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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起波涛
作者： Marie Brennan 译者：雷斯林_M 

与此同时，在麓雁大陆最北方的群山中……

       一名更谨慎的人—或者一名缘由较少的人—绝不会在本季节这么早的时候试图离

开见元城。即便在潜龙氏族的标准下，这个冬季也是十分严酷的，尽管它已经开始渐

渐松动，但依然没有放手离去。雪依然堆积在城镇街边，那是百姓劳工们将雪从街上

铲除的成果，等到晚上的时候被清理过的街面就变成了微小的山峦复制品，像石头一

样坚硬的冻结泥土形成了山峰和山谷。

  见元正成希望再等待一周甚至两周再动身启程。这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危着想—

尽管随着时间流逝，他的关节对寒冷表示了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是为了他的部下的

安危着想。他在春分后立刻启程让他的部下冒了风险，而且他非常明白这一点。

       不过推迟出行让整个氏族面对了更大的风险。而且正成知道如果他张口询问，他
的随行人员都会支持他提出启程后立刻出发，即便意味着他们将会在暴风雪的尖牙利

齿下骑行。

       他永远不会询问此事来冒犯他的部下的荣誉。所以他们在城堡的庭院中上马，奔

向忙碌的城镇，穿过主街到达大门处：七名武士和他们的足轻，人们飞奔着为他们让

开了道路。正成希望这已经足够来确保前往西北的旅程安全。即便在最好的时候，潜

龙氏族的山峦也不像仙鹤氏族的领地那样安全，而在这么严酷的一个冬天后，他必须

未雨绸缪。

       在他为了未来旅程的危险思考的时候，他差点对眼前的危险注意的太晚了。

       正成绝望的拉扯着缰绳。他的坐骑嘶叫着，侧身滑倒，一只蹄子在泥里打滑。正

成立刻飞跃翻滚，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的马会压断他自己的腿。穿过战

马护甲的嘶鸣声告诉他他的战马没有这么幸运。

       但是孩子—

       在他的脚恢复知觉之前，正成就已经在寻找那个几乎被他踩中的孩子了。他发现

她跪在街边谦卑的道歉着。一名差不多十二岁的女孩，穿着简单的和服和武士实习生

的裙袴。她把自己的额头压在冰冻的泥土之上。“见元尊上，请原谅疏忽的在下！”

正成把她拉起来检察着伤势，“你没有受伤？”

       “是的，我的大人。我对于我的疏忽没有任何理由—请原谅我！”

       这让他喉咙中的骨头化成了水。如果我伤害了一名孩子……
       “我的大人！”他的旗本见元瞳站在他的失足坐骑边上。“乐雪伤的很重，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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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它是不是能活下来。”

       正成愿意牺牲一打战马来拯救这名孩子的性命。不管什么问题困扰着潜龙氏族，

不管他们如何冒犯了丰饶福祉，它只影响人而没有影响这片土地的动物。马、狼和熊

的欣欣向荣与人类年复一年的萎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拥有敏锐头脑的木津纪家发

现此事前，这个问题已经发生在他们身上一个世纪或者更久了；而现在，这件事无可

辩驳。潜龙氏族没有足够多的孩子。

       而在侍阶层中，问题已经变得足够绝望来让潜龙氏族必须采取绝望的措施。正成

刚刚救下的女孩—她是生于侍家族的吗？或者她原来是一名农民，被某些阿贺娑修验

者认定具有足够精神潜质来被接纳，给予抚养、训练以及侍的身份？

       通过外表没法告诉他答案。事实上正成并不想知道。他拿起了他的智慧和威严，

让两人的距离变得更加合乎礼数。他对这名女孩说到，“你必须在未来表现出更多的

谨慎。一名武士不惧怕危险，但是他必须警惕它的存在。”

        女孩再次跪在融化的泥地中。“是的，见元尊上。”

