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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巨能英雄

我希望我在她决定做一些疯狂的事的那一天

已经准备好。

「莱昂，我要做巨能英雄。」

我头脑空白地凝视着我的好友黛西。

「啥？」

「莱昂，是宇宙英雄。」

我再次头脑空白地凝视着她。

我问她：「你是说『超级英雄』吧？」。她

摇头。

「不是，世界上有太多超级英雄啦。超级英

雄太土啦，常常都说超级英雄。『巨能英雄』

是一些新的且不一样的英雄。」

「是吗？」

「是。」

「有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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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英雄有点像超级英雄，但超酷超强，

他们不只是『超级』，他们是『宇宙级』。明

白吗？」

「不明白。」

「你不相信的吗？」

「是。」

「那太可惜了。反正我也会朝着这个方向，

成为宇宙英雄。」

我在椅子上摆动，把我拿着的杂志倾倒在地

板上。

我问：「好的。但为什么？」

她说：「莱昂，这是因为…」她看着天空，

声音开始变得低沉：「我们的城市快死了，我

们要拯救这个城市。」

「是吗？但我觉得还好呀。」

「今天的墨尔本市民需要一个英雄。他们需

要灯光带领他们走出黑暗。他们需要知道问题

出自那里而她很愿意阻止问题的发生。市民在

这艰苦的时刻需要一个英雄，而我就是这个英

雄。」

在她的卧室的灯光下，黛西的深棕色微卷

头发像商务会议中的小丑一样突出。她可能比

我们学校大多数十七岁的女孩略高，但她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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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最高，也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强的。事实

上，我现在可以想到另外三个女孩，她们可以

比她更快把我绑起来（而且她会很高兴可以这

样做）。

她并不完全是打击犯罪的材料。

「好的。」我开始了。「嗯，我要考虑几个

问题。首先，你没有超能力。你怎么去打击犯

罪呢？」

她笑了。

「最好的英雄只需要相信自己，莱昂。这就

是超能力。」

我说：「那只是陈词滥调。其次，已经有人

这样做了。消防员、警察、护理人员等，你怎

么能帮助他们？你如何单独处理这个城市的所

有罪行？况且墨尔本也不是那么危险，墨尔本

是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

她回答：「我不会打击所有罪案，我只会打

击宇宙坏蛋。」

「第三，你怎么…..宇宙坏蛋？」

她点头：「是。」

「等等，宇宙坏蛋是什么？」

现在轮到她头脑空白地看着我。「很明显坏

蛋是很强大，但其实他们并不是「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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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我阻止了她。「我明白了」

「我知道我们有警察部队可以处理这些事，

但他们没有能力站起来和对抗超级坏蛋，更不

用说宇宙坏蛋。」

黛西走到床上并趴在床上，盯着在天花板上

的阿米莉亚·埃尔哈特的海报。

「不，人类需要一个人对抗坏蛋，他们是非

常狡猾和危险的恶魔，他们随时会粉碎人类！

」她紧紧握住拳头说。

「对…」我小心地说。「好的，假设一个

宇宙坏蛋突然来到墨尔本，您会怎样阻止他们

呢？您试过打架吗？」

当她想不通的时候，她都会皱上眉头。

「我会跆拳道。」

我哼了一声：「不，你不懂。」

她竖立起来。「我当然可以。我曾经学过」

我再次哼了一声：「好吧。」

「我真的有学过。我有黄绿带的。」她满足

的坐回床。

我盯着她说：「这不是最低数起来第三级

吗？」

她耸耸肩。

「黑带…黄带…专家…菜鸟…他们基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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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另外…」她向前倾斜并望向我的眼睛

说：「这不是在于您体力上有多好，而是您有

多肯定和多自信。」她点点头。「假的，直到

您真的做了，莱昂。」

我擦了一下我的额头。这个对话让我头疼

了。

「好吧，那您打算对抗啥？对面街的智能老

婆吗？」我讽刺地问道。「哦，我听说她的新

狗狗可能感染到僵尸病毒。」

黛西从床上站起来，回到电脑，忽视了我。

她开始打字看网业，然后说话说的很快，我也

听不到她在讲什么。

「这里有一个。」她开始说。「他现在威胁

整个世界人口。他很聪明，也很危险，他已有

一段时间脱离警察的监视。我一直在研究他，

莱昂，试图找寻他的位置和他在做什么，但我

从来没有找到过。」

我翻白眼了。「嗨，我不知道味。那他是

啥？」

黛西不再打字，再次坐在椅子上并面对着

我。一会儿，她盯着我，好像准备送我炸弹一

样。

「格林博士。」



烂尾侠

10

房间沉默了好十秒钟，直到她打破了我的目

光，回到电脑，再次兴奋地打字。

「呃，黛西？」我开始了。

「嗯？」

「谁是格林博士？」

黛西的眼睛眯了起来。

她说：「只有世界上曾经见过的最恶毒、

邪恶、坏、卑鄙、狠毒、奸猾、双面和出名的

坏蛋。至少在这里没有看过。」她把荧幕转向

我。「莱昂贝克，来看一下格林博士。」

屏幕上是从安全摄像头拍摄的照片。影像中

出现了一个人影，他的脸背向镜头，在沙拉吧

排队。图片太模糊，不能看到细节。我只看到

有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穿着一件长长的白色外

套，头发看起来不完全平坦。在屏幕上，一个

绿色的箭头指向神秘男人，页面右侧有文字：

在屏幕上，一个绿色的箭头指向神秘男人，页

面右侧有文字：

姓名：奥里利斯格林博士，（环境科学）博士

年龄：不明

高度：不明

喜欢的颜色：绿色（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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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下面的笔记：

