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江

慢生活04 ·夜雨
2021年11月19日 星期五

主编 胡万俊 责编 钟斌 余麟 视觉 青泉
图编 张路 责校 陈华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深阅读

生/ 活/ 随/ 笔

诗/ 绪/ 纷/ 飞

城/ 市/ 漫/ 记

一面镜子是否名贵，是在于镜子本身，
还是在于它映照过的时光，和曾经在镜中
出现过的人。

“认识你自己”，这是我们最初、也是最
终的疑问和永恒的动力。我们可以看见自
己的手、脚、躯干等，但是观察自己的样子，
最重要的还是看清自己的脸，那张熟悉的
脸才是最特别的标志。我们在洗漱一番出
门之前，总爱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甚至路过
街边的镜子，总是也不自觉地往里面窥探
一番，带着对于自身美的耽溺和眷念，照见
自负而孤独的自己。可惜的是，我们永远
无法直接看到自己的脸，只能通过照片、视
频，或者“窥镜自视”。

这镜中的“我”就是我自己么，还是只是
我脑海中的想象而已。镜子提供了一个最
接近观察自身的办法，同时也在“我”和镜像
之间构筑了屏障，不管多么清晰的镜子，照
出的也只是镜中的“我”而已。最好的证明
就是无数次在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身
边的人，但永远也无法看清镜中的自己。镜
子提供了“相”，但它拒绝了证明存在，要想
自证，春天不仅需要新出土的嫩芽，还少不
了在春雨里隐现的勃勃生机；江河除了不尽
的滚滚流水，还得有惊涛拍岸、浪遏飞舟；每
个人想要存在，镜中的样子之外，还需加上
自己的名字、习惯、思想和作为。

镜子作为家具，在生活中不可或缺，它
承载了被使用的功能，而它和人在一起生
活久了，耳濡目染之下，就自然有了灵性。
它会体现出主人的审美、情趣、生活习惯和
态度，甚至有时会偶尔暴露出主人一点点
形而上的思考。这些思考会从镜子的正面
吸收进去，再从背面展现出来。中国传统
铜镜的背面常有花瓣的纹饰，象征着新生
和美好，又有祥云和蝠纹代表着祝福，后来
又有些加入的四方神兽（青龙、白虎、朱雀、
玄武）和莲花体现了对某种神秘力量的敬
畏。每一面镜子仿佛都沾染了持有者的灵
魂，当然也讲述着时间的故事：魏晋的铜镜
承袭自汉代，多以对称的神兽加上篆刻的
铭文，彰显着高远的气节；到了隋唐加入了
八菱花型，瑞兽形象更为丰腴，自然就体现
了富贵和尊崇；宋元则增加了花鸟元素，线
条也更加丰富，变得理性而内敛。不同的
年代，不同的做工，工匠们都把自己对世
事、信仰以及思考通过铜镜体现出来。

待到今天，我们观察着这样精美的图
案，那一段段岁月仿佛在眼前走过，让人不
禁发问：镜子名贵，是它自身的纹饰，还是它

经历的世事？拿起一面铜镜，它的质地、它
的花纹，乃至于它的年代，这些“实”的本质，
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通
过这些“实”，却能进一步感受种种“虚”的意
象，比如它所映照过的美人，在云波诡谲中
几易其手，最后又随着命运颠沛流离，而且
这些冥冥中超越了人世的天意，往往更让人
动容和敬畏。只是这些“虚”的幻象，不能实
证和推敲，只能通过想象，它们曾经在镜子
的正面来来回回，最后如流水般逝去了，留
存下来的，就是那方实实在在的铜镜。万事
销身外，生涯在镜中，时至今日，传世的铜镜
早已泛出斑驳的铜绿，那些背面绝妙的想象
仍未削减，同泛着青光的古物一道闪耀着自
身的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它们去感受比我们
生命更久远的时间，也可以去体会我们无法
抵达的广阔空间。

从小时候开始照镜子，总觉得镜中的
相太过真实，就像是在镜中存在着一个看
不见边际的世界，这个世界和我们所在一
模一样，那里也有一个我，在我看着他的时
候，他也在模仿我，我没有看见他时，他就
在自己的世界里游走。他比我更加自由，
只需要通过想象，就可以不受空间的限制，
在很多的地方任意穿梭。待到从书本上明
白了镜中的光线原理，再去照镜子，左看右
看那镜里镜外都是同一个世界。只是镜中
的少年更果敢，镜中的红颜更妩媚，镜中的
一切更加纯粹、灿烂、直接，也更深沉。照
镜可以自视，镜外的我朝着镜中仔细端详
自己的样子，镜中的“我”也同时窥探自己
内心的真实，我看到了“我”的样子，“我”也
洞察了我的灵魂。