       “走吧，”正成说道。直到她离开，他才转身去面对瞳和他那受伤的坐骑。

       快速的检查告诉了他真相。即便最有天赋的马医也没法救下他的战马了；治疗太

慢了，即便使用吊索来减轻乐雪伤腿的负担，它也不适合再被骑行了。只有修验者的

祈祷才可能让她的坐骑恢复，不过正成可不想为这种小事来祈求神明的祝福。更别提

在天堂本身因为某些未知的罪行谴责潜龙氏族的时候。

       他为他自己做了必须做的事情，割断了乐雪的喉咙来让他的坐骑不再受苦。此

后，瞳为他清洁了他的小刀，同时正成前往附近的一座寺庙。他从泉水中舀出一瓢水

洗手并理发，然后让和尚使用纸棒驱逐出他体内不洁的死亡。到他再次出现时，他的

一名武士已经回到城堡并带回来了一匹新马。

       然后他重新整装上马。在见元城墙外，麻烦到处都是。他需要在一切太晚之前与

氏族冠军谈谈这些。

       正成坐骑的意外让他的部下十分不安。没人开口说话，不过他看到他们祈祷或者

停在路边为神庙上供的频率显着增加了。他们的旅程以一个让人不安的预示开始—而

当他们到达高松村时，他们发现了另一个不安的预示。

      “树都去哪了？”瞳突然问道，打破了持续整个下午的寂静。松树曾经在村子东

边的山岭上，独自在那里张扬着自己的华美，数英里内都可以看到。而现在山岭光秃

秃的。正成眯起眼辨认出伴随着黑色锯齿的残破树桩。不安的私语在他身后出现，随

后便再次陷入寂静。

       他们在日落前不久通过了松树的残留物。冬季的风暴肯定把它们都刮倒了，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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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居民已经砍掉了大部分的树干。正

成让他的随从小堀素山记录下此事，并

询问当地的农民是否获得了他们监工的

许可来把这些木材用作生火的木柴。按

照法律，像这样的长木是当地大名的财

产，主要用于建设—不过这并不能阻止

百姓拿走木材来自己使用。而在如此苦

涩的冬天中，他怀疑他们是否会在将木

材占为己有之前产生丝毫犹豫。

       高松村是一个小地方，只是因为它

为旅行者提供驿站才变得重要起来。按

照他们发现的事情推断，正成和他的下属是第一批大雪融化后经过此地的人。

  他们的房间毫无准备，榻榻米潮湿且散发着霉味，提供的食物则带着离去的冬天

风格，牛蒡根煮粗粮粥。

  “为什么没有大米？”瞳要求道。

       他们的领头人三次郎低下身鞠躬。瞳是一名高大的女人，尽管她在盔甲下的躯体

略显纤细，但是她身上的每一寸都是肌肉。她可以不用她的剑而把领头人撕成两

半。“请原谅我们卑微的村落，见元大人，”他说道。“害虫去年秋天闯入了我们的

贮藏；那些没有被他们吃掉的大米也都被严重污染了。我们为您留下了这些粗粮，但

这也是我们仅存的最后存粮了。”

       瞳皱起了眉毛，不过当她向正成征求意见时，他微微的摇摇头阻止了她。三次郎

作为高松村的领头人已经超过十年了。他不是那种偷窃大米来喂饱自己的人民并向大

名撒谎的人。不，村庄的不幸只是又一个天堂不悦的征兆。

       “这可能会让仙鹤氏族的人晕倒，”瞳喃喃的说道，不过随后她就平静了下来。

潜龙氏族对艰苦的生活并不陌生，而此时在见元城内的晚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只有

伴随着土地解冻，日子才会好过起来。

       土地解冻，以及天国的恩惠。正成希望能尽快见到其中的一个。

       在这么一个小村庄内，伴随着如此苦涩的天气，实在是没有什么饭后娱乐活动可

以进行。他手下的武士们肩并肩的围着火盆坐着，试图让他们排成的环内的热量保持

在自己体内，同时静静的互相交谈。正成溜到室外去处理必要事务，看着他自己的呼

吸在月光下结成雾状。在更暖和的南方，樱花应该已经绽放了。

寒冷寂静的环境让声音传播的异常清晰。三次郎的妻子由纪在不远的帐篷中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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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们的晚餐，他听到了女人的声音低语着，“诸事归一。诸事归一。诸事归一。”

