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角戏 他是否还在人间？ 

安徒生有一篇很妙的小故事。 

“这故事有一部分大致是这样的：有个小孩，他

有一只养在笼子里的小鸟，他很爱它，可是又

不知道小心照顾它。这鸟儿唱出动听的歌来，

可是没有人听，没有人理会；后来这个小生命

肚子也饿了，口也渴了，于是它的歌声就变得

凄凉而微弱，最后终于停止了——鸟儿死了。

小孩过来一看，简直伤心得要命，懊悔不及；

他只好含着伤心的眼泪，唉声叹气地把他的伙

伴们叫来，大家怀着极深切的悲恸，给这小鸟

儿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可是这些小家伙可不知

道，这些葬礼钱如果花在小鸟儿生前，那是足

够养活它的，还可以让它过上舒服日子哩。 

 

 “我说的是安徒生的一篇很妙的小故事。

可是我把它忘了。这故事有一部分大致是这

样的：有个小孩，他有一只养在笼子里的小

鸟，他很爱它，可是又不知道当心招呼它。

这鸟儿唱出歌来，可是没有人听，没有人理

会；后来这个小把戏肚子也饿了，口也渴了，

于是它的歌声就变得凄凉而微弱，最后终于

停止了——鸟儿死了。小孩过来一看，简直

伤心得要命，懊悔不及；他只好含着伤心的

眼泪，唉声叹气地把他的伙伴们叫来，大家

怀着极深切的悲恸，给这小鸟儿举行了隆重

的葬仪，可是这些小家伙可不知道并不光是

孩子们让诗人们饿死，然后花许多钱给他们

办丧事和立纪念碑，这些钱如果花在他们生

前，那是足够养活他们的，还可以让他们过

舒服日子哩。那么……” 

多年以前，我还是个年轻人——在基金会里

实在算是个非常年轻的博士了——我在

Site-CN-██里研究 SCP-CN-████，那

时人没什么追求，不久就和两个青年博士凑

到一起了，他们也和我干着一样的事情。我

们那股快活劲儿就像那股懒劲儿一样，也可

以说，那股懒劲儿就像那股快活劲儿一样—

—怎么说都行。Tangle 和 Bob——这就是那

两个小伙子的名字。他们俩老是兴致勃勃

的，简直就和与异常打交道的日常开玩笑，

不管风霜雨雪，日子老是过得怪有劲的。 

 

 

后来在一次收容失效里，我们简直走投无

路。眼看着 SCP-CN-███冲过来，我都能

闻到它嘴里腥臭的口气了，一个博士跑过

来，用[数据删除]——那玩意儿现在被禁了

——救了我们的命，他的名字是 Welt。 

 

那次事故之后，我们四个人成了忠实可靠、

互相疼爱的朋友，简直是难分难舍。侥幸逃

过一劫的我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在一起拼命

地工作。然后在事件████████中，

我们四个人因为专业面广泛甚至被编为了

机动特遣队。我们大伙儿过的日子真是痛快

极了，天天与异常打交道，与敌对组织打交

道；可是，也实在可怜！日渐增多的异常与

多年以前，我是个年轻的画家——实在是个

非常年轻的画家——我在法国的乡村随意

漫游，到处写生，不久就和两个可爱的法国

青年凑到一起了，他们也和我干着一样的事

情。我们那股快活劲儿就像那股穷劲儿一

样，也可以说，那股穷劲儿就像那股快活劲

儿一样——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克劳

德·弗雷尔和卡尔·包兰日尔——这就是那两

个小伙子的名字；真是可爱的两个小伙子，

太可爱了，老是兴致勃勃的，简直就和贫穷

开玩笑，不管风霜雨雪，日子老是过得怪有

劲的。 

 

后来我们在一个布勒敦的乡村里，简直穷得

走投无路。碰巧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穷的画家

把我们收留下来了，这下子可简直是救了我

们的命——法朗斯瓦·米勒[3]—— 

 

 