邪恶科学家。

「邪恶科学家？就这样？」

「像我说一样，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

的存再。」

当我第二次静静地读完之后，我看着黛西。

她坐在办公椅上闭上眼睛。

「黛…?」

她张开眼睛看着我。「嘿？」

「您不是真的相信吧？」

她转了一下眼睛。

「我当然相信！」她说。「阿什是世界上最

具影响力的世界媒体人物之一。他拥有世界各

国政府不希望您知道的信息。他告诉我们不应

该害怕格林博士这种坏蛋。」

「等等，我跟不上。」我突然觉得疑惑。

「谁是阿什？」

「呃，他是这个网站的作者。」她回到网站

的首页，纯黑色背景，耀眼的蓝色文字跳出，

让我都流眼泪。「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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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开始清理街道时，我觉得他和我会有相当

数量的会面。我听说当涉及到这种东西，他是

一个天才。」

黛西调整座位，倚靠着电脑键盘。

「其实，我觉得是时候向他发信息。」她喃

喃地说并她笑了。「可能会给他一些期待的东

西。」

「等等，您真的打算发信息给他说您要成为

超级–」

「巨能–」

「巨能英雄？」

「不。」她回复，她揉揉双眼，像我说了世

界上最愚蠢的事情一样。「我现在就发信息给

阿什，告诉他我要来帮忙。我们要谨慎行事，

莱昂。」

就是这样。黛西再次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电

脑上。就好像我不再在房间里。

自从我搬到澳大利亚，黛西塔克就成了我最

好的朋友。我们已经认识了超过十年，我们现

在依然每天放学后出去玩。她是一个古怪但热

情的女孩，几乎每次看到她时，都会有疯狂的

全新想法。有些她更计划了几个月，把她想的

片段和提示告诉我，有些更是即时想出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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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出乎意料。无论如何，我们总是有一大堆乐

趣，尝试把这些拉出来，即使有时候我没有准

备好。

我还记得多年前的那天。

我刚刚来到我的新学校，我当时七岁，一直

担心没有人会在我的新班里跟我做朋友，我当

时已经想好要用什么理由请假。当我走进课室

时，我看都所有小朋友已经坐在书桌上画画，

老师则跟学生说话。当她看到我的时候，她开

始鼓掌，但整个班级都好像僵住了，他们盯着

我，好像我是一个入侵者。那个时候，学期已

经开始了几个星期，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

友群。

除了我。

「您好，您是莱昂吗？」老师大声地说。她

从桌子上站起来，来到我身边。她是整个班房

里唯一友善的面孔。她蹲在我的水平并说：「

我叫休斯老婆。你好吗？」

我当时太害怕了，所以我只点了点头。

「您是不是有点紧张？」老师皱着眉问道。

我再点了点头，把我的手指放在我的鼻上。

它似乎是最安全。

「没关系，莱昂吗。这里所有人都很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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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跟您做朋友。」

休斯老婆站在那里，转向沉默课堂。

「大家，今天我们有一位新同学。他叫莱

昂。他刚刚与家人从香港移居过来并加入我们

的班级！现在我数一二三，大家一起说『莱昂

早安』。准备好了吗？一，二，三。」

全班喃喃自语：「莱昂早安。」他们终于知

道我的名字，我感觉好很多。

「好吧。是时候帮莱昂找个位置。」休斯老

婆问：「有没有人想坐在莱昂旁？」

房间里一阵沉默。我仍然把我的手指放在我

的鼻子上，不知道该怎么办。同学们都尴尬地

坐在那里，尝试不要看起来太显眼。

「有没有人？」休斯老婆还是微笑着再问一

次，好像没什么可担心般。同学们再次保持沉

默，有些更继续画画。然后，当我决定我会永

远孤独的时候，突然之间从教室的后面突然有

一把高调的声音。

「我跟他一起坐。」

有一个头上有很多发夹的瘦长孩子站起来并

举手。我看到在最后一行桌子在她旁边有一个

空位。

休斯老婆微笑着转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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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不如您去跟黛西坐吧？」

「好的。」我说。我把手指从鼻子移开，感

觉自己比之前受欢迎。我走过走道来到书桌前

并坐在这个孩子的旁边。

「您好。我叫黛西。」她说。

「您好。」我回答。

「您叫什么名字？」

「莱昂。」

「您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

「欸…老虎。」

「我喜欢狮子。您想要红色或蓝色蜡笔？」

「欸…红色。」

「我拿了红色，为什么您不要蓝色？」

「好吧。」我说，然后她给了我蓝色蜡笔。

我不记得那天我们画了什么。我甚至忘记

了那天课堂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记得那天之

后，我常常坐在我的新朋友黛西旁边。自从那

天，差不多几年都没有什么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