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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巽
Yifei Wang

前⾔

这是⼀个以⽇记体裁所写的基于久保带⼈所创作的死神架空世界的同⼈⼩说。禁⽌任何以
盈利为⽬的的转载。

1 第⼀卷：初临⼫魂界

1.1 汪衍巽 = 2022 年 2 ⽉ 2 ⽇
晴。我刚写完我的博⼠毕业论⽂。但是我太困了。让我休息⼀会⼉。听我同学说死神1的四

⼤贵族篇出了⼩说，等导师同意我放假以后我⼀定要读完。太困了。

1.2 汪衍巽 = 空座町⼤战后
⾬。头很痛。根据周围⼈告诉我的信息，我应该是在⼫魂界2三番队的队舍，⽽且蓝染惣右

介刚刚被浦原喜助封印并移交四⼗六室。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我是在久保带⼈所描绘的死神世
界的某个平⾏宇宙。因为我的副官告诉我：“您是三番队第三席汪衍巽。我们的队⻓是鹤衍隽先
⽣。我们的副队⻓市丸银曾经参与蓝染的叛乱，现在被松本乱菊⼩姐埋葬于流魂街”。在和我的
名为贵船理的副官交流后，我逐渐得知了我们队的情况：

• 队⻓：鹤衍隽。神秘的男⼦，有⼀头瀑布般的⿊⾊⻓发。根据⼗⼆番队的同僚的秘密消息，
他曾经在市丸银叛逃时使⽤始解击败市丸银然后不敌于蓝染。始解解放语是“盛放吧，耶
格莱熙3”。据⼗⼆番队队⻓涅茧利的分析，他的斩魄⼑始解效果是通过斩魄⼑操控灵⼦4构
造出树林穿刺束缚敌⼈。鹤队⻓的⻤道5⽔平被⼤⻤道⻓称为千年难遇的天才，但很少看
到队⻓使⽤⻤道。在市丸银副队⻓叛逃之后，他消沉了很⻓⼀段时间，似乎都是我和副队
⻓吉良在陪伴着他。

• 副队⻓：吉良伊鹤。和我印象中的吉良伊鹤⼀样。⻤道出⾊，曾是四番隊隊⼠，懂得⻤道。
始解解放语是“抬起头来，侘助”6 。前端成回勾狀，會將砍中之物的重量持續加倍，最後
敵⼈會因为承受不住累積的重量⽽倒下，然後敵⼈⼀定會像道歉⼀般，將頭伸出來，故名
为“姹助”。

• 第三席：本⼈汪衍巽7。据吉良所说我是鹤队⻓托关系破例提拔上来的，因为我并没有领
悟始解。鹤队⻓看重了我的⻤道实⼒，说服了⼭本总队⻓让我成为三番队的队员并把我提
拔到了第三席。我本身擅⻓的⻤道包括破道之五⼗⼋“阗岚”和破道之六⼗三“雷吼炮”。我

1⽇本三⼤⺠⼯漫之⼀。
2死神所在的世界分为⼫魂界、⼈界和虚圈。
3改编⾃ Yggdrasil 的⾳译，其为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树。
4灵魂的基本粒⼦。死神的身体由灵⼦构成。
5⻤道是只有死神能够使⽤的法术。
6侘是⽇语汉字。侘助（wabi-sabi）是⼀種以接受短暫和不完美为核⼼的傳統⽇本美學。侘助的美，有時被描述

爲不完美、不恒常、不完全的。
7 巽 (xun)，⼋卦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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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座町⼤战时被市丸银副队⻓的始解击穿肺部受到重伤昏迷⾄今。⽬前在四番队队舍
修养。我在整理⾃⼰的记忆碎⽚的时候发现鹤队⻓曾传授我缚道之六⼗六“凪”8。其效果
为减缓⼀⽚区域内灵⼦的流动，并增加对⼿灵压的消耗9，尤其是对⼤虚特别有效。

在整理清楚情报后，我陷⼊了沉思。⾸先，显然我是穿越到了⼫魂界，作为⼀个灵魂确实很合
理。但是，这⾥三番队的三席为什么和我是⼀样的名字。我⾃⼰是⽐较了解久保帯⼈的世界观
的，他⾮常喜欢起名字⽽且名字⾥⾯有他的⽤意，也就是刻画了这个⻆⾊的命运。三番队本身
的副队⻓吉良伊鹤还有这个神秘的队⻓鹤衍隽的名字明显就是跟鹤这个动物有关。⽽据我所知
死神漫画设定⾥的三番队队员以及九番队队员的斩魄⼑和掌握的⻤道⼤多和⻛有关。我现在仍
然属于重伤刚刚恢复的状态，还不能随便测试我掌握的⻤道的威⼒。但从我收集到的信息来看，
似乎我的⻤道⽔平是被这个称为⻤道天才的鹤队⻓看重的。
现在，我需要回答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

• 我是谁？显然我是三番队的第三席汪衍巽。但是我穿越之前的那位死神的灵魂去哪⾥了？
我假设他的灵魂⼀定不可能凭空消失。这个问题暂且不论。奇怪的⼀点是我作为三番队的
第三席，为什么我连斩魄⼑的始解都不会？⽽且为什么以前的我在始解都没掌握的情况下
敢和市丸银副队⻓交⼿？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是测试我通过⻤道究竟能够到达什么样的战
⼒⽔平。最好是找⼀个脑⼦不是很聪明但实⼒接近队⻓级别的死神较量⼀下。其次是我要
领悟始解10。我需要知道我的斩魄⼑能⼒到底是什么，⽽且最好是能让我的斩魄⼑能⼒和
我的⻤道能⼒配合。这点我得问⼀问鹤队⻓，看看他有什么信息可以分享给我。

• 我从哪⾥来？明显我是⼀个普通的博⼠⽣，某不知名⼤学的计算机专业学⽣。我学习的内
容⾮常杂乱，平时爱好也就是看动漫和打游戏以及拉⼩提琴。我唯⼀的优势在于我知道其
他平⾏世界的剧情⾛向。因为从我⽬前收集的情报看我所在的平⾏世界和死神漫画所描
绘的世界本质应该是⾮常接近的，所以我要分析出到底这个平⾏世界和死神漫画世界有
什么不同。⾸先是这个奇怪的鹤队⻓。他在死神漫画世界根本不存在过，⽽且似乎他很看
重我。这点是对我有利有弊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不过既然他是我们队的
队⻓，我就既来之则安之。其次是死神漫画世界⾥的三番队队⻓凤桥楼⼗郎现在在哪⾥？
这点我得向鹤队⻓问问清楚。

• 我到哪⾥去？我不知道。按照死神漫画世界的剧情⾛向11，假设现在是距离空座町保卫战
结束已经过去了⼀个⽉。那么在 16 个⽉后，灭却师12始祖友哈巴赫会带着⽆形帝国的 26
位具有圣⽂字的灭却师攻打⼫魂界。这场战⽃只持续了 9 天，最后是以主⻆⿊崎⼀护击
败友哈巴赫作为结局。在这场持续 9 天的战⽃⼒，死神的总队⻓⼭本元柳斋重国和四番
队队⻓卯之花烈作为死神战⼒的天花板死去。其余多数队⻓重伤。我作为⼀个只有始解的
三席，最强应该也就只有副队⻓级别的战⼒。⽆形帝国被友哈巴赫圣⽂字加持的灭却师明
显是远强于⼫魂界普通队⻓级战⼒的，但应该弱于像总队⻓这样的千年队⻓的战⼒。我将
队⻓级战⼒分为普通队⻓，百年队⻓和千年队⻓三个层次。

– 千年队⻓的代表是⼋番队队⻓京乐春⽔。他的卍解“花天狂⻣、⿊松⼼中”是将附近
的⼈拖进⾃⼰的领域，领域内的⻆⾊必须遵守制定的特殊规则。

– 百年队⻓的代表是六番队队⻓朽⽊⽩哉。他的卍解“千本樱景严”有三种阶段：吭景・
千本櫻景嚴、殲景・千本櫻景嚴和終景・⽩帝劍。

– 普通队⻓的代表是七番队队⻓柏村左阵。他的卍解“⿊绳天谴明王”是纯粹的⼒量。

为了保命或者在友哈巴赫袭击前能有⼀定的⾃保之⼒，我需要⾄少把⾃⼰的战⽃实⼒提
升到百年队⻓。这个计划的可⾏之处在于神秘的鹤衍隽队⻓和我的⻤道天赋。⾄少从我们

8凪是⽇语汉字。凪 (nagi) 是湾区⼀家有名的拉⾯连锁店，排队时间⼀般要 1.5 ⼩时。
9灵压是衡量灵⼦密度的量纲。

10始解是斩魄⼑第⼀阶段的解放形态。
11这⾥我参考了 https://zh.moegirl.org.cn/BLEACH/时间线梳理
12死神的对⼿，与死神不同的是灭却师本身是操控灵⼦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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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番队的队员⼝中得知，鹤队在最近⼀百年内已经很少使⽤斩魄⼑了。他单纯是⽤⻤道就
压制住了市丸银的始解“神枪”。在⾯对蓝染时，他才不得已使⽤始解“耶格莱熙”在蓝染⽆
咏唱的破道之九⼗“⿊棺”下保护了我和吉良。所以我这段时间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这位
死神漫画世界⾥不存在的鹤队，以及确认到底有哪些新增的⻆⾊或者消失的⻆⾊。

现在四番队的队⼠催我休息了，我今天⽇记就写到这⾥。

1.3 汪衍巽 = 乱世元年⼆⽉⼗⽇
阴。由于⼫魂界并没有严格的纪年法，我就按照蓝染被浦原喜助封印的第⼆天作为乱世元

年的⼀⽉⼀⽇进⾏我⾃⼰的记录。今天我正式回归三番队，队⻓鹤衍隽和副队⻓吉良招待我去
了流魂街最好吃的拉⾯摊。我没有想到作为灵魂状态存在的死神，我还能够品味到⻣汤的醇厚
和油脂的芬芳。这点令我⼤为赞叹。我以受重伤导致灵⼦紊乱的理由解释了为何我不记得很多
事情，搪塞了过去。在交流中我得知了⼀个重要的情报。这个平⾏世界⾥没有假⾯军团。这某
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三番队队⻓是鹤衍隽先⽣，因为死神漫画世界⾥⼀百年前的三番队队⻓
凤桥楼⼗郎是鹤队⻓两百年前的副队⻓，但是他在⼀百年前和蓝染的战⽃中失踪了。距鹤队⻓
回忆，凤桥当时是领悟了卍解，⽽且在领悟卍解的第⼀时间就和鹤衍隽先⽣交⼿过。我好奇地
问鹤先⽣他当时是如何应对的，鹤先⽣微微⼀笑，没有多说。但从他的表情我可以推测出，这个
⽼狐狸绝对不⽌⼀百年没有使⽤始解了。毕竟能⽤⻤道解决的东⻄为什么要解放斩魄⼑。⽽且
我个⼈感觉他是那种谦虚到虚伪的⼈，他肯定不愿意承认⾃⼰在不⽤始解的情况下轻松击败了
凤桥楼⼗郎的卍解“⾦沙罗舞蹈团”。不过确实感觉按照漫画的描述凤桥的卍解更多是影响⼼灵，
但归根结底斩魄⼑卍解能够有效是建⽴在灵压⽔平相差不⼤的情况下。根据吉良透露给我的情
报，别看鹤队⻓外表只是个中⻘年，实际上他和总队⻓⼭本⽼爷⼦是同⼀个时代的⼈物。我⼼
中暗暗地鹤队⻓标记在了千年队⻓的⾏列中。⽬前我的笔记如下：

• 千年队⻓：总队⻓兼⼀番队队⻓⼭本元柳斋重国，四番队队⻓卯之花烈，三番队队⻓鹤衍
隽，⼋番队队⻓京乐春⽔，九番队队⻓谭坤坎，⼗三番队队⻓浮⽵⼗四郎，前⼗⼆番队队
⻓浦原喜助，前⼗番队队⻓⿊崎⼀⼼，前⼆番队队⻓四枫院夜⼀。

• 百年队⻓：六番队队⻓朽⽊⽩哉，⼗番队队⻓⽇番⾕冬狮郎，⼗⼀番队队⻓更⽊剑⼋，⼗
⼆番队队⻓涅茧利。

• 普通队⻓：⼆番队队⻓碎蜂，七番队队⻓柏村左阵，六番队副队⻓阿散井恋次，⼗三番队
副队⻓朽⽊露琪亚，⼗⼀番队三席斑⽬⼀⻆。

这⾥我没有写五番队的前任队⻓蓝染惣右介和九番队副队⻓东仙要。与漫画故事中东仙要于空
座町⼤战被蓝染所杀不同的是，在我所处的世界⾥，东仙要在空座町⼤战中下落不明。⽽九番
队的队⻓并不是六⻋拳⻄，⽽是⼀个叫谭坤坎的中年男性。据吉良所回忆，谭队⻓的⻓相更接
近拉美⼈，⽪肤偏⼩⻨⾊。他的斩魄⼑⼗分神秘，据说类似于蓝染的斩魄⼑“镜花⽔⽉”也是控
制⽔流的斩魄⼑。最近⼗年他⼀直在现世和虚圈游历，因此九番队实际的⼯作全部压在东仙要
副队⻓和檜佐⽊修兵三席的身上。只是听说在空座町⼀战之后他回到了⼫魂界并开始接⼿九番
队的事务。吉良跟我说修兵曾经想像过如果谭队⻓在场的话完全可以破解蓝染“镜花⽔⽉”的控
制效果，因为谭队⻓的灵压之恐怖是能够与⼭本⽼头所并肩的。下⾯的部分是修兵的推断

有传⾔说⼭本⽼头的斩魄⼑卍解下能够逐渐蒸发⼫魂界的所有⽔分，⽽且在⼭⽼头
卍解状态下哪怕是志波海燕⽇番⾕冬狮郎这样的天才队⻓⽔属性冰属性斩魄⼑会因
为灵压差距过⼤连始解都做不好。但千年前与灭却师的战⽃中⼫魂界却没有受到很
⼤的损伤。当时友哈巴赫所率领的灭却师军团绝对不是队⻓使⽤始解就能对付的，所
以⼭本⽼头⼀定⻓时间使⽤了卍解。之所以⼫魂界能够坚持这么久⼭本⽼头的卍解，
是因为谭队⻓也解放了他斩魄⼑的卍解。由此推断，谭坤坎队⻓的灵压强度⾄少和
⼭⽼头是⼀个级别的。