伟大？那时候他也并不见得比我们伟大到

哪儿去哩。就连在他自己那个村子里，他也

没有什么名气。他简直穷得不像话，除了萝

卜外，他就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吃的，并且

连萝卜也有时候接不上气。我们四个人成了

忠实可靠、互相疼爱的朋友，简直是难分难

舍。我们在一起拼命地画呀画的，作品是越

堆越多，越堆越多，可就是很难得卖掉一件。



事故逐渐吞噬了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朋友。我们看着一个个基金会人从眼

前逝去，有时候简直是活受罪！ 

我们大伙儿过的日子真是痛快极了；可是，

也实在可怜！我们有时候简直是受活罪！ 

我们就这样熬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四个小

博士变成了四个老特工。终于有一天，

Tangle 说： “‘伙计们，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

你们明白不明白？——十足地山穷水尽。谁

都不干了——简直是大家联合起来给我们

过不去，整个███地区只剩我们一个老特

遣队了。我们努力的成果是什么？不断冒出

新的异常。上头的人神秘的很，我们的朋友

又不断离去。为了保护人类，不知道多少勇

士都牺牲了，连名字都没有。现在的情况是：

把一个个人类中的精英杀死，然后把他应得

的报酬和名声装到别人的荷包里去。这一只

能唱的鸟儿可算白唱一阵，没有人听，连死

后的葬礼都没有，生怕人们发现。我们原来

是等着遭这种命运的哩。 

 

“这可真叫我们垂头丧气。每个人都满脸发

白，一副狼狈相。这下子我们可知道自己的

处境实在是糟糕透了。大家很久没有做声。

最后 Welt 叹了一口气说道：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我也没有

这么高的觉悟——想不出什么主意来——

一筹莫展。伙计们，想个办法吧。’ 

 

“没有回答，除非凄惨的沉默也可以叫做回

答。Bob 站起来，神经紧张地来回走了一阵，

然后说道： ‘真是丢人！你看这些为人类牺

牲的人：从任何方面都比得上地球上任何一

个人——不管他是谁。’ 

“我们就这样熬过了两年多点时光。最后有

一天，克劳德说： 

 

  “‘伙计们，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你们

明白不明白？——十足地山穷水尽。谁都不

干了[4]——简直是大家联合起来给我们过

不去哩。我把整个村子都跑遍了，结果就是

我说的那样。他们根本不肯再赊给我们一分

钱的东西了，非叫我们先还清旧账不可。’ 

 

 

 

 

 

 

 

“这可真叫我们垂头丧气。每个人都满

脸发白，一副狼狈相。这下子我们可知道自

己的处境实在是糟糕透了。大家很久没有作

声。最后米勒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也想不出什么主意来——一筹莫

展。伙计们，想个办法吧。’ 

 

 

  “没有回答，除非凄惨的沉默也可

以叫做回答。卡尔站起来，神经紧张地来回

走了一阵，然后说道： 

 

  “‘真是丢人！你看这些画：一堆一

堆的，都是些好画，比得上欧洲任何一个人

的作品——不管他是谁。是呀，并且还有许

多闲逛的陌生人都是这么说——反正意思

总差不多是这样。’ 

“‘伙计们，’Bob 说，‘难道我们这群人没有价

值吗？你们说呀。’ 

 

“‘谁说没价值！’ 

 

“‘难道不是有很大很高的价值吗？你们说

吧。’ 

“‘伙计们，’卡尔说，‘难道这些画没有价值

吗？你们说呀。’ 

 

  “‘谁说没价值！’ 

 

  “‘难道不是有很大很高的价值吗？你们

说吧。’ 



 

“‘是呀。’ 

 

“‘价值确实是大得很、高得很，如果能给它

们安上一个鼎鼎大名的噱头，那一定能让我

们这群人死得其所。是不是这么回事？’ 

 

“‘当然是这样的。谁也不会怀疑你这个说

法。’ 

 

“‘可是——我并不是开玩笑——究竟我这话

对不对呀？’ 

 

“‘那当然是不错的——我们也并不是在开玩

笑。可是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那与我

们有什么相干？’ 

 

“‘我想这么办，伙计们——就给我们这些人

硬安上一个鼎鼎大名的事迹！’ 

 

“活跃的谈话停止了。大家怀疑地转过脸来

望着 Bob。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上

哪儿去借来一个鼎鼎大名呢？叫谁去借

呢？Bob 坐下来，说道：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正经的办法来。我认为

我们要想不进为人民献身的孤魂野鬼的行

列，就惟有走这条路，并且我还相信这是个

十分有把握的办法。我这个意见是以人类历

史上各色各样的、早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为

根据的。我相信我这个计划一定能使我们这

群人都死得其所。’ 

 

“‘放屁！你简直是在发神经。’ 

 

“‘不，我可没发神经病。’ 

 

“‘哼，还说没有！——你明明是发神经病了。

你说怎么叫做死得其所？’ 

 

“‘让我们和所有牺牲的朋友们在基金会的历

史上留名。’ 

 

  “‘是呀。’ 

 

  “‘价值确实是大得很、高得很，如果能

给它们安上一个鼎鼎大名的作者，那一定能

卖到了不得的价钱。是不是这么回事？’ 

