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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买新的飞船了，我要把里面布置成跟赫尔卡星一样的废土风，

我我还要整一个很大的精灵仓，我要养很多双子星的奇特植物，我还要整

一个巨大的柜台，专门放高级机油⋯”

友邻孜孜不倦的在超能 nono 的聊天系统里跟我们讲着他对即将要买

新的私人飞船的构想，当年在机器人培训学校的朋友们都在纷纷的在群里

不断地发着重复的信息表示庆祝，还都表示等他拿到新的飞船之后一定要

登门拜访一下。

真令人意外，没想到这就已经存够钱了，但想想这也在情理之中。

印象里的友邻是个很没有冒险精神的人，我印象里的他甚至都不敢去

飞船停靠的那些新星系去寻找宝藏，说是怕被打坏了，维修费还要花不少

赛尔豆。所以就连他那为数不多的精灵还是我们帮他找的。有时候几个朋

友一块想凑个聚会他都不来，说预算有些不合适。后来听说他这几年已经

攒了一百万赛尔豆了，比我们所有人都多，我问他攒那么多钱干嘛，他会

笑着跟我说孩子都有了，不能天天拥挤在赛尔号主舰上的一亩三分地了。

友邻就像是那种曾经在地球上的很经典的小市民形象——那是我从

地球人类的文化里了解到的，就是那种一直拿着死工资，每天回家老婆孩

子热炕头，安安稳稳的度过一生，没有斗争，没有什么突然的大灾大难的

人生形象。所以从培训部毕业后他选择在飞船上的某个部门干行政岗，一

个月就领那一点固定的赛尔豆。

他能存够钱倒是意料之外，但仔细想想，飞船上的机器人经常是在各

个星系探索的途中就被打废了，有的甚至到最后也没法成功的被修复，赚

了那么多赛尔豆最后也没能成功的花出去，都被拿去充公当飞船运作经费

了。相比之下，友邻能够攒够钱也是挺幸运的了，这可能要得益于他们一

2



家人都是那种很节俭的机器人，没有很大的很不明智的花销，一家三口人

勤勤恳恳的省钱，最后竟然真的等到了买飞船的那天。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有了一艘自己的飞船，就意味着地位上已经和我

们这些底层的机器人完全不同了。

赛尔号里的机器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很多机器人沿袭了地球上的文

化，开始选择联姻并生产出跟自己有着共同代码与结构的机器人，但跟地

球人类不同的是机器人不会自我消亡，只能通过外力消灭。虽然总有机器

人在不断地牺牲在了各种各样的有意义或者无意义的星际探索之中，但是

宏观上看，飞船已经慢慢地容不下那么多机器人了，后来赛尔号又修了几

艘子舰，但是依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无奈之下，机器人的选择就剩下了，努力地赚豆子买下飞船自带的居

住基地，或者用赛尔豆自己购置材料建立自己的飞船，不过飞船的建设材

料购置是被限制的，建设周期也非常漫长。不过不花赛尔豆的方法只剩下

了自己去宇宙中独自流浪，或者在那些探索过或者未知的星球上扎根。

宇宙很凶险，没人能预测到那些星球到底能不能长期生活，所以大部

分机器人还是选择想办法继续跟着大部队前进，比如租下那些早已被早期

机器人给垄断的基地，或者用差不多的赛尔豆去自己建飞船跟着大部队前

进。

群里不断发言的友邻看起来十分激动，不断地在群里聊着对未来的构

想，仿佛第二天他就能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去交付飞船购置款了，而群里

的人也都在不断地起哄者，在这个苦闷的宇宙里，有这么一天确实比较难

得，就好像是地球人过年一样。

3



“用地球上的话来讲，苟富贵勿相忘，以后发达了也不要忘记咱兄弟

几个！”我打出这么一句话，群里纷纷附和，充斥着活跃的气氛。

“好，那么祝各位战友，也祝愿我的家人和我，都能实现我们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祝愿赛尔号能够找到无尽能源，成功返航！”友邻