我在出院前偷偷溜去真央灵术院13的⻤道修炼基地测试我的⻤道⽔平。有趣的是我发觉⾃⼰可
以通过集中⾃⼰的精神⼒，就可以利⽤⾃⼰的灵压沟通⼫魂界的灵⼦发动⻤道。因此我可以舍

13死神的培育机构，类似于⼤学或者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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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咏唱就发动破道之五⼗⼋“阗岚”和破道之六⼗三“雷吼炮”。由于考虑到修炼基地的教室空间
不是特别开阔，所以我只测试了破道之六⼗三“雷吼炮”的威⼒。正好志波空鶴在修炼基地找雛
森桃玩，然后她们俩围观我测试。我现在还记得她们脸上惊讶的表情。空鶴说她觉得她哪怕⽤
完整咏唱的破道之⼋⼗⼋“⾶⿓擊賊震天雷炮”都达不到这样的破坏效果。我虽然有点得意，但
我⾃⼰估算了下释放“雷吼炮”的灵压消耗和我⾃⼰的灵压总量。我得到的结论是我在正常状态
下最多发射⼗发像测试时那样威⼒的“雷吼炮”。如果还要额外发射相同威⼒的“雷吼炮”会对我
⾃⼰的身体造成巨⼤负担，但我可以通过咏唱咒⽂或者减弱与灵⼦的沟通来避免身体上的负担。
所以我还是⽼⽼实实咏唱咒⽂来释放⻤道吧。毕竟我只是刚刚适应灵⼦化的身体，⽽且我不认
为对⼿会⽼⽼实实站在原地让我瞄准。
我今天和鹤队⻓单独聊了我的斩魄⼑始解的问题。他告诉我说重要的是要和⾃⼰灵魂⾥的

斩魄⼑沟通。之前我脾⽓⾮常倔强⼀直不听他的教导，所以对于今天我来问他始解的问题，他
似乎感到⾮常惊讶。鹤队⻓让我和他⼀起练习打坐。我将信将疑地模仿鹤队⻓的样⼦坐了下来。
说实话，⼀开始我觉得⾮常困惑，因为我⾃⼰在本科的时候也尝试过冥想或者正念，但是我感
觉这种东⻄就是⽞学，所以每次都是放着冥想的指导视频或者⾳频然后⾃⼰睡着了。这次我却
感到⼀丝异样。不知道是我身体已经变成灵⼦化的缘故还是我伤⼝并没有痊愈的缘故，我感觉
脑海⾥的思绪如同三匹脱缰的野⻢肆意奔腾。对，不⽌是⼀匹，是三匹。以前我不是很理解电
视剧或者动漫作品⾥的疯批美⼈，现在我⼤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你意识⾥的思绪不受你控
制，然后你还得保持打坐的姿势，这着实是⾮常煎熬的过程。结果在煎熬的过程中，我睡着了。
梦⾥我看到⼀⽚⿊雾。与其说是⿊雾不如说我出在⼀⽚漆⿊中有种云雾缭绕的感觉。突然

⿊雾中闪过两束寒芒，我定睛⼀看，在我不远处，能隐约看出是⼀个⽣物巨⼤的头颅，⽽那两
束寒芒则是祂的眼睛。我试探性地问：“我是死神汪衍巽，你的名字是什么？”祂似乎没有注意到
我。我抬⾼了⾃⼰的⾳量⼜问了⼀遍。结果还是没有反省。我有点恼⽕，⽤尽全身⼒⽓吼了出
来：“我是汪衍巽，你的名字是什么？”这位迷之⽣物似乎注意到了我，然后发出了⼀阵低沉的怒
吼。虽然我完全不知道祂在说什么，但我意识之海⾥浮现出了两个字：“潜虬”。
睁开眼时，是鹤队⻓和吉良副队⻓两张焦急的脸庞和由于落⽇⽽有点泛红的天空。他们⾮

常担⼼我的状态因为我已经昏迷了三个⼩时了。我检查了下⾃⼰的状态，除了灵压有些紊乱，其
他指标⼀切正常。我安慰他们说，我似乎真的在和⾃⼰的斩魄⼑沟通，⽽且祂的名字叫“潜虬”。
鹤队⻓⾮常担⼼我的状态，让我去四番队再做下检查。我觉得他有点过于谨慎了。我顺势站起
来，拔出了我的斩魄⼑，然后出于好玩的⼼态说了⼀句：“翻腾吧，潜虬！”刹那间天空⼀下⼦暗
了下来，⼀道雷霆击中了院⼦⾥的柿⼦树。我低头看，⼿中的斩魄⼑已经从浅打的样⼦变成了
⼀柄带⻓铗之陆离兮, 冠切云之崔嵬的⻓剑。我的死霸装也发⽣了⼀些变化，周身似乎有⽓流
环绕。
鹤队⻓有点头疼的样⼦，⽽吉良则是露出了和雏森还有空鶴⼀样的表情。就这样，我初步

学会了始解。

1.4 汪衍巽 = 乱世元年⼆⽉⼗四⽇
晴。前⼏天我连续找了三番队副队⻓吉良伊鹤五番队副队⻓雏森桃以及九番队副队⻓檜佐

⽊修兵，从⽽我梳理出了前段时间⼫魂界发⽣的最⼤最恶的蓝染叛逃事件以及空座町⼤战的始
末。令我惊讶的是，死神漫画的主⻆⿊崎⼀护⾃始⾄终都不曾出现。故事如下：蓝染在⼀百年前
开始秘密研究如何突破死神和虚的边界，在此之间发⽣过⼏件离奇的死神消失事件，包括原本
的三番队副队⻓凤桥楼⼗郎。然后他通过浦原喜助的笔记⾃⾏研究出了崩⽟，然后寄放在⼗三
番队三席朽⽊露琪亚身体⾥。在半年前，朽⽊露琪亚因为触犯四⼗六室的规定被定于双极⾏刑。
此时六番队副队⻓阿散井恋次不顾六番队队⻓朽⽊⽩哉的劝阻强⾏救下朽⽊露琪亚，并⽤他秘
密领悟的卍解“狒狒王蛇尾丸”和朽⽊队⻓的卍解“千本樱景严”强⾏五五开。此时五番队队⻓蓝
染惣右介带着三番队副队⻓市丸银和九番队副队⻓东仙要出现，从朽⽊露琪亚身体中取出崩⽟，
然后从⼫魂界叛逃到了虚圈。之后蓝染⽤崩⽟成功把虚14培养成破⾯15，并按照战⼒从中选拔
出⼗刃。⼫魂界在总队⻓的指示下对虚圈进⾏返攻，总指挥由三番队队⻓鹤衍隽担任，因为他

14死神的敌⼈，以⼈类魂魄为粮⻝，多为野兽的形态。
15⼈形的虚，能够使⽤归刃，类似死神的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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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疏忽中了蓝染的始解镜花⽔⽉的催眠效果以及没有识别出三番队副队⻓市丸银的背叛之
⼼⽽⾮常⾃责。在虚圈攻坚战的同时，蓝染暴露出他的狼⼦野⼼。他本身的⽬的是利⽤崩⽟将
⾃⼰的灵压提升到接近灵王16的境界从⽽取代灵王成为天空的主宰。为了达成这个⽬的，他在
现实世界的重灵地空座町准备仪式。⼭本总队⻓带着⼫魂界其余队⻓前往现世与蓝染和他的⼿
下战⽃。最终战⽃中，百年前消失的⼗⼆番队队⻓浦原喜助和⼗番队队⻓⿊崎⼀⼼以及前⼆番
队四枫院夜⼀联⼿下把蓝染惣右介封印。四⼗六室做出判决罚蓝染惣右介在⽆间地狱封印两万
年。
⽽我作为三番队三席（当时是四席），⼀直在怀疑我们队的副队⻓市丸银居⼼不轨，所以

有在暗中调查他。在双极⾏刑当天，我发现了决定性的证据并和市丸银约在流魂街的郊外聊天。
但我⼤意了，没有发觉我其实中了蓝染的始解镜花⽔⽉，我所看到的市丸银只是我的幻觉。我
没有随队⻓前往虚圈作战⽽是作为预备战⼒和⼭本总队⻓前往空座町。这次我终于有机会堂堂
正正和市丸银交⼿了。可惜的是我低估了他隐藏的实⼒和他斩魄⼑神枪的速度。早在我释放的
破道六⼗三之雷吼炮击中他前，我被他的斩魄⼑神枪击穿肺部，在四番队修整⾄今才勉强恢复。
我特意研究了⼀下作为死神的躯体和作为⼈类的躯体的区别。答案是⼏乎没有。唯⼀的区

别是死神身体的构成的基本粒⼦是灵⼦，⽽⼈类身体的基本构成是细胞。我认为灵⼦某种意义
上是更加灵活的细胞，⽽且不在受到⽣物躯体的束缚。⽽且对于我⾃⼰⻤道释放的分析，我发
现了⼀件有趣的事情。这个世界的灵⼦是没有所谓属性的，我称其为基本灵⼦。但是，当我释
放破道之六⼗三雷吼炮的时候，我观察到周围灵⼦的性质发⽣了⼀种奇特的变化，我将这种变
化定义为基本灵⼦在我的灵压影响下变成了雷属性灵⼦。类似地，当我释放破道之五⼗⼋阗岚
的时候，周围的灵⼦发⽣了另外⼀种有规律的变化，我将具有这种变化的灵⼦称为⻛属性灵⼦。
有趣的是，似乎我的⻤道天赋在于我的灵压能够根据我的意愿⾃动地将周围的灵⼦变成⻛属性
或者雷属性的灵⼦。所以我能够不依靠咏唱就能释放雷吼炮或者阗岚。当我咏唱完整的破道之
六⼗三雷吼炮的时候，我感觉不只是我周身附近 10 厘⽶左右的灵⼦，我周围附近 1 ⽶左右的
基本灵⼦都逐渐变成雷属性灵⼦。但出于对我完全咏唱的雷吼炮的威⼒的担⼼，我中断了咏唱，
然后周围被影响的雷属性灵⼦变回了基本灵⼦。在雏森和檜佐⽊修兵以及其他真央灵术院的⻤
道⽼师的帮助下，我对⼫魂界所教授的所有⻤道进⾏了规律分析，发觉⼫魂界的灵⼦⼀共分为
以下⼋类。

• 地⽔⽕⻛冰雷阴阳17。

• 其中⽔⽕相互克制，冰雷相互克制，地⻛相互克制，阴阳相互克制。

• 相互克制的灵⼦⽆法在⼀⽚区域共存，会相互消解。

• 阴属性和阳属性灵⼦的性质相⽐其他六种属性的灵⼦更加奇妙的点在于其直接作⽤于灵
魂亦或是意识，⽽另外六种属性更加是直接作⽤在灵⼦构成的物质上。

我也研究了⼀下我斩魄⼑的始解。有趣的是在始解状态下，如果我把我的意志加持在我⼿中的
⻓剑上，我周围的灵⼦表现得更加像雷属性灵⼦。这解释了为什么我可以通过斩击对我的⻓剑
所接触到的物体发动破道之五⼗⼋“雷吼炮”。⽽如果我把我的意志加持在我的死霸装18上，我周
围的灵⼦很容易变化成⻛属性灵⼦。这个效果更加类似于对⻤道的防御效果。由于我本身对于
⾃身 10 厘⽶范围⻛属性灵⼦的亲和性，我基本不会受到灵压弱于我的死神所释放的⻛属性⻤
道的效果影响。⽽由于死霸装在我的意志加持下可以将我周身 10 厘⽶左右除了地属性的灵⼦
强⾏转化为⻛属性灵⼦，如果⼀个死神的灵压不如我，在我的意志加持在死霸装上的时候，他
所释放的⼤部分⻤道都不太能够对我造成影响。唯⼀的缺陷就是我必须要⾮常专⼀的将我的意
志加持在斩魄⼑或者死霸装上才能获得将周围灵⼦转化成雷属性或者⻛属性的灵⼦的效果。⽽
且诡异的是，在这个状态下，我⽆法通过完整咏唱⻤道的咒⽂沟通周围更远范围内的灵⼦。可
能的原因在于咏唱咒⽂也需要专注的意志。

16死神漫画世界的⾄⾼神，没有⾃我意识。
17我借鉴了易经，孙⼦兵法和异度之刃 2。
18死神所穿的和式⻓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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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汪衍巽 = 乱世元年⼆⽉⼗五⽇
晴。昨天九番队副队⻓檜佐⽊修兵神秘兮兮地跟我说今天是流魂街⼀年⼀度的庙会，所以

他邀请我和他⼀起去玩。我很疑惑，因为他完全可以找其他⼈，为什么要找我？后来⼀想，我
前世的好朋友邵天机跟我说过死神⼩说四⼤贵族篇的基本剧情，⾥⾯檜佐⽊修兵就是⼀个没有
朋友的孤独患者. 想到这⾥我噗嗤⼀笑，于是答应了他和他⼀起逛庙会。
不出我的预料，流魂街的庙会和我在⽇本动漫⾥看到的庙会⼤差不差，具体形容的话像赌

城拉斯维加斯的⼉童赌城或者是上海新天地的汤姆熊19。出⼈意料的是这⾥竟然有很多电⼦产
品，据檜佐⽊修兵所说这是因为⼗⼆番队队⻓涅茧利开发了⽤灵⼦模拟电流所以把现世的很多
娱乐产品也在⼫魂界复刻了。我怂恿檜佐⽊修兵和我⼀起玩投篮机，本来想⽤我初中时候篮球
⼩队⻓三步上篮的基础吊打他，没想到最后被他以 14 ⽐ 7 虐杀。

玩了半天，我们在准备去⼤⻝代20吃饭的时候，发现了⼀个奇怪的帐篷。之所以说它奇怪
是因为这个帐篷的配⾊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顶上是类似于莲花的红粉⾊⽽下⾯直接是莲叶
的绿⾊，就好像⼀个东北的⼆⼈转演员混⼊了⽇本京都的庙会。于是我和檜佐⽊修兵进去⼀探
究竟。⾥⾯坐着⼀个戴着⽃篷身材娇⼩的占⼘师。我⽬测这位占⼘师的身⾼不超过⼀⽶六。
“两位今天是否愿意让⼩⼥⼦算上⼀卦？”⽃篷⾥传出⼀道如同百灵⻦般清脆的声⾳。
我拉着修兵说：“对，我俩想让你帮我们算⼀算什么时候能够掌握卍解。”
我注意到檜佐⽊修兵的神情⾮常不⾃然，就像吃坏了肚⼦⼀样。可能我们之前在⼩摊上买