有次深夜乘轨道交通，透过窗户，江对
面是闪烁的繁华，闪耀的高楼鳞次栉比，灯
光夹带着各种色彩，缤纷地铺排在夜色之
下，我们的影子就映衬在灯火的表面，若隐
若现。那片对岸的浮华中间一闪而过，江
水和夜色交替轮回，在飞驰而过的车厢里，
短暂地成了镜中人的背景。镜外的我们，
不也正是在无定的人生里，沉浸在世事的
纷繁之中么？如此来看，一瞬间和几十年、
朝菌和大椿、短和长、镜里镜外的两个人，

其实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最终都是一闪
而过的光影，周遭的一切，于我们而言都是
暂借之物。

正是在这逝去的催逼下，我们短暂的
存在才如此宝贵。让我们能仔细阅读，感
受那扉页的书香，争辩那些天马行空的思
想；闲下来了，横跨大漠深秋、烟雨江南，去
延展脚步的长卷；天冷了，温一壶酒，聚聚
几位“能饮一杯无”的好友；还能去做一份
简单且喜爱的工作，让自己在时光里沉淀，
去看，去爱，去学习，去思考，去领悟，去感
受自己，去认真地对待每一天的人生。

（作者单位：重庆铁路中学）

镜子与时光
王绚

父亲啊
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他穿着崭新的警服
在阳光的照耀下
透出春草般的深绿

父亲的脚步
以匆忙奔跑的速度
洒满那片春暖花开的土地
洪水暴发
泥石流来袭
勇敢的父亲
背起老人
牵着小孩
在洪流中
一步，又一步，
挣扎着，向前奔去

那时节，我还小
独自骑着单车上学
幽静的山道上
鸟儿在树荫里大声鸣叫
给自己增添勇气
身后 那轮温暖的朝阳
将父亲无声奔跑的身影
以及他得意的笑容
从远处
悄悄地记忆

多年后，有一天
我的父亲
踏着鲜花般的足迹
勇敢地抵挡住锋利的匕首
用他热血沸腾的身体
他守住了一扇牢固的门
群众 在门内
父亲 将邪恶的灵魂
阻隔在无法逾越的距离

后来 他们说
我的父亲，他闭上眼睛
远远地离去
不，我的父亲
他正带着满脸的笑意
奔跑在我上学的山道上
一步土路，一丛鲜花，一株新绿
他正将这些暖如朝阳的记忆
悄悄收集

我的父亲
他奔跑在驻守过的乡村里
他奔跑在险情出现的城区
他逆着时光奔跑
浅线的皱纹
无声褪去
年轻的面容
在人们的记忆里 逐渐清晰

他穿着崭新的警服
在阳光的照耀下
透出春草般的深绿
我想，我的父亲
他一定是奔跑在永恒的春天
每一天，每一夜
他都会如约归来
灿烂的笑容
带给我们春天般的暖意

（后记：该诗为缅怀冯中成烈士而
作，冯心言系冯中成烈士的女儿；王涛系
重庆市作协会员、市公安作协会员。冯
中成生前系石柱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
大队车辆管理所四级高级警长，2021年
7月21日上午，冯中成同志为制止一名
歹徒持刀行凶，全力保护现场群众生命
安全而英勇牺牲。）

父亲，奔跑在永恒的春天
——追思冯中成烈士

冯心言 王涛

今晨，你快乐地告诉我
你那里下雪了，温暖的茶汤
而昨晚寒风开始拍打
我风雨留痕的二十年前的窗棂
梦的眼眸湖光荡漾
那些踏雪寻梅的过往时光

红叶落满庭前，秋日的
最后沉醉的颜色，妆点初雪
和你的屋，让宁静抚平了

生活曾汹涌的波涛
所有的一切，无非是经过的风景
有片雪花在枯树上回想
去年冬天，她到此的探访
稚子的雪戏精神飞扬
幸运者得见未来现代舞的萌芽

立冬时节适于问候，与遥念
适于相约春天的出发
握紧我们纯真不弃的珍藏

立冬时相约春天出发
（外一首）

屿夫

我曾经很喜欢去小区门口吃一碗面。
那家已经熟络了近十年的面馆店面简陋，
胖乎乎的老板娘打作料时动作利麻、手指
翻飞，家传秘法犹如中药配方；而模样严肃
得像个知识分子的老板则是下面的好手，
长长的木筷耍弄得像侠客手中的宝剑，在
滚滚沸汤中腾越穿梭令人眼花缭乱。食客
们谁喜粑软谁要“硬肘”，谁是“干溜”谁加
牛肉，烂熟于心，不会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这是我的标准化早餐，我的那碗面，自然会
有我不再重申但绝无差错的要求：少辣多
麻，汤宽青重。冬日的清晨一碗下肚，全身
暖和喜气。

