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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世人各有其好，表现在对音乐的兴趣
也是如此。有人喜欢轻快，有人偏爱沉
静。我却认为安静的音乐自有动人之处，
能让人的思维无限延展，让情感的共鸣直
抵心底。当然，这需要生活的累积作铺
垫。越是沿着生命这条单向又不乏孤寂的
旅途往前走，这种感受就越是深刻。

大提琴曲《殇》是在一个深夜钻进我的
耳里的。曲调从地心悠然升起，如泣如诉，
深情绵长。顿时一股电流激过身体，带来短
暂的沉迷。那一刻，留恋、憧憬、遗憾、感伤，
说不清的复杂情绪纷至沓来。秋风萧瑟，带
来丝丝凉意。枯黄的落叶被风吹动簌簌向
前。余晖映照，折射出最后一缕光灿。

有的思念一直在心里，有些憧憬始终
在远方。得到过，终究抓不住，缅怀、追忆，
沉淀心态，继续向前。风霜如影随形，让生
命饱经磨砺。

大提琴的中音饱满，低音浑厚，特别接
近人声。这种特殊的音质为缥缈的情感注
入沉郁的力量。我觉得《殇》的另外一个名
字《光影》更为贴切，虚幻模糊的光影间闪
动的是永远的寂寞。

演奏家精湛的技艺令我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随后我从各处搜集来杰奎林·杜普
蕾的资料，这位极具传奇和争议性的人物
形象展现在面前。她，被世人称为“音乐神
童”，16岁一奏成名，进入职业生涯，至今
仍被公认为20世纪英国乃至全世界最伟
大的大提琴演奏家。

令人唏嘘的是，本应是天之娇女的她，
却有着悲剧的人生，命运对她太过残忍。
28岁那年，突如其来的绝症——多发性硬
化症将她击倒，从此，她不得不放下心爱的
大提琴，与病榻相伴。在她42年短暂的人
生中，断断续续的演奏时间其实只有10
年，黄金期仅4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她演奏著名
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视频资料。她
的身姿随着琴弦的拉动剧烈起伏，目光迷
离，如痴如醉。她彻底沉浸在音乐的世界
中，身体乃至灵魂都与手中的大提琴融为
一体。她瘦弱的身躯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竟使流淌在琴弦上的音符充满岁月的沓

音，钩沉出无数人间往事。
在她身后，整

支 伴 奏
乐队仿
佛被她

的 音 乐
魔力催眠，

一个个灵动的
音符在他们的指间

来回跃动，使得杜普蕾演
奏的这一曲目成为至今最
完美的版本。

超凡脱俗的人注定是
寂寞的。在身为音乐教授
的母亲的精心调教下，杜普
蕾自小便展露出惊人的音乐
才华，甚至超过同样天赋异

禀的姐姐的光彩。她收
获了鲜花与掌声，却

在亲人的过分呵
护下，缺失了对
生活的掌控力，
这成为她命定
的劫数。音乐
是她生命的唯

一，面对音乐之
外的世界，她往往
不知所措。杜普
蕾的姐姐希尔后
来在书中描述，每
到异国演出，杜
普蕾一遇不顺就
会打回电话说，

不想参加这场音乐会了！任性乖僻的性格
由此可见一斑。而她们的妈妈总会丢下一
切赶去陪伴。我想，动荡不堪的演出生涯
让她的内心充满了虚浮与不安定感。她疲
于应付，又无能为力。只有在音乐的纯净
世界里，她才可以像与一个朋友，甚至一个
情人那样进行心灵的倾诉，酣畅淋漓，而音
乐之外，是无尽烦忧的世界。

杜普蕾去世7年后，她的姐弟合著了
《狂恋大提琴》一书，从各个侧面，还原出一
个相对真实立体的她。最初，杜普蕾与她
的音乐合伙人结了婚，本以为琴瑟相合，可
以开启一段美满的人生。可终究因为性格
和追求产生分歧而分道扬镳。这对本就心
理脆弱的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
接踵而来的绝症，更是把她推入无底的深
渊。她像一个溺水的人，无比绝望、恐惧，
她想自由畅快地呼吸，想拼命地抓住些什
么，以缓解从美好生活中迅速下坠的力
量。白天在舞台上，她光艳四射，集万千宠
爱于一身；夜晚，她默默舔舐自己的伤口，
尝遍所有的落寞与冷凄。