了苹果糖和铜锣烧，但檜佐⽊修兵没怎么吃呀。
“我昨天晚上吃了⽕锅外加冰激凌，现在独⾃好难受，我先去找个厕所，你们先聊”檜佐⽊

修兵说完就掀开帐篷的帘⼦⼀路⼩跑溜⾛了。
现在帐篷中只剩下我和占⼘师两⼈。我试探道：“既然⼤家都是死神，何必掩⼈⽿⽬。我是

三番队第三席汪衍巽。”
“确实，戴着⽃篷和第三席前辈聊天有点不恭敬。我是九番队第九席⽉莲影”。只⻅这位占⼘

师缓缓摘下⽃篷，原来⽃篷下是⼀个古灵精怪的少⼥。我⼀时被她的美震撼到了。原来古⼈所
说的“⼿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如瓠犀。螓⾸蛾眉，巧笑倩兮，美⽬盼兮”真不是乱
说的。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什么⾔语来形容她的美貌，只能说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唉，修兵这⼩⼦真不够意思，怎么就吃坏肚⼦了呢。”少⼥⾃⾔⾃语道。
我这时才意识，这⼩姑娘是九番队的第九席。但为啥檜佐⽊修兵不和她打招呼⽽表现出⼀

副听到她的声⾳落荒⽽逃的姿势。于是我问道：“请问九番队队⻓谭坤坎跟你是什么关系？”
“哦，他是我爸。”少⼥在把玩着⼿中的塔罗牌。
我顿时⼀惊。我就说为什么⼀个副队⻓要怕第九席，果然她是九番队队⻓的千⾦。本身我

对这个神秘的谭队⻓⾮常感兴趣，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于是我打算和这位⽉⼩姐搞好关系。
“那你爸爸姓谭为什么你叫⽉莲影？”我好奇道。
“啊，我爸说了，我的真名不能告诉别⼈，最多只能告诉我的⼼上⼈。所以我给⾃⼰取了这

个名字：）要是你嫌我名字太⻓，叫我莲就⾏”莲⼩姐如是回答道。
“那怎么好意思呢，莲⼩姐。”我有点仓促地回答道，因为毕竟平时接触的⼥⽣不多。⽽且现

在的⼥⽣都这么主动了吗？
“没事，别害羞嘛，汪⼤哥。我爸跟你们鹤队⻓很熟，⽽且鹤叔叔来我们家做客的时候经常

提到你。”
“他怎么说的？”我⼀下⼦好奇了。
“⾃以为是的臭⼩⼦”她摆出了⼀副⻤脸，似乎在模仿鹤衍隽队⻓。
我顿时语塞，只好转移话题：“啊，那我不问这个了。我们能加个微信21吗？”
“可以是可以，但你要猜中我⼿中的塔罗牌才⾏。”少⼥从桌上的塔罗牌中抽出了⼀张，并在

我⾯前晃了晃。
“好呀，那我猜咯，愚者。”我想总共她⼿⾥就⼆⼗⼆张塔罗牌，按照顺序猜就⾏。

19游戏机房
20类似⼩摊贩聚集的美⻝⼴场
21⼫魂界的微信是由⼗⼆番队队⻓涅茧利和队员阿近⼀起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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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了。下次猜要付 20 ⼑22哦。”
“好，魔术师。”我掏出信⽤卡，往她桌上放的 POS 机刷了⼀次。
“错了。每猜⼀次要付 20 ⼑。”
最后，我付了莲⼩姐 420 ⼑，因为她⼿中的牌是塔罗牌中⼤阿卡纳的最后⼀张“世界”。好

在这个⽉ 7 号鹤队⻓刚转给我 1684 ⼑作为上半⽉的⼯资，所以我不是特别⼼疼花了 420 ⼑买
了莲⼩姐的微信好友位。庆幸的是她不是⽤⼀整套 78 张塔罗牌来占⼘，否则我真的半个⽉⼯
资要交给这个⼩姑奶奶了。在要到微信号后我匆匆离开了帐篷，主要是不想再花不必要的钱了。

1.6 汪衍巽 = 乱世元年⼆⽉⼗六⽇
晴。虽然我加到了莲⼩姐的微信，但是我不想主动联系她。因为我在知乎23上学到必须要

守株待兔。如果男⽣对⼥⽣表现得过于热情会让⼥⽣觉得这个男⽣⾮常不受欢迎。所以我需要
在她⾯前故作神秘。但她真的好可爱呀：）所以我决定这⼏天先避开九番队队舍。
很巧的是，在昨天别过莲⼩姐以后，我碰到了六番队副队⻓阿散井恋次。有趣的是他主动

找我搭话：“你最近身体恢复得如何？”
我有些惊讶地回应：“承蒙阿散井恋次副队⻓关⼼。我基本恢复了。⽽且前段时间在我们鹤

队⻓的帮助下我领悟了始解。”我看到恋次的眼神中露出了⼀丝渴望的神情，这种表情我只在动
物园⾥等待⼈类投⻝的狒狒脸上看到过。
“哈哈哈，我还挺担⼼你的呢。听雏森说你最近的⻤道⽔平⼜提升了？”阿散井恋次似乎注意

到⾃⼰表现得有点过于直⽩，索性就单⼑直⼊了。
“还⾏吧，主要得感谢鹤队⻓对我的栽培。所以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所谓兵来将挡⽔来⼟

掩。
“我想找你切磋⼀下。”恋次的神情有⼀丝尴尬。这句话着实让我震惊到了。我这才刚来死

神的世界没⼏天⽽且伤刚养好，结果就有个⼆愣⼦上来找我切磋。我不会是之前和朽⽊露琪亚
⼩姐有些不明不⽩的关系才导致恋次想要打击报复我？不过虽然他是少数⼏个会卍解的副队⻓，
但他的卍解好像挺弱的，正好我想试试我实战到底是什么样的⽔平。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我
们约了⼀周后在流魂街外的魂之旷野附近碰头，之后找个空⽆⼈烟的地⽅⼀决胜负。
知⼰知彼百战不怠。作为⼀个计算机专业的博⼠⽣，对对⼿情报的收集和分析是准备战⽃

的第⼀件事。阿散井恋次的斩魄⼑是⼀把蛇腹剑24。始解解放语是“咆哮吧！蛇尾丸”。我个⼈认
为“爆笑吧！蛇尾丸”说不定节⽬效果会更好⼀点。他的卍解是“狒狒王蛇尾丸”，⼿中的斩魄⼑会
变成⼀条巨⼤的骸⻣巨蛇，⽽恋次本⼈则是类似覆盖了狒狒的⽑发。他卍解的原型应该是怪物
猎⼈⾥的天狗兽。不过我认为恋次在死神漫画⾥的⻆⾊定位确实有点像朽⽊露琪亚的舔狗。我
需要防御的是蛇尾丸的远程物理攻击，预估他的有效攻击范围为 10⽶左右，⽽我所能⽤灵压锁
定释放雷吼炮的攻击范围是在 20 ⽶左右。但考虑到我本身释放⻤道时周围的灵压有明显的变
化，我不太可能假设恋次会站在原地被我⽤放⻛筝的战术打到，⽽且考虑到死神的瞬步25，我
雷吼炮能对恋次造成实际有效攻击伤害的距离应该最多只有 2 到 3 ⽶，所以我需要找到合适的
机会近身对恋次近距离使⽤雷吼炮再⽤瞬步离开他身边。
脑中模拟准备得差不多以后我继续在流魂街闲逛。这⾥的市场相当有趣，不⽐帕罗奥托闹

市区的农贸市场热闹，有各式各样的⼩商品。我被其中⼀个⼩贩⼿中的玩具吸引。这是⼀个⼩
巧的⼋⾳盒，稍微⼀转就能放出优美的⾳乐，仔细⼀听还是宫崎骏电影天空之城的插曲天空之
城。我⾮常好奇这个⼋⾳盒的构造，因为我知道⼋⾳盒本身的机械构造是⾮常复杂的，所以我
花了 50 ⼑买下了这个⼋⾳盒，准备晚上回到三番队队舍研究⼀⼆。确实因为我估计本身没啥
朋友，也不是很在乎⽣活质量，就⼲脆住在了我们队的队舍⾥。
晚上我试图打开⼋⾳盒，只是没想到似乎这个⼋⾳盒底部盖⼦附近的灵⼦密度相当⾼。我

本来想⽤提⾼我的灵压强⾏将其打开但我⼜担⼼我没控制好灵压把内部结构损坏，所以我暂时

22⼫魂界的货币。1 ⼑在⼫魂界的购买⼒约等于 1 美元在洛杉矶的购买⼒。
23⼀个中⽂问答社区
24剑身的部分可以松脱成若⼲节段，中间以铁链或丝线连系，成为⼀柄具备锋刃的鞭⼦，能作远距离攻击。摘⾃
维基百科。

25死神⽤来⾼速移动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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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盒收了起来。然后我顺便整理了下这两天在流魂街收集到的情报。重要的是下⾯三
条。

1. ⼫魂界的中⼼是静灵庭，⽽外围是流魂街。流魂街的东侧是⼀⽚漫⽆边际的旷野，其中有
很多流浪的魂魄，只是因为这⽚旷野是在过于辽阔所以真碰到流浪魂魄的概率是很⼩的。
有传闻说甚⾄有⼈在⾥⾯看到亚丘卡斯级别26的⼤虚。

2. 相传⼗⼆番队队⻓涅茧利定期在秘密接触⼀些流魂街的贫困魂魄，好像在做什么实验，有
⼈说是⼼理实验也有消息说是⼈体实验。但距负责流魂街安全的死神同僚告诉我，最近⼀
段时间没有出现魂魄异常消失的现象。

3. 九番队队⻓经常带着他的⼥⼉也就是九番队第九席⽉莲影外出探险，⽽莲⼩姐会不定时在
流魂街出售她们探险所得的战利品。据说他们所去的地⽅是通过改造后的⿊腔27到达的某
些奇特空间。

在整理完情报后，我安⼼地睡下了。

1.7 汪衍巽 = 乱世元年⼆⽉⼆⼗⼀⽇
晴。这⼀周除了处理三番队的事务外，我主要在研究死神的战⼒体系是如何划分的。根据

我在真央灵术院图书馆的查阅和与雏森、修兵等同僚的讨论，我总结了如下的规律。

战⼒ =灵压/灵⼦利⽤效率.

换⾔之，队⻓级别的战⼒相当于队⻓级别的灵压加上队⻓级别的灵⼦利⽤效率。始解到卍解体
现了灵⼦利⽤效率从队员级别到队⻓级别的质变。⽽队⻓级别的灵压则是完全可以通过观测战
⽃时候灵⼦的波动⽽⼤致估计出来的。对于我⾃⼰的实⼒，我粗略地估计我的灵压是副队⻓级
别的灵压⽽灵⼦利⽤效率在我完全咏唱使⽤⻤道的情况下能到队⻓级别。阿散井恋次的灵压⽔
平应该和我差不多但他在卍解时顾名思义已经到达了队⻓级别。单纯从这个数据分析的⻆度看
来似乎我并没有胜算，但我的机会在于阿散井恋次所领悟的卍解并不是完全的。也就是说他的
灵⼦利⽤效率并不是⼀直都处在队⻓级别，所以我想要战胜他必须在合理的时机⽤完全咏唱的
破道之六⼗三“雷吼炮”对他造成⾜以“致命”的伤害。
另⼀⽅⾯，我对于⼫魂界的历史感到⾮常困惑。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乎没有找到任何正经

的记载⼫魂界历史的图书。相反，图书馆⾥都是记载⼈类历史的图书，⽽且和我在前世所读的
⼈类简史中所描述的地球⼈类的历史如出⼀辙。这点让我极度怀疑是否这⾥的现世对应着我所
⽣活的地球。所以，我⾮常好奇现世的⼈类究竟是过着怎么样的⽣活。⽽且，我已经来到⼫魂
界将近五⼗多天了，在夜深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念我前世的亲⼈，朋友，以及不存在的⼥朋友。
之所以说不存在因为我⼀直想要找⼥朋友可惜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前⼏天我试图给莲⼩姐发
消息，但似乎她有点⽣⽓为什么我没有第⼀时间回复她的消息所以她每次回复消息都隔了将近
三个⼩时。因此我暂时也没有去问莲⼩姐更多地关于九番队谭队⻓的事情。等我和阿散井恋次
副队⻓的对决结束后我再约莲⼩姐出⻔喝杯咖啡正式为我这周对她的疏忽⽽道歉。
我也有对奇怪的⼋⾳盒做进⼀步研究。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成果。⼋⾳盒的外侧的灵压强度

准确来说⾄少是队⻓级别的，这点让我⾮常惊讶。为什么队⻓级别的死神要⽤⾃⼰的灵压做出
这样的玩具？归根结底我只是想要了解⼀下这个⼋⾳盒的内部构造，但是由于这种灵压的加密，
使得我根本⽆法窥视⾥⾯的结构。于是我只能放弃，等以后我⾃身对灵⼦的掌控程度上升了再
来研究⼀⼆。
我来到⼫魂界这么多天，我算是对死神和⼈类的区别有了⼀点确定的结论。佛教中⼼经中

讲到“空中⽆⾊，⽆眼⽿⿐⾆身意。”作为⼈类，我们的眼⽿⿐⾆身感受到的东⻄都是具象化的，
但是意作为意念所感受到的东⻄却是眼⽿⿐⾆身所带来的。作为死神，相⽐⼈类，我能够通过

26亚丘卡斯战⼒约等于普通队⻓。
27死神远距离移动到虚圈或者现世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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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变化，直接⽤“意”去感受世间的万物。因此，我可以将灵⼦同样理解为最终幻想 728中的
以太。因此，我⽤灵压催动灵⼦释放⻤道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游戏中魔法师消耗 MP29来释放魔
法。唯⼀的区别是我不太能够量化我的魔⼒值，只能笼统地说是灵压的战⼒级别。
最后再来分析⼀下魂之旷野的情报。据少数死神听到的传⾔以及真央灵术院所记载的⼀些

