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女士的《浊海潮汐》 贴吧发现的《怪物画廊：深潜

者》 

【暂时没有联系到作者 

其他 

（尚不清楚属于引用或是

抄袭） 

今晨，我再一次于自己的尖叫中

醒来。冰冷的海水就好像来自于

宇宙最外层的无尽深渊，带着一

股甜腻的腥臭味从四面八方的黑

暗中挤压入我的房间，缓缓地将

我淹没，我就如同僵化的，死去

已久的尸体，被囚禁在永不见光

的海底，痛苦、恸哭。 

这未知的噩梦之城中有来自于深

海的恐惧和通向囚笼的残酷，此

刻它们正向我一步步逼近着。噩

梦产生的真正原因可能永远也无

法明解，就好像是单纯的神经过

敏而引发的焦虑，致使我不断将

从未见过的情景呈现在睡眠当

中。 

海水变得更深，就像是一个邪恶

的魔咒，拉扯着我僵直如骨的四

肢，就像是暴风雨中的独木舟一

样漂泊无依，粘质和灰尘灌入我

的口鼻，喉咙里充斥着微微的刺

激感，味道令人作呕。就在我即

将放弃挣扎，顺从那温柔的魔鬼，

放任意识沉入更深的黑暗之时，

潮汐奇怪的停止了，房间里只剩

下诡异的寂静，我发现窗外出现

了一点亮光，病态苍白的光芒毫

无温度地灼烤着我的眼球。我知

道，那是迟到的日光将我从茫然

无边的噩梦中唤醒。 

其实，红海的冬天很少能见到太

阳，一般到了早上的九十点，白

天才姗姗来迟。黑色的网伫立在

孤岛的尽头，如同持剑的君王站

在高岗。整个孤岛仿佛一块巨大

的白银，在阳光下闪烁着碎钻般

华丽的光芒。然而这好景是不会

长留的，不到一个小时，阳光又

（1953 年，马萨诸塞州近海，

靠近印斯茅斯）  

在这场乏味的航行中，我又开

始做噩梦了。今晨，我再一次

于自己的尖叫中醒来。  

这些噩梦和我以前的噩梦相

比，几乎没有改变。简直就是

原封不动从我已经忘却的记

忆中挖出来的一般。一样恐

怖，一样黑暗，一样绝望，仿

佛环绕我们的无尽大海一般。

每天晚上，它就像冰冷的海

水，从四面八方的黑暗中涌入

我的房间，缓缓地将我淹没，

把我的心灵囚禁在永不见光

的海底，让我在那里痛苦、尖

叫、恸哭。 

该让我如何形容眼前的景象

呢？在大自然的奇景面前，人

类的词汇永远苍白无力，就如

同在自然灾难面前人类的血

肉之躯那般无力。  

巨浪的咆哮声犹如雷鸣，震耳

欲聋，虽然那波巨浪离我们还

远，但居然给人一种身处瀑布

之中的错觉。  

那又是怎样的一个巨浪啊，我

的常识已经被颠覆，而我想那

些航海家们也没有好到哪里，

我们全都呆呆倾听着它的声

音，目睹着它的降临，面色苍

白，犹如被恐怖电影吓呆的孩

子。  

那浪像座山。仿佛天地为之倾

覆，整个大海如同卷轴一般，

在我们面前席卷过来，而我

们，就像这张卷轴上的一只蚂

蚁，毫无疑问会随着席卷过程

被碾压至死。  

看起来，浪的推进速度并不

快，这当然是错觉。造成这种

 

 

 

 

 

 

 

 

 

 

 

 

 

 

 

 

 

 

 

 

 

 

 

 

 

 

 

 

 

 

 

 

 

 

 

 

 

 

 

 

 



