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弒神令弒神令

2009-05-03  記者 楊雅筑 報導

悶熱得讓人發狂，這種天氣，嘖。

「減肥狂囧明的第１０１次革命，這篇還是算了吧！」看著電腦裡打了一千初字的人物採訪稿，

腦中想著是否該罷手，免得被批又是個沒觀點的老掉牙議題。

停止啪搭搭的打字聲，啜了口涼茶，想舒緩鎮日打稿的乾渴。怎知，就這幾秒，看似甘於寫作桎

梏的那顆心，居然禁不住幾莫耳茶精的撩撥，沒頭地野了起來。

「阿～不行了。」眼神游移向窗，窗外雲起，雲起同腳步游移。

走文至此，拋筆棄稿，出門。

－－－－－－－－－－－－－－－－－－－－－－－－－－－－－－－－－－－－－－－

出門前，觀察了一下天象，今天的太陽在東北北，西南西有兩顆不顯眼的星星，佔住了北斗七星

中「天煞」跟「死執」的位置，慘，今天必有殺戮。

                                                                                

因為這個卦陣代表「弒神」─

『弒神者，上天將窮力而滅之。

　相鬥乎？天下動搖，生靈為滅哭嚎。

　　　　　　　　　　　　　　　　　　　　◎史記 司馬遷 』

  

                            

依稀記得當年還在台中育才街閉關，我的傳劍師父就曾對我說，在歷史記載的天象中出現「弒神

」，就會有慘烈犧牲。還記得，師父是這麼說的……          

                                                                                

最早的弒神者是盤古，盤古乃遠古巨人，力大無比，無敵於山東大陸，

藝高人膽大 ─ 天不公，與天爭。

                        神不善，與神鬥。

然其盡一切力氣仍無法弒神，全身英武身軀竟被天神移去開闢蠻荒。

嗚呼哀哉！

第二位弒神者乃西楚霸王項羽，此人相貌俊凜，家傳重瞳劍法威震江東，又逢上天不用心治理大

陸，天下大亂，同胞們水深火熱，於是項羽登高一呼，旋即吸引了江東萬千英壯士迴響。

就這樣，鉅鹿一戰大敗秦兵，一搗秦皇的春秋大夢！

然天意仍不可違，弒神者將招天譴。

西楚霸王項羽敗在無名小卒劉邦手上，無關鴻門宴張良一計，只因劉邦代表的是天意。

終究，項羽自刎烏江畔，而上天仍然消遙。

                                                                                

                                                                                

第三位弒神者別無他人，乃三國神機妙算諸葛亮，人稱臥龍，長年隱居不出乃因其知單己臥龍無

法破天執，滅天意。直至劉備的三顧茅廬，漢系血脈本應代表天意的繼承，但其漢朝中落，西漢

外戚專政至東漢宦官弄權，而後群雄劃地割據，乃是漢朝已不受上天青睞，而劉備的到訪則為天

意之反。臥龍自認可以聯合其天意反其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鹿死誰手猶未可知。

於是臥龍出師，坐掌劉備大軍，用兵出奇，勢如破竹，一年之內連下荊、益二州，聯合孫權，對

抗曹操。

                                                                                

三分天下，這樣的轉變也讓上天震驚。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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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天豈會坐以待斃，隨即向臥龍出手，兩者相鬥，臥龍節節敗退，兵退五丈原，連日勞累，加

上無能劉禪一再出錯，臥龍一時氣急攻心，吐血數升。

然其臥龍仍有最後一計，點上續命燈，只要連續七七四十九天，諸葛亮將可以向上天偷命。

就在儀式的最後一天最後一個時辰，眼看轉生計畫即將成功，蜀國武將魏嚴一如反常地竟然衝進

臥龍帳內，踢翻了三盞續命燈。

臥龍瞪大雙眼，無法言語。良久，臥龍對魏嚴長嘆一聲：「罷也，漢朝是天意又如何？蒼天後母

面，翻臉若翻書，轉意如反掌，賊老天，我終究鬥不過你。」說罷，臥龍猝死於帳內，星落五丈

原，上天仍是最終勝利者。

                                                                                

                                                                                

                                                                                