杂闻，我基本可以确信魂之旷野是有边界的，⽽边界的标志是连绵起伏的⿊⾊⼭脉。因为魂之
旷野的灵⼦分布是⾮常不均匀的，很多地⽅的灵⼦⾮常稀疏，所以⼀般死神⽆法⻓时间在魂之
旷野停留。所以⼀些关于魂之旷野的记载是古时候的远古死神所留下的传说。如今也很少有死
神能够验证这些传说是真是假。由于死神在灵⼦稀薄的地⽅需要消耗⾃身灵压才能⽣存，所以
我个⼈觉得等我⾃⼰的灵压总量⼤致有队⻓级别的时候再去魂之旷野⼀探究竟是⼀个⽐较好的
选择。
我也不是很确定阿散井恋次会不会在决⽃中对我下死⼿。以防万⼀，我通知了鹤衍隽队⻓。

他告诉我他会隐匿⽓息在周围观察我们的对决，如果情况不对他会出⼿相助。鹤队⻓还是疼我
的。以此类推，六番队的队⻓朽⽊⽩哉也是可能知道我们这次的对决，从⽽隐匿在⼀旁观看。但
是阿散井恋次和朽⽊⽩哉在死神漫画世界⾥的关系⾮常微妙，所以我也不确定⼤⽩30是否会在
场。他的斩魄⼑“千本樱”可是我在死神漫画⾥最喜欢的斩魄⼑，没有之⼀。如同樱花散落，每
⼀朵樱花都可能成为取你性命的利刃，绝美。

1.8 汪衍巽 = 乱世元年⼆⽉⼆⼗⼆⽇
阴。今天阿散井恋次如约和我在魂之旷野与流魂街的交界处碰⾯。他带我来到了旷野中⼀

⽚灵⼦相对富裕的区域。在简单的寒暄过后，我们都解放了⾃⼰的斩魄⼑。只⻅阿散井恋次右⼿
中的太⼑发出⼀阵炫⽬的光芒并掀起⼀股强⼤的灵压，周围⼀⽚⻜沙⾛⽯。等硝烟散去后，他右
⼿中的太⼑已然变成了⼀把由⼀节节类似蛇的脊椎⻣所做成的锯⻮利刃。我不敢轻举妄动，于
是在静静观察他的下⼀步⾏动。霎那间，恋次通过瞬步⼤幅度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然后挥
动蛇尾丸往我所在之处砸下。由于我之前分析过恋次的斩魄⼑能够造成伤害的有效范围⼤约为
2 ⽶，其最⼤攻击范围为 10 ⽶，因此我直接催动瞬步往垂直于恋次向我冲来的⽅向移动。蛇尾
丸击中了地⾯掀起了⼤量烟尘使我只能⽤灵识判断恋次的⼤概⽅位，我也不敢怠慢，直接将意
识集中于我的死霸装上，以我⾃⼰为圆⼼释放出破道五⼗⼋之“阗岚”，周身掀起了⼀阵巨⼤的
旋⻛。恋次似乎预判到了我释放的⻤道并没有⽴刻追击我，使得我释放的阗岚并没有直接命中
他。
利⽤了恋次没有追击的这个时机，我将我⾃⼰的意念转移到我的斩魄⼑“潜虬”上。我双⼿

握住⻓剑，在灵识锁定了阿散井恋次所在⽅位后，直接藉由斩魄⼑催动了破道之六⼗三“雷吼
炮”。⼀道惊雷从我的剑尖释放撕破旋⻛直接命中了阿散井恋次的胸⼝。我明显观察到恋次被
“雷吼炮”命中后身体倒⻜出去数⽶，但我⾃⼰清楚的知道由于我本身并没有完全咏唱“雷吼炮”
的咒⽂，⽽且雷吼炮的运动轨迹中被我⾃⼰释放的阗岚所⼲扰，实际并不会对恋次造成多少的
伤害。这招只是对恋次的试探，看看我的灵识锁定是否确实能够让我在 10 ⽶内击中我想命中
的⽬标。
在尘⼟⻜扬中，突然⼀个巨⼤的骸⻣巨蛇冲向了我所在的位置。我连忙催动意识使⽤瞬步

离开，但是终究反应⽐不过突袭，我的左臂感到⼀阵剧痛。当我望向⾃⼰的左⼿时，我的左侧
⼩臂已经被骸⻣巨蛇周身带来的强⼤灵压波动弄得七扭⼋歪，⼀幅残破的模样。还好，现在我
已经是死神的躯体，所以左⼩臂的疼痛并不是特别影响我的战⽃。此时恋次周身的硝烟已经散
去，我远远望⻅⼀个狒狒模样的存在如同豹⼦⼀般地四肢趴在地上，只是他的右⼿握着⼀个⻣
头⼀般的⻓棍，⻓棍的末端从⼩到⼤连接着⼀个⼀个⻣块。这些⻣块连绵不绝，⽽⻣块的末端
则是⼀个巨⼤的头颅。从头颅的形状看，似乎是某种巨⼤蟒蛇的头⻣，⽽头⻣下⽅⻓着令⼈不
寒⽽栗的红⾊⽑发。明显地是，阿散井恋次发动了他的卍解“狒狒王蛇尾丸”。
“喂，你这样⼀眼不和就卍解是不是有点欺负⼈？”我试图和恋次沟通，只是他似乎⼀点反应

都没有。只⻅他后肢⼀阵发⼒，如同⽼⻁⼀般扑向了我所在的位置，⽽⼿中的狒狒王蛇尾丸则

28⽇本游戏公司 Square Enix 的代表作。是⼀个⻆⾊扮演游戏。
29Magic Power. 魔⼒值
30朽⽊⽩哉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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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径直冲向了我所在的位置。吃⼀堑⻓⼀智，这时我直接在我的脚下发动破道之五⼗⼋“阗岚”，
巨⼤的⽓流让我乘⻛⽽起，⼀下跃过了狒狒王蛇尾丸的⽔平突击。恋次发动卍解后的状态⾮常
奇怪，与其说他是死神或者⼈，他的表现更加像虚或者野兽。我也不敢怠慢，⽤灵识扫描周围
后发觉恋次正好在我下⽅约 8 ⽶的位置。择⽇不如撞⽇，我将意念集中在我的斩魄⼑上，将⼑
尖对准了灵识锁定的位置，⼼中默念“散布各处的兽⻣！尖塔‧红晶‧钢铁的⻋轮。动者是⻛，静
者为天。⻓枪互击的声⾳响彻虚城！破道之六⼗三『雷吼炮』”。我前段时间才研究发觉如果我
在⼼中默念，发动的雷吼炮可以达到完全咏唱接近 80%的威⼒。⼀阵强⼤的波动凝聚在我的剑
尖，霎那间，如同惊雷刺破苍穹⼜如同雷霆撕裂云层，⼀道巨⼤的雷电爆破从我的斩魄⼑释放，
直接往阿散井恋次所在的⽅位呼啸⽽去。由于⼀切只发⽣在⼀念之间，阿散井恋次明显没有意
识到我会这么快就进⾏反击，只能硬抗这次伤害。由于我们本身位置⽐较接近，在我和阿散井
恋次的直线距离中有不少狒狒王蛇尾丸的⻣节，所以我完全咏唱的雷吼炮并不是直接命中恋次，
⽽是击⻜了不少狒狒王蛇尾丸的⻣节。
我不敢在远处逗留，连忙催动瞬步奔向了附近的⼀个⼩⼭。只⻅原本恋次所在的位置由于

硬吃了⼀记我的雷吼炮，已然⼜是烟雾弥漫。但我⾮常清楚有⼀句话叫做有烟⽆伤，意思是如
果攻击造成的烟尘很⼤，多半攻击命中⽬标不会受到什么致命的伤害。我灵识的扫描也验证了
这⼀点。⽽且我明显感觉到恋次所在位置的灵压波动⾮常异常，似乎在积蓄⼒量在憋⼀个⼤招。
此时我有点慌张，因为我⼼中默念完全咏唱的雷吼炮已经是⽬前我能造成的最⼤伤害，⽽恋次
本身已经进⼊了卍解状态，⽽且似乎准备释放必杀技。我不认为⾃⼰的瞬步能够躲开恋次队⻓
级别的灵压锁定，所以我连忙⾼呼“鹤队⻓，救命呀！我认输了，快来帮我。”
我话⾳还没落地，只听⻅恋次低沉的嘶吼道，“狒狒王蛇尾丸，技，狒⻣⼤炮！”⼀阵刺⽬的

红⾊光团从狒狒王蛇尾丸的巨⼤头⻣的⼝中释放，直接向我所在的⽅位冲来。我下意识的闭上
了眼睛，只是隐约感觉到在我身前出现了⼀个⼈影，似乎淡然地说道：“万华流转，⻛天⼩畜，耶
格戴尔”。我睁开眼睛，只⻅鹤衍隽队⻓已经闪现在我⾯前，他⼿中的斩魄⼑已然是始解的状态，
是⼀把装饰华丽的⻘釭⻓剑。⽽鹤队⻓⾯前是⽤灵压催⽣的⼀幅曼珠沙华般地景象：⼀束束藤
蔓互相缠绕结成了⼀个屏障，直接挡下了阿散井恋次的“狒⻣⼤炮”。只⻅阿散井恋次似乎并没
有意识到鹤队⻓的存在，⽽是直接向鹤队⻓扑了过来。
“⼀式：柳条藤蔓系离情。”只听⻅鹤队⻓潇洒地将左⼿⼿掌搭在他的斩魄⼑“耶格戴尔”上，

瞬间魂之旷野的地底⼀阵波动，数道巨⼤的藤蔓破⼟⽽出，直接将阿散井恋次连通他的斩魄⼑
“狒狒王蛇尾丸”⼀起五花⼤绑。“⼑下留⼈！”只听⻅附近传来⼀声⼤喝。我定睛⼀看来者是六番
队队⻓朽⽊⽩哉。但此时我左臂的剧痛竟然到了我⽆法抑制的程度，处于鹤队⻓在场的安⼼感，
我⼀下⼦昏迷了过去。

1.9 汪衍巽 = 乱世元年⼆⽉⼆⼗五⽇
⾬。当我再次醒来时，已经是三天后。我望向我的左臂，已然被纱布和⽯膏包裹住，但我

⽤灵识探查之后发觉左臂并⽆⼤碍。这时我看到了⼀侧坐在我床边在打瞌睡的吉良伊鹤。吉良
似乎也注意到我醒了，于是向我开⼝说道：“你⼩⼦终于醒了。你不知道我和鹤队⻓有多么紧张。
还好鹤队⻓跟着你，要不然你⼩⼦⼩命估计不保了。鹤队⻓这⼏天都陪着你，⽽且他特地为你
施展了回道治疗，只是今天上午实在熬不住了换我顶班。”现在想想我有点后怕。⾸先，我对六
番队副队⻓阿散井恋次的认识只停留于死神漫画和⼀周前在庙会和他的⼀⾯之缘，⽽他跟我切
磋的那副架势，绝对不是点到为⽌，⽽是似乎想取我性命⼀般。我承认我是⼏乎⽤全⼒催动了
雷吼炮，但他可是施展了卍解的呀。事实证明死神队⻓级别的灵压（领悟了卍解）和⾮队⻓级
别的灵压（没领悟卍解）差距是天壤之别，所谓的越级挑战其实就是漫画⾥作者的亲⼉⼦⿊崎
⼀户才能做到。我在⼫魂界的年龄⼤概是 150 岁左右，这点我有和⼗⼆番队的负责死神户籍登
记的阿近确认过。模糊的回忆⾥我记得我和阿散井恋次，吉良伊鹤，雏森桃还有朽⽊露琪亚是
同期或者相近期间在真央灵术院毕业的。
后来四番队队⼠在确认我⼤致⽆碍后帮我拆除了⽤于固定的绷带和⽯膏。死神的身体相⽐

于普通⼈类身体的⼀个巨⼤的优点在于死神可以在灵压不⼩于⾃身的死神的回道31作⽤下迅速
康复。当然如果整个⼿臂断了这种程度的伤如果断肢被摧毁了回复起来会⽐较麻烦，但接上断

31死神的恢复系法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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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的⼿臂是很⽅便的事情。在简单的检查后，我回到了三番队队舍。
鹤队⻓看到我回来以后⻓舒了⼀⼝⽓，之后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阿散井恋次由于想要

挑战擅⻓⻤道的六番队队⻓朽⽊⽩哉，所以想特意找擅⻓⻤道的我进⾏训练。但是，⼫魂界队⻓
级别都会知道的⼀个禁令是禁⽌在魂之旷野使⽤卍解。因为有记录约五百年前，有位队⻓曾经
在魂之旷野巡逻时迎战⼀只瓦史托德级别32的⼤虚，他在使⽤卍解后虽然击杀了那只⼤虚，但似
乎失去了理智并开始攻击他的副官。幸好副官⽐较擅⻓瞬步侥幸逃离回静灵庭。但之后再也没
有⼈⻅到过这位失控的队⻓。⼭本总队⻓上报给四⼗六室33这个情况后，四⼗六室下达命令禁
⽌任何队⻓级别的死神在魂之旷野使⽤卍解解放斩魄⼑。由于当时政策的制定没有考虑到副队
⻓等队⻓⼀下级别的席官能够领悟卍解且不晋升队⻓，于是这个政策只是在队⻓⼊职的⼊职⼿
册中提到。当时是鹤队⻓和六番队朽⽊⽩哉队⻓⼀起⽤始解强⾏打破了阿散井恋次的卍解。现
在恋次还躺在四番队的重症监护病房接受进⼀步的检查和治疗。
我突然想到吉良前⾯和我提到的鹤队⻓⽤回道为我治疗的事情。作为可能以后要经常⾯对

战⽃的死神，保命是第⼀要义，⽽保命的关键在于是否会回复系的法术。于是我软磨硬泡央求
鹤队⻓教我回道。被逼⽆奈下，鹤队⻓对我说：“其实我施展的并⾮是回道，⽽是我和九番队谭
队⻓所⼀起研究出来的不同于⻤道的另⼀种法术，我们将其称之为易道。⽽我对你施展的法术
则是易道之四⼗⼆天⻛姤。如果你想学三天后来找我。我最近有些事务要处理。”当时的我没有
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于是离开了鹤队⻓的办公室。
我在写⽇记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四书五经中五经⾥的周易的第四⼗⼆卦，就是天⻛姤。难