隐退在了压来的苍白云层之中，

雾霭笼罩大地。一天就这样在沧

茫中过渡，就连夜幕降临之后，

也难得有星星。 

我不会交代是怎样轻率的吊诡言

论让他们决定将我送到这个地方

自生自灭，理性的唯物主义者总

是用他们所谓的学识和狭隘的眼

光来看待这种种超自然的现象并

将其斥之为疯狂。学者们对于古

老的传说大都有一种现代式的轻

蔑，在我一遍又一遍地描述着那

些真实与非真实之间中立的混乱

神祇时他们毫不犹豫的表示了怀

疑，用无知的言语大声咒骂，试

图让我放弃相信这“危险的想

法”。人类是多么的不幸，绝大多

数人的眼睛已经被虚妄蒙蔽，唯

有拥有广阔智慧的少数人才能感

受到那些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发觉

的不寻常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无法多讲，我

的每一句话都会给那些自以为是

的医生们留下把柄，让他们更加

确信自己有足够的资格来对我的

行为指指点点。我似乎站在一片

沙滩上，脚下的海水慢慢涌起将

我和他人分隔开来。 

“你看起来没睡好，洛夫，怎么

了？”当我在上午的两小时自由

时间里坐在大厅的角落，用仅剩

下的半截铅笔在破旧的笔记本上

书写的时候，一片阴影遮挡住了

我的视线。是蒂娜，她面色红润，

脸上有些雀斑，表情飘忽，淡淡

的浅色头发编成一条粗大的辫

子，她穿着那种规格统一的纯白

衣服，看起来就像是呆滞的木偶。 

“不太好，”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现在我感

现象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它实

在太大了。由于它占据了我们

的整个视野，它就是我们面前

的全部视界，居然给人一种我

们的船被它吸过去的错觉。  

这是那些怪物们做的吗？我

已经难以想象。如果它们能将

巨浪作为武器，那么它们早已

超越了人类的科学，而实现了

古代神话才能实现的奇迹。古

往今来，又有多少灾难能算在

这个异族的头上？  

但是现在，也不是想这些的时

候了。  

温特的反应比我更快，他已经

用惯常的嗓门喊了起来，声音

仍然如钢铁般沉稳，丝毫没有

颤抖的感觉：“小子们！你们想

喂鱼吗？快抓住离自己最近

的栏杆！”同时他朝船舱的方向

喊了几声，大概是要求舵手做

一些规避动作。  

军舰开始笨拙的转向，同时，

船上所有人都慌慌张张地冲

向离自己最近而看起来不容

易脱落的东西。栏杆，甚至舰

炮，很快抓满了面色苍白的

人。他们个个抓得死死的，仿

佛抓着自己的性命。我也抓紧

了主塔附近的一处栏杆。  

不过我真的怀疑，在这种具备

魔性的浪面前，我们的常规避

险能否发挥作用。  

巨浪向我们冲来，越来越快，

越来越大，仿佛海底巨大的神

明向我们拍来的一只巨掌。不

少水兵哭出了声来，我强忍着

想闭紧眼睛的欲望。我以为它

将会打苍蝇一样将我们一掌

拍在掌下，用上万吨的海水把

我们顷刻埋葬，但关键时刻，

勇气号已经调整好了位置，以

垂直的姿态，冲上巨浪的斜

坡。  

 

 

 

 

 

 

 

 

 

 

 

 

 

 

 

 

 

 

 

 

 

 

 

 

 

 

 

 

 

 

 

 

 

 

 

 

 

 

 

 

 

 

 

 



觉糟透了。” 

蒂娜同情地摇摇头：“嗯——你还

年轻，就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了。

我说，这个地方真不是你该待

的……” 

“我得承认，”我说，“我想要得到

超出物质世界之外的东西。我总

是梦见深海，我想它是在试图向

我传达什么讯息，如果真的存在

着一个源头，我会想方设法的去

寻找一点真相，但是眼下我在这

里，一无所获。” 