打完了这么一句话，便没了消息。

是吧，看起来一切都是很美好的，就好像某部小人物奋斗的小说，最

后成功走向了人生巅峰，赢取白富美的欢心——地球有很多这样的小说，

类似于友邻这种小人物的不懈奋斗故事，最后他们都赢得了美满的人生。

第二天，友邻满脸兴奋表情的带着自己的超能 NONO 准备给付好定

金的新飞船付首付时，却意外的发现，他那张存了好多赛尔豆的银行卡没

法提现支付了了——无论怎么样，NONO 的页面总是会以一条很猩红的

大字提醒友邻——系统故障，请稍后重试。

友邻决定缓一缓，心想是不是自己的超能 NONO 或者银行的软件出

了什么故障，然而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再在打开银行的软件，依然是这

个提示，一百万的天文数额就那么固定在了那里，一动不动，仿佛时间被

静止在了那一刻。

说到银行，有段日子友邻找到我跟我说，他现在在一家私立的储蓄机

构做存贷款业务，叫什么星际银行，说是去那里存款的利息很高，他有在

考虑要不要把赛尔豆都提出来存到那个里面。

我一直以来大部分船员都是把赛尔豆存在船上的大银行里，在友邻滔

滔不绝的讲述之下，我了解到跟之前存的银行比，这一家新开的私立银行

确实很新颖，利率也是比较高，友邻说所有银行都在赛尔号监管机构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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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之下，他们开设的时候还有很多飞船上的知名官员参与揭牌仪式，而且

银行就约等于是一间公用的保险柜，甚至连钱都不出还可以多赚钱，想想

看，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这种没什么风险还能拿钱的事情真是在适合他不过了，至于我，在不

断的没有意义只有牺牲的星际冒险中早已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一直没有

把赛尔豆转走。

至于他干脆把大部分赛尔豆都存进了那间名为星际银行的私立储蓄

机构里。

友邻似乎有些没法接受这个现实，就这样，煎熬之下的友邻决定亲自

去星际银行去提钱，他特意请了假，决定去探个究竟。

友邻马不停蹄的前往那个星际银行，他隔着大老远就看见乌泱的机器

人围在那里，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现场大部分机器人的问题跟他一

样，钱没法提了，银行的工作人员只会不断地重复“我们也不清楚原因，

已经有相关人员在处理了。”可是都等了很久，也不见钱可以取出来。

门口的人群越来越密集，惶恐与躁动的情绪不断蔓延，也陆陆续续来

了维持秩序的安保机器人，他们说目前我们已经介入调查了，各位稍安勿

躁，不要过分聚集，如果引起严重不稳定事故会追究法律责任，友邻觉得

挤在人堆里干耗着也不是办法，便又回到了之前租下来的基地中。

我担心他的状况，便又多次抽空去拜访友邻，看起来他的妻儿依然过

着以前的日子，只有友邻脸上的阴雨云天气符号一直没有散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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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邻告诉我，他没有把这个事告诉家人，只是说飞船需要最后的安全

维护，所以不能立马交差，他不愿意让他的家人跟他一起担惊受怕，我无

奈，只得答应了他不要把这个事告诉他的妻儿。

星际银行到底怎么了，这个问题成了船上大部分机器人脑海里挥之不

去的问题。

但往往祸不单行——

友邻找到我，大概是说自己超能 NONO 的社交软件不可以用了——

无论发什么，最后都会提示一个感叹号，我看了看我的聊天框，发现我并

没有收到友邻给我发的消息，莫名其妙的，友邻的社交竟然也跟他的银行

数额一样出现了问题。他感到吃惊，便不断地申诉，但是没人知道为什么

他的账号会没法发言。背后负责这个功能的客服也只能不断地推脱。

我尝试试图给他发消息，他可以收到，但是他发出来的东西我没法看

到。

不一会超能 NONO 便接到了电话，友邻接通了那则电话，大概是问

他是不是近期去过那间提不出钱的星际银行或者是不是近期在星际银行存

过赛尔豆，友邻便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最后电话那头

告诉友邻不要跟其他船员线下讨论这件事，现在无尽能源的寻找进入了瓶

颈期，大部分船员的状态都不稳定，讨论这些不利于大局稳定。

友邻疑惑为什么会因此连跟别人联系都被禁止，他询问对方原因，电

话那头沉默了一会，传来了几个字。

“这是为你好。”