道鹤队⻓和谭队⻓也知道周易？不⾏，我不能暴露我也知道周易的这件事情，因为我所学的⼫
魂界的历史中根本不存在这本书。⽽且如果他们意识到我并不是三番队三席汪衍巽⽽是普通博
⼠⽣汪衍巽，也不知道他们会对我做出什么样的举动。他们对我的关切纯粹是出于对⼫魂界我
这个死神身躯原本的主⼈汪衍巽的关⼼，所以我不能轻易冒这个险。但是我也不能放过这个绝
佳的学会易道的机会，尤其是能够保命治疗的易道，以后对我去其他地⽅探险或者战⽃都是百
利⽆害的。
魂之旷野看来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从鹤队⻓告诉我的情报来看，五百年前因为使⽤

卍解失去理智的那位队⻓，其⾃身实⼒绝对在百年队⻓以上，否则他绝不可能轻易消灭瓦史托
德级别的⼤虚。但为何会因为使⽤卍解⽽失去理智，⽽且这次阿散井恋次的实⼒应该就是普通
的队⻓，他明显也失去了理智？卍解本身是死神与⾃身的斩魄⼑的进⼀步沟通认识催发出的⼑
剑解放第⼆阶段。我⾃⼰也在魂之旷野始解了，确实那时候我有隐约感觉有点不适。本来我以
为我是因为始解没有领悟完全才有这样的感觉，现在看来确实魂之旷野这个地⽅很有问题。不
过反正我也不会卍解，倒也不⽤过于担⼼。不过我以后绝对要探索下魂之旷野的秘密。
来到⼫魂界有些⽇⼦了，⽽且我确实体验了死神的战⽃。在战⽃中，我感受到的不是恐惧，

⽽是⼀种让我⾎脉沸腾的愉悦。说实话我本身是⼀个情绪波动很少的⼈，平时甚⾄有同学给我
取绰号叫机器⼈。但是在战⽃中，那种⽤智谋和决策在⽣死之间游⾛的过程，让我热⾎沸腾。这
是⼀种我从未有过的感觉，或者说是某种掌握了⾃⼰命运的感觉。我始终认为⾃⼰是个想要过
平淡⼀⽣，不想冒⻛险的⼈，但似乎我⻣⼦⾥的某种东⻄在呼唤我去追求有趣的发展。既然我
莫名奇妙地来到了这个奇幻的⼫魂界，那么我不能辜负命运给我的馈赠。我要在确保⾃⼰⽣命
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过⼀个多姿多彩的⼀⽣。会当凌绝顶，⼀览众⼭⼩。既然我获得了这
个登⾼望岳的机会，我就⼀定要爬到⼭顶，看看⼭顶的⻛景和⼭下的⻛景相⽐，是不是此处⻛
景独好。

1.10 汪衍巽 = 乱世元年⼆⽉⼆⼗六⽇
我昨天做了⼀个奇怪的梦。在⼀个雷电交加的狂⻛骤⾬的夜晚，我和⼀个⼀身⿊⾐的陌⽣

⼈在林间⼩路上散步。我们⼀路⽆⾔。我忍不住问了⼀句：“为什么我们在散步？”只听⻅那个神
秘的⿊⾐⼈发出⼀阵低沉的吼叫声，但我似乎听懂了，意思是“因为你看到了我”。之后我就醒
了。我的直觉告诉我，梦⾥的这位⿊⾐⼈应该就是我的斩魄⼑“潜虬”的化身。
⼀想到我已经挺⻓时间没有和莲⼩姐⻅⾯了，这时我突然有了想去九番队队舍看看的念头。

32约百年队⻓战⼒。
33⼫魂界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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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其中莲⼩姐回我短信的间隔⾮常标准地服从 3 ⼩时到 5 ⼩时的均匀分布，但是我还是坚持
尽量秒回莲⼩姐的短信。其中我隐约感觉出莲⼩姐和他的⽗亲其实关系似乎没有那么好，毕竟
⻘春期的⼥⽣很难对⽗亲产⽣好感。还没等我⾛进九番队队舍，我就感受到⾥⾯强烈的灵压波
动。出于好奇⼼，我进⼊队舍⼀探究竟。
只⻅到⽉莲影⼩姐和谭坤坎队⻓对峙在中间的空地上，令我惊讶的是明显莲⼩姐释放出的

灵压已经到达了队⻓级别。只听⻅她⽤清脆的嗓⾳说道：“接天映⽇吧！芙蕖！”我脑海中不禁播
放起了死神动画⾥队⻓卍解时候的背景⾳乐。在⼀阵光芒散去后，我竟然发觉⾃⼰置身于⼀⽚
荷塘之中。她的始解究竟是什么效果，似乎是创造了⼀个属于她⾃⼰的领域，但这个领域甚⾄
将我覆盖于其中。此时，我看⻅谭坤坎队⻓也解放了斩魄⼑：“澹澹兮⽣烟，萋萋兮为霜。”奇怪的
是他并没有完全咏唱完斩魄⼑的解放语，但是谭队⻓周身的⽓息发⽣了巨⼤的变化。似乎是在
莲⼩姐所创造的荷塘领域中，谭队⻓卓尔独⽴开创出⾃⼰的⼀番⼩天地。只⻅他的脚下似乎有
初⽣的苇草在缓缓⽣⻓，⽽他的周身，被似有还⽆的⽩⾊烟云所笼罩。芦苇上⾯的点点露⽔隐
约透露出强⼤的灵压波动。我被震撼在原地不敢动弹，原来这就是队⻓级别的始解对攻吗？我
甚⾄明显感受到周围的基本灵⼦不受⾃⼰的控制，⽽是变成⼀种诡异的有规律的另⼀种形态的
灵⼦。
还没来得及让我去观察灵⼦的变化，莲⼩姐直接挥舞⼿中的斩魄⼑“芙蕖”向谭队⻓冲去。

我隐约能听⻅她⼝中念念有词：“⼀式：举杯邀明⽉，对影成三⼈”。霎那间，从莲⼩姐的两侧突
然出现了两个⿊影，每个⿊影都有着莲⼩姐的模样，甚⾄灵压强度也和莲⼩姐相差⽆⼆。莲⼩
姐连通两个分身⼀起向谭队⻓从三个⽅位同时包围。此时谭坤坎不紧不慢地将⼑身横置，直接
抵挡住了三重斩击。在⼑刃接触的瞬间周围的灵⼦掀起⼀阵巨⼤的⻛波，让我⽆法直视战⽃的
近况。只⻅⼑光剑影交错下，两⼈并没有分出明显的胜负，在莲⼩姐的猛烈进攻下谭先⽣显得
游刃有余。这时，莲⼩姐连通两个影⼦闪向了⼀边，⽽三者⼝中同时吟唱道：“⽆边落⽊萧萧下，
不尽⻓江滚滚来”。我眼前的景⾊骤然⼀变，谭先⽣的附近出现了三道巨⼤的洪流。在这汹涌江
⽔即将把谭先⽣淹没之际，他淡然地将斩魄⼑挥下：“⼀式：蒹葭萋萋，⽩露未晞。”此时，三条
滚滚⽽来的⽔流在接近谭先⽣周身将近⼀⽶处，瞬间消散成普通的灵⼦，⽽我明显感受到周围
的温度在急剧下降。翻腾的灵⼦流在接近到谭先⽣附近的时候瞬间变得宁静甚⾄带着⼀丝死寂
的⽓息。随着谭队⻓轻轻念道：“⻛⾬如晦，鸡鸣不已。”逐渐在谭先⽣周身缓慢变动的灵⼦变成
了⼀个个冰锥，向莲⼩姐和她的分身以极快的速度射去。莲⼩姐神⾊出现了⼀丝紧张，她连忙
说道：“势拔五岳掩⾚城！”只⻅⼀道巨⼤的灵⼦⼭脉凭空产⽣，如同缚道之⼋⼗⼀“断空”，直接
挡住了⼀道道冰锥如同狂⻛骤⾬般地攻势。
我在⼀旁看得有点发愣。与其说是队⻓级别的死神战⽃，不如说是两个⽂⼈在⽃诗。有趣

的是，莲⼩姐所吟唱的是那位谪仙⼈李⻘莲的诗句，⽽谭先⽣所咏唱的则是被孔⼦誉为“思⽆
邪”的诗经。确实，死神漫画世界⾥的⻤道咏唱的咒⽂是久保⼤诗⼈所写的诗，那么中国古代的
诗词歌赋在这个⼫魂界的平⾏世界能造成华丽的战⽃特效也是情有可原。正当我思索时，战局
⼜发⽣了微妙的变化。莲⼩姐显得有点⼒不从⼼，逐渐转攻为守，⽽且她的死霸装似乎多了不
少被冰锥擦过的斑驳伤痕。似乎莲⼩姐按捺不住这种被动挨打的局⾯，只⻅她⽤银铃般地嗓⾳
说道：“⼆式：我歌⽉徘徊，我舞影零乱。”我的眼前突然⼀阵模糊，眼中的景⾊如同电视机没有
信号时的⻢赛克。等了许久，待我缓过神来时，眼前的荷塘空间仿佛被什么神秘的⼒量撕裂⼀
般，⽽我明显感受到灵⼦的流动变得⾮常缓慢。但与其说缓慢，不如说是混乱，因为⼀般的灵
⼦流动都是规律性的，⽽现在我所感受到周身的灵⼦则是如同布朗运动的花粉⼀样，在进⾏⽆
规则的随机游⾛。我喉咙⼀甜，竟咳出了⼀⼝⾎，看来周围灵⼦的混乱已经引起了我内部灵⼦
的不稳定波动。
这时，似乎谭先⽣注意到了我的存在以及我由于灵⼦紊乱⽽咳⾎的情况，他神⾊⼀变，快

速地念道：“⽇居⽉诸，照临下⼟。”⼀阵巨⼤的光芒刺破了天地，只⻅天空中浮现出了⼀个巨⼤
的⽕球和⼀轮硕⼤的明⽉，⽇⽉交汇之下，⼀切灵⼦变得稳定。待到光芒散去后，我发觉⾃⼰
已然躺在九番队队舍的地板上。似乎我从莲⼩姐和谭队⻓交战的领域内回到了现实世界。莲⼩
姐急忙跑到了我身边，眼中带着九分的愧疚和⼀分的不解问道：“⼩汪你怎么来了也不说⼀声？
啊，你怎么还咳⾎了，要不要我叫九番队的队⼠陪你去四番队医务室？”
我急忙站起来：“没事没事，我只是有点旧伤复发，之前四番队副队⻓⻁彻勇⾳帮我做了全

⾯的检查，我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此时，谭队⻓也缓步⾛上前：“⼩友，不好意思让你看到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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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和⼩⼥的⽃法。⼩⼥的斩魄⼑始解使⽤尚未纯熟，竟使⼩友遭受如此⽆妄之灾，真是令⼈汗
颜。”在和谭队⻓和莲⼩姐的解释下，我⼤概了解到，莲⼩姐的斩魄⼑“芙蕖”能够使看到其解放
斩魄⼑的⻆⾊进⼊幻境。在幻境中，所有的⾔语会通过灵⼦⽽具象化并且会消耗灵压造成相应
的效果，但是具象化的⾔语只会影响幻境内的⻆⾊。这样解释了为什么谭先⽣和莲⼩姐在⽤古
诗词在对轰⽽且造成如此巨⼤的伤害。似乎是出于对我的愧疚，莲⼩姐不情不愿地在谭先⽣的
要求下向我解释了她所释放的技能“⼆式：我歌⽉徘徊，我舞影零乱。”据她所说，其效果为扰乱
领域内⻆⾊的灵压，使得其斩魄⼑能⼒有⼀定概率失效并且⼤幅增加释放斩魄⼑技能的灵压消
耗。
我好奇地问道：“为什么你们⼆位的斩魄⼑技能都是以⼀式、⼆式开头这样取名？”
莲⼩姐满不在乎地说道：“这样叫起来⽐较⽅便，⽽且似乎我的斩魄⼑跟我爸的斩魄⼑都喜

欢我们这样给技能取名？”
我忍不住追问：“你怎么知道你的斩魄⼑喜欢这样取名？”
“哦，我试过在始解状态下直接咏唱举杯邀明⽉，对影成三⼈，但是什么事情也没发⽣。只

有在我加上⼀式的时候，正好就出现了我的两个分身。”
我⼤概有点头绪，但还是⾮常困惑，不就加了个“⼀式”，为什么斩魄⼑的技能效果会完全不

同。我突然意识到我来九番队的⽬的是找莲⼩姐聊聊近况，但是在她⽗亲谭先⽣好奇的注视下
我还是感觉⾮常不⾃然，于是我就约莲⼩姐明天去流魂街的“蓝瓶”咖啡馆喝杯咖啡聊聊天。之
后我就找了个借⼝离开了九番队队舍，继续完成三番队的⽂书⼯作。

1.11 汪衍巽 = 乱世元年⼆⽉⼆⼗六⽇
晴。昨天我⼜做了那个奇怪的梦，此时我还是同那个神秘的⿊⾐⼈并肩⽽⾏。我⼤概感觉

到每次⼤概率我只能问他⼀个问题，于是我问道：“潜虬是你的真名吗？”在⼀阵熟悉地低吼下，
我⼜⼀次醒了，只是模糊地记得他的答案好像是“我的真名现在你不适合知道。你可以⽤“潜虬”
这个名字来使⽤我的⼒量。”
今天我和莲⼩姐在流魂街 638号的“蓝瓶”咖啡馆⻅⾯了。这次⻅⾯彻底冲击了我的世界观。

莲⼩姐开⻔⻅⼭地问我：“你不是原来的那个三番队三席吧？”
我故作镇定地说：“怎么不是呢？我就是汪衍巽啊。”
⻅我没什么反应，莲⼩姐笑道：“跟你开个玩笑啦，瞧把你紧张的。”
我忍不住好奇追问：“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
莲⼩姐说：“其实我⼀直在关注你。⽽且我明显感觉到你在空座町⼤战前和你现在的表现与

