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自由女士的永夜系列抄袭我的长篇小说《恸冥教堂》及我的原创

奇幻世界观“自由圣域”内设定的内容以及大量名字。 

对此我感到非常的疑惑，也非常的恶心。难道她作为一个原创作者，连名字

都不会取么？若是新手倒也罢了，这位的水平不是 scp 台柱子级别的吗？ 

如果各位对我列出的内容有所疑惑，我随时可以提供我在 lofter 上的设定链

接。看之前通知我一声，我去把设定从尽自己可见模式调出来。我很生气，所以

我锁了我的设定。 

自由虽然蠢但是她并不笨，她把许多的东西都掰碎了，打乱顺序，然后才揉

到她的世界之中。 

起初，我考虑到自由是我的 QQ 好友（虽然发现她抄袭以后我把她删了），

我念旧情，故而只做了一个小的调色盘。不过看到有人表示永夜系列并不全是抄

袭，当然不全是，不过我还是打算让你们看看她抄了多少。 

虽然我国法律不保护思想只保护文字，但我又不把自由告到法庭

上，我也不想要补偿，她什么都补偿不了我。 

我的诉求： 

1.请你们不要再吹永夜系列了。Scp 

2.我想让你们看看你们口中才华横溢的大佬到底是个什么攀附

在别人作品上敲骨吸髓的寄生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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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神 

 

《恸冥教堂》第四十七章 恶神血嗣： 

 

顺便一说自由的永夜主页在日本站也有翻译，我觉得这句原封不动从罗袈嘴里抠出来的话被

翻译成日语还挺炫酷的。 

好气哦但还是要保持微笑。 

 

 

  



 

SCP-CN-001 提案永夜 

1.一个巨大的调色盘 

自由的永夜提案 我的设定 

混沌之神，被祂的信徒称为吞噬者，因其全名无

法被生物的喉舌念出，因此信徒一般称之为卡尔

密托恩普斯，简称卡恩斯。根据邪典《曼荼罗山

镇灵书》记载，吞噬者卡恩斯是个一直想要使世

界回归不存在状态的神灵，而世界则不停吞噬着

伪神的力量。简单来说，混沌就如同一杯水，而

世界是创世神明凭借无与伦比的力量在水中创造

的一块冰，于是水就会本能地想要将冰再次变回

水。之所以将混沌也称为创世十三神明之一，正

是因为冰终究来源于水。 

混沌是虚无的，祂孕育着一切虚无与混乱，并时

刻吞噬着一切理智、信仰，甚至吞吃“存在”本身。

这是种不可理喻的必然，或者说原理不明的自然

现象。祂的外表相当难以言喻：若是非要下一个

定义，那么祂便是混沌本身，是永恒的瞬间，雷

电和其他恐怖的力量在祂体内不断重复破坏和毁

灭的过程，而祂又不断吞噬着周遭的物质，所有

一切，包括生物的情绪都被转化为养分，于是祂

的身边由静电吸附着黑色的碎片，那些碎片都是

物质和精神的聚合物。 

吞噬者被毁灭的力量击中便碎裂开来，然后再凭

借自身的吸引力聚合。由于情绪中包含着造物的

记忆，因此吞噬者的体内孕育出千万个人格，或

许那些东西疯狂到不可被称为人格，祂有时会变

成生物的模样，埋藏其所有难以言喻的疯狂和混

乱。然而混沌紧随着祂的左右：祂时而大哭嚎叫，

请求别人将祂杀死，时而冷静地猎杀生灵，索取

着生命的能量和极度惊恐的灵魂。最终，在可能

被称为精神分裂的病症的困扰下，祂放弃了自己

的理性和永生，将自己的灵魂投入祂所掌控的混

沌，于是祂的沉眠之处便成为了真正的混乱。 

无形者伊兰德： 

在邪典《卡卡帕玛镇灵书》中提到了一个无形无貌

无序无态的神灵，叫做伊科特兰昂德。其全名无法

被生物的喉舌念出，于是信徒一般称他为伊兰德或

者无形者。 

 