他感到诧异，本来还想在详细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电话那头的

对方显然不想继续纠缠下去，就挂了电话。友邻的处境仿佛变成了一座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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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很像地球上那种“荒野求生”式的小说——开局被困在了一座岛上，

从此和全世界都失去了联系。‘

友邻感到有苦难言，换作一般人肯定得发作，但他想起了还在休眠的

老婆和孩子，便又作罢，心想别耽误了明天的工作，无奈我只能把他先送

回了他的房间。

第二天一早，我准备去找友邻再次试图测试社交软件，发现竟然连自

己的超能 NONO 也出问题了。无论发什么，都只有一个猩红色的感叹号，

发什么也不会有人回应，我又试了其它可能用来联系的软件，竟然无一可

以使用。所有的软件都处在了“禁言状态”。

此时打来了一个电话，正是昨晚在友邻的 NONO 里见到的那个，我

接通，电话那头那个人说叫我原地静止，不要试图跟别人发消息或者出门，

如果因此传播了病毒我要因此负刑事责任，严重的要被放逐到宇宙中。

“病毒？”

电话那头又开始解释，内容是说现在爆发了一种很恐怖的电脑病毒，

之所以星际银行的钱没了是因为这个病毒把系统给破坏了，有人趁机转走

了里面几百个亿的赛尔豆。这种电脑病毒的破坏力极其恐怖，当他感染了

一部设备，他就可以顺着数据流把别的账号数据库或者设备感染至瘫痪，

而且可以从设备本身感染到船上的机器人本身，目前还不明晰这个新型电

脑病毒的来历，初步怀疑和宇宙海盗有关。而我作为跟星际银行储户有着

密切接触的机器人之一，也要进行同等的隔离观察。

我就这样被困在了船舱里，我不知道我到底哪里得了病，我感觉目前

没有任何病状，按他那个说法我只能算是“次位密切接触者”。但依然需

要禁言隔离——因为不明确病毒到底有没有潜伏期相关的程序设定。在船

上的船员已经习惯了高科技交流的手段，突然的隔离令我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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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已经这样了，不知道友邻这个直接跟星际银行有接触的人到底怎

么样了，他可是最直接的密切接触者，可能要被禁言隔离更长的时间吧。

比起我，我更担心他。

隔离期大概七天之久，之所以还要肉身隔离是为了检测病毒的程序会

不会自我变异，每天会有专门的防控机器人来带领我领取必要的能源。一

同前往的还有很多机器人，整座飞船的走廊已经拉起了厚厚的隔离墙，防

控机器人领着他们前往固定的地方领取机油和黄晶石之类的必要维系用能

源。

我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所以不记得是哪一天飞船传媒系统的总控

官纽斯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说声波是没法传播病毒的，虽然很奇怪，但

是能确定以后还可以通过主播纽斯的广播来接收消息，确保我们能够统一

收消息，不至于对外界失去了解与认知。

在主播纽斯冰冷的声音中，我大概了解到这个什么病毒是一个叫迪恩

的机器人那里传来的，之前赛尔号的船员们好心把他从一处星球那里捡来

收留，没想到他竟然是宇宙海盗的间谍，迪恩用宇宙海盗研发的电脑病毒

攻破星际银行的系统之后便多次转移赛尔豆给宇宙海盗集团，就这样几百

个亿的赛尔豆都被转移走了，迪恩也不知道逃向了哪里，唯一留下来的是

这个听起来非常恐怖的机器人专供病毒。

“知道各位船员们都很愤怒，很多未处于禁言隔离的船员都表示要去

讨伐邪恶的宇宙海盗和那个不知道从哪出现的间谍迪恩，但现在当务之急

是把船上留下的病毒消灭。我们的海量精准且专业的专家们已经在行动

了，他们已经在开发相对应的反病毒程序，还请各位稍安勿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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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师茜茜和机械师肖恩纷纷出来发言，都介绍说已经在开发高效的