正成的血液变得比寒风更冷冽。忠于小导师—其他的写法叫做绝对相信小导师。

       这是完美乡教派的祷文。

       完美乡—在这，在高松村。完美乡教派近年来在潜龙氏族腹地蓬勃发展，特别是

在那些小到没有名字的村庄之中，这些村子小到如果他们一年能看到两次新生兄弟会

的和尚就已经足够幸运了。住在这些与世隔离的村子中的人们发展出了许多奇怪的习

俗，而他们很高兴获得了这样一个宗教告诉他们无需学习任何困难的方式或者提升自

身内在的修养；他们只需要祈求小导师新生来从重生的循环中解脱出来。

       这当然对那些缺乏时间和教育以投身于兄弟会要求的农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四

个简单的字句，新生就会拯救他们。这种做法极具争议；凤凰氏族已经完全取缔了归

一，对任何念出那句话的人施以严峻惩罚，无论他是农民、和尚还是侍。他们说这是

异端—虚假之道，而非真正取得启迪之道。

       正成不是宗教学者。他对于归一及它的效用的辩论知之甚少。他只知道近几年间

完美乡教派追随者的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暴力。在这样一个并非氏族腹地的北上

重要驿站发现他们的踪迹……

       把其他忧虑放在一边，正成踱回屋中。“瞳君。占用一点你的时间。”

       她毫不犹豫的起身并随他外出。声音已经归于寂静，不过正成把瞳带到了足够避

人耳目的地方才向她道出他刚刚听到了什么。

         瞳曾经微笑过吗？也许在他哥哥死之前有过，不过在那之后就很少了，近年来

则更是无迹可寻。她那紧皱的眉头很有她个人的特点，就像她的回答一样。“这是不

是他们没有大米的原因？因为他们已经把大米送给了教派领袖？”

       “我怀疑不是这样，”正成说道。“仙鹤氏族近年来只有很少的大米被用于出

售；我们在大米贮藏上的紧缺是自然的事情。我更关心这个教派扩张的证据。”

         一开始瞳时刻关注着正成，不过现在她小心翼翼的站了起来，双手紧握住两支

剑柄，准备一瞬间同时抽出两把佩剑。她的眼神左右环顾，搜寻着安静的暗影。“我

们势必经过这个村子。如果他们打算埋伏你，这是个理想的场所。”

       报告表明他们的行为变得更加大胆—不过肯定没有这么大胆。“这对他们有什么

好处？杀掉见元家的大名只会在整个帝国内为他们打上罪犯的烙印。”

       “他们已经是罪犯了，”瞳说道。

       “只是在凤凰氏族的土地上。我们这里没有任何针对此教派的法令。世上有许多

道路来寻求启迪，瞳君，而如果他们的祷文有微不足道的机会来让他们达成此道，那

么他们是否应该被允许遵从此道呢？”

         她的下颚表明她强硬了起来。“他们说他们会在死后达成启迪，在新生为他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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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天堂中完成。相信此道的人们会毫不犹豫的因为他们的原因把自己置于我们的刀

剑之下。”

       她说的也许是对的。他在冬季到来之前收到的最后一份报告暗示教派的信徒们在

武装自己。这是比起饥饿的狼群或者通常的晚冬强盗更大的威胁，这也是让他下令自

己队伍武装出行的原因。完美乡的领袖说世界将会陷入衰落的德行，而帝国的诸多疾

病应当怪罪于侍阶层。这些言语已经处在叛乱的边缘了—甚至已经越过了那条线。

       正成深吸了一口气，感觉寒冷的空气噬咬着他的内脏。“你会建议怎么做呢，瞳

君？”

       她的回答毫无犹豫可言。“制止教派在此扎根，见元尊上。我们把所有百姓聚集

在一起并询问他们直到我们摸清这里究竟有多少信徒。然后给他们一个示例，展示给

他们这条路的下游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是什么。”

       七名武士和他们的足轻：他们应该

能做到瞳说的事情。带领军队远征山峦

之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里的

问题很好触及。

       容易触及—但是难于解决。遵循瞳

的建议可能很快就会导致他希望避免的

那种全面武装冲突。

       不过不遵循她的意见……将来的日

子中潜龙氏族将会付出什么代价呢？帝

国将会付出什么代价呢？

正成的下巴收紧了。他想象着他自己的

儿子跪在三次郎和由纪身边，低下头等着刀剑的到来。

“现在做决定还为时尚早，”他最终说道。“我已经打算与氏族冠军讨论此事。我会

将高松村的情况报告给他，然后看看他支持什么样的行动。”