其说是在战⽃中由于恐惧⽽改变，不如说是更像是两个灵魂。”
强忍住震惊，我开玩笑道：“我不知道你这么在意我呢？”
莲⼩姐严肃地说道：“我问你⼀个问题：你是⼫魂界的⼀员吗？⽆论如何？”
我也严肃了起来：“当然了。”
“你能对着你们家队⻓的名义发誓吗？”
“我以三番队队⻓鹤衍隽的名义发誓，我汪衍巽⾄死都是为了保护⼫魂界。”
“好，那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怀疑你。”
莲⼩姐告诉了我⼀件让我极度怀疑我是不是听错了的事情。她在和谭坤坎队⻓⼀次去现世

的冒险中，来到了某个平⾏世界的秋叶原。这个秋叶原⾥竟然有久保带⼈的死神漫画，出于对
她美貌的信任，我也撒了个谎告诉她我曾经也在某次冒险中看到过同样的死神漫画。通过⽉莲
影的描述，我逐渐确信她所看到的漫画和我看过的死神漫画是⼀模⼀样的。出于对于⼫魂界未
来会被友哈巴赫进攻的预测，她告诉了我⼀个惊⼈的计划：她想要建⽴⼀个帝国来抗衡友哈巴
赫领导下的⽆形帝国。我不禁问她：“你想怎么建⽴呢？”
莲⼩姐似乎有点漫步尽⼼地说道：“我想建⽴的帝国是⼤唐王朝。⽬前我就仿照⼗常侍设⽴

⼀个⼗将军组织吧。⾄于皇帝则是本座来当。毕竟最近我挺喜欢拜占庭将军问题34的。”
我已经对莲⼩姐惊世骇俗的⾔论有点麻⽊了：“好，那我们现在有⼏个将军呢？”
“我和我爸。我爸是⼤将军，我是⼆将军。”
强忍住对她类似于⼩孩⼦过家家般的想法的吐槽欲望，我问道：“为什么你要选择我呢？”

34去中⼼化系统，例如区块链，的⼀个基础问题，由 Lamport Leslie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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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傻吗？还不是因为你也不在久保带⼈的死神漫画⾥。所以你想不想加⼊？”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毕竟她⾮常漂亮，⽽且实⼒强⼤。如果我不同意，她把我⼲掉杀

⼈灭⼝也不是不可能。这样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好，正好你是三番队的，我就封你为三将军吧！”
“那你怎么不去找鹤衍隽队⻓呢？”
“鹤叔的斩魄⼑太可怕了。先不提这个，其实这件事情我还没告诉我爸。”
“那你就封你爸为⼤将军？”
“毕竟是我爸嘛，他就我这⼀个宝⻉⼥⼉。”
听上去很有逻辑，于是我就不多问了。出于对她的斩魄⼑能⼒的好奇，我问道：“你的斩魄

⼑能⼒好强啊，始解就像展开了领域⼀样。”
“看在你是三将军的⾯⼦上，本⼩姐就勉为其难告诉你我的斩魄⼑能⼒。⽬前我的斩魄⼑能

⼒是影响周围约⼗⽶范围内的其他⻆⾊进⼊“芙蕖”所建⽴幻境。在这个幻境中，所有的⾔语都
会具象化，就像你看到我和我⽼爹的战⽃⼀样。硬要说的话，咒术回战你看过的吧，就跟⾥⾯
狗卷的能⼒差不多，只是他那样说“毁灭吧”过于消耗灵压，不是有效的使⽤⽅法。”
在我的继续追问下，我逐渐问出了谭队⻓教授莲⼩姐的斩魄⼑始解状态下⼀式和⼆式的修

炼法⻔。所谓这些招式，都是莲⼩姐与她的斩魄⼑“芙蕖”进⼀步沟通下得到的能够激发斩魄⼑
⼒量的“钥匙”。她所念诵的⽐如“⼀式：举杯邀明⽉，对饮成三⼈”就是⼀个钥匙，能够激发创造
两个分身的技能。她告诉我这就跟王者荣耀之类的 MOBA 游戏⾥的⻆⾊技能，但是据谭队⻓
所说，这样的技能保留最强的三个就⾏，多了⽤起来麻烦。似乎谭队⻓的原话是“业精于勤⽽荒
于嬉”。看来这个谭队⻓放在古代绝对是个⽂⼈。在她的怂恿下，我答应了⼀个⽉后和她还有谭
队⻓⼀起⽤穿界⻔去现世的某个平⾏世界去冒险。
在今天和莲⼩姐的对话后，我的思路由于接收了太多信息过于混乱，于是我决定以后再想

就直接去睡觉了。

1.12 汪衍巽 = 乱世元年⼆⽉⼆⼗⼋⽇
晴。我今天做了⼀个奇怪的梦，梦⾥的⿊⾐⼈消失了，但是梦⾥的我变成了⼀个六七岁左

右的⼩孩⼦。梦⾥的爸爸在外⾯是⼀个不成功的推销员，然后回家后就把怨⽓发泄在我和我妈
妈身上。我妈妈⽤她的身体保护着我并告诉我爸爸也是有苦衷的。梦醒的时候我发现枕头被我
的⼝⽔弄湿了。
说实话我觉得这种东⻄挺⽆聊的，世⼈皆苦，只是我不知道为啥会让我做这个梦。我也懒

得想太多，今天我去找鹤队⻓学习了易道之四⼗四天⻛姤。说实话也不难，当我把周围的灵⼦
转化成⻛属性后，我⼼中默念“天⻛姤”然后⽤意识锁定了⾃⼰之前刻意划伤的⼿臂，然后周围
的⻛属性灵⼦似乎两两成对按照⼀种有规律的形式运转。过了⼀段时间，伤⼝竟然巧妙的愈合
了。我明显注意到了鹤队⻓眼中惊讶的神⾊，但他淡然说道：“天⻛姤本身并不是⽤来治疗的道
术，⽽是⽤来缠绕敌⼈⽤于限制对⽅灵⼦使⽤的战技。你要记住，乾为天，巽为⻛，姤卦以阴
遇阳，以柔乘刚。我的⽼师跟我说过，此术效法于⻛之吹拂万物，施教化于天下，昭告四⽅。”
“那您的⽼师是何⽅神圣？”我不禁问道。
鹤队⻓沉默了⽚刻说道：“我今天还有要事要处理。吉良好像有事情要拜托你，你最好和他

确认下。”
我看出了鹤队⻓在顾左右⽽⾔他，于是我便不再纠缠，毕竟学习天⻛姤的⽬的已经达成，于

是我前往副队⻓室找吉良聊天。吉良告诉我，正好这段时间⼆番队前任队⻓四枫院夜⼀在⼫魂
界停留⼀段时间。他觉得由于我擅⻓⻛属性的⻤道，应该可以向四⼤家族四枫院家的族⻓四枫
院夜⼀学习她的将⻤道和⽩打结合在⼀起的秘籍“瞬开”。因为上次在空座町和叛逃的蓝染以及
其部下的交战使得⼤家觉得⾃⼰的实⼒远远不够，所以⼤家都在寻找办法突破实⼒的瓶颈。我
向吉良副队⻓表达了诚挚地感谢后直接前往了⼆番队队舍。
正巧我在进⼊⼆番队队舍后，发现四枫院夜⼀和⼆番队队⻓碎蜂在喝茶聊天。我在向她们

表明来意后夜⼀没有直接答应我的要求⽽是想测试下我的⻤道⽔平。于是，她跟我提出了⼀个
赌约：如果我能够在碎蜂的始解状态下坚持⼗分钟，那么她就会考虑教我瞬开。出于⼈⽣能有
⼏回搏的⼼态，我答应了这个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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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蜂队⻓是护庭⼗三番队隐秘机动队的队⻓。她的战⽃⻛格以快速地接近敌⼈或者在敌⼈
不经意间进⾏暗杀为主要致胜⼿段。她的斩魄⼑始解后是类似于套在⼿指上的的尖刺，其效果
为⼆击必杀，也就是如果我的同⼀部位被她击中两次会瞬间失去战⽃⼒。除了不被她在同⼀部
位击中两次以外，克制她的斩魄⼑的唯⼀⽅法就是⽤纯粹的灵压强度来破解她第⼀次攻击留下
的烙印。
我直接解放了我的斩魄⼑“潜虬”，在⻛云散去后碎蜂队⻓已经消失在我的视线⾥。我的灵

识只能勉强感觉到她先是拉开了⼀定距离然后从不远的地⽅直接极速向我接近。由于我的视线
已经丢失了她的身影，出于谨慎我直接以我为中⼼释放了破道之五⼗⼋“阗岚”，⼀阵巨⼤的旋
⻛围绕我掀起波澜。我知道这只是缓兵之计，但我利⽤阗岚为我争取的这⼀⼩段时间完成了破
道之六⼗三“雷吼炮”的完全咏唱。我将灵识完全投⼊在锁定我周身半径 2 ⽶内碎蜂的位置。等
待“阗岚”的旋⻛散去后，果不其然碎蜂直接从我的后⽅想我疾驰，此时我直接通过左⼿⽤死霸
装⻓袍作为视觉上的掩护向碎蜂的位置直接释放了“雷吼炮”。碎蜂似乎也提前预判到了我的近
距离⻤道释放，她直接使⽤了瞬开。⼀股强⼤的灵⼦⽓流汇聚在她的后背并引向她的四肢，在
她的双拳处灵⼦的浓度达到了甚⾄接近液化的程度。她直接使⽤瞬开爆发时的灵压抵消了我所
释放的雷吼炮。
“你这⼩⼦不错嘛，竟然能够让我使出“反⻤相杀”35来抵消你的⻤道。我本来不想认真跟你

打，既然你⼩⼦对于⻤道的运⽤有两把刷⼦，我就陪你认真过⼏招。”说完后碎蜂的身影⼜⼀次
消失在我的视线内。
我明确认识到我没办法再重复⽤“阗岚”掩护“雷吼炮”输出的既有战术。⼀昧的挨打不是我

的战⽃⻛格，⽽唯⼀的胜利机会在于我今天刚学会的易道之四⼗四“天⻛姤”。于是我索性不作
任何掩饰，直接咏唱了起来：“乾为天，巽为⻛。天⻛相随，⻤神惊泣。刍狗，圣⼈，天地，皆
为⼀体。吾取沧浪之清，吾取沧浪之浊，濯乎我缨，濯乎我⾜。⼼随意动，意由⼼⽣，⻤神哀
鸣。易道之四⼗四，天⻛姤！”碎蜂似乎也是好奇或者忌惮我所咏唱的易道祷词，并没有打断我
的咏唱。
在我咏唱结束之后，我周身约 1 ⽶左右范围的灵⼦按照某种奇异的规则游⾛，我将其称之

为天⻛灵⼦。天⻛灵⼦具有⼀部分⻛属性灵⼦的特性但是与⻛属性灵⼦不同的是天⻛灵⼦在不
断地治疗和补充我的灵压，虽然通过完全咏唱释放这个易道消耗了我⼤半的灵压，但是我的灵
压在缓缓回复。但是我预料到如果我的灵压恢复到我总灵压的 3/4量时天⻛姤的效果就会消散。

因为我记得鹤队⻓说过天⻛姤本身是⽤来限制对⼿的易道，于是我准备转守为攻，直接通
过灵识扫描出周围强⼤灵压的流动痕迹，以此来推断碎蜂的位置。由于我周身缠绕的是天⻛灵
⼦，我暂时地失去了使⽤阗岚和雷吼炮的能⼒，因为这样做会把天⻛灵⼦转化成⻛属性或者雷
属性灵⼦，搬起⽯头砸⾃⼰的脚。在我的灵压锁定下，果然我在视线中发现了碎蜂的身影。我
直接催动瞬步接近，巧的是碎蜂也直接向我迎⾯冲来。
⻅识过碎蜂恐怖机动性的我索性将灵识⽤于和天⻛灵⼦的沟通上。果不其然，碎蜂在接近

我周围 50 厘⽶的位置时她的速度明显减慢了下来，我注意到天⻛灵⼦似乎在全⼒将碎蜂周身
缠绕的⻤道“瞬开”所激发出的灵⼦侵蚀成天⻛灵⼦，⽽碎蜂在注意到这点后再度催发瞬开。爆
发性的灵⼦强度把我的身体直接击⻜到数⼗⽶远处的⼭上，⽽我的死霸装也因为这爆发的伤害
⽽破损⼤半。幸好在刚才交战的过程中，由于天⻛灵⼦吸收了⼀部分碎蜂的灵压，其正在源源
不断地帮我修复死霸装和我本身⾁体受到的伤害。
在⼏次交锋后，我和碎蜂谁也没有占到对⽅什么便宜。⼗分钟很快就到了。于是夜⼀答应

第⼆天教我瞬开。

1.13 汪衍巽 = 乱世元年三⽉⼀⽇
晴。今天做梦⼜遇到潜虬了。这次潜虬开⼝说的话我似乎听懂了。他告诉我天⻛姤不是这

样⽤的然后就消失了。我也听懵逼了，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看来唯⼀的⽤处似乎是听懂你
在说啥。不过看来我的斩魄⼑是如同蜜獾那种⼈狠话不多的性格。于是我也懒得继续思考。
今天和四枫院夜⼀⽼师学习了瞬开。与夜⼀或者碎蜂讲⻤道缠绕在⾃⼰周身不同的是，我所

学会的是讲周身的⻛属性灵⼦或者雷属性灵⼦通过意识进⾏压缩从⽽获得更强的爆发性伤害。

35利⽤和對⼿同質同量的⻤道將對⼿的⻤道摧毀，然後消滅。通常被當成反制技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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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夜⼀由于要处理四枫院家的事务就匆匆离去了，我也感觉⾃⼰学不到更多的东⻄了索性不
再纠缠她。因为死神漫画中四枫院夜⼀从来没有解放过斩魄⼑，我试图问夜⼀她的斩魄⼑始解
是什么，被碎蜂恶狠狠地瞪了⼀眼后我就悻悻然不再多话了。
在我离开四枫院家后，突然被藏在暗处的修兵给叫住了。他跟我说莲⼩姐今天下午想跟我

