责任，燃大人。”留女说道。

       火大师的眉头紧皱。“我必须遣散他是一种耻辱。他有着很大的希望。”

       “这也无济于事，”留女回应道。“我们必须维护脸面并阻止恐慌。他对于他完

成的必要之事表现的十分高尚。”

       “即便如此，”火大师低语道。

       “这变得……更糟了，”衰老的气大师低语道。他靠着镶嵌满玉石的手杖并挣扎

着呼吸了几口气，其他人都等待着他继续发言。“我们不能……继续等待失衡……来

自我修复。我们必须……变得直接……介入。”

       水大师点点头。她的脸藏在了从她的圆锥帽中随意分下的两座黑发瀑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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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便卵石也能溅起涟漪。其他

氏族很快会有疑问。凤凰氏族能提供

答案最好。”

       “也许暂时停止仪式会更明

智，”留女建议道。“神社的毁坏是

个坏兆头。”一个接一个的，他们转

向了空大师。伊澤宇慈菜已经在地面

上画了个环。随即他从自己众多的小

袋子里面拿出一把光滑的石头。在其

他人的注视下，他把石子扔进了环

中。接下来他蹲在旁边皱着眉头研究

着这些石子。

  忠贺向前一步。“父亲？”

       “仪式必须继续。”宇慈菜回过头来。“凤凰氏族需要一个冠军。”

       築音加入了柴家之环，站到了她所应该在的位置。太洙站在她的右边，目光虔诚

的低了下去。甚至柴簾和也加入到环中。他们一起站好，肩并肩，而空大师站在环的

中央。大师的手中拿着凤凰氏族的先祖之剑。

       “小富士介，”宇慈菜说道，“我们谦卑的请求你向我们展示你的选择。”然后

他转身面对着他正后方的男人并向他鞠躬，手臂伸展开并将剑交给他。

       柴簾和低着头接过了剑。他拿着这把剑一会儿，其他人都注视着他和剑。宇慈菜

举起了手。从她所在的环的另一侧，築音也通过簾和的微笑感到了解脱。

         簾和转向他右边的柴家侍并将利刃交予他。剑被接了过去。侍持有着剑，不过什

么事情都没发生，他低下自己的头并将其再次传递。利刃从一名柴家侍转交给另一名

柴家侍，缓慢而虔诚的在空大师的持续不变的目光下进行着。

       築音看了太洙一眼，发现他十分担忧的神色。他向她微笑着以作鼓励。这让她把

自己想说的话收了回去。天堂之翼的家纹和在他肩膀上的柴氏密的私人印记一起在月

光下熠熠生辉，洒满了他那无暇的和服。

       那一定会是你，太洙大人，她想道。她的微笑更灿烂了。也应该如此。

       当利剑到来时她鞠了一躬。这比她母亲的剑轻了一些，就好像剑鞘是空的一样。

在一瞬间她注意到了月光沿着铜制护手的边缘起舞，以及镶嵌在剑柄之上的每颗精美

的珍珠。剑鞘是由一整块木头精心雕刻而成，就好像真正的羽毛只是简单的在剑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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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了一样。她无法找到它的任何瑕疵。先祖之剑缺乏真正武士刀那激进的弧线以及

现代铸造工艺的好处，不过它依然看起来像是刚刚被铸造一样。这将是她唯一一次可

以握住这把剑的时机。她屏住呼吸来让这一刻持续的稍微长一点。

       她转向了太洙。把小富士介递交给你是无上的荣耀，太洙大人。

       剑从剑鞘中伸出了一部分，露出了一尺无暇的剑刃。

       伊澤宇慈菜喘了一口气。築音僵住了。环中出现了阵阵低语和目光交互。在环的

另一侧，簾和微笑着。築音望向太洙。他的眼睛睁得很大。就像她一样。

      “已经被选定了！”宇慈菜宣布道。她张开了嘴却什么也没说。他凝视着她的注

视，微笑着，握着她的手臂。“那是你，柴築音，凤凰氏族冠军！”

       甚至夜间青蛙的鸣叫都没有出现，庭院中弥漫着沉默。築音想要驳斥它，告诉大

家这是个错误。她不可能是冠军。这不可能。

       不过顶撞空大师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取而代之的是，她低下头，而她的声音终于

回来了。“如您所言。”她在伊泽家面前跪下并发誓服侍伊泽家。

築音一个人呆在内部圣所。月光从天花板上烧穿的大洞射入深深的井中。她们用银色

的补丁为她编制描画了一个新的带翼肩服。她的腰带上绘有柴家城堡和周围省份的地

图—她的新家。她考虑在柴的雕像和氏密的神社前面点燃香，不过这个想法让她的内
脏扭曲了起来。这地方已经闻起来满是燃尽的柏树和骨灰的味道了。如果忠贺在这

里，她会让他点燃香，这样可以不触犯当下的灵魂。不过忠贺不在这里。而在明天早

晨，当他继续他的职责时，她会继续保持在他身后。

       她看着她手中的小富士介，感受着它的重量以及剑鞘上雕刻的沟槽。她笨拙的双

手在无暇的利剑面前就是长茧的、粗糙的和肮脏的。不像柴太洙那优雅的双手，那双

手从未有机会触碰这把剑。现在它们再也不可能触碰了。

       在她当选后的一瞬间，他的眼光暗淡了下去，而他几乎没有掩饰皱眉。当剑从剑

鞘伸出时，是不是已经视作是他了呢？

       一阵急促的呼吸声出现了。然后是另一声。接下来它们不断的涌现着。好似寒冷

的手攥住了她的心脏，她的胸腔一下子就绷紧了。她在溺水。她在燃烧。她感觉自己

向着天花板的大洞飞了过去。云层挡住了月亮。她的思绪像是一个过满的茶杯一样不

断的外溢着。这是个错误。你不应该在这。这一点错了。这些全都错了。

       她的肩膀上感到了轻轻的重量。她睁开眼。神社还在这里。她还在这里。在她脚

下还有一层，而月光通过天花板照射下来。萤火虫飞进了神社里面。它们闪烁着，在

空中停滞着，不断的跳跃进出现实。外面的风吹动了树木。而内部一切都仍保持着静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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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築音还是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她的肩膀上，一个轻轻的触碰，仅此而已，不过她

在那里却找不到任何东西。她的手指缠绕在小富士介之上，随后便从剑鞘中抽出了半

截剑身。那如同镜面一般的利刃反射下，她看到了一名十七岁夏天的女孩的面孔。

       以及在她身后，氏密的面孔。他那饱经风霜的皱纹和辉煌无比的带翼肩服消失

了。他穿着一件朴素的乡下装束并且面带笑容。他的手放在她的肩上。在他身后是成

群的凤凰氏族战士们。年老的、年轻的、男性和女性，他们的服饰从近代到古代都

有，他们占满了整个圣所，而他们发光的身体让月光透了过去并没有投下任何阴影。

每代的凤凰氏族冠军，都站在她身后，都带着相同的淡淡的微笑。

       一个不属于她但与她类似声音的念头出现了。你永远不会孤单，築音。她合上了

剑鞘，并静静的呼了一口气。

       “我会竭尽所能，”她低语道。在她头上，柴的雕像那石制的面孔正对着她微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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