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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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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秋的秋日下午：

它驅動一個小淡藍色的車，斯柯達-a通過一個僻靜的小街..然後由誰再也無法忍受在市內
主要道路之一堵車司機的一時的衝動轉移。

然而，在那裡，她被阻止通過一個黑暗，畸形的身影，在另一個方向上以張緊的姿勢回望
她。

她讓她的車在他前面幾英尺處滾動，然後看到他身穿黑色制服的消防隊員，戴著黃色頭盔
和棕色頸部守衛。

他站在那裡一動不動， - 沒聽到她越來越近 - 從東西他看到在另一個方向來完成拍攝並
滲透 - 這是在不舒服的情況，消防隊員 - ：真是惹不起的人 - 他的公共空間中的存在和移動
始終都是無條件的優先事項 - 必須讓自己感覺到。

那麼她不帶來什麼。相反，她放下她的側窗，伸出頭，問他：“這裡的路被堵住了嗎？”。

是什麼消防員立即轉急，她說 - 跑到她面前，興奮，氣喘吁籲地慫恿他們..“他的巡邏車
是沒有他掀起了幾秒鐘。 - 他只是在那邊的十字路口彎下角，她絕對必須幫助他趕上他！

該名女子是他的主題和現場聲音地址的緊迫感驚奇，這樣它可能使一些小手勢由他們可能
想給一個簡短的反射..甚至更簡單：這種無條件的之間的一個小障礙了解督促和自己車..但消防
員作為邀請，（ - 她，但也許是一樣的 - ）走動她的車，撕開對方大門和準向後 - 又大又飽
滿使他成了他沉重僵硬的製服！ - 放棄他們的乘客座位..現在還側窗下葉.. - 拉伸頭與黃色的
安全帽到空氣中，它叫一聲：“我聽到警笛還是很清楚的。它只能在我們前面幾百碼處，在左邊的
十字路口左轉左轉“！ ..

她開走了 - 馬上知道她有它，從事欺騙騙局.. - 但不是他們為什麼這麼容易被有措手
不及。

她的窗戶仍處於打開狀態，他們..難得不夠聽到在這個城市實際上任何聽不到汽笛 - 但
她認為，一名消防隊員誰每天開放的警笛緊鄰去，肯定會好很多訓練有素的傳感器準確為此， -
其他人必須保持不可理解。

但是，如果沒有全體船員 - 消防部門車輛應該如何能夠離開車站？ ..

這必須是相當......非常不尋常......實際上有不自然的原因......並且沒有被車內
的同事注意到它不可能！ ..必須從中得出哪些結論？ ..或當然是明顯的，沒有他的這個出口從
來沒有發生..他發明了他們！

但她回家筋疲力盡10小時工作制在背後的機構，是在路上 - 事實上它只是足夠快速淋浴
的時間和為陷入晚禮服她的弟弟的2年的結婚紀念日， - 這也是他兒子的第一個生日 - 參加。

她用這個肯定是錯的消防員花的每一分鐘 - 她在所有方向的allerbestimmtestem變調
他們召喚出來，以滿足結束交叉口，超出了窗口的空氣 - 遠離他們仍然希望在餐廳，慶祝活動將
於準時到達。

而現在她還記得在那個危險的暴力犯罪分子正在尋找只是使用這種方法的受害者有人說電
視節目：上尋求幫助的藉口！

..“但這個人不知道他是誰在這條偏僻的道路上！他可能會故意將自己的背部設置到下一
輛正在接近的賽車上！ ..

而他的行為方式，他感興趣的顯然不是至少誰有司機朝他這個虛構的警笛“的人的性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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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它具有瘋狂的想法：所有這一切，它是如何發生的條件：第一，需要算賬
下來警笛 - 就在這時，每個說一句話 - 和他的所有設備與消防隊均勻，顯然是相當過時，並已
從捷克斯洛伐克或羅馬尼亞二手在線廉價購物..：

- ..這一切也許是一個更大的建築。所有這些部件以創建一個神奇的，不會生效，但並不
缺乏它的最小顆粒。而每一秒需要的一種神物..的一部分。這實際上漫無目的直通城市駕駛的激情
在這個男人建立起一直走高..每一刻 - 檢查的任何跡象表明那一刻..任何事情，她真的不能想像
他們..但就是比較好奇...-