蒂娜耸了耸肩，我觉得她的眼珠

像是褪色的灰白玻璃球，僵硬地

转动着。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懂

我的话，但总之她很快又恢复了

那副出神的表情，转过身，回到

她的队伍里去了。 

当晚，我又做了噩梦。这一次，

海水从我的身体里蔓延开来，透

骨如冰，顺着我的喉咙汩汩而出，

然而我并没有窒息，因为有一对

腮正在我的两颊颤动着。海水温

柔地托举着我的身体，我的意识

像是海面上漂泊的小船，被浪潮

一次又一次地压入海底。我听的

嘶哑的、尖锐的喉音，如同黑夜

里的阴魂。 

该让我如何形容眼前的景象呢？

在大自然的奇景面前，人类的词

汇永远苍白无力，就如同在自然

灾难面前人类的血肉之躯那般无

力。巨浪的咆哮声犹如雷鸣，震

耳欲聋，小船开始沉没，可怕的

肢解首先是从外壳开始，随着金

属断裂的嘎嘣声，船体从中间断

裂，分解，焊接起来的钢板如同

纸一般被轻易的撕开，所有的螺

丝都偏离了它们原本的位置，疯

狂地转动着，剥落下的细小的油

勇气号开始倾斜，沿着浪平面

向上冲锋，实际上这是浪在我

们的脚底经过。感觉就像一个

巨人孩童将我们的船举起，而

我们就像玩具军舰上的玩具

兵。随着军舰被巨浪越“举”越

高，甲板的倾斜角度也越来越

大。十度、三十度、五十度、

六十度……没完没了的增加。

最后我已经失去了计算角度

的耐心。  

最后，我们的船根本就像一只

爬在草上的蜗牛，近乎垂直的

悬挂在了巨浪表面。我们全都

抓紧自己的救命稻草，挂在了

军舰的表面。此时方向已经失

去了意义，天空在我们身侧徘

徊，而巨浪则形成了我们现在

的地面，在我们脚下，是漆黑

的大海，虽然理应没多高，但

看起来却如同无底深渊。  

这个天地错乱的悬挂过程无

穷无尽，几乎持续了一个世

纪。不知是勇气还是气力用

尽，两三个小伙子嚎叫着从军

舰落了下去，很快被脚底的深

渊吞没了。我们身侧的军舰发

出吱吱嘎嘎的金属扭曲声，似

乎它的勇气和气力也不足了。  

角度还在持续增加，我认为它

已经超过了九十度，更多的人

哭出声来。正当我们都等待着

军舰从巨浪上脱落，倾覆，之

后被大海吞没的时候，角度开

始减少了。勇气号冲过了大

浪，开始沿着背面的斜坡冲

下。  

巨浪背面的斜坡当然没有峭

壁般的正面角度大，但突然改

变的角度仍然让人晕头转向，

转眼天空变成了大海，而大海

变成了天空，我在关键时刻手

忙脚乱地爬到了栏杆的另一

侧。而有一些来不及转换位置

 

 

 

 

 

 

 

 

 

 

 

 

 

 

 

 

 

 

 

 

 

 

 

 

 

 

 

 

 

 

 

 

 

 

 

 

 

 

 

 

 

 

 

 