他知道瞳不喜欢这个决定。她总是希望能有迅速的行动，即便代价高昂。不过她的纪

律强于她的愤怒；她鞠下躬并低语道，“如您所说，我的大人。我会在明天第一缕阳

光出现时备好马匹。同时我们今天晚上会一直观察情况。”

       正成永远不会放肆到去质疑潜龙氏族神圣的建立者。神明富樫重视独处—他的所

有后人也都具备这一特质—没有什么地方会比潜龙氏族北部森严的高峰更容易获得独
处了，那片地区的边界也被称为北方长城。即便在一年中最好的时光，这也让人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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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冠军之间的交流十分困难……当然了，毫无疑问这是有好处的，只不过是在正成

认知之外的好处。

       对于正成来说至少路途是清晰的。它在狭窄的山脉和陡峭的山坡中穿梭，并且仍

然被冰雪所阻隔，不过它就在那里。那些未被邀请而前往寻找光明高塔的人们会发现

自己迷失在山峦中，有时候永远也找不到出路。

       高塔耸立在正成一行人的头顶。半堡垒半寺院的高塔就像某些强大野兽的爪子一

样，紧紧抓住山峰上裸露的岩石。唯一的通行方式是登上狭窄的千级台阶。阶梯旁边

聚集着一片建筑，为那些不能进入光明高塔的访者提供住宿。穿着简单长袍并训练加

入伊势济的沉默侍僧接过了他们马匹的缰绳。

       正成独自走上台阶，把其余人员留在了下面—包括瞳。他的肩膀上背着装有随从

报告的书包，准备随时将报告交给适当的人处理。在麓雁大陆的其他地方，这样的事

务被视为有损家族大名的尊严，但是在这里并非如此。

       有人在阶梯顶等着他，那是一个毫不动摇的身躯，在正成稳步向上攀爬台阶的时

候也没有偏移过任何重心。这个人在远处也会被人一眼认出：即便在伊势济中，也很

少有人在公开场合穿得这么少—身上只穿着绿色的甚平短裤。

       不过富樫密即便在他自己的武僧团中也是极端优秀的。尽管对于整个帝国的侍来

说，如果自己的血脉没有任何合适的继承人，那么侍就会考虑收养孩子来继承血脉，

而潜龙氏族的领导权总是传递给伊势济中最具天赋的和尚，无视这名和尚原来的出

身。名为庄的男孩曾经在福禄人圣堂做一名侍僧，在氏族冠军找到他之前被未知的父
母遗弃于此。而现在，庄变成了富樫密，潜龙氏族的继承人。

       大部分的继承人都会身着华丽的和服或者护甲，不过密的唯一装饰就是他的纹

身，他那近乎裸体的穿着方式骄傲的炫耀着这一点。它们缠绕着他的躯干和双臂，甚

至他的小腿上也布满了纹身：猴子和乌鸦，蜈蚣和蜻蜓，前胸的巨蟹和后背的猛虎，

巨龙的头部缠绕着他的颈部和头皮。这一切都是伊势济中最出色的纹身师富樫凯术的

杰作。

       冬天的天气让正成的状态有些不好；他必须在向氏族继承人问好时集中精力以免

气喘吁吁。“我前来要求富樫尊上倾听。”

       “当然，”密说道。高塔从未对正成的到来感到惊讶。“一旦你准备好我就会带

你去见他。”

       希望这是个好兆头。即便是家族大名也经常需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与氏族冠军交

谈。正成将书包交给了大门内等待着的一名伊势济，这名女士明显是一名新加入武僧

团的和尚，她只有两条纹身包裹着她的臂膀：一条蛇和一只蝴蝶。他随后与密一同走

进了光明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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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麓雁大陆其他的城堡不同，它的工事并非是由高墙和深壑组成的。山峦是第一