聚合者拉恩斯： 

在《卡卡帕玛镇灵书》中记载了一个无比邪恶的玩

意，信徒们称它为聚合者，或者拉沙海尔恩普斯，

简称拉恩斯。 

 

它的外表像是难以描述的，若非要下一个定义，那

么它是爆炸本身，是永恒的瞬间，雷电和其他恐怖

的力量在它体内不断重复破坏和毁灭。它身旁由静

电吸附着黑色的碎片，那些碎片都是情绪聚合物。 

 

聚合物被毁灭力量击中就碎开，然后再凭借自身的

吸引力聚合，或者拉恩斯又捕食新的情绪波动，于

是产生新的碎片。 

 

碎片整合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组成一个人格（或许那

些东西疯狂扭曲到不能称之为人格），而拉恩斯可

以同时拥有成千上万种人格。 

 

它有时候会变成生物的模样，选取体内的某种人格

作为身体的主导，埋藏起所有难以言述的疯狂，然

后无尽地对其他生物进行欺骗，好获取更多食物。 

 



 
吞噬者卡卡帕玛： 

混沌是虚无的，它孕育着一切无序与混乱，并时刻

吞噬着一切理智、信仰，甚至吞吃“存在”本身。

这是种不可理解的必然，或者说，原理不明的自然

现象。 

简单来说，混沌就如同一杯水，而世界是贤者凭着

无与伦比的力量在水中创造的一块冰。于是水就会

本能的想要把冰再次变回水。 

晶灵邪典《卡卡帕玛镇灵书》将其拟人化，称之为

吞噬者，并当做神灵来崇拜。在邪典之中，祂被写

成了个没有固定形态的存在，是未知，是恐惧，是

不可描述。这些邪恶的信徒就被称为卡卡帕玛。 

根据邪典《卡卡帕玛镇灵书》记载，吞噬者是个一

直想要使世界回归不存在状态的神灵。而世界在不

停吞噬着伪神的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加稳固，这让

让吞噬者毫无办法。 

全程复制粘贴，过于爽了。 

顺便一提，自由提到“之所以将混沌也称为创世十三神明之一，正是因为冰终究来源于水。”，而

我为我的世界观中的神灵写的故事正好有十三个，而且还有被遗忘者这一篇打底 

 

当然，不只这个 

还有更多的地方有擦边球 

2. 

易司哈格： 

 

虽然只是一个名字很普通常见，但是这几个锤都是从我的作品《恸冥教堂》里面挖出来的，

而易司哈格是《恸冥教堂》的男二。 

3. 

 



你们看，他首先提到了大厅，然后为什么一下子说到塔上面去了？为啥好好的大厅要扯塔，

因为她把文章抄过来的时候忘记改了： 

 

《恸冥教堂》第三十七章 历史投影 

 

 

4. 

 

朋友，ff14 的灵灾了解一下？ 

5. 

可能不是锤的锤 

 

阿尔托利亚，根据我贫瘠的知识，只有 fate 里面的骑士王叫这个。 



 

6. 

自由女士在她的文章中提到了“回环画卷” 

 

这是我的一个中篇： 

 

您没有一点取名能力的吗！？不要什么东西都抄啊！ 

这又不是什么很通用的名词，你上搜索引擎搜啊！除了我的回环画卷就是自由的回环画卷

了！？ 

 

 

 



7. 

 
 

【奇想便条】混沌感染 

 
顺便一提，我世界观中的邪神之一，“屠戮者”的名字是阿尔图弗斯雷。 

8. 

魔粒子 

这是自由提到的： 

 

我也在用我的世界观带着我的亲友跑团，这是我的自由圣域式跑团指导： 

 



即便魔粒子这个名字和点灯的例子都是巧合，那么来看看这个： 

这是自由对魔法的解释： 

 

以及 

 

那么在她看来 

1. 魔力是可以转换的 

2. 元素变化控制不当会爆炸 

这是我对魔粒子的解释： 

 
你也可以看见， 

1.魔粒子是可以转换的 

2.魔粒子调和不当会引发爆炸 

 

而且为什么自由一会儿称魔力为魔粒子，一会儿称其为元素？ 

显然是抄着抄着忘记了。 

永夜系列 SCP 项目的简介 

1. 

