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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这么静静地站着，我们都一动不
动，猜不透对方的心思。

喂，镜里的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啊？
我问她。她张了张口，却什么声音也没有
发出。那好吧，我们来谈谈我。

喂，镜里的人，你知不知道，我的记性
很差，是一个马马虎虎的人。我经常把书
落在家里，把家庭作业忘记在学校，不久前
的英语考级比赛，我把日期给忘了，今天轮
到我唱英语歌，可我连准备都忘记做，你
说，我是不是很笨啊？

喂，镜里的人，你知不知道，我动作很
慢，是一个乌龟一样的人。我完成作业总比
同学慢，跑六十米需要的时间总比同学多上
几秒，甚至考试时做不完卷子也成了司空见
惯，老师们为此不知生了多少次气。你说，
我要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这个坏毛病啊？

喂，镜里的人，你知不知道，班上的同
学都称我为“才女”。其实我根本就没什么
才，琴棋书画样样不通，顶多爱读读古诗
词，哪有老师夸得这么好？你看我这满身
缺点，哎，不提也罢。

喂，镜里的人，你知不知道，我是一个奇
怪的人。我一向大大咧咧的人，没什么淑女
该有的优雅，偏偏有颗林黛玉的心——多愁
善感。我一直很怕，怕现在勾肩搭背的好朋
友十年后成了陌生人，怕相处了六年的同学
再聚时总是聚不齐，怕曾经一起谈天说地的
人告别后就再也见不到。我胆大，敢在上课
时偷偷吃零食，敢“偷”同学的课本和文具，
敢趁同桌不注意抢他的眼镜……但是，我又
胆小着，胆小到不敢一个人呆在家里。喂，
你也觉得我是个怪人吧？

喂，镜里的人，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不
是个好学生。我在课堂上会与同学小声聊
几句，没得聊了就索性发会儿呆；我并没有
老师想象中的刻苦，哪怕我也想。

喂，镜里的人，你的嘴一张一合，怎么
一点声音也没有，你在说什么，是在鼓励我
努力吗？还是在责怪我的坏习惯呢？

喂，镜里的人，我决定了，从这一秒起
做个好学生，你会支持的，对吧？

喂，镜里的人，为什么我对你那么熟
悉，又那么陌生？

（作者系重庆市江北区新村同创国际
小学六年级五班学生 指导老师：耿志宇）

在朋友圈看到凉山
初雪
临近生日，在朋友圈
看到凉山初雪
一个朋友下一场
凉山下了好多雪
金沙江对岸的昭通也在下
亲戚朋友少
昭通的雪，下得不大
我居住的重庆可能也在下
关心你冷暖的人太少
雪就不见了

临近生日看见凉山初雪
觉得自己老了，可能
没出生就老了
雪却那么年轻、洁白
不谙世事，轻舞飞扬
接住第一朵雪花后
凉山也年轻了
天地之间，只有人

在老去

天空是雪花的舞台
也是雪花的玩具
大地是雪花的舞台
也是雪花的玩具
我是纸上谈兵的人
遵循祖训，我
还在纸上种过庄稼
也在纸上放过牛羊
此时在远方写骨子里的雪
我是雪花的舞台
也是雪花的玩具

像庖丁解牛那把刀
突然老去
还没到喝西北风的日子
农历九月二十六，秋末冬临
骨头里吹出的寒风
一阵紧似一阵
好寥廓的心海啊
出口成章的豪言壮语

羞于启齿的温言软语
以冰峰的姿势，同一瞬间
狰狞死去

像庖丁解牛那把刀突然老去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混沌中
一把刀无法突围
比一根筋精疲力竭，一把刀
沾满了自己的鲜血
每个细胞都消散了
铁的本味，光的本味
它宝刀不老的梦想
碎为齑粉