雖然她只是關閉或者開車經過假想的消防隊員在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的哭聲，但她認為她
不可能成為第一個承擔這個奇怪旅程的人。

..“誰碰到過的東西，誰竟然讓他到他的車，這樣一個荒謬的全程他來說，這不過是後來
說話..這將是Facebook的命中..用智能手機拍攝他，..他穿著這件沒有形狀的黑色制服 - 他的
身影幾乎碎裂 - 他的頭戴著古色古香的黃色頭盔，
在夜晚的清新空氣中懸掛著......在Instagram上的一幅照片!!“

當她正在接近一個變紅且不得不停下來的十字路口時，她認為這是一個理想的機會。

但後來她意識到她的手機正處在這個男人的黑色圈中。他從座位上撿起來 - 在登機時她
習慣性地把它扔到了它的位置 - 在被抓到之前。

如果他們 - 當然是一次又一次 - 在紅色紅綠燈前等待，他們不會改變一個字。

當它發生的第一次，她停了下來，她期待的差不多了，他呼籲他們通過路口開車 - 的說
法，他的頭盔是為其他駕駛者的不同角色給他們的路權。

“但他什麼也沒說。沒有做任何事情......或者假裝非常專注，不要在他們前方幾公里的
地方丟失他的警笛聲。“

藍色的晚上燈光 - 天空中自然亮度的最後信息 - 現在已經消失了......她不知道她和
這位乘客一起旅行了多長時間，所有這些都導致了......

當然，她只知道沒有緊急車輛趕上.. ..
或..它在同一時間想到!!：

“這並不排除在外，是的，我們在這個完全隨意的搭乘中見面，但是突然出現在消防隊的火
車站...... ..它幾乎總是在某個地方燃燒！ ..

..所以它燒了一個房子，例如..任何3樓，其中一個開放的煤氣水龍頭與無線電鬧鐘的響
應導致爆炸和爆發的火災！ ..

..我們不小心到了消防隊目前正在使用的地方！ .. -

..會發生什麼？ ..

..如果這個人真的很暴躁，並確定有足夠的需求來阻止他們的汽車，並在現代消防隊員在
其過時的立陶宛均勻干涉趕到現場，假裝好像他可以讓自己有用的！ ..

..這樣一個荒唐的想法“！ ..

..
或者他會不會早得多 - 只要真的發生了火災，你立即在別處指示，不要露出他的假門

面？ ..

..但是，這一切都只是假設。 - 我們沒有遇到真正的，在我們的紅色和黃色的爐火前閃
爍..和警笛，他跟隨 - 在哪個方向他駕駛的我..是實現了唯一的一個是......或者當然永遠不
可能達到。

..然後你還落下一個東西。 - 縮短行程 - ..即這種所謂的消防員說，“他應該只是叫他
在他的警車的一個同事通過電話，問他在那裡，他們在路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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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滔滔不絕地說，不用擔心可能導致的後果。
..

但是，幾乎沒有時間後悔她的話，已經是答案來自消防員的 - 甚至幾厘米她的品位轉過
頭說：“這當然是禁止所有同事帶手機或智能手機的刀片！”

現在，在她讓她直接用iPhone致電運營中心之前，她想到了這個問題會對他做些什麼...
...以及他會告訴她什麼 - 並保持自己的想法。

請記住，絕對無稽之談會引發她的存在和斷言，以及她有能力做出什麼愚蠢的建議。

奇怪的是，她無法抗拒的完全非理性和非理性的誘惑，這些流浪或保持狂熱的人一個真正
的消防員！ ..

然後，當然，想知道他是什麼原因和触發 - 滑入消防員的角色 - 不！ ..變成一個..
- 因為他從不給人留下印象來扮演一個角色！ ..這不是一個遊戲，而不是一個角色！ ..不適合
任何觀眾或自己！ ..

為什麼他採取這種荒唐的行動和準暴力的道路使用者，並迫使他們驅趕他縱橫交錯的城
市？ ..

..“只能煽動他的是什麼？”..

那是什麼事後..這火他這個任務，車輛用他來這個網站的漩渦。 - 或不管它是什麼 -
而他也沒有在全力以赴 - 因為它僅僅是仍然在他的想像玩過，畫？ ..

..“或者當某個消防站發出警笛時，他只是覺得被叫醒了，她在城市裡發出驚人的單調旋
律？”

..