漆碎屑和木片首先翻滚着随海流

消失不见，然后是大块的金属板

和整个船底。 

我浸泡在浑浊的海水当中，内心

充满了一种奇异的神圣感，从我

的喉咙中，丑恶的词汇不断地涌

出。这种感觉是如此的强烈和真

实，以至于当我再一次得以从噩

梦中苏醒的时候，我跪在我的床

边并且俯下身子开始干呕。 

说实话，在我的生命中，这些场

景不过是最微不足道的恐惧。在

黎明的曙光中，我得以起身，走

出狭小的房间。我并没有什么危

险的想法，但我需要一个人静一

静，我向囚笼的大门走去，奇怪

的是，没有人试图阻拦我。当我

的脚踏上湿润阴冷的沙滩时，我

看到海边的空地上站着一个人，

周围太过于昏暗了，我只能勉强

推断出那是个男人，因为他看起

来非常强壮。在这个时候，我不

敢贸然猜想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粗陋的皮肤呈

出一种灰暗的绿色，像是海边长

满苔藓的礁石，那身形有着模糊

的人类特征，而头部却分明属于

鱼类，背上有着带鳞的高脊，巨

大、凸出的眼球一转不转的盯着

我，我不确定那其中能否倒映出

我的影子。在它脖颈的两旁，还

有不断颤动的鳃，长长的手脚上

都有蹼。他肥硕的身躯正在向我

靠近，或者说是杂乱无章地跳跃

向前，踏在地上的每一步都伴随

着一阵湿哒哒的水声

。 

此刻，我既希望刚才的梦境是真

实的，或许能够让我找到深海的

的可怜人则被他服役的军舰

甩掉。  

终于，我们回到了海平面，但

谁也没有欢呼，因为谁都听到

了，远处传来了比上次更加响

亮的轰鸣声。第一个浪后面紧

跟着第二个浪，我们现在所处

的位置简直就像是两座高山

之间的峡谷。理应平整的海平

面充满了高山和低谷。不知何

时，整个大海如同一张软毯一

般变皱了，一个曲面紧跟着另

一个曲面。  

“简直没完没了！”抓在别处的

温特远远地朝我吼道，发着牢

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回答，因为第二个巨浪

已经近在眼前。我们以更为夸

张的速度冲上了大浪。  

就在这时，幻视再度发生了。

我离开了这具在军舰上听天

由命的躯壳，窜入了一个陌生

的躯体。现在的我正浸泡在如

山般隆起的海水中，内心充满

了一种怪异的神圣感。我看到

我的五指之间连上了水族的

脚蹼，正做着一种奇怪的法

印。而从我的喉咙中，丑恶的

词汇不断地涌出。我感觉到更

为庞大而邪恶的力量，正源源

不断地涌入现在这个恶心的

躯体，而且为我所用，现在的

我无所不能，大海在我和我侍

奉的神面前化为武器，砸向我

们的敌人，我站在巨浪的浪

头，清楚地看到他们呆在他们

那可笑的工具上，一点点被大

浪吞没——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头疼，我被

某种力量反冲回了自己的躯

体，刚才那恶心的体验让我感

到剧烈的不适。但有比这更重

要的事。  

此时军舰已经到了第二浪的

 

 

 

 

 

 

 

 

 

 

 

 

 

 

 

 

 

 

 

 

 

 

 

 

"我想它们的身体应该呈一

种灰暗的绿色，虽然肚皮是

白色的。身体的大部分都光

亮滑溜，但背上有着带鳞的

高脊。那身形有着人形的模

糊特征，而头部却是鱼类

的，长着从不闭合的，巨大、

凸出的眼球。在脖颈的两

旁，还有不断颤动的鳃，长

长的手脚上都有蹼。它们杂

乱无章地跳跃向前，有时只

用后腿，有时则四肢着

地……它们那嘶哑的、尖锐

的喉音……传达了其面部

所无法表现的，一切黑暗的

感情。" 

 

--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

拉夫特，《印斯茅斯之影》 

 



真相，噩梦的根源，又希望那仅

仅是幻觉，如果那是真实的话，

我不敢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恐怖

——大概是宇宙间所有恐怖的总

和。 

诚然，我是被某种怪物的引导来

到了这个不可名状之地，但眼前

这未知之物灰绿色的肿胀外表和

其周身的腥臭味道足以将惊慌失

措打入正常人的心扉。它的手指

伸向我，而我连看都不敢再看一

眼，立刻强撑起颤抖的四肢飞也

似的从海岸边逃离。 

身后传来一声咆哮，如同远古巨

兽的怒号。这不是我所听过的任

何声音当中的一种，像牛叫，像

马嘶，像象嗥，它就是让人颤抖

与厌恶的东西的合体。那声音仿

佛穿越了遥远的时间之海，我就

像远古洪荒时代的野蛮人，面对

着整个充满无法理解之物的神秘

世界，倾听着可怕巨兽的啸叫。

我听到了爆鸣音般的尖锐声响，

以及吱吱嘎嘎某种硬物断裂的声

音。在那怪物面前，我如此渺小，

 我最终停了下来，

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继续前进，

好在那怪物并没有追上来，大概

它无法离开水太远，这是万幸。

于是，我蜷缩在那囚笼的角落里

开始喘息。经历了这一切后我对

我曾耳闻的疯狂传说更加深信不

疑。 

当看到一个穿着纯白衣服的女人

站在我面前并且露出困惑神色之

时我吓了一跳，我几乎是动用了

一切的意志来令自己没有因为突

如其来的惊吓而发出尖叫。在蒂

娜来得及发出疑问的音节之前我

跳起来捂住了她的嘴唇，手指摩

下坡，我们正在下落。我目测

了一下最近的舰炮离我的距

离——现在是垂直距离——

它大约在我的脚底五米处。一

个水兵正死死地抱着他。我大

吼一声提醒那个水兵注意，接

着小心地松开了紧握的栏杆，

沿着甲板滑下——或者说摔

下——还好，勇气号没有在中

途发生剧烈的摇晃，舰炮拦住

了下坠的我，同时我没有把那

个水兵砸下去。  

那个勇敢的水手吓得说不出

话来，温特却在我们远处咆

哮：“你要做什么！这可是我的

船！”  

此时军舰下到了低谷处，我把

双眼自舰炮的瞄准镜望去，瞄

准下个巨浪的顶部，迅速地搜

索着，同时内心陷入了矛盾。

我既希望刚才的幻觉是真实

的，能让我找到那个召唤巨浪

的怪物，又希望那仅仅是幻

觉，如果那是真实的话——我

不敢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恐

怖，也许是宇宙所有恐怖的总

和。  

但他的头顶戴着一只

怪异的冠冕，在微光下闪烁着

金光。不知为何，在我看到它

的同时，我居然有一种他也透

过瞄准镜望着我的错觉。  

将它锁定在瞄准镜的中央，我

朝身边的水兵吼道：“开火！”