在以她为模本拍摄的电影《她比烟花
寂寞》中，杜普蕾被描摩成一个特立独行、
骄纵傲慢的女大提琴家，在颠沛流离的生
活中消磨着时光，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和希望中的情感，空虚孤独，她甚至和自己
的姐姐争夺爱人。这对杜普蕾的形象造成
极其严重的损害，一度激起了喜爱和欣赏
杜普蕾的人们的愤怒。而在《狂恋大提琴》
一书中这些传言竟然是真实。只是其中的
隐情难以一一言说，它牵涉到一个家庭的
教育理念和个人的性格变迁史，是个太过
深奥的话题。但看过此书的人，一定对亲
姐妹间相爱相怜又残忍折磨的复杂情感记
忆犹新，对性情乖戾的杜普蕾却怎么也恨
不起来。

杜普蕾的命运对她的家庭的确造成了
不可弥补的伤害。随着病情的加重，她的
身体与头脑变得越来越僵硬，行动、语言甚
至呼吸，也一点一点的消失殆尽，她最后的
希望终究破灭了。在她弥留之际，身边已
没有值得依靠的人。曾经情投意合的丈夫
早已组建了新的家庭；她想要操控姐姐生
活的幻想也没能实现。在生命的最后一
刻，她一定是万念俱灰。

一个如此有灵性的女子，她对自己的
一生应该是有预感的，在每次演奏中，才能
把所有的苦痛哀愁贯注于对音乐的理解
中，感染到每一个人。据传，匈牙利大提琴
家斯塔克第一次听她演奏《杰奎琳之泪》，
这首一百多年前法国作曲家、大提琴家奥
芬巴赫所写的与她同名的作品时，就说道：

“像她这样把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都投入
到大提琴里去演奏，恐怕根本就活不长。”
在常人看来，大提琴本是刚性的乐器，这首
曲子却被杜普蕾演绎得深情哀婉。曲子的
旋律也似乎是专为她而写。更奇特的是，
斯塔克竟一语成谶。

一颗明星的过早殒落实在令人痛惜。
但上天又是公平的，杜普蕾完美的音乐天
赋所达到的成就，早已远远超越生命的局
限。她的天分，她的勤奋，使她创造出一个
独有的艺术境界，在人类的音乐时空谱写
下一曲专属于她自己的华彩乐章。我宁愿
把她想象成一只折翅的天使，偶然降落于
这个喧扰的尘世，在精神无法得到解脱的
情形下，无数次放大了自身的苦痛，以致再
无力挣脱内心的桎梏。

“她的琴音从不曾属人间，故而生命
的游走也便变得可以注解。幸运的是她曾
经来过，一个人的寂寞挽起了几个世界的
迷恋”。我看到网上有人作如是评论。在
我心里，这是一个如烟花一样绚灿的生命，
却比烟花短暂，更比烟花寂寞。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党工委统
战部）

主编 胡万俊 责编 陈广庆 视觉 张超 图编 张路 责校 宋美妮

小王成长记
贺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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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比烟花寂寞
戴馨

刚进城时，小王在沙坪坝劳动路
农贸市场卖鱼，每天系着皮围裙，穿
着防水靴，敏捷地捞起顾客指定的那
条鱼，啪地一声摔在案板上，掏出尖
刀，刷地剖开鱼肚，三下五除二掏净
肠肝肚腑，刮净鱼鳞，然后，或宰成小
块，或切成鱼片，装袋递给顾客，动作
娴熟，如行云流水，看得人眼花缭乱，
疑似金庸笔下暗藏市井的武林高手。

小王每天清晨四点就去进货，
傍晚六七点钟才收摊，起早贪黑，披
星戴月。夏天天气燠热，只一把电
扇吹来热风，豆大的汗珠从额头冒
出，流进眼里，模糊了双眼，小王拿
汗津津的手背一揩了事。冬天徒手
捞鱼，缸里的水冰冷刺骨，双手冻得
红肿，还得剖鱼宰鱼。雇不起小工，
妻子在家照顾年幼的女儿，小王没
有帮手，所有事务一人打理，鱼摊前
顾客排起长队，性急的顾客催促埋
怨，小王心一慌，锋利的刀刃划破手
指，鲜血直流，他顺手扯了块破布缠
住，继续干活。