然後他突然告訴她不要再跟他說話了！ ..“我盡我所能集中註意力，不要失去與同事在那
裡的同事的警笛！ ..你所說的一切只能阻止我，使我們的整個旅程毫無意義！“

她當然立即想到了，她可以給他打電話給他一些事情......只是說說而已！ ..為了實現
這個條件..並讓他取消這個驅動器..

..“等逃避他!!” -

..
然而，他們擔心這也許是太多的挑釁，以及他能夠積極地做出反應。而也還是有這個不會

坐以待斃娛樂好奇：什麼是你會接受這樣的人作為目標和他們的聯合旅程的終點..

..他們已經在這座城市開了很長時間了，以至於她知道他們無望遲到參加她哥哥的結婚紀
念日慶典。

..
然後！ - 她非常認真地問自己：
“這是否真的是一個邀請自己來實現它的結局！

..有一個聲明..一個敘述..一個主張..任何推理..這使他和我分開而不失臉!! - 因為他自己似
乎並不至少有一個線索，它的一切導致!!“..

..
這種想法立即使他們面臨壓力，想找到一個既不會傷害他也不會傷害她的答案 - 也永遠

不會。

 ..她的這個建議怎麼看......會......以某種方式滿足他......不要挑戰另一個論
點！ ..

但是然後出現！ .. .. - 在她眼前的一個完全奇妙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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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在我旁邊是來自不同的時間！ - ..他從一些過去！ ..

..也許他真的是一名消防員.. 10年或20年前..在立陶宛或保加利亞有！ ..他所擁有的
是他真實而真實的製服...... - 他在任務期間在那裡穿的那個！ ..

也許他此時實際上已經被解雇了，因為他在這裡的任務真的很晚！
這給他帶來瞭如此巨大的創傷，以至於他一次又一次陷入瘋狂，穿上舊制服，阻止任何

人，並讓他的錯誤去彌補當時......擺脫他的內疚！ ..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他周圍的一切都變了，你是多麼的茫然？ ..
他提到的事件也發生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城市！ ..
所有這些都沒有讓他感興趣！ ..他只對他沒有脫離頭頂的警笛感興趣！ ..

她又回到了以前的想法：他已經做過多次“時間旅行”了？他經歷了什麼？ ..
或者：它只能是純粹的失敗 - 否則他會找到救贖，他一再譴責譴責。

..“和： - 非常重要！他在兩次騎行之間的時間在哪裡！ ......什麼時候，為什麼，
以及他突然有什麼感覺被他穿上舊制服並站在街道中間的感覺？！“

..在這裡，她突然注意到他的製服看起來完全過時..：他自己但不是！ ..

..還有一個額外的謎！
實際上，這讓他們以前的理論搖擺不定。

..或者：..如果她必須適應她，那麼......的含義就是......時間已經過去了，而他卻
沒有能夠接觸到他。

在當時出現的災難發生時，他還是那麼準。

..
當然是一個荒謬的幻想!! ..但她沒有另一個..

..“旁邊有多少司機和汽車司機，他已經坐了..多久了？ ..他是怎麼離開他們的車然後
在某個時刻..他們強迫他..不知何故？ ..

..
沒有一個曾經提拔過他的人能夠為解決他的私人問題和非常個人化的問題做出最小的貢獻!

!“

..
但與此同時，這個問題也讓人懷疑她剛才的意圖是什麼！ ..
畢竟，總有一天，人們會找到一個能夠提供反應的人......這一行為將他從重複的強迫中

解救出來！

..有人誰有一個答案..一種疾病的藥物，譴責他一遍又一遍地做這些無意義的旅行！ ..

..
她想知道在這次錯過的任務中發生了什麼如此不可原諒的事情。

..“所有的消防員每週都有免費的日子..一年中有幾個星期的假期..在疾病期間有停機..
同樣在這些日子裡，她的同事們出去參加不能參加的任務。

..這並不總是這樣一個巨大的絕望的原因，它譴責有關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一個一次
又一次的現在，他早已失踪了！“

..