 

【奇想便条】谬误： 

 



2. 

 

【奇想便条】世界狩猎： 

 

乖乖，肉眼可叠。 

  



孩童所见 

这篇文章光名字我就觉得熟，你瞅瞅 

 

 

 

 

这一篇抄袭属于灵感抄袭，因此我来提炼一下主要元素 

先放自由女士的： 

 

 

这篇文提到了： 

1.和光辉神有关的人员与孩子相遇 

2.眼睛 

3.于是那短短的一刻，便是……，也是…… 

 

 

 

 

 

 

 



再看我的 

我这一章 1000 多字，不好全部放上来，只节选有关片段： 

 

 

1.光辉神与孩子相遇 

2.眼睛 

3.于是那短短的一刻，便是……，也是…… 

  



被遗忘者 

这一篇是灵感抄袭+原句抄袭，采用调色盘和提炼故事主要元素的方式进行辨明。 

这篇主要是抄袭我的十三个写给神的童话故事 

 

调色盘伺候： 

自由的被遗忘者 我的混沌世界童话故事集 

他屹立在暮霭弥漫的山峰之巅，目光望向遥远的

猩红云端，自诞生伊始便摇荡在大陆上的长风呼

啸而过，扬起盘旋的细小尘埃与永无止境的爱与

哀愁。这孤独者正背负着青天，日月星辰俱在其

头顶流转，他被命运之线禁锢于此，永生不离，

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好像化作了一尊雕

像。 

*这一段属于灵感抄袭，要素提炼见调色盘下面。 

这背负青天之人曾有着三位兄弟，他们四人便是

罗曼大陆上最为勇猛的战士，于城池间纵横驱驰，

胜利从不远离他们的左右。在摧毁无名之国的战

争当中，他们挥舞利刃斩下无数敌人的头颅，反

抗者的鲜血染红身披的斗蓬。将长枪插入王座之

上时，他们相互赞美，夸耀着彼此，可当他们回

到家乡，渺小的村庄正遭受着流亡者的劫掠，于

 

 

 

 

 

 

 

 

 

 

 

 

 

 

 

 

 



是死亡狞笑着带走了他们的父母和姊妹。 

“每个生命的诞生，正如从混沌之水凝结成冰，而

水则无时无刻不希望重新将冰融化，死亡并非万

物的终结，冰将回归于水，重新铸就生机，”幸存

的贤者说道，“而每个生命诞生的同时，灵魂便铸

就了因果和命运的丝线，编织出名为史的瑰丽长

卷。” 

但懊恼的战士们无法听进贤者的话语，兄弟中的

长子挥舞着染血的长矛，咆哮道要与那死亡决斗，

可祂却无动于衷；次生的那位用芦苇编织着七弦

的木琴，期望能够用世上最优美的音乐将那死亡

吸引，可祂却充耳不闻；第三位兄弟钻研起古老

的异术，制成了一张破旧的渔网，只有用这才能

将那死亡捕获，可祂却从不现身；兄弟中的幼子

见状，便向贤者请教：如何由死亡的手中夺回他

们的挚爱。 

“那么好吧，既然你执意如此，那便向西，去那放

逐之地。”贤者见无法阻挡他的决心，便教授他向

那诸魔所在的地域进发。混沌在那里长眠，纵横

裂痕匍匐大地，鲜血如河川般蜿蜒于沟壑，经由

半岛流入紧邻世界尽头的红海。第四子未曾被迷

惑双眼的幻象引至深渊，也不曾被凶恶的猛兽吞

噬。疾行了三月又三天三夜之后，他抵达了一位

神明面前。 

这位神明名叫萨亚，乃是掌管命运与星辰，创世

的十三神明之一，然而她的形象却着实可怖。她

拥有十一对森白的骨翼，周身披着黑亮的鳞片，

在星光下折射着微弱的碎芒。她的脚爪锋利尖锐，

指尖遍布着累累伤痕，这位被奉为罪恶的神明，

一直被造物和诸神厌弃。当她诞生的时候，众神

曾因她丑陋的外表而远离，孤独的幼神开始哭泣，

她的眼中却流出了血，成了放逐之地的河流。她

以拨动命运的丝线，做捉弄他人的恶事为乐。当

她见到这位战士，却并不感到惊讶。 

“我早已知道你的来意。如果你想拯救你的父母和

姊妹，便站到这里来。你将在此看到命运的丝线。”

