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andom Kindness and Senseless Acts of Beauty
隨意的關心及隨性創造的美好

Our leaders got confused 
我們的領導很糊涂

我们的领导很糊涂

So we’re all leaders now
所以我們現在都成了領導

所以我们现在都成了领导

They told us there was nothing we could do
他們說我們無能為力

他们说我们无能为力

They were wrong.
他們錯了。

他们错了。

When we tell ourselves there is nothing we can do 
當我們跟自己說我們無能為力時

當我們跟自己說我們無能為力時

We are wrong.
我們都錯了。

我们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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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never know how much and we never know how far it goes
我們從不知道我們的集體力量有多麼巨大、影響有多麼深遠

我们从不知道我们的集体力量有多么巨大、影响有多么深远

But always we have power
但我們總有力量

但我们总有力量

WE HAVE POWER
我們總有力量

我们总有力量

We’re all making the soup we’re all eating
我們集體烹煮大家的食物

我们集体烹煮大家的食物

We’re all weaving the cloth we’re all wearing.
我們集體編織大家的衣服。

我们集体编织大家的衣服。

What we do can’t go away,
我們的力量從來不會被摧毀，

我们的力量从来不会被摧毁，

We are all in the circle together.
我們都在同一個圈子裡。

我们都在同一个圈子里。

Anything we do randomly and frequently
我們隨意養成的習慣

我们虽已养成的习惯

Starts to make its own sense, 
慢慢演變為既定的道理，

慢慢演变为既定的道理，

And changes the world into itself.
然後成為我們的所有。

然后变为我们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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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less violence makes more and more sense when vengeance and fear 
無意識時犯下的暴力隨著我們的恐懼與報復心裡演變為真理

无意识时犯下的暴力随着我们的恐惧与报复心理演变为真理

Take us closer and closer to world where everyone is dead for no reason.
我們慢慢踏向世界末日。

我们慢慢踏向世界末日。

But violence isn’t the only thing that is senseless until it makes its own sense
但不是只有暴力才會慢慢隨著時間演變為真理

但不是只有暴力才会慢慢随着时间演变为真理

Anything you want there to be more of, 
任何你想要養成的習慣，

任何你想要養成的習慣，

Do it randomly. 
你只要隨意地去做。

你只要随意地去做。

Don’t wait for reasons.
不要等待所謂的理由。

不要等待所谓的理由。

It will make itself be more senselessly.
也會慢慢地從無意識行為演變成真理。

也会慢慢地从无意识行为演变成真理。

Scrawl it on the wall:
把這句話刻在牆上：

把这句话刻在墙上：

“Random Kindness and Senseless Acts of Beauty”
“隨意的關心及隨性創造的美好”

“随意的关心及随性创造地美好”

We are right on the edge of discovering millions of new ways of being together,
我們幾乎尋得成千上萬種聯繫起來的辦法，

我们几乎寻得成千上万种联系起来的办法，

Millions of new dances we can do together minute by minute.
成千上萬種每分每秒都能一起踏出的舞蹈。

成千上万种每分每秒都能一起踏出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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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e’re right on the edge of destroying ourselves out of life,
我們幾乎尋得摧毀自己的辦法，

我们几乎寻得摧毁自己的办法，

Because we are too scared to have that much delight.
因為我們讓恐懼蒙蔽了快樂，

因为我们让恐惧蒙蔽了快乐，

We’re right on the edge.
我們站在了邊緣。

我们站在了边缘。

The steps we take now make new earth grow beneath our feet.
我們的選擇讓新的土地在我們腳下無限延伸。

我们的选择让新的土地在我们脚下无限延伸。

The steps we take now decide what kind of earth that will be.
我們的選擇決定了我們踐踏著什麼樣的土地。

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践踏着什么样的土地。

In every moment we live we have the choice to find the fight or make delight
每分每秒我們都可以選擇去鬥爭去爭吵又或是變得歡欣

每分每秒我们都可以选择去斗争去争吵又或是变得欢欣

We have power.  
我們都有力量。

我们都有力量。

It’s a circle.
這是一個圈子。

这是一个圈子。

Start the dance.
開始舞蹈吧。

开始舞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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