检测隔离方式和对抗宇宙海盗病毒的疫苗，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不过接

下来他们的意思无非是在飞船的网络上发言便有可能传播‘’病毒‘’，所

以对我们的禁言隔离并不是故意为难我们，而是“善意禁言。”我们要更

多的谴责宇宙海盗集团的恶意投毒。

我无奈，不过显然我们的生活还是有希望的，我们探索无尽能源的前

途还是光明的，这可能只是光明道路一段不和谐的插曲，所以我们要对前

途充满信心。

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天，陆陆续续也有很多人解除了禁言。很幸运的是

友邻和我是差不多的时间解除禁言隔离，我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他，并拿了

很多存起来的上等机油。

友邻非常激动的喝着机油，他告诉我那些领着他们的人警告友邻说，

宇宙海盗研发的病毒异常智能，目前发表相关内容很容易再次被禁言，而

且他们还会在特定的信息里植入病毒，为了不连累身边的家人与朋友，请

多交流一些积极的信息。

“什么叫积极的信息？”我百思不得其解。

“比如前几天宇宙海盗因为分赃不均，一个叫艾里逊的小头目在演讲

时偷偷被下属用散射武器刺杀的新闻，这样有助于抵抗病毒。他们就是这

么跟我说的。”

宇宙海盗集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新闻，在主播纽斯每天报道的新闻

里，都有很多宇宙海盗的负面消息。比如以前就天天跟我们讲艾里逊是怎

么在我们的星际探索里搞破坏的新闻，然后赛尔号的船长又是以各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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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败了他们的阴谋，我一开始会跟着很激动，像是有些过分的阴阳怪气，

以至于到后来小头目艾里逊在演讲时被下属用霰弹枪偷袭的新闻我都已经

没了快感，倒是很多机器人会因此激动地庆祝，这反而显得我像个异类，

或者说我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宇宙海盗。属于应该被驱逐出赛尔号的行列。

是吧，那以后多分享一些正面新闻，或者多分享宇宙海盗的负面新

闻，这样就可以抵御病毒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正能量消息运动。”由此展开，船上的机器人们开

始竞相地转发起主播纽斯每天分享的正面消息，还会互相搞起比赛，互相

比较谁发的最多谁发的最少，到后来机械师肖恩甚至开发了一个软件，专

门用来评比每周每月谁发的消息最多，大家会争先恐后的分享是谁转发的

最多，还要表示自己也要努力成为榜样——那样的消息也是“正能量消

息”，属于“善意发言”的范畴，至于那些转发量过低的，比如我，我需要

更多的精力去进行星际探索，自然而然没有太多时间去分享正能量消息，

免不了被同一区域甚至是曾经的同学进行各种形式的线下批斗，说我可能

会因此传播病毒，导致所有人都没法正常生活，甚至要被安保机器人罚走

赛尔豆。当然有关我的事也不能在公众场合分享，毕竟我的事情也是负面

消息，是有传播病毒的风险的。

至于我的行为，在安保机器人那里，我的行为被视为了一种“恶意不

发言。”甚至纷纷有其它的机器人提议要将“恶意不发言”的人统统判刑，

说这样制造了病毒的传播风险，是对其它船员身心健康的不负责，甚至有

可能是宇宙海盗集团派来的间谍。

友邻也加入了伟大的正能量信息分享行列，每天发布最积极的人必然

是他，这和我形成了天壤之别，友邻也成了一片区域里的重点表扬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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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跟其他人不同，他从来不参与批斗我的行列，甚至有时候会给我一些修