她向后退步，十一对骨翼将她赤裸的身躯包裹。 

战士走到她的面前，无形的丝线立刻变得清晰，

同时也变得坚韧如锁链，划破了他的肌肤，滚烫

 

【奇想便条】吞噬者 

简单来说，混沌就如同一杯水，而世界是贤者凭着

无与伦比的力量在水中创造的一块冰。于是水就会

本能的想要把冰再次变回水。 

命运与恶作剧之神： 

每个生命诞生的同时，原点里就会多出一条

丝线。这条丝线由那个生命体的性格意志和

选择决定游动的方向，并与其他的命运之线

交织纠缠，互相影响，最后编制出名为历史

的瑰丽长轴。 

 

 

 

 

 

 

 

 

 

 

 

 

创世三贤 

他给长着翅膀，浑身布满粉红色鳞片的新生

儿取名叫【萨】，给一身黑肤，浑身画满魔纹

的新生儿取名叫【亚】。 

 

死亡与物质之神： 

这位神明拥有十三对羽翼，一半是黑羽一半

是骨棘。暗黑的皮肤使她能够融入黑夜。她

浑身布满宝石的碎屑，神飞翔起来的时候，

就好像有漫天星辰在律动。 

 

制衡与疾病之神： 

这位神被奉为罪恶的“灰”，一直被造物和诸

神所厌恶和惧怕。 

 

命运与恶作剧之神： 

好奇的幼神触碰了命运的丝线，万物纷繁的

因果立马将她拉入纠缠的中心，丝线坚韧如

同钢铁锁链，让她动弹不得。 

她呼唤萨贤和亚贤的名，又大声向自己的兄



的热血将丝线沾染。万物纷繁的因果立刻将他拉

入了纠缠的中心，动弹不得。萨亚发出得逞的嗤

笑，张开骨翼飞入夜空，漆黑的鳞片散发出宝石

般的光泽。 

于是恶作剧之神终于找到了取代她被束缚此地之

人，当她飞入世界，世上便有了争端和欺骗。而

这背负青天之人也可轻轻拨动命运的丝线，拯救

他的挚爱，同时也被他的兄弟遗忘。或许这也是

命运的一部分吧。 

 

弟姐妹求救。 

尽管众神知晓了她的处境，但命运的丝线太

过于神秘，就算萨与亚身为创世的三位贤者，

也不能找到进入丝线中央的方法。 

孤独的幼神开始哭泣，她觉得她一定是被抛

弃了。 

于是希望堕落为绝望，无忧的神学会憎恨。 

坚韧的丝线将神的肌肤划破，金黄的神血如

滚烫熔岩那样，向沾染鲜血的丝线传递高温。 

吸收了神血的丝线，成为了神的一部分，于

是自暴自弃的神明可以轻轻拨动这些丝线，

并以做玩弄他人命运的恶事为乐。 

或许这也是命运的一部分。 

 

放一下第一段的截图： 

 
要素提炼 

1.丝线。 

2.星辰日月在头顶流转。 

3.神被禁锢。 

 

 

这一段是我太阳神和水神的结合： 

太阳神： 

 

1.丝线。 

2.星辰日月在头顶流转。 

 

水神： 

 

3.神被禁锢。 

  



盲目之都 

这一篇还是抄袭了我的混沌世界童话故事集 

只有一段所以我就直接用调色盘了。 

自由的盲目之都 我的混沌世界童话故事集 

 

 

 

此时那黑袍人终于摘下面具，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面具下是一张苍白却清秀稚嫩的脸庞，灾厄与死