原以为划道口子不是什么大事，
几天就会好，谁知伤口化脓糜烂，愈
来愈严重。我公公退休以后，赋闲在
家，逛菜市场是常有的事。他常去小
王那里买鱼，一来二去跟小王熟识
了，时不时攀谈几句，看见小王的手
溃烂得厉害，就带小王去学校医院检
查，伤口已经感染。穿着土里土气，
一副乡下人打扮的小王在城里医生
面前局促不安，甚至都不敢抬头直视
医生。我公公跟医生介绍说小王是
他亲戚，公公是知名教授，医生很买
他的账，对小王亲切和蔼，热情有加，
很仔细地为他处理、包扎，还开了几
味消炎药。小王的伤口很快好了，自
那以后，小王真把我们都看成他的亲
戚，不论是我公公，还是我去他那里
买鱼，一律成本价，一分钱也不赚我
们的。搞得我们不好意思去他那里
买鱼了。如果时间长了我们没有
去，他就抽时间送几条新鲜的鱼到
家里来，不要他就跟你急，只好收
下，然后留他吃饭。我公公亲自下
厨做菜，公公的红烧鱼是一绝，酥软
细嫩，味道鲜美，色香味俱全，热腾
腾地端上桌，开上一瓶好酒，与小王
你一杯我一杯地对酌畅饮起来，酒
酣耳热之际，小王说，我不会卖一辈
子鱼的，我要在城里买房，过上好日
子。那时小王在菜市场附近的老式
民居租了一间房子，逼仄阴暗，每当
看到劳动路上拔地而起的高档气派
的商品房，他就无比地向往，希望那
一幢幢高楼里，有一盏明灯能够属
于他。

有一天路过小王的鱼摊，发现他
兼卖起生姜、大蒜、辣椒、花椒等干货
来。那些红艳艳、油浸浸的辣椒尤其
引人注目，是小王石柱老家的特产。
我买了一点辣椒面回去做辣椒油，热
滚滚的油一泼上去，辣椒的香味就扑
面而来，香得那么透彻，那么饱满，吃
面吃抄手打佐料时放上一勺，红浸浸
的一看就很有胃口，吃上一口，香辣
味道瞬间铺满口腔，一口接一口不忍
停箸，面吃完了，汤也喝尽，脑门上布
满微汗，连打几个香嗝，那滋味直叫
一个爽。公公做红烧鱼时，放上几个
小王那里买来的干辣椒，味道格外的
鲜香。

比起菜市场其他的干货摊，小王
的干货卖得格外地好，一是顾客买了

鱼，需要做鱼的佐料，在他这里

买着方便；二是小王的干货，尤其是
辣椒，的确有特色，色泽是天然红，不
加任何色素与化学添加剂，价格也经
济实惠。小王的干货摊越铺越大，除
了花椒辣椒，生姜大蒜，又卖起泡姜
泡海椒，豆瓣酸菜等调料来。这些调
料都是小王自制的，采取传统工艺，
同样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以及其他化
学添加剂。比如做豆瓣，选上好的辣
椒与大蒜，把辣椒和剥净的大蒜放到
石臼里杵细，加上菜油，洒上细盐，放
在坛子里封存起来，一个月以后再开
封，香气扑鼻。为了保质，小王在附
近租了一个防空洞，储存这些做好的
调料，那里面堆满了高高低低、大大
小小的坛坛罐罐，全是小王自制的调
料。干货生意越来越好，小王忙不过
来，干脆不再卖鱼了，到沙北街农贸
市场租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门面，一心
一意经营起干货来。门面很当道，人
来人往，小王生意很是兴隆。

某日，许久不曾登门的小王来
了，从前乱鸡窝似的头发理得干净整
洁，穿了一件薄呢细格西装，以前脚
上一双沾满泥点的胶鞋换成了擦得
锃亮的皮鞋，还拎着一只公文包，一
副城里小老板的派头，差点没认出他
来，只是神态依旧有些忸怩。公公照
例下厨去炒了两个好菜，开了一瓶好
酒款待他。席间，小王跟我们请教起
物流管理之类的问题来。他还从公
文包里抽出几份文件来让我们帮他
看看，原来他要在老家办一家调料
厂，产品将销往全国各地，所以想请
教一些物流方面的问题。先生从专
业的角度给了他一些建议，他听得很
专注，像一个专心致志的小学生，杯
子里的酒都忘了喝。当年“一定要在
城里过上好日子”的豪言壮语不再
有，只想着怎么把眼前的每一步路踏
踏实实地走好。

初春的一个黄昏，我在校园的
操场边带女儿练双杠，忽听得有人
叫我，扭头一看，一个身形富态，穿
着时髦的女子正笑笑地看着我，原
来是小王的妻子，也来这里锻
炼。他们在劳动路的一处高
档小区买了房子。小王在
老家农村承包了几百亩土
地，专门种植辣椒，除了给自
己的调料厂提供原料，也给别的
厂提供原料。

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夜幕已经降
临，星星缀在天鹅绒般的天幕上，月
亮也已经升起，银盘般
的明净。小
王的妻子
仰 望 着
天 空 ，
说：今晚
的 月 亮
真美！我
家住21楼，阳
台上就可以看见月
亮，姐你有空来玩啊！

小王一家，终于拥有了
城里的天空。

（作者系重庆大学教授，
文学博士）

专栏预告：贺芒的系列散
文《打拼人生》本期刊发完毕，
下期将推出程华的专栏《刑警
故事》，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