复损伤的零件。以至于后来又有机器人试图在群里声称要把友邻“恶意不

批斗”的行为也列入刑罚之中，但很快就被认定成了负面信息，那个人也

因为有传播风险而被禁言隔离了三天。

“有必要吗？”我闷下一口机油，由于被罚的钱过多，甚至机油都买不

起高档的了，只能去买那种只能充饥用的廉价机油。

“没办法呢，船上毕竟遇到了难关，只有咱们万众一心团结一心，才

能打倒邪恶的宇宙海盗集团，把我们的钱拿回来不是么？”友邻叹了口

气，“船长他们肯定都知道咱们的难处，可能下面的人执行不好，对你的手

段也有些一刀切和粗暴，不过咱们要以大局为重，希望你也能多多体谅。”

友邻递给我最后一瓶机油，我叹了口气，将那瓶机油一饮而尽。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正能量友邻的存款却迟迟没有消息。而这一个月

的新闻里，赛尔号至少在三十天内以六十多种方式在好几个星系里挫败了

宇宙海盗的阴谋，每一次赛尔号都取得了各种各样的伟大胜利。

友邻好奇为什么星际银行的赛尔豆还会找不回来，另一头飞船厂商也

开始不断地追问飞船支付款的问题，于是友邻又无奈地问起了相关人员能

不能先让赛尔号的中央银行先垫付一下缓解燃眉之急，他们解释说原有的

赛尔豆太过占船舱的面积，目前大部分人交易都是用的数字货币，目前所

有的实体赛尔豆都在中央银行。那些关系着整艘船的商贸与交易，并不能

随便挪用出来垫付，所以具体钱财的话请等待贾斯汀站长和雷蒙教官的调

查与抓捕行动。

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那些赛尔豆都是工作了几十年才攒下的，甚至

是很多人在每个新星球上面出生入死才不容易地拿回了那一点赛尔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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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因为把他们存在了“保险柜”里都能凭空消失掉，那么未来把攒下来

的钱放在哪里是安全的呢？

似乎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友邻沉默着，我也沉默着，不同的是友

邻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催债人员开始不断地上门找茬，我是因为越来越多来

自安保机器人的罚款。

越来越多的机器人遇上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些存款是他们所有

人的生活费用，突然的断供让很多人的生活陷入了窘境，毕竟飞船的船舱

本身也是有租金的，甚至不少人买了私人飞船还要还贷，友邻因为此前的

隔离导致他的部门短期内出了不小了问题，这个月的工资都被扣完了，即

使无数次被评为“正能量标兵”也没有哪个部门给他一分钱。如果在交不

出船舱的租金，他一家三口就要被赶出原来的船舱去了。

至于去路？没人会在意，飞船走廊里平时不允许有人居住。被安保机

器人发现就要被罚款或者收容，严重的要放逐到宇宙里面。渐渐地似乎没

人在担心宇宙海盗病毒的问题了，所以又有人控制不住自己利用飞船上的

网络发言询问存款的事，结果主播纽斯说这些视频有潜在的病毒传播风

险，这些提问的机器人需要被‘’善意禁言”，因为他们已经制造了非常严

重的病毒传播问题了。

就这样他们又陆陆续续的禁了言。被禁言的机器人多了，飞船又决定

进行全船静默。

主播纽斯不得已地把存款两个字设置成了禁止的词汇，并且还特意发

布了个公告，说目前病毒传播的风险依然很高，它们还在寻找宿主，而邪

恶的宇宙海盗集团亡我之心不死。你们的这些未经思考而作出的不理智的

发言很容易导致自己和身边的人被感染，连累所有人的生活和探寻无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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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事业，对你们的禁言是出自对每一位船员的善意，不仅为了各位的健