道防线，而经常隐藏在道路两旁的奇怪力量是第二道防线。任何克服了以上困难而仍

然希望攻打光明高塔的人需要在狭窄的阶梯和陡峭的悬崖之间选择其一。其他氏族冠

军首都那些部署着箭塔的地方，高塔建造了神庙和冥想大厅；其他家族有足轻兵营和

武具库，而富樫家族有拥有奇特能力的伊势济。宁静的气氛弥漫在此地—不只是宁

静，一种超脱世俗的触碰萦绕在正成颈后的小撮头发周围。

       他迅速的沐浴，对于脱下与这个修道院一样的地方格格不入的护甲感到十分感

激。当他沐浴完毕，他穿上了为他准备的简单的多的和服和裙袴。寒风像刀子一样穿

过这些轻薄的衣物，不过他把这些都放在一边，专注于他的任务。

       潜龙氏族冠军富樫良国并没有在大厅接待正成。代替大厅的是连接光明高塔外墙

的一个水滴状的小平台。与密的短身穿着相反，良国身着古老设计的护甲，并有一块

独立护甲护住整个右侧身躯。正成从未见过良国的其他穿着—包括头盔和覆盖整个脸

部的面颊。

       正成明白自己不应该将自己氏族冠军与不光彩的毒蝎氏族冠军相提并论。不过服

侍一名看不到面孔的人……这确实有些困难。

       密在良国盘腿而坐处的不远处跪了下来。正成深深的鞠躬，将自己的前额触碰到

石头，而山上的冷风就像冰块一样打在他的头皮上。“富樫大人。尽管冬天还没走

远，但是您领地内的事务没法等待。我请求您将当下留给我的报告。”

       良国那带着手套的手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继续。

       就像画师勾画水墨画一样，正成将重要的笔墨呈现出来，并将更详细的细节留作

后续的讨论。严峻的冬天，雄狮氏族在南方侵略的阴影。潜龙氏族生育问题上持续失

败的努力。由完美乡教派构成的危机。各个方面的压力威胁着粉碎他们的氏族。

       “富樫尊上，”正成说道。“我们必须越过我们自己的边界来与凤凰氏族结成联

盟。每个单独的氏族都很容易被雄狮捕

食，不过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是可能抵御

他们的。此外，我们自身试图解决本族

衰退秘密的努力；在所有氏族中，凤凰

氏族最可能具有协助我们的必要智慧。

不过除非我们让步否则他们不会同意与

我们结盟，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两个

实际的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与奇麟氏族断交。

伊泽家一如既往的怀疑井内家的名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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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异端行为；

    他们会乐于见到我们推进我们西部边境。不过我们得益于奇麟氏族的军事力量。

更重要的是，放弃我们已经成功的联姻—没有那些寡妇和鳏夫带入我们氏族的孩子们

—我们就是将我们的整个未来寄希望于凤凰氏族可以发现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案。”

       他暂停了一下。即便一名家族大名也不敢直视他的冠军，不过他寻找着良国的每

一个细微的身体语言变化来猜测冠军的想法。良国身上的护甲击败了他：它让良国就

好像他们脚下的石头一样令人费解。正成没有选择只能继续。

       “第二个可能性是我们采取措施对抗完美乡教派，就像凤凰氏族数年来要求的那

样。如果我们能根除异端—如果您裁决他们是异端的话，我的大人—我确定柴氏满阁

下会将此事看做对他们氏族极大的友好举动。”

       良国终于开口讲话了。“当谷物成熟之前落下，收成将会受到影响，而饥荒随之

而来。”

       他是想说行动的时间还没到吗？正成与他的冠军之间相处的经验已经有很多年

了，不过他依然对猜测冠军那神秘的回应感到头疼。不过这次他认为含义已经够清晰

了。任何侍都不该惧怕死亡—不过每个生命的逝去对氏族都是一种削弱，特别在此时

可能他们无法承受此种损失。“是的，代价会很高。将战火燃烧到我们的村庄十分困

难，而任何对教派的行动都可能以刺激叛乱作为回应。不过我们有另一个可能的方

案。”