亡之神在他还未觉醒之时曾向他的兄长们诉求，

由他来消减过分泛滥的生灵，却被告知不可直接

杀死造物，于是世上便有了疾病与菌落。他带着

他的黑鸦游走在城镇之间，所过之处皆遭受红死

病的劫掠。 

 

制衡与疾病之神： 

 

这位神明请求道：“我在地心聆听大地的哀

鸣，无贤的躯体可以承载的有生命物有限，

请允许我杀掉那些不健壮的，好让生命不会

招致毁灭。” 

萨贤否决了祂，贤者认为每个生命都拥有活

下去的权力，就连神也不可用自己的目光去

审判造物的生死。 

亚贤却说，好，我应允了。 

于是萨为这位影中的神明布置了难题。 

她折下开出白色花朵的腊梅枝，点在灰色神

明的额头，同祂立约：你不可直接杀死造物。 

神明不敢违反贤者的誓约，便回到影子里苦

思冥想。最终祂创造了一种低微的造物，名

唤作菌，它们为造物们带来疾病。患病的造

物就渐渐衰弱，运气不好的，就死于疾疫。 

 

 

 

  



神术与魔法 

 

朋友你看看你这个设定像不像 ff14 啊？ 

然后叫崇光就崇光呗，为什么非要再提一句荣光教，《恸冥教堂》跟你有仇吗朋友？ 

我随便找了一章，很多章都在荣光教荣光教。 

 

还有这个： 

 

人类数量最多所以光辉神最强。 

这个是我在 QQ 上跟自由聊天的时候亲口提到过的，但是因为我已经删好友了，我不知道哪

里能搞到删好友之前的聊天记录，虽然很遗憾，但找不到实锤截图就算了。 

不过我在这里放上我的编年史（也是大纲），差不多一个意思。 

 
该篇的脚注： 

4. 我们姑且不论“冥恸教皇”埃利奥特·海德·萨尔路易成立宗教裁判所并培养暗杀者铲除异端是否违

背了光辉神的慈爱。 

【奇想便条】爪牙： 

 

我的恸冥教堂番外《吹笛的愚者》： 

 
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组建暗杀者的人是恸冥教皇了吧？ 

连番外篇都给我找出来了，自由女士真的把我的什么东西都看过了，堪称头号铁粉。 

javascript:;


两个不知道有没有锤的 

红海疑云 

http://scp-wiki-cn.wikidot.com/wanderers:evil-of-the-red-sea 

这个我觉得是抄龙族啊，楚子航登上孤岛那篇 

 

神与神 

我看见她写了一篇《神与神》 

这个标题我熟啊！ 

 

本着孩童所见事件的心态，我想进去瞅瞅。 

结果点进去发现这一篇已经被删除了，抄没抄我也不知道。 

  



 

 

SCP-CN-799 

 

恸冥教堂？认真的？ 

 

这可不是什么普遍词汇，搜恸冥教堂四个字只能在 lofter 和巧书上找到我的作品。 

 

还有这个 

 

叛逆晨曦？ 

 

这是我在 elfartworld 上举办的以自由圣域世界观为基础的企划，叛逆晨曦。 

 

  



世界观 

最后我们来看看她强行塞到 scp 里的奇幻世界吧。 

角色： 

她在主页贴出了 11 个角色，其中光辉神证实是抄袭我的。 

然后伊芙琳和诺顿的角色形象是借鉴自 Flight Rising，据知乎上的一位朋友说，龙的形象也

不是原创的，是花游戏货币就可以买到的模板。 

其中在她描写诺顿的《盲目之都》中，诺顿的经历也抄袭了我的制衡与疾病之神。 

也就是说有 3/11 的角色不是她自己原创的，而抄袭部分有 2/3 抄袭了我的东西。 

编年史： 

她的编年史为什么非要从 9xx 年开始写啊？ 

反正我的编年史是从 0 年开始写的。 

自由的“源历”： 我的自由历： 

980 年：席卷南部大陆的战争，格洛里亚帝

国吞并分裂的小国家，成为横跨罗曼大陆南

部的庞然巨物。该国实行政教合一，以奉光

辉神梅尔斯为至高之主的崇光教为国教。但

也有东岭外的小国没有被格洛里亚吞并，得

以保有自己风土人情和宗教特色。 

 