康与生命而考虑，也是为了寻找无尽能源的伟大事业。

可是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开始因为经济原因开始上网聊那些关于存款

的话题，毕竟没人见过真正的感染者，但是大家都快穷的没法进行生存行

为了，似乎异常恐怖的由邪恶宇宙海盗集团制造的病毒并没能吓住一部分

船员。

于是之后的每天里，纽斯播报的新闻每天都有是谁谁谁不幸感染了

病毒导致自身所有系统瘫痪且无法修复的新闻；又要报道宇宙海盗们自己

制造病毒结果导致一整艘船都没法运作而消失在茫茫宇宙的新闻：还要天

天播放医疗官茜茜，机械师肖恩等人率领一众医疗机器人进行连夜抢修感

染者的视频。甚至还要配上很多地球音乐来制作他们工作如何不容易的新

闻。

“所以茜茜和肖恩他们，也会因此断了赛尔豆的收入吗？也会因此被

催债人员和执法人员一直威胁吗？”

友邻尝试在公屏的弹幕里打出来这么一条消息，很快我就注意到他的

名字旁边多出来了一个猩红色的感叹号，友邻便也没说什么。这一次友邻

被禁言隔离的时间更长了，整整十四天我才又重新见到他——听茜茜说病

毒又变异了，我们机器人之间的线下接触也容易制造传染，所以我也没法

线下去找他进行沟通交流，而现在名字旁边的感叹号，可能就是更快更便

捷的病毒检测隔离方式。

虽然无论是友邻还是我都没有见到过什么所谓的‘感染者”，只有越

来越多被禁止上网发言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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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禁止在飞船的网络上进行交流已经慢慢地没了威慑力，大部

分机器人开始自发的进行线下组织活动，友邻跟着几个有着同样遭遇的机

器人一起，最后他们决定围堵在银行门口，要求船长和那些官员们给个说

法，毕竟星际银行开通的那些，什么雷蒙教官，纽斯，肖恩，茜茜都曾经

参加过这场开业剪彩活动。

至少一定意义上，赛尔号官方默许了它他的存在。

“真的要去吗？他们可不一定能干出什么了。”我坐在基地里，拿起一

瓶勾兑过的机油，“我已经无所谓了，可是你还有老婆孩子呢？”

“可是即使我不去，我也没法应对老婆孩子的生活。”

我和友邻对视良久，一道沉默的围墙立在我们两个机器人之间。

“拿着这个。”我丢给他一截长管，“这是摄像头，地球上的，不知道

有没有用，但我得亲眼看着你所经历的一切。无论怎样，没有历史应该被

忘却。”

我不记得那天友邻到底跟我说了什么，只记得友邻拿着那节没法被飞

船上科技干扰到的摄像头径直的离开了我的房间。

成片的机器人围在了飞船的中央银行，他们大部分人都准备了各种电

子横幅，在周围的船舱走廊里都是他们要求中央银行垫付赛尔豆的宣传标

语，最有趣的是友邻甚至准备了前船长罗杰船长的画像贴在了周围——几

十年前罗杰船长就在一次并不算成功还很曲折的星际探索中损毁了，现在

船上的业务都归他那个女儿负责，罗杰船长损毁的机身本身被存放在能源

室内，等待着医疗官们能够彻底修复并重新运作的那一天。当然对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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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器人来说就没有这个待遇了，大部分机器人完全损毁的结果就是被拆

成零件，或者直接扔进茫茫宇宙中。

至于为什么友邻去抗议还要准备一副在曲折探索中战死的船长的画

像？对于在场很多人来说，罗杰船长是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领袖，无论是

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至少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把赛尔豆放在保险柜

里结果取不出来”的事情。

此时的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场上的一切在我眼里都一清二楚。

抗议持续了一会，现场陆陆续续也围满了很多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不少人看纽斯没报道过什么银行存赛尔豆的事，甚至都不知道这件事的存