       他向良国再次鞠躬。“富樫尊上，我听说过一名具有特殊天赋的伊势济的故事，

她可能让我们免受苦难和流血。他们说当富樫和惠大人与他人交谈时，她的话语可以

植入他的思想直至他无法思考其他事情，同时他会失去一切斗争的念头。如果此事为

真，她可以中和教派领袖，夺走让教派成为强大威胁的中心力量。当他们离去后，我

们利用刀剑外的其他手段让教派追随者回归新生教正途的机会将会极大的提升。”

       密开口了，而正成则看不出良国有任何反应。“和惠大人的力量不应该被轻易使

用，见元尊上。死亡仅仅摧毁了身体，而那些为天堂投入效力的人将在他们的下辈子

获得更好的业力。不过干涉思想……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没有轻易建议，”尽管他极力控制，但是言语依然尖锐。“如果是一小搓生

命来换一小撮思想，我会毫不犹豫的抽出我的剑。不过现在我是在说我们氏族的延续

一事，那么一些叛军和异教徒算得了什么？”

       一个单独的孩子又价值几何呢？

       正成从和尚面前转过身，再次将他的前额抵在石头上恳求道。这种事情太常发生

了：正成在麻烦和他没有权力去做的决定面前低头……而代表权威的良国则坐在一旁

寂静的沉思。而在他们身边，世界已经越来越接近灾难的边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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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了，富樫尊上。”正成用他

能发出的最强的声音说道。“我请求

您让富樫和惠协助我。有她的帮助，

我们也许会避免一场屠杀。”

       冷风的呼呼声是他得到的唯一答

案。

       接下来，铠甲的震动发出了嘎嘎的

声音。

       正成抬起头，充满了希望的看着他

的冠军。不过让他惊恐的是，他看到

良国整个僵硬了起来，他的头向后甩

着，他的身体在古老的护甲里不断的颤抖着。

       “冷静点！”密伸出一只手阻止了他。“没什么可怕的。他只是抓住了一个预

兆，仅此而已。”

       正成知道潜龙氏族的冠军都继承了一些他们神明的预见能力，不过他从未在高塔

见过该能力发动。他等待着，紧握着拳头，屏住了呼吸。马上。终于。他会告诉我做

什么，而且这一定会是正确的，因为天堂亲自指引着他。

       这预兆似乎持续到了永恒。随后颤抖消失了，良国的身体放松了下来。密蹲在他

旁边，不过他还不需要帮助。良国举起一只手扶了一下他的面颊，让它向下挪动了

下。

       “我看到了巨浪，”他说道，他的声音在风中几乎让人听不到。“冲天波涛，渐

渐升起来袭击陆地。”

       正成从未见过海洋—只看到过绘画和木雕中描述的海洋。不过他能想象良国的手

势描绘的场景：波浪的顶部像蝎子的尾巴一样卷起。

       “它袭击的地方……”良国的声音消逝了，随即又回来了。“毁灭。御父居城将

会被夷为平地；无数生灵涂炭。”

       另一次海啸？正成打了一个激灵。三年前袭击仙鹤氏族领地的海啸为整个麓雁大

陆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形式上从食物短缺到毒蝎氏族控制朝堂都有。帝国首都逃过

一劫，不过也许没有第二次的好运了。

       “我立即会派一名信使去给木津纪邪流马大人送信，”正成说道。“他会警告皇

帝此事。”

       不过良国摇了摇头并继续说道。

       “波涛退去后，废墟变成了战场。荒芜的平原上敌人无处可藏，没有任何办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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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他们免受帝国的强权。它……”他的眼睛几乎没法子被认清，深深的陷入了头盔的

阴影之中，不过正成感觉良国正在盯着他身后的土地，那些远不属于他们的土地。

       “它一定会成真，”良国喃喃低语道。“如果战斗一定会到来，那么就让他在荒

芜平原爆发。只有那里我们才能获胜。”

      不是真的波涛。不是海啸。良国说的是隐喻；他预见到的是一些截然不同的事

情。

       正成担心这件事与他来这里处理的麻烦毫无关系。

       氏族冠军终于重新聚焦在正成身上。“准备好你的武士。通知阿贺娑和木津纪家

的大名：终究潜龙氏族必须前往我们的边境之外。在我们山上发生的事情仅仅是阻碍

接下来雪崩的鹅卵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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