自由历 846 年，人类奉弗尔为光辉神，并在

教典之中称其为“弗尔伊斯特”，他用仁慈的

教义使得六十三个人类国家统一，形成联盟。 

人类从此走向强盛与繁荣，光辉神也因人类

的信仰而变成几位神明中最为强大的一个。 

 

， 

1000 年：（12.12.）裁决之日。位于北大陆西

侧放逐之地的斯泰吉安一族迎来了新子嗣的

降生，她出生时即被苍白的火焰笼罩，猩红

双眸中倒映着五芒星的徽记。有预言称“她

的双翼遮蔽天日，从地上夺去太平，令人们

彼此相杀”。 

 

1030 年：奥莉维亚携以洛斯等小伙伴探索斯

泰吉安遗迹，只有她一人返回。 

 

 

 

 

 

 

 

 

 

 

1032 年：初代光辉神使阿黛拉率格洛里亚军

团，以驱魔的名义入侵北境放逐之地，毫无

准备的斯泰吉安遭到灭族之灾，神庙倒塌，

族人几乎被屠戮殆尽，奥莉维亚继承永夜的

权柄。 

 

 

 

自由历 930 年，陨石坠落在自由圣域西面，

神向教皇下达旨意，说那陨石乃是不祥。 

以此为契机，人类荣光大军以“神谕传教”

的借口开始侵略兽人的领土，强迫他们信仰

荣光教。 

自由历 931 年，不愿服从光辉神的狼人聚落

被骑士屠戮殆尽，只有少数狼人逃出兽人领

土。 



 

1035-1075 年：西德萨公爵世家美第奇崛起，

“审判者”萨尔路易家族成立裁判所，与“豪

华者”克拉蒙家族并为西德萨三大支柱。 

 

1080 年：“观察者”依沃科德家族在保有先

知之名的同时在西德萨城外修建了依沃科德

塔楼，四大家族之名开始流传。 

 

 

 

 

 

 

 

 

 

1090-1100 年：长达十年的南北战争。成年的

奥莉维亚在姓名前加上了“沃尔（War）”之

名，以战争领主的名义肆意扫荡曾摧毁了她

家族的格洛里亚。这一场战斗导致两败俱伤，

即使在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之后，小范围的冲

突也从未止息。 

 

 

自由历 1437 年，豹遨再次来犯，龙帝与绸国

皇帝李谦出兵共同抗敌，此战声势浩大，三

方损失惨重。最后龙帝生擒豹遨，又将其放

回。从此兽人邦联与龙城交好，而龙城与绸

国交恶。 

同年下半年，兽人与绸国出兵在仙女山脉附

近发生数次小规模冲突，龙城不闻不问。 

 

1137/1155 年：拜恩与诗安分别出生，同年二

人沦为孤儿，被萨尔路易家族收养，拜恩进

入裁判所学习刺杀，诗安在教会学校学习神

术。有预言称“在永夜死去的那刻，一对兄

妹环绕在祂的身边，一人手持利剑，另一人

则满怀绝望。” 

 

 

 

 

 

 

 

 

1163-1166 年：奥嘉与拜恩达成约定，退居永

夜殿，不再插手北境事务。南北矛盾开始缓

和，两方人民开始有些许贸易往来。 

 

自由历 1438 年，李谦病逝。其妹李娑竹继承

皇位。兽人与绸国关系趋于缓和，双方各派

代表，在龙城尝试建立和平交易的渠道。 

 

1167 年：旧西德萨因以洛斯的子嗣德兰诺的

入侵毁灭。米洛克（奇迹）在城破时战死。 

 

1179 年：新西德萨从废墟上建立，当代西德

萨公爵洛伦佐·德·美第奇与诗安·萨尔路

易与永夜开展正面冲突。在边陲小镇罗林发

动戮神咒，牺牲数万人的性命削弱了奥莉维

亚的能力，拜恩刺杀奥莉维亚并在她面前自

尽，由于永夜的血打开了世界之间的大门，

拜恩与幼小的维拉妮卡被传送至现世。西德

萨众将永夜钉在她的王座之上。返回西德萨

城后，诗安踏入百花大教堂，从此再也没有

出现在人前，直到去世。 

 