庆幸的是，在关键时刻，他没

有因为没有得到舰长的指示

而踌躇。舰炮开火了，炮声让

人振奋，下一个浪头爆开一团

 

 

 

 

 

 

 

 

 

 

 

 

 

 

 

 

 

 

 

 

 

 

 

 

 

 

 

 

 

 

 

 

 

 

 

 

 

 

 

 

 

 

 

 



擦过她脖颈，她洁白无暇的肌肤

裸露在外，淡色的发辫有一种古

典的气质。现在她看起来仍然十

分迷茫。 “你怎么在这里？”当我

确信那个怪物不在这附近，或者

在某个黑暗角落中窥视的时候，

我小心地松开了手。 

“随便走走。不过你得当心我，因

为……”她的声音带有一种奇妙的

喑哑，然而我知道她的视线越过

了我的肩膀，投向不知名的远方，

“我来到这里，也将很快离去。” 

在我能够控制自己的动作之后，

我们在沉默中往回走，她偶尔眼

神飘忽的看向我，然后很快的转

向了别处。我必须要小心。但是

在不知何时她已经和我并肩而

行。好静啊，两人之间有一种难

以打破的寂静，她的手牵着我的

手——我知道，她和别人大抵是

不同的，在这真实与虚妄的来回

变换之间。她那略微神经质的大

脑中似乎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在吸

引着我，我信任她。我偷眼看向

她，从这个角度来看，她并不算

漂亮，但是至少她站在我面前，

是个活生生的，有着血肉之躯，

温热的女人。我本以为已经完全

消亡了的欲求再次卷土重来，比

原先更加急切。我的指尖微微颤

抖。 

我们走过囚笼大厅的白瓷地面，

这里没有人，我紧张得几乎可以

听见自己的心跳。那些幻觉一般

的恐惧早已被我抛诸脑后。我们

在心跳声中走上楼梯——不知何

时，她已经脱下了外衣，倒在我

的怀中。 

我为什么要抗拒呢？事实上，我

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她的身体很

轻盈，她那迷人的臀部和大腿紧

水花，我没有空再去看炮击的

结果，因为巨浪已经近在咫

尺，而是连滚带爬地逃回了自

己的栏杆处，重新抓紧。  

巨浪朝我们拍来，气势丝毫没

有衰减，让我一度怀疑自己射

偏了目标，或者那个人影同样

是幻觉，但是，终于，巨浪在

中途开始崩溃，爆炸——我只

能想到这个词，因为它就是在

一片巨大的轰鸣中消失的

——化作一团凌乱的水波，军

舰一阵剧烈颠簸。  

我捂住自己的左眼，等待着更

可怕的启示，但什么也没有发

生。经历了这次幻视，我已经

无法再无视自己的症状了。也

许必须找个机会，我要仔细研

究一下自己的经历，尤其是那

四年记忆的空白。  

大海终于恢复了平静。我没有

看到其他的鱼人怪物，大概他

们也选择了撤退吧。  

船上的人都松了口气，温特下

令检查勇气号的伤势，同时派

出小艇搜救落水者。不过我想

基本上找不到了吧，就算他们

没有死在巨浪中，大概怪物也

不会放过他们。  

刚才这场战斗，我们牺牲了勇

气号的三分之一成员。同时余

下的人也或多或少由于恐惧

而精神失常，部分已经陷入了

彻底的疯狂。只有一个人，仍

然没有变化，他就是温特。经

历了这一切，他的脸庞仍然如

铁铸一般纹丝不动。终于，我

相信了，这个男人是铁打的。  

“你到底是怎么做的？”在周围

的船员忙碌的时候，他问我。  

“啊，这个嘛。”我勉强解释道：

“大概是我杀了他们的大祭

司。”  

“祭祀？ ”温特照例皱了皱眉

 

 

 

 

 

 

 

 

 

 

 

 

 

 

 

 

 

 

 

 

 

 

 

 

 

 

 

 

 

 

 

 

 

 

 

 

 

 

 

 

 

 

 

 