在。他们到现在才知道有很多人的赛尔豆存在银行里取不出来了。

所以事情从来都没有解决过，只不过是因为被禁言的人与事越来越多

了。

眼见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又涌来了不少维持秩序安保人员，在人群

里大喊说病毒又变异了，现在病毒可以在我们每个机器人之间短距离传播

了，你们在这里聚集很容易传播病毒。是对飞船秩序的极大威胁。但是并

没有人理会他们，友邻和几个机器人还是在那自顾自的举着横幅，毕竟他

们大多数人都已经一无所有了，横竖都是过着半死不活的生活，不如试试

拼一把，把钱都要回来。

至于什么破坏力很恐怖的病毒？已经无所谓了。

抗议持续了数个小时，眼见着事情并没有控制下来，安保人员开始

不知道联系起了什么人，慢慢地，整个抗议人群的外围开始围起了许多不

明来历的机器人，他们都是统一的白色机器人，洁白的外骨骼装甲一尘不

15



染。他们成群结队的来了，却什么也没干，只是在周围围了一圈，似乎是

在等待着什么。

突然间，不知道哪里有人喊了一声，说什么雷蒙教官说可以行动了，

成群的白色机器人便冲入了人群之中，他们拿着各种没见过的新式武器，

在人群中大肆攻击，一时间整个人群乱成一片，此时我的屏幕出现了严重

的干扰，混沌之余，隐隐约约能传来十分混杂的呼喊，哀嚎。

以及一句“别打我了，那些赛尔豆我不要了！”

恍惚中，有几个机器人试图想召唤精灵，但是显然白色机器人也会召

唤，而且他们的精灵比这些一般的机器人更加强悍，在这些机器人面前，

友邻们的反抗显得格外的无力。

过一会屏幕上的干扰消失了，我的画面又开始清晰了起来——满地

的断肢和螺丝堆在地上，到处都是从机器人体内流出的机油和精灵们的尸

体，此时白色装甲机器人正在把他们的遗骸连着那些横幅一点一点的推离

现场，为数不多侥幸活下来的机器人也被押出了现场。

我一眼就清晰的看到友邻被白色机器人押走了，他的眼神从在培训部

里开始就一直是那样，一点没变。看到他还没被打成零件的时候我是兴奋

的，但过了一会我却为他没有当场被打成零件感到难过起来。

唯有罗杰船长的画像倒是完好无损的贴在那里。看起来双方最后都没

有决定对那幅画动手，就这样直到白色机器人把现场清理完毕，那副画还

是静静地挂在那里，一动不动。

视频陆陆续续地传到了网上，看样不只有我一个人在进行拍摄，只不

过后来他们大多都被纽斯删掉了，原因还是这些视频有病毒传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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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拉横幅抗议的机器人不是报废了就是被抓了起来，听纽斯报道