1330 年：光辉神的百年庆典到来，苏醒的奥

莉维亚（由于身为世上最后的纯血斯泰吉安，

 

 

 

 

 

 

 

 

 



她将不死不灭）潜入新西德萨，与观察者伊

芙琳见面，并且获悉了依沃科德家族最大的

秘密。 

 

1342 年：号称永夜余党的团体开始在特怀修

勒活动。 

自由历 851 年，无形者的教团开始在光辉神

所御统的各个国家活动，他们自称可以治愈

百病，但接受治愈的人无一例外被混沌感染，

受感染表现为发色忽然变黑。 

她总共列举了 13 条大事件，其中 5 条涉嫌抄袭我的编年史。 

几乎占了一半。 

  



世界基础： 

我没有看到她放出过什么系统的世界观构架，所以我揪几个世界构架基点来进行对比。 

在抄袭西红柿精老师的《创世学》中，自由如此评价自己的永夜系列： 

 

从中可以看出，永夜是一个高魔西幻世界，故事重点在宗教冲突。 

那么魔力构架和宗教必然是这一系列的两大重点。 

魔力构架 

魔力构架方面，自由女士采用了魔粒子作为构架基础。 

这个我撕过了，在提案 001 里面的第八个抄袭点，点这里快速跳转。 

宗教 

她的宗教，第一，光辉神和荣光教。 

前面锤过了。 

 

 

第二，创世十三神明。 

这个我从头到尾就没看到他写过具体的东西。只有在《神术与魔法》一篇提到过一些只言片

语。 

 

提炼要素： 

神有十三位 

他们构成了世界。 

 

 

那么来看看我的自由圣域神灵体系归纳： 



 

创世贤者三位，法则神十位。 

10+3=13，咦？刚刚好？ 

而且法则神也提到了，是世界运转的基础，是不是好像跟“十三位神构成了世界”有点像啊？ 

 

 

第三，伪神。 

这个我没找到她对这一名词做了什么解释，但如果有她的忠实读者，能不能过来瞧瞧她对伪

神的定义是不是我这个意思？或者有其他套用概念的地方？ 

 

第四，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恸冥教皇。 

 

 

也就是说，她的世界观里两个重点，魔力构架和宗教体系，基本上都是按着我的东西在走。 

不敢说抄袭度达到 100%，但 80%我觉得是有的。 

 

 



结语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 scp 的朋友们会吹捧永夜系列，就我在抄袭事件之后

对 scp 粗浅的了解来看，scp 应该更偏重于现实基础上的恐怖故事或者民间传说

的收纳组织。 

她写的奇幻世界是怎么挤进去的？ 

这很不 scp，这个系列不值得你们这样拥护。 

我觉得把自己在奇幻世界的角色设定变成 scp 的收容物这一点实在不好，尤

其是在自由在中国分部的影响力很大，永夜系列被捧得很高的情况下，若这种行

为被其他人效仿，着实不是一件有助于维持网站质量和稳定性的好事。 

我不反对自由在“原创”外对 scp 所做的其他贡献，但这跟我无关，是我只

是来锤她的“原创”抄袭我的原创，并且希望诸位以后不要继续吹捧永夜系列，

因为它不值得。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会上升到我们诋毁圈子的地步？ 

目前在知乎里除了某一位朋友私信过我问为什么，就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来

知乎挂她。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跟 scpcn 的朋友欠缺沟通。 

还有人抱着“虽然自由有抄袭篇目，但是她还有没抄袭的地方，因为没有抄

袭的篇目很棒，所以自由这个人依旧很棒。”的观点，并举例说“苹果长虫了，

那就把长虫的部分切下来，吃剩下的”。 

我认为这个比喻十分不妥，苹果长虫是外界因素，是虫害了苹果，这个理论

不适用于苹果本身就不好的情况。 

最后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被大家认为是原创作者的人，其作品到底

有多少篇抄袭，才能把她认为是抄袭作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