聊聊天，于是让我去和他⼀起去九番队队舍。到了之后，莲⼩姐直接开⻔⻅⼭地和我说：“你的
能⼒太弱了，我要帮你特训⼀下。”我⼈傻了，虽然我确实知道⾃⼰能⼒不是很强，但她这话也
说得太直接了吧。⽽且我根本没有印象莲⼩姐有看到过任何⼀场我的战⽃。出于男⼈的⾃尊⼼
以及维护三番队第三席的荣耀，我决定和这位九番队第九席过⼀过招。
“接天映⽇吧！芙蕖！”莲⼩姐⼆话不说便解放了她的斩魄⼑“芙蕖”，顿时我和她进⼊了⼀⽚

荷塘夜⾊中。我明显感受到周围的灵⼦调动变得缓慢了许多。出于上次对她和谭队⻓诗词对轰
场景的深刻印象，我也解放了我的斩魄⼑：“阴阳流转，奇正相⽣。翻腾吧，潜虬！”在解放了“潜
虬”后，由于我将意识集中在我的死霸装上，周围⼀⽚的灵⼦逐渐转为⻛属性灵⼦，⻜速地流动
了起来。我记得⾮常清楚，在“芙蕖”的作⽤下，所有的⾔语都会具象化。为了给我蓄⼒雷吼炮
创造时机，我直接正声朗读道：“安得⼴厦千万间，⼤庇天下寒⼠俱欢颜，⻛⾬不动安如⼭”。我
原本以为周围会有层层⾼楼拔地⽽起，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这时候莲⼩姐捂着肚⼦嘲笑
道：“你是不是傻？我说什么你就信啦？我告诉你，其实只有你认可的诗句才能显现出来。⽽且，
就你那么⼀点灵压，真以为能在我的领域⾥⾯⽤诗圣杜甫的诗句具象化啊？”
话⾳刚落，只⻅莲⼩姐身影⻜速向我冲来，我只能赶紧⽤⼿中的“潜虬”挡下她的“芙蕖”的

斩击。在⼑剑交错间，我嘴⻆微微上翘，直接将意志全部投射到⼿中的斩魄⼑上，直接⽆咏唱
催发了破道之六⼗三“雷吼炮”。巨⼤的雷电将莲⼩姐的身影吞噬，只是我感觉到剑刃处的压⼒
丝毫没有减轻。隐约中我听到她说道“君不⻅，⻩河之⽔天上来。”这时⼀道巨⼤的瀑布从我头
顶直接浇灌⽽下，由于⽔导电的性质也存在于⽔属性灵⼦和雷属性灵⼦中，我连忙控制死霸装
将周围的雷属性灵⼦转化为⻛属性灵⼦并借助⻛卷⽔势的时机脱离了莲⼩姐的身旁。
在不断地试探交⼿下，我顿时感觉⽆法简单地通过始解状态下的雷吼炮和阗岚对莲⼩姐进

⾏任何有效伤害。情急之下，我只能冒险使⽤下还没锻炼熟练的易道之四⼗四“天⻛姤”。在与
莲⼩姐保持了⼀段安全距离下，我神⾊⼀变开始咏唱咒⽂：“乾为天，巽为⻛。天⻛相随，⻤神
惊泣。刍狗，圣⼈，天地，皆为⼀体。吾取沧浪之清，吾取沧浪之浊，濯乎我缨，濯乎我⾜。⼼
随意动，意由⼼⽣，⻤神哀鸣。易道之四⼗四，天⻛姤！”顿时巨⼤的灵压席卷了我周身⽅圆数
⼗⽶的距离，令我惊讶的是在莲⼩姐的领域内竟然周围数⼗⽶的范围的灵⼦都转化为了天⻛灵
⼦。
说来有点不好意思，我在前世平时的爱好是⽤⾃然语⾔处理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其中我记

忆最深的是南怀瑾先⽣在易经杂说中所写的⽂王⼋卦其实可以⽤左⼿中间的三根⼿指记录。由
于天⻛姤本身的乾所对应的是⽆名指的指尖，巽所对应的事⻝指的指尖，于是我左⼿开始结印，
⽤⼩拇指指尖顶住⻝指指尖同时⼤拇指指尖顶住⽆名指指尖。此刻在我左⼿的结印下，天⻛灵
⼦似乎感受到了我的号召，以我的左⼿中指为圆⼼凝聚并形成了⼀股强⼒的涡流。当我⽤灵识
锁定莲⼩姐的⼤致⽅位后，我直接⽤左⼿指向她的位置锁定让这股涡流如同猛⻰过江⼀般直接
向莲⼩姐冲去。
此时我注意到她的神情明显认真了起来：“⼆式：我歌⽉徘徊，我舞影凌乱。”向她裹挟冲去

的天⻛灵⼦旋涡瞬间消散与⽆形。由于释放天⻛姤耗尽了我⼏乎全部的灵压，我来不及闪躲直
接被冲刺⽽来的莲⼩姐⽤⼑背敲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以后，莲⼩姐和我⼀起分析了下我战⽃模式的缺点。⾸先，我的打发⾮常单⼀，基

本的输出⼿段只有雷吼炮，阗岚和天⻛姤只能算牵制敌⼈的⼿段。其次，我的灵压⾮常不稳定，
很容易在在完全咏唱⻤道或者易道后消耗⾃⼰过多的灵压。第三，我完全没有发挥我始解的⼒
量，只是⽤其作为辅助⻤道战⽃的⼿段。于是，在⼆将军莲⼩姐的鞭策下，我开始了每天和她
在九番队练习场的特训。

1.14 汪衍巽 = 乱世元年三⽉⼗五⽇
晴。今天是挺值得庆祝的⼀天。因为在莲⼩姐的两周特训下我终于领悟了“⼀式之⻛起惊

蛰”。说来也简单，其实就是⽤意识同时激发死霸装和斩魄⼑，然后将意识的量基本保持在⼀半
⼀半分配给死霸装和斩魄⼑。⼀式之⻛起惊蛰⽤游戏的话语来说是给我⾃身加持⼀个增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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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起惊蛰会⼤幅度消耗我的灵压，以我⽬前的灵压总量来看我最多维持 3 分钟。以⼤量消
耗灵压为代价，我周围 3 ⽶左右的基础灵⼦可以随意转换为⻛属性灵⼦或者雷属性灵⼦⽽且灵
⼦强度是我没有释放⻛起惊蛰的 10 倍左右。换⾔之我在⻛起惊蛰的状态下的灵⼦利⽤效率提
升了⼤约 10 倍。我本来想耍酷⽤雷属性原⼦在我背后凝聚出⼀个雷霆之翼，但这样做过于消
耗灵压⽽且除了好看以外没有什么卵⽤，于是我放弃了这个想法。莲⼩姐嘲笑我说是想模仿⼗
番队队⻓⽇番⾕冬狮郎的卍解但是画⻁不成反类⽝。
另⼀⽅⾯，莲⼩姐对我释放雷吼炮的姿势进⾏了纠正。她认为原三番队副队⻓市丸银所解

放其斩魄⼑“神枪”的姿势⽐较帅，然后建议我模仿这个姿势。⽆奈下我只能照做，左⼿⼿臂抬
起，右⼿握着斩魄⼑贴着⼩腹，放在左⼿⼿臂下⽅，然后左腿在前跨出⻢步。令我惊讶的是在
我完成这个姿势的瞬间，⼀股狰狞的⿊⾊闪电带着恐怖⽓息从我的剑尖迸发，直接击碎了幻境
中巨⼤的假⼭。莲⼩姐⼀脸得意，仿佛在说：“爷说的没错吧：）”原本我想给这个招式叫做⿊闪，
但莲⼩姐认为这个会和她最近在看的漫画“咒术回战”⾥主⻆⻁杖悠仁使⽤的⿊闪重名了，影响
她看漫画。所以我们最后同意将这个招式叫做“⿊⾊雷枪”。
特训期间，⼫魂界维持着⼀派祥和的⽓氛。雏森桃和志波空鹤出于对我施展的⻤道威⼒的

好奇，数次邀请我去真央灵术院的练习教室测试和量化我释放经由破道之六⼗三“雷吼炮”⽽改
造出的技能“⿊⾊雷枪”的输出效率。只是有⼀次测试的时候刚好志波空鹤有事不能来，只留下
我和雏森桃在练习教室。当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正巧⼗番队队⻓⽇番⾕冬狮郎⾛了进来。我顿
时有点尴尬，因为我知道雏森桃和⽇番⾕冬狮郎两情相悦⽽且是⻘梅⽵⻢。如今他看⻅我和雏
森孤男寡⼥共处⼀室，不知道会不会有点⽣⽓。果不其然，室内的⽓温因为⽇番⾕的出现突然
降低了些许。虽然雏森跟⽇番⾕解释我们只是在研究⻤道的输出效率，但是我个⼈认为这有点
越描越⿊的嫌疑。果不其然，⽇番⾕冬狮郎还是⼗分⽣⽓，他给出的理由是我的⽓质和那个⼫
魂界的叛徒蓝染太像了，⽽且蓝染的部下之⼀市丸银就是从我们三番队出来的。我没有理会他
的挑衅，⽽是客套⼀番后离开了练习教室。
我开始了思考，思考这三个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我是汪衍巽，三

番队队⻓鹤衍隽所器重的三番队第三席，掌握了始解“潜虬”和⼀式之⻛起惊蛰。在使⽤⼀式之
⻛起惊蛰后我⾃我估计应该是能够抗衡普通队⻓的始解，但不确定能否通过“⿊⾊雷枪”来击败
对⼿。我曾经是⼀个计算机科学的博⼠⽣，但意外中来到了死神漫画的平⾏世界。我能够转化
和控制周围⼀定范围内的灵⼦为我所⽤，但是这会⼤幅消耗我的灵压。九番队队⻓谭坤坎的⼥
⼉⽉莲影是个古灵精怪的天⼭童姥，脑⼦不是很聪明的样⼦，这么⼤年纪还要搞什么⼤唐王朝，
但毕竟⼈家是个美⼥，美⼥说什么都是对的。所以我也半推半就地被她册封为所谓的三将军。⽬
前对未来的规划是继续探索莲⼩姐的秘密。最好的策略就是加⼊莲⼩姐跟我说的半个⽉后的冒
险。
在这半个⽉的特训中，我⾮常明确地意识到，单纯地练习已经⽆法让我提升了。因为我⾮

常确定莲⼩姐不可能对我下死⼿，所以不存在这种⽣死之间的碰撞。在没有刺激的状态下，我
似乎不能发挥出我的斩魄⼑“潜虬”的真正实⼒。只有在第⼀次和莲⼩姐战⽃时，她隐藏起来的
⼀股若有若⽆的杀意似乎激发了潜虬的兴致，让我释放的雷吼炮的灵⼦输出功率到达了我的极
限。之后也是从莲⼩姐的反馈得知，我再也没有释放过如此强⼤威⼒的雷吼炮，包括“⿊⾊雷
枪”。我⼼中⼀个巨⼤的疑惑是“潜虬”到底是怎样的存在？为什么之前的三番队三席那位汪衍巽
没有领悟始解，换⾔之为什么“潜虬”单纯对我这任宿主感兴趣了？因为我⾮常明确我前世作为
博⼠⽣的记忆，所以我更愿意将我⾃⼰成为这具三番队第三席死神灵魂的宿主，⽽斩魄⼑本身
是和死神的灵魂绑定的。这某种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我听不懂“潜虬”在我梦中的低吼，但是我
的直觉能够翻译出“潜虬”想表达的意思。在这半个⽉的时间内，我在梦⻅潜虬的时候逐渐能够
和祂说上两三句话了。似乎祂对于我现在所展现出的战⼒⾮常不满，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可
能只有在真⼑真枪的战⽃中才能有所突破。

1.15 汪衍巽 = 乱世元年三⽉⼆⼗⽇
阴。我陷⼊了某种程度的迷茫。⼀⽅⾯是我意识到了我本身战⼒的成⻓是具有瓶颈的。这

点在我和鹤队⻓的交流中得到了进⼀步印证。我好奇地问过鹤队⻓作为⼫魂界的队⻓他们除了
⽂书⼯作以外有什么其他的⼯作，鹤队⻓似乎犹豫了许久，最后告诉我说是维护⼫魂界的稳定。
我追问道，是对付像蓝染惣右介这样的叛徒对⼫魂界的侵害还是像⼀千年前友哈巴赫带领的灭



Stanford University Project: 巽 Page 18 of 23

却师对⼫魂界的⼊侵吗？鹤队⻓露出了为难的神⾊，但他似乎不想对我说谎，于是告诉我，这
种程度的⼊侵⼫魂界其实经历了许多次，但具体的真相得等我成⻓到能够继任队⻓的时候会告
诉我。这段话的信息量属实有点⼤，让我开始怀疑所谓死神漫画中所描述的⼫魂界只是真实⼫
魂界历史的冰⼭⼀⻆。考虑到鹤队⻓跟我亦师亦友的关系，我有冲动想把友哈巴赫会在未来的
⼀年半内进攻⼫魂界的消息告诉鹤队⻓，但从他对于千年前友哈巴赫⼊侵的历史以及蓝染叛乱
的不在意的态度可以看出，相⽐友哈巴赫⼊侵⼫魂界，⼫魂界真正的历史才更让他头疼，也是
令我需要忌惮的。
但是，从死神漫画中千年⾎战篇描述的友哈巴赫带领具有圣⽂字的⼆⼗六位灭却师对⼫魂

界的⼊侵结果来看，确实存在鹤队⻓对于友哈巴赫所率领的⽆形帝国有所轻敌的可能性。按照
我的战⼒分析，友哈巴赫本⼈的战⼒已经不能⽤千年队⻓这个战⼒级别去衡量了，⽽他⼿下的
圣⽂字 B 哈斯沃德“世界调和”、圣⽂字 D 亚斯⾦“致死量”，哪怕是圣⽂字 V 葛雷密“梦想家”
等⼈的战⼒⾄少是千年队⻓这个级别。⽽我的实⼒，从之前我和阿散井恋次副队⻓的战⽃中可
以看出，撑死了也就只有队⻓级别。虽说我的战⼒有接近队⻓的程度，理论上说我有资格担任
三番队的队⻓，但是按照⼫魂界的规定，队员必须领悟卍解才有资格成为队⻓。⽽且从死神漫
画中获得的信息，除了⼗⼀番队，队⻓继任⼀般都是前任队⻓退休或者出事以后由副队⻓接任，
并没有出现过第三席直接晋升队⻓的先例。为了了解⼫魂界真正的历史，我必须成为护庭⼗三
番队的队⻓，⽽⽬前来最简单的途径就是领悟卍解然后说服鹤队⻓将三番队交给我，同时我也
要说服吉良副队⻓让他不要和我竞争。当然有个狂野的想法是基于⼗⼀番队的队⻓晋升规则去
成为⼗⼀番队的队⻓。⼗⼀番队的队⻓都有剑⼋的称号，⽽想要成为⼗⼀番队的队⻓⽅法⾮常
简单：就是击败现任的⼗⼀番队队⻓。但是现任的更⽊剑⼋，他本身的战⼒应该说⾄少是千年
队⻓的级别，⽽且在死神漫画⾥他就是那种独孤求败的⻰傲天⻆⾊，我基本就不要考虑挑战他
了。
别⼈对我的评价说我是那种怒其不争的⼈，但有种诡异的运⽓能够混得不错，侥幸在我博