镜子

我一摁电灯开关
父亲“倏”地从镜子里飞出
很多时候有我舅舅结伴而行
他们都骑着自己巨大的眼神
像是被灯光惊扰
又像是预谋已久，蓄势而发

我完全没有料到
还能和他们见上一面

他们的眼神巨大而温和
经过生和死两重细筛的过滤
不再对我有任何嗔怪
父亲的眼神在一笼卷发下
像一个点亮的灯笼
舅舅的，在光光的前额下
比秋天的太阳
更温暖和煦

父亲和舅舅轻如羽翼
迅速飘过我广阔的脑海
他们的突然离去
抽空了一面镜子
深夜的盥洗间
像一粒开过灿烂荞花的苦荞
一片宁静

月光宝盒

汉语中最明亮的词
儿童的眼睛
闪着水波的光
问你十万个为什么

最职业的银匠锤打你
用水，用火
你水火不容的一生
是一支痛感的口弦

汉语中最轻盈的词
用光追逐你
月光追上谁
便拥有了谁

最锋利的刀片
为你的灵魂取样
藏着秘笈的月光宝盒
绝不示人

（作者简介：禄兴明，彝族，四
川凉山人，《重庆商报》副总编
辑。）

喂，镜里的人，我决定了，从这一秒起
做个好学生，你会支持的，对吧？

喂，镜里的人
郑钰婷

作/ 文

我是雪花的舞台，
也是雪花的玩具（组诗） 禄兴明（彝族）

诗/ 绪/ 纷/ 飞

秋天到了，大街上商店的橱窗里挂满
了美丽的风衣：粉的、紫的……五彩缤纷，
似乎要与街边斑斓的秋叶媲美。我忍不住
买上一件，衣柜里，又平添了一抹秋天的靓
丽色彩。

第二天，我穿上新衣，走在路上，不由得
多了几分自信。看看周围的女同事，穿风衣
的也多，秋风掀起她们的衣襟，恰如翩飞的
蝴蝶，让人赏心悦目。是啊，“云想衣裳花想
容”，哪一个女性不爱美呢？可是，在以前，
穿一件新衣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父母是乡
村教师，工资不高，母亲总是精打细算过日
子。我小时候，过年过节才能做一件新衣
服，母亲又怕我第二年长高了不能穿，总是
把那件衣服做得又长又大，所以我难得穿
上一件合身的衣服。等到衣服短了，里面
的衣服显露出一截，我被同学们戏称为“县
一级干部”，母亲又会在衣服下面接上一
段。没有相同颜色的布料，就用难看的灰
色或者蓝色接上去，因为那两种颜色的布
料比较好找一些。

到了冬天，我和同学们都穿着单薄的
棉衣，棉衣旧了，硬邦邦的，一点也不暖
和。为了驱赶严寒，我们就靠在墙上，互相
推挤，美其名曰“挤油渣”。即便是旧棉衣，
也只有一件，有一次，我和小伙伴放学后追
逐嬉戏，不小心掉进了冬水田里，回到家
里，没有多余的棉衣换上，妈妈让我坐在被
窝里，在火炉上给我烤棉衣，为此我挨了一
顿好骂。

1983年，我父母从乡村调到了县城，过
了两年，他们涨工资了，从45元涨到了69
元。那年冬天，他们商量着要给我和哥哥一
人买一件“滑雪衫”。我听了简直高兴坏了，
那时“滑雪衫”刚刚流行，样式漂亮，颜色好
看，又轻巧又保暖。看着班上的同学穿“滑
雪衫”，我心里早就暗暗羡慕了好久。然而，

“滑雪衫”还没买，母亲却因为生病，一个星
期后就去世了，我们一家顿时陷入了愁云惨
雾中。后来，父亲还是咬咬牙，给我和哥哥
一人买了一件，我虽然穿上了“滑雪衫”，但
内心悲伤，失去了欣赏新衣的兴致。

从那以后，我也知道家里困难，再不敢
向父亲提买新衣服的要求。后来我上高中
了，还穿着初中时的旧衣服，有一天，我同学
在后面偷偷戳我的背，我转过头去，她悄悄
告诉我：“你腋下的衣服破了！”我抬手一看，
果然，我的衣袖破了好长一条口子，一直贯
穿到腋下。原来，衣服太旧，已经粉了！