..這些想法導致他們的假設，這個緊急問題......他必須出席這種無條件的願望，或者
應該在場！ ..但從一個小小的疏忽..十秒延遲也許只是..- ..不存在！作為受害者，他是一個
他認識的人！

..“一個親戚......一個情婦......這樣的事情馬上就會浮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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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理解的是驅動他的絕對必要......驅動器...... - 將他引入時代和未來，否
則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就好像他想像自己到達事故現場一樣，他會得到一些救亡的奇蹟，而那時他的同事們都沒
有能夠獲得這種救贖。

所以他在這場災難中 - 他不能在場！ - 遭受了這種特殊的巨大損失和衝擊！

..他並不關心這種不幸事件一勞永逸地發生的事實和真相，也不會因未來的任何干預而被
追溯改變。 - ..

即使在電影院裡，這樣的故事總是像是被告知的..
..仍然..然而，在這個非常具體的時刻坐在我身邊的這個人，想要被帶到某個地方!!“..

..到一個絕對不存在的地方！隨著多年前在城市投擲音符的警笛聲..

..這又是一個問題，她實際上可以問任何人作為他們的副駕駛......或者不能再把他放
到一起！ ..

而不是因為他禁止她跟他說話，因為他的聽力會受到影響。

..“只是因為接受一些啟迪的希望或從這個人身上得到滿足的答案是零！”。

..

..如果她幾小時後到達他獨特的慶祝活動地點，她還會對她的弟弟說些什麼？ ..
有人會相信，當她描述她所經歷的是什麼嗎？ ..
..
“我可以製作一個遊戲，並要求坐在我桌上的所有人在他們的位置上做些什麼”..
..
但不幸的是，她還遠離它！
她必須首先擺脫這個消防隊員..-

..她知道，從她的角度來看，她必須對他做出殘酷的對待，
因為她帶他坐在這輛車上，可以相信他仍然可以接觸消防車的同事和這場災難。

這個人使她成為他個人戲劇中的同伴 - 或者是戲劇的發明！ - 並且她毫不猶豫地為自己
獻出了自己。心甘情願如此！就好像她是在正確的地方！ ..

- 也許更接近她在電視上或在劇院目睹的所有遙遠的悲劇和愛情故事。
  - 她現在發生的事情發生在她以前從未進入過的地方......而她被這種想法所迷惑，

她正在朝著一場爆炸的色彩和情緒衝刺。
..
 ..“ - 絕望..絕望的媚俗！

..就像每個人類的奇蹟都是作為慾望和夢想而出現的......而我旁邊的這個流浪消防員已經觸發
了他！

..已經填滿了她的希望！ ..幻想，他們怎麼可能不會更可笑！ ..

..而實際上，她覺得有點不舒服，因為在他上市之前，他沒有用更多的內容和戲劇來製作
他的作品。

- 儘管這些人當然完全清楚，他們永遠不會想到讓歌劇擺脫困境。
..
 ..只有一個念頭，她不肯放手：為什麼這個人不從其持久的失敗得出任何結論..或者可

以。而這些行程停止?? !! ..
當然，他表現得如同充滿希望，並且專注於他在這些事業中的目標，就像在第一次！ ..

 ..“他只是沒有絲毫機會改變他的行為!! ......他所做的一切，他都這樣做，因為絕
對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到。”..

..但晚上仍然很長。而它不能他，但通過全市幾個小時kutschieren！ ..

它發生在她身上的是汽車正在變得越來越慢，並聲稱汽油已經耗盡。



7

但是她害怕他會傾聽謊言，用一種能夠告訴她的表情看著她。
..

接下來的想法是把她的藍色小汽車轉向一些路邊障礙物..做一個小的金屬片損壞..並告訴
他，她現在必須打電話給警方記錄事故..因為保險..

..當然他會離開她的車..

 ..但要做什麼？ ..

..他會回來的路上..作為在這個時候偶然發生的下一輛車的障礙！ ..
但現在它已經很黑了..我們在這個城市幾乎沒有照明的郊區..
..這輛下一輛車在他的黑色制服中會看到他太晚了......然後就跑了！ ..

而且，她真的會遇到這輛受損車的問題，並且不得不打電話給警方，以便有機會獲得由保
險取代的損失。

......那麼她會怎麼對警察說呢，為什麼她突然在這個非常平坦的地方關掉，並且撞上了
水泥柱呢？ ..也許她被某人分心了？ ..