 

  “‘当然是这样的。谁也不会怀疑你这个

说法。’ 

 

  “‘可是——我并不是开玩笑——究竟我

这话对不对呀？’ 

 

  “‘嗐，那当然是不错的——我们也并不

是在开玩笑。可是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

样？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我想这么办，伙计们——我们就给这

些画硬安上一个鼎鼎大名的画家的名字！’ 

 

  “活跃的谈话停止了。大家怀疑地转过

脸来望着卡尔。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呢？上哪儿去借来一个鼎鼎大名呢？叫谁

去借呢？ 

 

  “卡尔坐下来，说道：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一本正经的办法

来。我认为我们要想不进游民收容所，就惟

有走这条路，并且我还相信这是个十分有把

握的办法。我这个意见是以人类历史上各色

各样的、早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为根据的。

我相信我这个计划一定能使我们大伙儿都

发财。’ 

 

  “‘发财！你简直是发神经病。’ 

 

  “‘不，我可没发神经病。’ 

 

  “‘哼，还说没有！——你明明是发神经

病了。你说怎么叫做发财？’ 

 

  “‘每人十万法郎吧。’ 

 



 

“‘他的确是害神经病，我早就知道了。’ 

 

“‘是呀，我以为你在两军阵前必有高论，

Bob。不曾想，你竟是如此厚颜无……’ 

 

“‘Bob，你应该进行一次物理记忆删除，我来

了。’ 

 

“‘先拿绷带给他捆上吧——蒙住他的眼睛，

然后……’ 

 

“‘不对，捆上他的脖子才行；这几个星期，

他的脑子老在往头底下坠，直想开小差哩—

—我已经看出来了。’ 

 

“‘住嘴！’Welt 装出一副庄严的样子说，‘且让

这个老家伙把他的话说完嘛。那么，好吧—

—Bob，把你的计划说出来吧。究竟是怎么

个妙计？’ 

 

“‘好吧，那么，我先来个开场白，请你们注

意人类历史上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有许多

艺术家的才华都是一直到他们饿死了之后

才被人赏识的。这种事情发生的次数太多

了，我简直敢于根据它来创出一条定律。这

个定律就是：每个无名的、没人理会的艺术

家在他死后总会被人赏识，而且一定要等他

死后才行，那时候他的画也就身价百倍了。

我的计划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抽签——几个

人当中有一个要死去才行。’ 

 

“他的话说得满不在乎，也完全出人意外，所

以我们几乎忘记惊跳起来。随后，大家又大

声叫嚷，纷纷提出办法——治病的办法——

帮 Bob 治他的脑子；可是他耐心地等着大家

这一场穷开心平静下来，然后才继续说他的

计划： ‘是呀，我们反正得死一个人，为的

是救其余的几个——也救他自己。我们可以

抽签。抽中的一个就会一举成名，我们大家

都会发财。好好儿听着嘛，喂——好好儿听

着嘛；别插嘴——我敢说我并不是在这儿胡

说八道。我的主意是这样的：在今后这几个

月里，被选定要死的那一位就拼命地写作，

 

  “‘他的确是害神经病，我早就知道了。’ 

 

  “‘是呀，他是有神经病。卡尔，实在也

是叫你穷得太难受了，所以就……’ 

 

  “‘卡尔，你应该吃个药丸，马上到床上

去躺着。’ 

 

  “‘先拿绷带给他捆上吧——捆上他的

头，然后……’ 

 

  “‘不对，捆上他的脚跟才行；这几个星

期，他的脑子老在往脚底下坠，直想开小差

哩——我已经看出来了。’ 

 

“‘住嘴！’米勒装出一副庄严的样子说，

‘且让这孩子把他的话说完嘛。那么，好吧—

—卡尔，把你的计划说出来吧。究竟是怎么

个妙计？’ 

 

“‘好吧，那么，我先来个开场白，请你

们注意人类历史上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有

许多艺术家的才华都是一直到他们死了之

后才被人赏识的。这种事情发生的次数太多

了，我简直敢于根据它来创出一条定律。这

个定律就是：每个无名的、没人理会的艺术

家在他死后总会被人赏识，而且一定要等他

死后才行，那时候他的画也就声价百倍了。

我的计划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抽签——几个

人当中有一个要死去才行。’ 

 

“他的话说得满不在乎，也完全出人意外，所

以我们几乎忘记惊跳起来。随后，大家又大

声叫嚷，纷纷提出办法——治病的办法——

帮卡尔治他的脑子；可是他耐心地等着大家

这一场穷开心平静下来，然后才继续说他的

计划： 

 

