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篇 -- 不被離棄   Cindy 

 

自從科學小飛俠們知道鐵雄使用雷電閃光導致身體機能的病變後, 大家雖然表

面上不說, 私底下卻開始關心起鐵雄所有的一舉一動. 尤其是珍珍. 因為她的特

別留意, 她居然看到了不該看的東西.  

 

“鐵雄,” 珍珍說, “我發現了一件事.”  

“什麼事?” 鐵雄沒正眼回答她. 因為那問題的聲音聽起來充滿了責備.  

“告訴我,” 珍珍說, “你是不是私自用了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鐵雄急著轉身離去.  

 

“不要走!” 珍珍猛然拉緊了鐵雄的左手臂, “這些是什麼, 你說!”  

看著手臂上針孔的扎痕, “我不知道!” 鐵雄推開珍珍的手.  

 

“是嗎啡, 對不對?” 珍珍大喊出來, “毒品不能碰, 會上癮的, 你不知道嗎?”  

“我的事情, 不要妳管!” 基於本能的反抗, 鐵雄也喊了回去.  

“為什麼?” 珍珍張著大眼看著鐵雄, “你從哪裡弄來的?”  

 

鐵雄也看著珍珍, 卻沒回答.  

那樣的看著, 彷彿是從珍珍的身體看穿了出去.  

 

是的, 珍珍心想, 這世上還有什麼是你弄不到的東西? 我為什麼要問這個笨問題?  

 

“為什麼? 難道說,” 珍珍眼框開始沁著淚水, “難道說, 已經到了這種程度?”  

“不是,” 看到這樣的珍珍, 鐵雄也放下了防衛的心, “不是這樣的, 我這樣做並不

是為了止痛, 只是…”  

“只是什麼?” 珍珍迫切的等著回答.  

“只是必須確保, 我身體的狀況, 在戰場上不能出任何差錯,” 鐵雄說.  

 

“為什麼?” 珍珍感到十分哽咽, 但她還是要把話說完, 又不想沒用的在他面前哭, 

那只會令人更感到沮喪而已, “為什麼作戰要到這麼辛苦? 為什麼…”  

 

鐵雄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來安慰珍珍, 他的思緒被攪的一團混亂.  

 

“我很困惑,” 鐵雄說, “我不懂, 打敗惡魔黨不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個人生死不是

排除在外? 那為什麼現在妳要跟我說這個? 順序在哪裡? 要我怎麼執行?”  

 



他開始情緒激動起來, “不要跟我辯什麼道理, 妳辯不過我的. 不錯, 做事不能不

擇手段, 不能無所不用其極, 但是雷電閃光不也是一極嗎? 再加上毒品又怎樣?”  

 

“鐵雄,” 珍珍從沒想過講話會有這麼痛, “我不知道道理是什麼, 我只知道, 你還

有我們, 我們…”  

 

她只差一說句話沒出來,  

你知不知道, 看到你這樣, 我的心有多痛, 如果心痛也能打嗎啡來止, 請分給我

一些吧…  

她說不出來, 因為她怕哪是說了一個字, 她的情緒就要崩潰, 哭到不行. 她不能

這樣.  

 

鐵雄愣了一下, 他緩緩的將身體靠在牆上, 低下頭說,  

“是的, 或許我沒有這樣做的必要. 縱使我失敗了, 也還有你們, 就算你們失敗了, 

也總有其他的人會出來繼續戰鬥. 這世上沒有事情是非某一個人才能完成不可

的,” 鐵雄苦笑了一聲, “沒人有這麼大能耐. 我是沒有這樣做的必要.”  

 

珍珍也露出一絲微笑, 她伸出手來, “你知道嗎, 我想上天是不會背棄我們的.”  

鐵雄點點頭, 也伸出手來握住珍珍, “我想我是看到了.”  

 

他並沒有將珍珍順勢擁抱. 因為真正恐怕會情緒崩潰的人, 應該是他.  

 

自此以後, 鐵雄在戰場上就不再靠外物來控制他的身體狀況. 雖然他身體的惡化

越來越嚴重, 嚴重到連他自己都無法想像, 但是他知道, 真理的一方是永遠不會

被背棄的. 

 

短篇 -- 不被離棄 (Eagle 版) 

 

(這是採用 Eagle 小姐的想法改寫的...)  