傳劍師父說到這，頓了一頓，他的眼睛看著我，深吸了幾口氣，說道：「這幾千年來，一直沒有

再出現弒神者，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想了想：「因為之前這三位弒神者雖然失敗了，但給上天的傷害一定不小，上天後來一定想辦

法阻止弒神者的誕生吧！」

師父點了點頭，頗帶嘉許口氣的說：「你說得很對，這是其中之一，但是弒神者的誕生，並不是

上天能控制的，所以他只能努力找到弒神者然後摧毀，所以……」

師父突然不說話。

「所以現在這個世界還是有可能存在弒神者？」我試著提問。

「我問你，我們這個門派叫什麼名字？」師父微微頷首，回問道。

「報告師父，我們這個門派並無固定的名字，有人因為我們的門徒都超會吃，叫我們『神吃流』

，也有人因為門徒的身材都很胖，譏笑我們『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而叫我們『羅馬門』，但是

弟子知道我們其實並無特定的名稱，難不成...難不成...師父您現在要告訴我真實的名字嗎?」說

到這，我不禁有點激動起來。

畢竟被叫慣神吃流、羅馬門的我，早就對這些個名稱很感冒。我不胖，我只是骨架大，真的!

「為師再問你，本門派的招牌為何?」師父閉上眼睛，沉聲說道。

「報告師父，本門派的特色在於，門徒不只會吃，還可以使用吃掉的東西轉化為攻擊力量，吃掉

什麼就有那種東西的攻擊特色，此乃本門至高無上的內功心法『吃人gogo』，除此之外，本門的

據點一定會兼賣四神湯以換取經濟的維持。」這段給師父的回答讓我自己也好不驕傲，這段可是

要費十年的觀察功夫，才能將我派闡述得如此淋漓盡致，鉅細靡遺。

「說的很好，那你知道為什麼要賣四神湯而不賣八寶粥嗎?你知道四神湯代表的是什麼意義嗎？

」師父仍然閉著眼不說話。

「四神湯？四神湯…四神…四神…該不會！！！」我心中突然響起師父剛剛所說的故事，心中開始

臆測。

「看來你已經知道了……」師父終於張開眼睛了，炯炯有神地看著我。

「四神就是淮山、蓮子、茯苓、芡實……但是最夠味的就是那豬小腸了！難道，

 難道……本門派的正式名字叫『豬腸派』？！」我驚呼。

「…………………………」師父不發一語的看著我。

唉，真是的，這麼簡單，早該猜到的。

不過，還是在師父公布真相前領悟了，證明我果然不是酒囊飯袋！

 

 還在為自己的後知後覺沾沾自喜，猛然，師父ㄎㄠ了我一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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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超痛！

「你這個飯桶，難道，你沒發現四神的諧音跟弒神者的弒神很像嗎？」師父怒道。

「……對吼！！！」我驚道。

「真是對不住弒神門歷屆掌門，我竟然收了這樣一位飯桶徒弟。」

「等等……師父你剛說什麼門？」

「我就是打算今天跟你講我派的核心秘密，本派的名字就叫做弒‧神‧門！」

「不…不…不會吧！該不會我們門派的終極目標就是要……」

「對，弒神！」師父終於說出了我心中所想到的事情。

「不…不可能啊！就連諸葛亮，項羽都無法完成的事情，我們怎麼可能完成…？！就算現在『吃

人gogo』功力最強的大師兄小林尊也頂多只能跟一個跆拳道黑帶三段打成平手，前提還是大師兄

當時有吃飽才能打平手，我們…怎麼可能可以弒神？」

我還是無法相信師父所說的弒神！

「那是因為你大師兄他天資不夠！但是你不同，為師知道你一定可以！」

「不可能…不可能…」我喃喃自語。

「十年前，中國食神把你抱來這裡時，他就有說，這個孩子，將來必定不同凡響。」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不可能啦……」我有點歇斯底里了。