然而某个早上扑了个空，店铺却关门
了。打听到原来他二老年岁已高支撑店面
渐渐辛苦，儿子不肯子承父业，宁愿去电子
城打工，这样，十来年的小店已经转手，这
里将变成一个十元杂物店。

没想到我的情绪异常低落，以至于那
一天吃饭都食不甘味。只反复地想，城市
与人事的变迁中，那些老街坊就这样慢慢
消失，恋恋不舍却无可奈何，像与多年好友
失散了一般沮丧怅然。

其实，卖面的夫妻全名叫什么我都没
问过，只记得因为太熟悉，他们会在我的面
中有意多加牛肉，允许我忘记带钱包。别
说城市大而陌生，总有那些经常相见却叫
不出名字的“陌生人”，让我感受到笑靥如
花、温情绵长。

楼下那个帅哥理发师，名字一会叫“吉
米”，一会儿变成“弗兰克”，顶着90后才敢
炫出的彩发，但看见我，嘴甜地叫着美女姐
姐，绝不会把我常用的洗发水拿错，熟稔不
过地剪着我不用提醒的发型，我可以一言
不发，他却碎碎念着他童年的往事：是远郊

人，没读完书就出来学美发，好羡慕大学
生。就算闭目养神，我心里也会一动：其实
是跟女儿差不多大的孩子，虽然没多少文
化，但他的情商却让人感到喜欢；常去的干
洗店的阿姨，除了洗衣，飞针穿线的功夫也
了得，拿去一件或袖子长了或腰围紧了的
衣服，她火眼金睛量了尺寸，很酷地低头踩
缝纫机，连个微笑也懒得给我。但不用预
付钱，过两天去拿肯定会得到熨烫平整修
改合身价格优惠的衣服；帮我修了十几年
鞋子的鞋匠，脸上满是黑灰时，可以一脸兴
奋地给我说他终于在主城买了自己的房
子，我也替他开心；更有楼下的保安大哥，
上千户人家中居然认得我，就算在“双11”
成堆的包裹中，他也会找出我的单独放一
边并提醒我。可真的不好意思，我连他姓
什么都不知道。

这些生命中不知姓名的“熟悉的陌生
人”，算是朋友吗？也许你会说不是，但人
生过半，盘点起自己的发小到闺蜜，才发现
世事无常，朋友四散。手机里有着长长的
通讯录，但真要拎一个出来让他细数你的
小癖好、小烦恼，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一见
如故的“陌生人”们，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
却能在你饿了、脏了、累了的时候，给予殷
勤妥贴的人情，我们是否也该热情地回应：
君家何处住，或恐是同乡？

谭咏麟有支老歌唱得好：繁星流动，朋
友如雾，从不相识到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
人。这些熟悉的陌生人，因了他们的真挚，
因了彼此的信任，让我们感受到这座城市
浓浓的归属感。他们成为我们喜爱依念家
乡的原因之一，成为百姓普通生活中活泼
喜乐、不离不弃的市井声韵。

（作者单位：南岸区文联）

熟悉的陌生人
赵瑜

降温的消息，由冬的
寒意料峭的脚步带到窗前
你把北方辽阔，雄健得
仿佛勇士的冰雪
送进这炽热的心底
两颗圆润鲜艳的红果在雪层中
凝视，发无声之问
像是探询灵魂的眼睛

白色的羽毛，飘过来
犹如收笔时候洒脱的一撇
南方的雪落满断桥
却似乎婴儿肌肤的娇嫩

吹弹间，梅树枝头便晶莹缤纷
若轻飏的仙子，抚平
思绪弹拨的足印
向山顶去的无邪的友人

谁可相约呢，寂静的夜色里
停下闭门冥想的推敲
把那朵神奇的十二瓣雪花
寻找，她预言新的幸运
我们挽起了南方与北方的双臂
大地四季万物美丽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相约去寻找那朵十二瓣的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