自從科學小飛俠們知道鐵雄使用雷電閃光導致身體機能的病變後, 大家雖然表

面上不說, 私底下卻開始關心起鐵雄所有的一舉一動. 尤其是博士遇害後, 大家

的精神支柱驟然消失, 他們就更擔心鐵雄的狀況了. 果然, 珍珍的特別留意, 讓

她居然看到了不該看的東西.  

 

“鐵雄,” 珍珍說, “我發現了一件事.”  

“什麼事?” 鐵雄沒正眼回答她. 因為那問題的聲音聽起來充滿了責備.  

“告訴我,” 珍珍說, “你是不是私自用了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鐵雄急著轉身離去.  



 

“不要走!” 珍珍猛然拉緊了鐵雄的左手臂, “這些是什麼, 你說!”  

看著手臂上針孔的扎痕, “我不知道!” 鐵雄推開珍珍的手.  

 

“是嗎啡, 對不對?” 珍珍大喊出來, “毒品不能碰, 會上癮的, 你不知道嗎?”  

“我的事情, 不要妳管!” 基於本能的反抗, 鐵雄也喊了回去.  

“為什麼?” 珍珍張著大眼看著鐵雄, “你從哪裡弄來的?”  

 

鐵雄也看著珍珍, 卻沒回答.  

那樣的看著, 彷彿是從珍珍的身體看穿了出去.  

 

是的, 珍珍心想, 這世上還有什麼是你弄不到的東西? 我為什麼要問這個笨問題?  

 

“為什麼? 難道說,” 珍珍眼框開始沁著淚水, “難道說, 已經到了這種程度?”  

“不是,” 看到這樣的珍珍, 鐵雄也放下了防衛的心, “不是這樣的, 我這樣做並不

是為了止痛, 只是…”  

“只是什麼?” 珍珍迫切的等著回答.  

“只是必須確保, 我身體的狀況, 在戰場上不能出任何差錯,” 鐵雄說.  

 

“為什麼?” 珍珍感到十分哽咽, 但她還是要把話說完, 又不想沒用的在他面前哭, 

那只會令人更感到沮喪而已, “為什麼作戰要到這麼辛苦? 為什麼…”  

 

鐵雄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來安慰珍珍, 他的思緒被攪的一團混亂.  

 

“我很困惑,” 鐵雄說, “我不懂, 打敗惡魔黨不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個人生死不是

排除在外? 那為什麼現在妳要跟我說這個? 順序在哪裡? 要我怎麼執行?”  

 

他開始情緒激動起來, “不要跟我辯什麼道理, 妳辯不過我的. 不錯, 做事不能不

擇手段, 不能無所不用其極, 但是雷電閃光不也是一極嗎? 再加上毒品又怎樣?”  

 

“鐵雄,” 珍珍從沒想過講話會有這麼痛, “我不知道道理是什麼, 我只知道, 你還

有我們, 我們…”  

 

她只差一說句話沒出來,  

看到你這樣我的心有多痛, 如果心痛也能打嗎啡來止, 請分給我一些吧…  

她說不出來, 因為她怕哪是說了一個字, 她的情緒就要崩潰, 哭到不行. 她不能

這樣.  

 



鐵雄愣了一下, 他緩緩的將身體靠在牆上, 低下頭說,  

“是的, 或許我沒有這樣做的必要. 縱使我失敗了, 也還有你們, 就算你們失敗了, 

也總有其他的人會出來繼續戰鬥,” 鐵雄苦笑了一聲, “是我的責任, 我就會死命

去完成, 只是天意似乎不願成全我… 若是博士還在, 就可以告訴我該怎麼做. 

難道上天真的離棄我們了?”  

 

珍珍伸出手來, “上天不會背棄我們的. 祂有祂的用意, 說不定是在磨練我們, 增

強我們的意智呢?”  

鐵雄點點頭, 也伸出手來握住珍珍. 她的手是那樣溫暖.  

 

他並沒有將珍珍順勢擁抱. 因為真正恐怕會情緒崩潰的人, 應該是他.  

 

自此以後, 鐵雄在戰場上就不再靠外物來控制他的身體狀況. 雖然他身體的惡化

越來越嚴重, 嚴重到連他自己都無法想像, 但是他知道, 真理的一方是永遠不會

被背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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