..
當你的整件事情看起來完全沒有希望的時候，它反駁了一個反對前進之旅的論點，這個論

據立即使他們完全信服，而且她自發地堅信，她立即脫口而出：

“這個我們一直追隨的警笛不能再成為你自己的汽車了！ ..在這樣的大城市裡，不僅有消
防部門，還有任何緊急車輛的警笛。還有警察和緊急醫生在途中！ ..也許警笛的聲音，你認為隨
時都會經常與其他人混淆！ ..

..我們只是一直跟著那個在那裡響亮的人..

..並完全忘記，當達到任務目標時，這些警報器被關閉！ ..
每當發生這種情況時，由於您的非凡聽力，您已經註意到其他地方有新的警笛，我們隨之

而來！ ..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肯定會在相反的方向跟隨城市中至少10種不同的警笛！ ..仍然想著

遵循你自己的使命車！

最有可能的是，他們的使用早已消失，你的同事已經回到了車站.. !!“
..

..“他來不及使用的事實不能用最好的意志來改變

..沒有什麼可以給他的，但要面對這個事實並回到他自己的位置。

她還說，'她想帶他去那裡，但她有點絕望，她的家庭慶祝活動已經結束，然後她可以到達
那裡，如果她現在能夠得到他驅動城市的另一邊，那肯定會發生。“

..而且由於窗外的頭仍然沒有爭論， - 繼續：

..“這就是為什麼他可以通過乘坐出租車回到他的車站來幫她一個大忙。 ..你只是讓他在
下一個出租車站..在那裡說起她，他可能也沒有錢在他的製服那裡..因此，他會非常喜歡40歐
元，這對於回家的旅行肯定是足夠的。請讓他非常接受，作為禮物！ ..不幸的是，這仍然是最不
重要的，她可以幫助他！

..
與他們的期望相反，他們身邊的男人仍然沒有回答。他無動於衷，無動於衷，把頭伸出窗

外。
過了一段時間，她才注意到她沒有更多的指示，她必須離開。
..
她只是直接開過所有的十字路口，並希望很快能看到出租車的等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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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記得是否她剛才說，另一個司機曾說過類似的東西給他，擺脫他。而的問題，如果
他有一段時間了抵制這種企圖。而他的無所作為的後果從經驗來看，抵抗並沒有幫助..我從來沒有
幫過..

..

也許他也意識到，這些和類似的終止旅程的建議也讓他自己釋放了他，追逐著一個奇美
拉。

他們正在駕駛的地區對她來說完全是陌生的。她從未來過。這是一個20-30層的統一摩天
大樓，面對黑色夜晚的不規則圖案的小型照明窗戶。 -
介於兩者之間。深灰色灌木叢。停車場。草在最後一口氣。

..
這個偏遠地區的交通燈被切換成黃色閃爍，他們擔心他們必須在任何出租車值得在附近為

顧客等待之前開車。
..
她注意到了狀態，就在這高樓結算路邊的邊緣，直到她察覺我的眼她的Beifahres角落的

運動，其突然出現 - 他拉他的後腦勺上車..
而且他認為他比她更早看到他，並想給她發信號。她只是希望那是一個真理..她自己也知

道..一個毫無根據的願望..另一個幻想也許..
..
她放慢腳步，把車開到只有3輛出租車站的小出租車站前 - 即使這些司機似乎都昏昏沉沉

地睡著了。

當她剛剛開始發現要道歉的單詞時，消防員已經在她旁邊撕開了門，然後跑出去了..
不跑到出租車..
有目的地跑過出租車

..但跑步意味著喜歡他..在這個大得多的瑞典重型消防隊員制服實際上絆倒..實際上不停
地前進..沒有最終下降 - 沒有能夠摔倒很長時間！ ..

..
因此，這個人現在在摩天大樓之間的地區的出租車停車場後面的狹窄人行道上行走或絆

倒。
..
通過小型島嶼，在鋪設的道路上以規則的距離將細光源投射到他身上。
她看著那個。她看著他緩慢的移動..他在明亮的地方出現..他沉浸在這些之間的陰影中..

再次穿越更明亮的..沉浸在黑暗中......等等..等等..

然後他突然離開了！ ..或沒有任何光線可以將他帶出陰影。
..

當她收緊了斯柯達的側門，她注意到，這三個出租車司機盯著人行道..彷彿喚醒了所有與
此脈衝來自同一個夢想在同一時間..或：

..“當然，他們從假消防員的壞靴子的流浪漢中醒來”..