我一天天在长大，以前的衣服再也容
纳不下我青春的躯体。没办法，我就穿我
哥哥的旧衣服，穿我妈妈遗留下来的衣
服。我的少女花季，就包裹在那些男式衣
服和中年女人的衣服当中。

后来，我考上大学了，但依旧是衣衫寒
碜，一个不折不扣的灰姑娘。有一次，一个
笔友约我去见面，想想他是个一米七八的
帅小伙，我想自己怎么也应该穿得漂亮点
啊。思量再三，我鼓起勇气找我的同学借
了一套衣服：米黄色的毛衣、碎花的长裙，
凭借着这套借来的衣服，我完成了我人生
的第一次“约会”！

一个秋日的下午，我一个人坐在校园的
银杏树下看书，金色的银杏叶洒落了我一
身，阳光照下来，斑斑驳驳。我不由得站起
身来，在那满是落叶的小径上奔跑：“树木也
有美丽的衣衫，我什么时候才能有漂亮的衣
服呢？”那时，十九岁的我，正值芳华，是多么
想拥有一套合身的、美丽的衣服啊！

1994年，师范专业毕业，我成了一名教
师，但当时教师的工资仍然低，每月只有三
百元，而一件普通的衣服也要一百元左右，
买一件衣服就要花去我三分之一的工资。
我舍不得，依旧只能穿廉价的衣服，有时还
要忍受店员的恶言恶语：“最不喜欢老师来
买东西，酸得很！”听到这样的话，我感到非
常屈辱，再不去那家店了。

一晃几年的时间过去了，1999年，好消
息传来，教师要增加工资了，而且幅度还很
大。这样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一夜之间，吹
遍了大街小巷，教师们个个扬眉吐气。果
然，在那一年，教师的待遇得到很大的改
善。过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走进大商场，给

自己买了一件红色的呢子大衣。穿上它，我
揽镜自照，脸上不由飞起一朵幸福的红霞，
这是我第一次穿这么鲜艳的衣服，原来，我
穿上红衣服，也可以跟其他女孩子一样好
看、一样美丽啊！我开心地在屋里转圈，衣
服的下摆旋转开来，仿佛一朵盛开的红莲，
而我，也仿佛成了那个童话中的公主！

在以后二十年的时间里，教师的工资
不断调整，另外还增加了生活补贴、住房补
贴……我终于可以拥有合身、得体的衣服
了。昔日的灰姑娘，化茧成蝶，找回了属于
自己的自信和优雅。

不知不觉，穿新衣，已经成了我生活中
的一种常态，不再是过年过节才有的事。
我的衣柜里挂满了四季的各式服装，一打
开，各种色彩扑面而来：粉红、鹅黄、淡紫、
乳白、浅绿……但唯独没有灰色和黑色，也
许是我以前在灰与黑中禁锢得太久，我后
来都不穿这两种颜色的衣服。

可遗憾的是，母亲不在了，她等不及我
长大，为她买一件新衣。秋风吹来，没有人
知道，一件新衣上，凝结了多少怅惘的回
忆，凝结了多少思念与忧伤……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专家评委点评
俗语云：人生在世，吃穿二字。物质生

活比较贫乏的时候，哪怕是基本生活要求
往往也很难得到满足。文章中和穿衣有关
的一些细节，或许很多中年人都记忆深
刻。这种记忆既是历史，也是参照，从一个
很小的侧面，让我们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与
进步有了切身感受。从小时候一年一件新
衣，到现在穿不完的各种服装，人们生活不
断富足和丰富。作者还穿插了对父母的理
解、对亲情的珍惜和怀念，“忧伤”二字包含
着作者对过去的某种感悟和回味，也暗示
了人们审美感受的不断丰富。作者没有使
用多少华丽的“大词”，但真挚的感情却赋
予了作品耐读的品性。

蒋登科 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西
南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