「徒兒，你看著我。」

我靜了下來，看著養育我十年的師父，他的頭髮不知不覺也白了許多，當年可以輕鬆嗑掉上百個

漢堡跟三頭牛的肚子也早已塌陷。

但，他仍是我師父。養育我十年，洗米水濃於血的師父！

「徒兒，為師問你，你還記得本門上屆掌門臨終所說的話嗎？」

「徒兒還記得…」

「那就大聲的唸出來！」師父吼道。

我深吸了一口氣：「胃‧越‧大‧責‧任‧越‧重」

頓時，聲音如5.1聲道的杜比音效般，在屋樑上環繞著。

師父很欣慰的點了點頭， 「很好，既然如此，為師現在要告訴你兩個大秘密。」「好！」我已經

不再害怕了，因為唸完了胃越大責任越重七字箴言後，全身充滿了『吃人gogo』真氣。

「第一個秘密就是，你，就是遲遲未出現的第四位弒神者！」

「這…這是真的嗎？」即便身上充滿真氣，我還是被這個秘密震懾住了！

「對，這是十年前中國食神跟前掌門說的，他們兩人都這樣認為，一定就不會錯了！」

「好…那第二個秘密呢？」

「在此之前，為師先問你，身為弒神者，你會怎樣猜測你的敵人─上天呢？」

「我猜他可以隨意幻化成男生或女生，不是殺很大就是潮男，一出手一定是降龍十八掌或是九陽

神功之類的，身上必定裝備了超威神器，有用不完的查克拉，橡膠般能屈能伸的肢體或是金鐘罩

鐵布衫，搞不好還有一隻神獸會吐三昧真火！」我把所想像的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恩，你的想法跟項羽還有臥龍一樣，所以他們最終失敗了，因為他們猜錯了！」

「猜錯了？難不成不是這樣嗎？」

「如果上天真像你說的那樣，那你認為你有什麼勝算？」

「…如果真的跟我想的一樣，那勝算應該是…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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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你為什麼你有資格成為弒神者，也就是第二個秘密。」

「好！」

「就是…上天的主宰─上帝其實他的本體是一塊麵包！」

「一塊…一塊麵…麵包？」我有點不敢相信我聽到的話。

「對，前掌門放棄項羽的重瞳劍法跟臥龍的召換大法，就是因為那對一塊麵包根本沒用！」

「所以…所以…前掌門創了『吃人gogo』心法就是為了克制上帝？！」

「沒錯！為了要吃掉那塊該死的麵包！」

「原來如此…」真相似乎手到擒來了。

「師父現在才跟你講是因為你現在長大了，懂事了，二來是因為上帝為了怕有人亂講他是一塊麵

包這個秘密，只要一有人講了這個秘密，就會引來九重天劫，五雷轟頂，所以，徒兒，快逃吧！

身為逆天的弒神者，你不能死！」說罷，師父隨即運功把我震出屋外！

「師父，不要啊！師父~~」我還無法相信師父所說的，無法相信養育我長大的師父就要這樣死

了，但是抬頭一看，烏雲密佈，似乎天劫就要降臨。

師父說的每句話都是實話…我慌了，真的慌了…

「胃越大，責任越重！還不快走！」聲音穿越了磚牆，師父用了最後的力氣向我嘶吼著。

忍著淚，被轟出屋外的我朝著師父的方向嗑了三個響頭，還來不及說出對師父的大恩大德來世再

報這句話，就見天色驟暗，雲頂轟轟作響。

我痛哭著往前跑，沒回頭，在漆黑的街上。

才跑沒幾步路，頭頂劃過幾閃強光，是天劫！

一道道誇張而肥厚的落雷聲，從小屋的方向傳來。

畫面太殘忍，我閉上眼不敢多看，早已占滿雙頰的淚水同我在街上毫無目的地奔馳著。

－－－－－－－－－－－－－－－－－－－－－－－－－－－－－－－－－－－－－－－

「「Hey! Charlie~ Hey! Charlie~ Wake up!」」

「「Yeah ~Charlie, all you have to do is put a banana in your year~」」

游移的眼神,是時間從窗外轉回電腦上了。

「怎麼老想著以前的事，真是的……糟糕！還在一千多字，怎麼會有人對減肥有偏執阿～」窗外

雲散，看起來下過場雨，我對著沒有進度的稿子無力地嘀咕著。

 「這篇『減肥狂囧明的第１０１次革命』應該是真的不行了，看來這禮拜喀報不要交稿好了～呼

！」決定灑脫的休稿後，不靈光腦袋就開始運轉了，所以不爭氣的胃也開始運轉了。

胃越大，責任越重，我在場上覆蓋一張吃麵包卡來結束這回合。  

   

弒神，從你開始。　　　圖片／重灌狂人－泰國屍塊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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