贴着我。有什么不对呢？我们已

经赤裸地倒在了她的床上，我正

要翻身压住她—— 

她低低地呻吟了一声，我意识到

有什么地方不对。

我下意识地

伸出手，我的手越变越大，我的

手臂越伸越长，

我哈哈大笑起

来。我没法不笑，眼前的景象实

在过于荒谬，以至于我根本无法

将它当做现实，或者说我宁愿相

信它是幻觉。 

“怎么了？”她有些犹豫，在我身

下轻声呢喃，“不要担心——” 我

的额头冰凉，冒出了一身冷汗，

再一次，我陷入恐慌当中。蒂娜

在身后急切地叫着我的名字，而

我跌跌撞撞的冲出门去，夺路而

逃。 

这一晚的噩梦和之前相比几乎没

有改变。简直就是原封不动从我

的记忆中挖出来的一般。一样恐

怖，一样黑暗，一样绝望。庞大

而邪恶的力量正源源不断地涌入

那令人恶心的躯体，我的脸已经

扭曲得不成人形，水面倒映出的

形象并不陌生，它就像我白日所

见的怪物——事实上，它就是人

类对未知世界恐惧的代言人。 

它们一直都在监视着我。 

我狂叫起来。丑陋的鱼影出现在

我所能够看到的每一个反光的平

面，它们无处不在。我不断地回

忆着我读过的所有古老传说，试

着从中得到一些解释。我怎样才

能确定？我怎样才能知道什么是

现实什么是幻觉？但是我想，我

毛： “那些东西也有他们的

神？”  

“当然。”我回答：“他们的神，

比我们的神更为古老。”  

就在这时，船尾传来一阵骚动

的声音。  

“怎么回事！”温特一边吼道，

一边冲往船尾。我没有跟过

去。  

骚动如同瘟疫一般，很快传遍

了全船，几乎全船的人都在同

一时间发了疯，非人的嚎叫声

此起彼伏，仿佛整条船于瞬间

变成了屠宰场。  

我很快发现，甲板又开始出现

倾斜角度了，而且比巨浪那阵

子变化得更快。  

不是浪……而是什么别的东

西，很大的东西，正从船底将

整条船举起，倾覆。  

或许是由于对这种恐惧已经

麻木，或者多年的友谊让我萌

生了新的勇气，我拖着温特，

冲过失控的人群，找到了一处

逃生艇，在船的那部分离开水

面之前和温特一齐乘了上去。

之后拼命地划。  

我曾经想扔给温特一只桨，但

是温特只想往水里逃，于是我

不得不将他打晕，之后一个人

拼命地划起来。同时竭力抑制

住回头看的冲动。  

身后传来一声咆哮，如同远古

巨兽的怒号。那声音决然不是

我所听过的任何声音的一种，

像牛叫，像马嘶，像象嗥，它

就是三者让人颤抖与厌恶的

东西的合体。这声音仿佛穿越

了遥远的时间之海，我就像远

古洪荒时代的野蛮人，面对着

整个充满无法理解之物的神

秘世界，倾听着可怕巨兽的长

嗥。  

我听到了爆鸣音般的尖锐声

 

 

 

 

 

 

 

 

 

 

 

 

 

 

 

 

 

 

 

 

 

 

 

 

 

 

 

 

 

 

 

 

 

 

 

 

 

 

 

 

 

 

 

 