  “‘是呀，我们反正得死一个人，为的是

救其余的几个——也救他自己。我们可以抽

签。抽中的一个就会一举成名，我们大家都

会发财。好好儿听着嘛，喂——好好儿听着

嘛；别插嘴——我敢说我并不是在这儿胡说 



尽量积存日记——并不要正式的日记，不

用！只要把我们做过的事写出来就行，随便

弄些日常——当然是毫无意义的，反正总是

他写的，要题上作者的名字；每天写它十来

页纸，每页上面都叫它带上点儿特点或是派

头，让人容易看出是他的写作风格……你们

都知道，就是这些东西最能出名。在这位伟

大特工去世之后，大家就会发出大得叫人不

相信的悲怆缅怀他。在他去世之前这段时间

里，我们其余的人就要忙着给这位将死的特

工拼命鼓吹，并且在 MTF 和在那些主管身

上下一番功夫——这是给那桩未来的事件

做的准备功夫，知道吧；等到一切都布置就

绪，趁着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突

然宣布特工的死讯，举行一个热闹的丧礼。

你们明白这个主意吗？’ 

 

 

 

 

 

 

“‘不——大明白；至少是还不十分……’ 

 

“‘还不十分明白？这还不懂？那个人并不要

真地死去；他只要改名换姓，销声匿迹就行

了；我们弄个假人一埋，大家假装哭一场，

叫全基金会的人也陪着哭吧。我……’ 

 

“可是大家根本没有让他把话说完。每个人

都爆发出一阵欢呼，连声称妙；大家都跳起

来，在屋子里蹦来蹦去，彼此互相拥抱，欢

天喜地地表示感激和愉快。我们把这个伟大

的计划一连谈了好几个钟头，简直连肚子都

不觉得饿了。最后，一切详细办法都安排得

很满意了的时候，我们就举行抽签，结果选

定了我——选定我死，这是照我们的说法。 

八道。我的主意是这样的：在今后这三个月

里，被选定要死的那一位就拼命地画，尽量

积存画稿——并不要正式的画，不用！只要

画些写生的草稿就行，随便弄些习作，没有

画完的习作，随便勾几笔的习作也行，每张

上面用彩色画笔涂它几下——当然是毫无

意义的，反正总是他画的，要题上作者的名

字；每天画它五十来张，每张上面都叫它带

上点儿特点或是派头，让人容易看出是他的

作品……你们都知道，就是这些东西最能卖

钱。在这位伟大画家去世之后，大家就会出

大得叫人不相信的价钱来替世界各地的博

物馆搜购这些杰作；我们就给准备一大堆这

样的作品——一大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

其余的人就要忙着给这位将死的画家拼命

鼓吹，并且在巴黎和在那些商人身上下一番

工夫——这是给那桩未来的事件做的准备

工夫，知道吧；等到一切都布置就绪，趁着

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突然宣布画

家的死讯，举行一个热闹的丧礼。你们明白

这个主意吗？’ 

 

  “‘不大明白；至少是还不十分……’ 

 

  “‘还不十分明白？这还不懂？那个人并

不要真地死去；他只要改名换姓，销声匿迹

就行了；我们弄个假人一埋，大家假装哭一

场，叫全世界的人也陪着哭吧。我……’ 

 

  “可是大家根本没有让他把话说

完。每个人都爆发出一阵欢呼，连声称妙；

大家都跳起来，在屋子里蹦来蹦去，彼此互

相拥抱，欢天喜地地表示感激和愉快。我们

把这个伟大的计划一连谈了好几个钟头，简

直连肚子都不觉得饿了。最后，一切详细办

法都安排得很满意了的时候，我们就举行抽

签，结果选定了米勒——选定他死，这是照

我们的说法。于是我们大家把那些非到最后

关头舍不得拿出来的小东西…… 

“我们四个人所做的这一切，不仅仅是为了

自己。那些保护人们，前仆后继地扑向异常

的基金会人，他们不该被埋没，不该寂寂无

名。他们不仅仅是高材生、尖端士兵，更是

人，有七情六欲的人，有人性的人；却到死

“如此！是呀，总算这一次他们没有把一个天

才饿死，然后把他应得的报酬装到别人的荷

包里去。这一只能唱的鸟儿可没有白唱一

阵，没有人听，只落得死了之后的一场无谓

的盛大丧礼。我们原来是等着遭这种命运的



都无人知晓。‘这一支能唱的鸟儿可算白唱一

阵，没有人听，连死后的葬礼都没有，生怕

别人发现。’ 

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