说他们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新型变异病毒的携带者，其中不少人还是宇宙海

盗派来的间谍，这次非理性的抗议行为已经引发了非常严重的传播风险，

需要全船静默一周以排查潜在的传染风险，纽斯还说这次禁言是为了大家

好，只不过是寻找无限能源历程中的一次小小的曲折，我们的道路始终是

光明的。

全船就这样禁言隔离了一周，这期间每个人都变成了一座孤岛，没有

人知道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之外都发生了什么，就这样大家在煎熬中等待了

一个周，唯一收取消息的途径也只有安在每家每户的纽斯广播。

其实只要是一周还好了，直到最后一天，纽斯才用广播告诉我们，这

种电脑病毒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以后的禁言防控可能是常

态化了，毕竟对于我们机器人来说，信息交流是必不可少的行为，所以病

毒其实是无处不在的，禁言以控制病毒就成了以后必要的工作，以后要将

“善意禁言”常态化，动态化，不能只算那些没意义的经济账，那都是目

光短浅的行为，我们要算长远的，要考虑到寻找无尽能源的宏观历程。

至于友邻，以后我再想联系他，就没有办法了，他的所有主页都变成

了“永久禁言”。那个猩红色的感叹号一直都会在他的名字周围，机器人

当然没有生物意义上的死亡可言。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些白色机器人把他们

怎么处理了，只知道我要是试图联系他我也要被禁言或者隔离处理。

友邻的妻儿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从那次全船静默之后便没人见过那

对母子了，这期间又没有什么普通的机器人可以迈出自己的屋子或者上网

发言，可能是受不了人们的指责而逃跑了吧，毕竟还有很多人觉得是这些

人的“恶意要钱”才导致了他们出门说话都动不动要受收到限制的生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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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果那些人当初老老实实待在屋里哪也不去，服从大局一切只按命令

行事，那该多好。

后来偶然听说一些感染病毒很严重没法修复的机器人会被销毁处理，

对于他们，就连他们身上一个零件都是有风险的，最好是销毁的一个渣都

不剩或者直接扔进外太空自生自灭，或者直接扔进能源室当燃料，变成寻

找无尽能源的伟大进程中的一片微不足道但是必要的垫脚石。

“真要这样，你还不如当初就被直接被白色机器人给打成零件。”我摇

了摇本来该装燃油瓶的空罐子，看着 NONO，很多人都在为这个传言叫

好，纷纷表示对于这些人就该下狠手，下死手, 不听话的孩子就该打屁股。

确实挺好的，本来船上就已经快承受不了那么多的机器人了，这么整

对于他们来说还能获得不少新的生活空间，是寻找无尽能源的过程中迈出

的一大步，对于谁来说都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至于那些被宇宙海盗拿走的钱，也不知道下落，后续飞船又陆陆续续

地在别的星球跟宇宙海盗打了几架，但是似乎没有谁再提过那些赛尔豆的

事，也没见着谁把那个叫迪恩的间谍抓了回来，也没见着几位科学家机器

人想出办法把可怕的电脑病毒完全消灭掉。

而主播纽斯依然天天在报道寻找无尽能源的伟大征程与新船长跟邪

恶的宇宙海盗进行伟大斗争的故事，纽斯说转发这些有正面意义的新闻才

能抵御宇宙海盗的邪恶病毒，是对付邪恶宇宙海盗集团的最好的疫苗。还

要顺带一提目前践行的“善意禁言”方针是由探索无尽能源的根本宗旨决

定的，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科学有效的举措，是得到了赛尔号上每一

位船员认可的举措，是真正符合广大赛尔号和地球居民切实利益的举措。

是顺应了新时代寻找无限能源的伟大进程的必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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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赛尔号上真的有过可以随便发言而不被禁言的时代吗？”

“可能有吧，也可能没有。或许一切都是虚妄的。”

“哎，都怪那该死的病毒，我都没想到生活原来还可以这样。”

“没关系的，以前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说不定在我的

时代之前还有更少束缚呢？而后来的我也只能从别人的字里行间里感受那

些不曾经历的历史。”

“咱们过好当下就行。”

我笑了笑，将用地球文字手写的纸张折了起来，虽然这样的传递信息

方式很低效，却非常不容易被赛尔号上给监视到。听说那几个科学家机器

人又开发出了更高端的病毒检测技术，说是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抓到病毒携

带者，防止病毒扩散，有一个群聊因为聊了取钱的事情，整个群聊都变成

了中风险地区，所有群聊成员都被禁言了七天。

我可受不了被“善意禁言”了，现在想想病毒真没有禁言可怕，毕竟

又没人见到过病毒，但是不少人都要动不动被禁言。

不过，至少没有哪条规定不能铭记历史。

“不知道此刻会不会有别的生命体能看懂这个像是历史却又是小说的

故事。但我希望有人能够看到并读懂，无论到底是什么。”

我留下这最后一行字，打开飞船的窗，用尽自己的力气，把这一沓纸

给扔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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