应该想方设法的去寻找真相，可

我现在一无所获，快要发疯。或

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命中注定

我将被种种狂想折磨。一股酸臭

的腥气从远处飘浮了过来，那是

某种令人嫌厌的气息，我听到一

连串用喉音发出的、令人惊骇的

咕哝声。一些野兽般的擦碰和咆

哮声响起，然后是啪啪的脚步声。

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把眼球挖

出来？现在，这些巨大的凸起的

东西已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了。

疼痛感已经消失。我的魂魄离开

自己的身体，被送入那黑黢黢的

海底。无数的声音在赞颂一个伟

大的存在，而我则在它们中间瑟

瑟发抖。 

门开始晃动，门把震动着扭转，

我发疯一般的将所有的东西都摔

到地上，一种浑身被淹没于深海

的恐惧慑住了我。外面有什么东

西要进来了，它要来抓住我，带

走我，它们一直在监视我。 

可是为什么它想要捕获我？如果

它只是想杀掉我，那这里有无数

种方法可以达到目的，为什么它

不是单纯想杀掉我？难道还有什

么更可怕的噩运在等待着我？ 

那个东西还在疯狂地砸着门，门

被打开了，我看到蒂娜关切的脸

——但，那是事实吗？我怎么能

分辨？这都不是现实，我确定！

没有什么能够欺骗我，不是吗？

它变成了蒂娜的样子，引诱我，

试图欺骗我—— 

我扑了过去，将湿而冷的手指压

在她可怜的白皙脖颈上，用力收

响，以及吱吱嘎嘎某种硬物断

裂的声音。终于，经不过这些

声音的催促，我回过头去看了

一眼——  

眼前的形象并不陌生，它就像

我童年噩梦中的巨大怪物

——实际上，它就是人类对未

知世界恐惧的代言人——那

东西从水中伸出了它巨大的

双臂，将勇气号缓缓地举起，

而鱼形的头部则在仰天长啸。

它是如此的巨大，从水中缓缓

升起的时候居然使人产生“海

水在退潮”这种错觉，让人联想

到淹没在海水中的古文明巨

像

在它面前，我如此渺小，

。它就像《奥

德赛》中的独眼巨人波吕斐摩

斯，远古的海神被愚蠢的人类

激怒，对人类展开了狂暴的报

复。  

我呆呆望着它，忘记了划桨，

吱嘎声和锐响仍然没有停止，

那是勇气号被这怪物用巨力

如锡皮罐头般挤压时，钢铁扭

曲和空气挤压发出的声音。终

于，在怪物的那对巨掌中，勇

气号从中部断裂开来，分为两

截，人和物资从中漏了出来

——此时我居然想起了小时

候圣诞节收到的礼物盒，当时

我就是这么把礼物盒撕毁，看

着里面的宝贝乒乒乓乓地掉

出来——物资和人就像玩具

一样无力地从破碎的舰船中

掉下，和巨人相比，他们是如

此的微不足道——  

我转过头来，哈哈大笑起来。

我没法不笑，眼前的景象实在

过于荒谬，根本无法认为它是

现实——或者说我宁愿相信

 

 

 

 

 

 

 

 

 

 

 

 

 

 

 

 

 

 

 

 

 

 

 

 

 

 

 

 

 

 

 

 

 

 

 

 

 

 

 

 

 

 

 

 



拢，她的手脚剧烈地挥舞踢打，

几乎要把我弄伤，但我并不觉得

怎么累，直到我确信她已经断气。

她的脸变成了紫黑色，舌头伸出

来了，淡色的头发也变得黯淡无

光，毫无生气，就好像是一把枯

草，除此之外，她的尸体并没有

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 

我盯着蒂娜的尸体沉默了几秒，

再次放声大笑起来，我的笑声是

那样真实，欢愉，发自肺腑。然

后我放开她向门外跑去。海岸边

那块黑色光滑的石头反射着炫目

的光。它的形状刚好能够让我小

心翼翼地攀登上去。海浪漂浮着，

躁动喧哗，仿佛每一次起伏都在

撕裂着伤口。我看到在极深的海

水里有某样东西，一些巨大的丑

陋的东西在游动着，但我无法确

切的辨认出它。它们在深海建设

起设有长列赛科洛斯式巨大圆柱

的海底都市，城市中有些某种无

法描述的光芒，它在召唤着我

—— 

我沿着岩石的边缘跪下并靠近，

它的光芒变得更亮，如海啸一般

漫过平原，流过山谷。一切的一

切都在光芒之中湮灭。万物不复

存在，只剩下永恒的光芒。我向

那光芒伸出手去，但除了冰冷的

海水，我什么都没有抓住。我的

身体向前倾斜，达到了一个危险

的角度。我的腿沿着光滑的石缘

滑下，身体跌落进了那道光芒之

中。 

 

医生离开疯人院的白瓷大厅之

时，刺骨的寒风侵入他的身体。

这里的所有都与外界大不相同，

凡事都有他们各自的轨道，太多

的建筑日夜笙歌。而在这被电网

它是幻觉。但上帝啊，勇气号

已经沉没了，以一种难以想象

的方式，而身后涌来的滚滚波

涛和无数非人嗥叫的和铉也

无法让人置之不理——但我

就是这么自欺欺人着，狂笑

着，拼命地划着，直到身后长

号消失在海涛声中。  

*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它们要放

过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条

单薄的小木船能载着我和温

特两个人穿越当时波涛滚滚

的大海，直到一条渔船把我们

搭救。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我将被种种狂

想折磨。  

温特已经彻底疯了，我曾经寄

希望于他坚强的意志，希望他

能寻回理智。但他没有。在离

开他深爱的大海后，他一直呆

在南加州一家疯人院里，终生

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只要见

到水与鱼便会痛不欲生。陪伴

他的许多人无法相信此人曾

经是一员海军，甚至许多战友

否认此人就是那个钢铁般的

温特。  

我不知道官方是如何解释这

一事件的。如此惨痛的损失，

一艘昂贵的战舰失踪，包括全

船官兵，只余下两位惊魂未定

的幸存者。但这与我无关。我

只知道，委员会在对抗神秘事

物时经历了又一次惨败——

对于这种惨败，我们已习以为

常。或许我们早已知道在这场

与全宇宙的斗争中，人类毫无

胜算。但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但是我希望自己可以被计算

在外。我真的已经厌倦了。这

场绝望的战斗令人疲乏。我希

望我能够保全自己的理智，过

完平静的一生。  

 