⼠阶段遇到了不错的导师也发表了不少⽂章。我对⾃⼰的认知是我是那种懒惰的⼈，除⾮遇到
让我感兴趣的事情，所以我是那种兴趣驱动的⼈。现在我的兴趣主要在魂之旷野诡异的卍解禁
令。为什么死神队⻓不能在魂之旷野进⾏卍解，斩魄⼑⼒量的来源是什么，魂之旷野的灵⼦为
什么性质和⼫魂界内的灵⼦不同？带着这些疑问，我前往魂之旷野进⾏了独⾃调查。
魂之旷野的景观和流魂街⽐较接近，但是更为寂寞。⼀眼望去，眼前的景⾊更多是⼽壁滩

的荒凉，地势平坦，荒芜贫瘠，覆盖着⼤⽚的沙丘、沙漠和草原。我能明显感到这⾥的灵⼦更加
的狂躁，甚⾄我本身的灵压在我步⾏的这⼀段时间内竟然隐隐有些消耗。很快地，我来到了⼀
个⽉前和阿散井恋次战⽃的平原。周围破损的⼭壁还保留着恋次所释放的狒⻣⼤炮的威⼒。魂
之旷野的岩体相⽐真央灵术院模拟教室⾥的岩⽯明显坚固地多。我测试过使⽤雷吼炮只能在岩
壁上留下浅浅的划痕，只有使⽤⿊之雷枪才能勉强在岩壁上轰击出⼀些坑洞。难以想象阿散井
恋次所释放的狒⻣⼤炮的输出功率。当然出于节约灵压的考虑我并没有使⽤“⼀式：⻛起惊蛰”
后再使出全⼒释放⿊之雷枪，但是从魂之旷野的岩⽯结构我⼤概能够分析出队⻓级别的绝招的
输出功率。
我隐约感受到周围的灵⼦波动有些异常。与其说是灵⼦本身的运动相⽐⼫魂界的灵⼦更加

⽆规律（灵⼦位移作为随机变量的⽅差更⼤），不如说部分的灵⼦在有规律地向某个⽅向漂移36。
我顺着灵⼦漂移的相反⽅向⼀阵搜索，发觉来源似乎是在⼀个岩壁的缺⼝处。出于⼀个游戏玩
家的直觉，我认为这⾥⼀定有什么隐藏道具，于是我催动周围的灵⼦对着缺⼝释放了⿊⾊雷枪。
果不其然，这个缺⼝⼀点反应都没有。⼀不做⼆不休，我拔出了斩魄⼑：“阴阳流转，奇正相⽣。
翻腾吧，潜虬！”随着斩魄⼑的解放，附近的灵⼦逐渐向我附近聚集，在意识均匀地覆盖在死霸
装和斩魄⼑后，我施展了和莲⼩姐特训下习得的技能“⼀式：⻛起惊蛰”。激烈的灵⼦⽓流缠绕在
我的周身，不断有⿊⾊的电芒在我的斩魄⼑上跳跃，在“⻛起惊蛰”的加持下，我开始了咏唱：“郁
郁其云，殷殷其雷。迸发，撕裂，闪耀，震击。琉璃彩瓦，⾦翅⼤鹏，⼤⾳希声。触发为我之
刃，终结于汝之身，⿊⾊雷枪。”
随着我的咏唱，附近约 10 ⽶左右的灵⼦转化为雷属性灵⼦，凝聚在我的斩魄⼑“潜虬”上，

迸发出⼀道粗壮的⿊⾊闪电，击碎了眼前的岩壁并轰出了⼀个洞⼝。我检视了下四周，四周只
是细碎的丘陵。反常必有妖，这个⼭洞的前半部分确实是由我所激发的“⿊⾊雷枪”轰击⽽成，但

36这⾥我想⽤ drift 这个词，google 告诉我 drift 对应的中⽂翻译是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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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后⾯⼀直向更深的地下蔓延。我顺着⼭洞往下⾛下去，这⾥洞窟的⼤⼩勉强能够容纳⼀个
⼈通过，⽽且洞窟的构造明显有⼈⼯挖掘的痕迹。我⾛了⼀段距离感觉不对劲。我消耗了将近
1/3 灵压所释放的“⿊⾊雷枪”才勉强击碎了 5 ⽶左右的岩⽯，所以此处的岩⽯构造是相对牢固
的。⽽随着我的深⼊，周围岩⽯的构造没有明显的变化，说明岩⽯本身的强度是很⾼的。要在
如此坚硬的岩⼭中开凿出⼀条道路，绝⾮简单的队⻓级别的战⼒可以做到。所以，很有可能这
条通道是过去的⾄少具有百年队⻓级别实⼒的死神开拓⽽成。但这个通道通往哪⾥呢，⽽且这
是在死神队⻓不允许卍解的魂之旷野？俗话说得好，富贵险中求，于是我强⾏安慰⾃⼰继续向
前探索。

1.16 汪衍巽 = 乱世元年三⽉⼆⼗⼀⽇
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的洞窟有这么多的岔路。后⾯好在我能够通过观察洞窟⾥⻛属性灵⼦

的流动⽅向来判断哪些区域我已经探索过了。在接近半天的探索下，虽然整体洞窟的通道是向
下倾斜的，逐渐通道趋于平坦。我逐渐感受到前⽅有新鲜的⻛属性灵⼦的流动，于是我加速向
前冲去。在⼀阵刺眼亮光下，我⾛出了洞窟。眼前所看到的是⼀⽚翠绿的草原⽽我身后是连绵
不断的褐⾊岩⽯⼭脉。我抬头向上望去，上⽅是湛蓝的天空。我也不愿细想为何在地底还有蓝
天，存在即合理。
在平原中游荡了⼀段时间后，我发现了有个放⽺的牧童。他看上去⼗⼆三岁的模样，穿着

朴素的⾐服，从周围灵⼦的⽓息波动来看他和流魂街的那些⼩孩没有什么区别。在我观察他的
时候，似乎他也注意到我的存在，在⽬光接触后，我主动向他提问：“少年，这⾥是什么地⽅？”
牧童的神⾊有些局促，他强装镇定地回答：“这⾥是 C-24385 草原，请问您是死神吗？”
看来他知道死神的存在，但不清楚他对于护庭⼗三番队的态度，毕竟⼀千年前护庭⼗三番

队其实就是⼀群恶⼈组成的执法组织，于是我没有透露我作为三番队第三席的身份，⽽是编造
了⼀个流浪死神的身份。
听到我只是个流浪死神，少年松了⼝⽓，但眼中的怀疑没有减少：“我们村不欢迎死神。请

不要继续和我说话了。”
看来附近有个村落，我也没有和少年继续交谈，催动瞬步直接找到了附近的 C-24385 村。

在和村⻓的短暂交流下，我⼤概了解到了这个地底世界的规则：与其说这⾥是⼫魂界，不如说
这⾥是⼫魂界、虚圈和现世的⼀个交界地。这⾥主要有三个阵营：死神、破⾯和灭却师。每个
阵营似乎维持着类似中世纪的采⾢制度，最⾼的统治阶层将各个区域分封给下属的贵族进⾏管
理。每个地区由字⺟加上⼀串数字进⾏表示，A 代表死神，B 代表破⾯⽽ C 代表灭却师。数字
的位数表示区域的从属关系，⽐如 C-24385 村直接⾪属于 C-2438 镇。三位数代表市，⼆位数
代表领⽽⼀位数代表国。每个阵营相当于⼀系列公国的联盟，⽽按照村⻓的说法，他们的传说
中有听说过⼫魂界，但他不愿意细说。根据我的推算，千年队⻓的实⼒⼤概可以是这⾥公国的
最⾼战⼒。
由于 C-24385村处于 C-2公国的边境⽽且与其他公国并不接壤，所以村⼦⾥居住的混⾎灭

却师基本⼀直处于⾃给⾃⾜的农耕状态。之所以说是混⾎，因为他们的⾎脉⾥既有死神的部分
也有灭却师的部分，换⾔之，他们可以理解为具有操控灵⼦能⼒的⼈类。但是他们也需要不断
地补充⼈体能够吸收的灵⼦才能维持健康。为了保持灵魂的稳定，这个村⼦⾥居住的混⾎灭却
师所种植的叫做灵⽶。灵⽶是在这块交界地独有的植物，类似于⼈类世界的稻⽶。灵⽶能够有
效补充混⾎灭却师所需要的灵⼦，所以 C-2438 镇的骑⼠会每个⽉来其下属的各个村收集灵⽶
作为地租。相应地，作为回报，C-2438 镇会保护各个村庄防⽌受到虚或者其他死神或者灭却师
的袭击。这解释了为什么牧⽺少年看到我如此警惕。不过即便是服⽤灵⽶，⼀般的灭却师的寿
命也只有 100 岁左右，和普通⼈类⼀样。相⽐之下死神依靠斩魄⼑稳定魂魄，基本不⽤担⼼寿
命问题。
根据我的调查，村⻓本身作为灭却师的实⼒不容⼩觑，据他所说年轻时他和伙伴⼀起击杀

过⼊侵 C-15231 村的基利安级别的⼤虚。由于我本身并不擅⻓隐藏我的灵压，所以村⻓⼤概从
我流露出的灵压意识到了我的实⼒。这能解释他对我毕恭毕敬的态度。不过随后事态的发展有
点出乎了我的意料。我感受到⼏股强⼤的灵压在向 C-24385 村靠近，最弱的似乎是普通副队⻓
的级别，但最强的⼀股明显是百年队⻓的程度。看来是村⻓暗中向更⾼层的组织报告了我的存
在，这也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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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阵敲⻔声，⼏个身穿⽩⾊制服的灭却师跟随着⼀个⾼⼤的男性进⼊了村⻓家。⾼⼤
男⼦看向我问道：“我是 C-24 领保卫局副局⻓托勒密-阿尔冯斯。按照 A-联邦和 C-联邦的第⼆
联合条例，作为死神你有义务上报你的斩魄⼑名称和能⼒，否则我们会直接将你关押⾄ C-2 公
国监狱等待判决。”
所谓⺠不与官⽃，我便回答道：“我是汪衍巽。我的斩魄⼑名为“潜虬”，能⼒是增幅和⻛雷

有关的⻤道。”
周围的灭却师似乎在交谈什么。⼀段时间后，托勒密⾯⽆表情的说道：“谢谢你的配合。由

于你的斩魄⼑不在 C-联邦的数据库中，按照第⼆联合条例，你有义务配合前往 C-24 领进⾏死
神身份的登记注册。”
话⾳刚落，周围的四个灭却师便围绕我，中间有⼀个拿出了类似⼿铐⼀样的灵⼦道具。我

被拷上后明显感受到与周围的灵⼦失去了联系。
之后，我被押送进了 C-24 领的第⼆看守所，等待注册。

2 第⼆卷：⼈在江湖身不由⼰

2.1 汪衍巽 = ⼤卫⼗三世⼆⼗年七⽉⼆⽇
我在看守所⼀等就是⼀周。在⼀周内，我从⼀开始的焦急、恐惧逐渐转变成了麻⽊。旁边

的狱友也是死神，他是因为和 C-241 市的审计组⻓的⽼婆偷情⽽被关押在这个看守所⾥。和他
的交流下，我逐渐理解了死神在 C-2 公国的处境。死神和灭却师在历史上⻓期处于敌对状态，
⽬前 A-联邦和 C-联邦处于联盟状态是最近⼀百年发⽣的事情。推动死神和灭却师联盟的主要
动⼒是⼀百年前出现在 B-联盟的神秘死神。他和虚达成了某种协议，带来了让⼤虚破⾯化的技
术。原本亚史托德级别的⼤虚需要互相厮杀才能维持⽣存，所以亚史托德级别的数量⼀直处于
⼀个稳定的状态。虽然⼤虚也可以狩猎死神或灭却师来⽣存，但由于有百年队⻓级别的死神或
灭却师坐镇边界地区，⼀般的亚史托德不可能跨越边境。⽽破⾯技术使得亚史托德⼤虚不再需
要相互厮杀，⽽且破⾯化的⼤虚通过归刃可以获得了相⽐原本单纯使⽤⾁体天赋和虚闪更强的
战⽃实⼒。因此，本来相互争⽃的 AC 联邦不得不联⼿⼀起对付 B-联盟的⼊侵，因为死神和灭
却师对于虚来说是最⾼级的美味。
虽然 A-联邦和 C-联邦由于对抗破⾯化⼤虚的原因联合了起来，但是⻓时间历史的冲突和

对待虚不同的处理⽅式使得联盟之间摩擦不断。死神通常坚持⽤斩魄⼑净化虚的灵魂，⽽灭却
师更倾向于直接摧毁虚的灵⼦构成。为了防⽌灭却师和死神双⽅因为历史原因互相厮杀，第⼆
联合条例规定在 C-联邦进⾏活动的死神必须报备⾃⼰的斩魄⼑名称和能⼒⽽且禁⽌在 C-联盟
所在区域进⾏卍解。相应地，灭却师不得主动伤害完成报备⼯作的死神。登记在册的死神具有
基本的灭却师权利，但是不允许在政府机关担任任何职务。⽽且登记在册的死神会安排⼀位灭
却师作为监督和看守，防⽌其对于 C-联盟下公国的稳定统治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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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物插画

这⾥所有的插画都由 Stable Diffusion WebUI 所⽣成。如有侵权，请联系我37，我会删改。

图 1: ⽉莲影。概念图。

图 2: 潜虬。概念图。

37Email: wangyf18@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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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之王。概念图。

图 4: 市丸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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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番⾕冬狮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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