..
但她 - 與那些匿名的出租車司機不同 - 她記得，在他的比賽中，這位消防員可能仍然聽

到他一直在她身邊追踪的遠處警笛聲。

她開車走了，在悔恨的前進之旅中受到了折磨，她以這種可憐的方式擺脫了這個男人。
..
他想坐在出租車後座上的沉重的黑色制服和黃色的頭盔，這種想法多麼令人難以置信？

..
..
儘管他可能沒有這個車站，但他真的可以把錢還給他的公寓，並告訴出租車司機他是來自

化妝舞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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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秒鐘都不相信她！ - 但她也想听起來無害！對TAXI等日常無害的詞語無害無害。
-

另一方面，這個人當然不知道他為誰而淹死了多少！ ..

..

..但是，那是不可預料的。如果他能有這樣的想法，他當然根本就沒有這種能力！ ..

..結束了..但她不放手..

她想知道這個消防隊員在城市郊區的摩天大樓之間跑步。

..“他實際上遠離了所有的道路！ ..

....他認為通過這場比賽多久了！這件製服看起來像重20公斤..沒有人跑這麼多的區
域！

..
也許他正坐在長椅上，坐在摩天大樓之間一個黑暗，荒涼的操場旁邊，想想他會從哪裡

跑。
..
她想像一個女人突然從一個住宅大樓走到操場去搜尋她幾小時前忘記的羊毛帽。
..
而且她在破舊的玩具和長椅上黑色制服的男人之間尋找帽子。
在女人抵達之前，他已經註意到那件紅色的羊毛帽子 - 她躺在一座小型木製攀岩房的台

階下 - 但他不動。

但女人終於必須注意到他是不可避免的！ ..
..並開始尖叫..
甚至沒有尖叫..
就在他視線處的鹽柱處..
不能移動..只是等待即將來臨..

：“他可能會逃跑..會在黑暗中的某個地方..尋找一條擁有大量交通的道路，他可以在那
裡再次擺脫他荒謬的故事..

..或者 - 也許我低估了他！ ..
也許他會告訴操場上的女人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也許這個故事與許多年前他曾經住在她

之前來過的房子裡的事實有關......他會在這裡玩這個遊樂場，使用完全相同的設備他不能忘記.
.....因為他有一天會因為意外事故而被指責。“

..
她發現所有這些幻想非常感傷和俗氣。
..
然而，很明顯，她永遠不會知道是什麼驅使他讓一名消防員制服，因此站在一條路的中

間。
這可能就是這樣的事情..

最後，她有時在家庭慶祝活動發生地的餐廳前到達。
她的兄弟問她發生了什麼事，他試了十次給她打電話，並擔心，因為她的電話一直關掉。
她把iPhone從口袋裡拿出來，意識到電池已經沒電了，然後回复說：“繞道後她失去了方

向，然後她的車剛剛放棄了，她正在等待ADAC - ”她的兄弟說看到她開車的箱子是荒謬的。
..她在晚上提到沒有人，她在旅途中經歷過什麼..

..

後記

在未來幾週內，現在再偏離趕路回家，從工作，但每一個自發從..直接途徑，企圖奪回側
的街道，消防隊員已經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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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說：
“事實上，我不會再找到他了。
..在它出現的時間間隔，如此徹底的所有數字遊戲外!!井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類別“.

.

..而且，她實際上羨慕那個他自己的方式。

..她很後悔沒有堅持足夠長的時間。它感到遺憾，因此，沒有經歷過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
的痴迷，也， - 無論她是在路上。而與他有什麼..而且你會做.. ..

即使只是為了體驗他在哪里以及如何承認自己的失敗..
..
她沒有來到第二次見面，而是在這些遊樂設施中發生了嚴重的事故..被困在她的小汽車

裡..大量傷口流血..

..消防部門的一個特殊單位開始將它們從金屬板碎片上焊接起來。

..
她活了下來。

手術後的幾天，她會在從消防員到醫院就診..這當然在內衣。
..
他說他在事故中正在採取行動，而且她一遍又一遍地在車上低聲嘀咕：

“被遺忘的消防員到達了嗎？ ..被遺忘的消防員來了嗎？ ..被遺忘的消防員來了嗎？他
到了嗎？ ..被遺忘的消防員來了嗎？ ..被遺忘的消防員來了嗎？他到了嗎？ ..被遺忘的消防
員來了嗎？他到達了嗎？“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