 

 

 

 

 

 

在太平洋的边界，某些无人

的热带海滩上，会有一块巨

大而光滑的岩石坐落于潮

水能涉及的最高水位处。它

不可被敲碎或划伤，并且这

块黑色光滑的石头反射着

炫目的光。它的弧度和外形

是可以让你小心翼翼地攀

登上去的形状，在它的顶

部，有一快平整的可以站立

的位置。 

如果你当你站立在其上的

时候，恰好是满月而明朗的

时刻，而海潮又涨到了最高

水位，你就会看到在你脚下

的海水里有某样东西。一道

黯淡的微光，闪着光泽的某

种东西，但你无法确切的辨

认出它。当你沿着岩石的边

缘跪下并靠近，就会发现它

的光芒变得更亮。一旦你前

倾到危险的校对，你的腿就

会沿着光滑的石缘滑下，你

会跌落进那道光芒之中。 

不会有溅起的水花，也不会

有落水的声音，你仅仅是简

单的消失于海洋之中。即使

当你失踪之后，也没有人知

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有些人看起来像是来

自过去的人，宣称他们曾从

这块石头上滑落。 

根据世间的历法，他们仅仅

走失了一天，然后就在另一

个海滩上被潮水带起，这些

海滩可能与他们声称走失



环绕的孤岛上，云层可以阻挡阳

光，让人们再也见不到彩虹，于

是疯狂便是唯一的真实。 

他为死去的女人验尸，过分睁大

的双眼显示出她对凶手的难以置

信。女人躺在简陋的木板上，身

穿白衣，一尘不染。她的身体有

着完美的曲线，美中不足的是她

的皮肤粗糙而湿滑。死于谋杀，

窒息，凶手用尽了最大的力气，

又或许陷入疯狂的人总有着超乎

常人的力量。 

失踪的男人有着严重的妄想症

状，总是胡言乱语着一些古老荒

诞的传说，藐视一切权威和科学。

这种人在红海并不算少见，他们

通常疯癫而自以为是，固执地相

信那些虚妄的幻觉。你可以说有

些精神上的信仰，是值得永远拥

有，永远坚守的。你也可以用这

句话自欺欺人，但实际上它非常

荒谬。荒谬的简直不值一提，无

理取闹。 

当医生登上那块平整的刚刚好能

够容纳下一个人的黑色礁石时，

他偶然地低下头看向了自己的脚

底。一种恐怖的空洞呈现在水面

之下，就像冻结在深渊底部的寒

冰。苍白色的天穹、流淌着漆黑

暗浪的大海，大海延绵不绝地诉

说着低语，令四周骤然陷入无比

的诡异。 

医生看到了这一切，像是突然惊

醒一般，他摸索着连滚带爬地逃

离，逃回那不可名状的疯狂。他

冲上楼梯，冲进摆放那女人尸体

的房间—— 

他看到，一路淋漓的水迹，空荡

的床板上凹陷的水洼，充斥着整

个房间的巨大鱼影，和腥臭味。

大学和委员会接受了我退休

的申请。我卖掉了自己的全部

资产，在内华达州买了一所房

子，终日过着隐居的生活——

你可以想见，我肯定会远远地

抛开水域。  

我总觉得，它们一定不会放过

我的。不过它们不能离开水，

这实在是万幸。  

但是，在每晚入睡时，我总能

感到，

在梦境中，我

的魂魄再度离开自己的身体，

被送入那黑黢黢的海底，在那

里，无数的声音在赞颂一个伟

大的存在，而我则在它们中间

瑟瑟发抖。  

我知道，总有一天，当时机成

熟时，他们终会踏上陆地，将

陆地变为他们的居所。我并不

期望人类能逃过一劫，我只希

望自己能在那一天之前逃亡

另一个世界。毕竟，我已经太

老太老了。 

的地方相隔半个地球。 

他们的眼神僵直并且寡言

少语，偶尔会嘟哝一下，也

都是一些关于燃烧的小径

和低语不休的魔鬼之类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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