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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中永远是此刻镜中永远是此刻””
——评艾伟新长篇小说《镜中》

□ 周 思 在语言的囚禁与自由之中在语言的囚禁与自由之中
□ 倩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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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人性勘探者”的作家艾伟
在出版《越野赛跑》《爱人同志》《爱人有
罪》《风和日丽》《南方》《盛夏》几部作品
之后，沉潜五年，精心打磨出一部新长
篇小说《镜中》，由浙江文艺出版社
KEY-可以文化推出。故事围绕一个
幸福的四口之家突遭剧变展开，面对家
庭和人生的支离破碎，主人公庄润生作
为间接导致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在自
责与迷茫中踏上了自我放逐，同时寻求
救赎的旅程。故事的其他三位主要人
物也都带着各自的伤痛，试图在生活的
废墟之上重拾前行的勇气。

在创作后记中，艾伟说“镜中”这
个题目一直伴随着他的写作，因为“任
何艺术都是人间的镜像，小说就是通
过虚构一个自洽的世界照见你我，照
见人世”。这个意味深长的题目也是
一把打开这部小说的钥匙，关于“镜”
这个母题，许多诗篇恰可以作为这部
小说的别样注解。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
花便落了下来

这句诗出自已故诗人张枣的《镜
中》，后悔之事纷纷而落，是人们回首
往事时悲哀而美的心绪，这里有着举
重若轻的怅然，或许也是一种释怀。
艾伟小说里的后悔之意，比这首诗要
猛烈和沉重，这在小说的开端，甚至是
以一种极为残酷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
面前。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润生是一个名
震中外的建筑设计师，表面上有一个
和美的家庭。但润生的妻子和一双儿
女遭遇了严重的车祸，孩子们当场去
世，妻子易蓉也因此毁容，在治愈后选

择了自杀。润生陷入巨大的悲痛之
中，但在悲痛之外，他还有着不为人知
的自责与愧悔。因为他没有接到妻子
车祸后打给他的电话，那时他正在与
情人子珊幽会。

艾伟在这里设置了一个痛苦的问
题：“老天把他打入了地狱，以后他将
如何面对如此残酷的创痛？如何面对
这个世界？如何面对自我？又将如何
解决以及安置这些问题？”

命运的缝隙里也罩满蛛网，我
突然看见镜子里的自己

人生的重大变故打碎了本来看似
完满的生活之镜，在这样的时刻，人们
才会注意到生活本身的裂缝，就像黄
芳在题为《镜子》的诗里所写的这样：

“有时，生活一地鸡毛/甚至命运的缝
隙里也罩满蛛网。”

《镜中》的主人公因为这个灾难性
的事件，开始直面情感世界里的爱与
恨、罪与罚，踏上寻求心灵救赎的道
路。润生前往云南，设计捐建了以儿
女命名的希望小学。他在云南遇到了
一名前特种兵，两人一同穿越中缅边
境，见证了缅甸果敢同盟军和政府军
的战争，看到了在战争影响下人们的
苦难。人类的悲苦与个人所经历的痛
苦紧紧相连，艾伟在小说中所叩问的
是：是否有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
东方式的救赎与解脱之路，在形而上
层面使心灵得以安放？

艾伟在《中国经验及其精神性》一
文中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作为今天的
中国作家，面对丰润而芜杂的经验世
界，他有责任去找寻属于中国人的内
心语言，有责任去探寻一个最基本的
问题，即身为今天的中国人，我们生命
的支柱究竟是什么，中国人的心灵世
界究竟有着怎样的密码，我们如何有
效地有信服力地打开中国人的精神世

界并找到中国人的‘灵魂’。”

镜中永远是此刻，此刻通向重
生之门

《镜中》的结尾十分动人，回答了
这个如何与自我和解的难题。作为建
筑设计师的主人公前往日本建造了一
座纪念核爆遇难者的道场，他将道场
设计成一个海上的金字塔：

“通向佛殿的道路将由清水混凝
土和玻璃构筑成一个奇特的通道，象
征人生的迷宫。在这个通道里要创造
出生命各个阶段的感受和状态：童年
的灰暗，青年的野心，至暗时刻的危
机，以及突然的解脱。”

艾伟通过对这个建筑的刻画，完
成了他的小说主人公的救赎之旅，让
他获得了重生，用小说里的话说，即

“上天让他体验到人间的悲苦，努力让
他学会慈悲”。而这也是我们在北岛
的诗中所见：“镜中永远是此刻，此刻
通向重生之门。”

出版《凛冬将至》这本集子，我是
多少感到惭愧的。

这好像不是出书该有的心情。
回想年轻的时候，出一本集子于

我是多么兴奋的事情啊，荣光、满足
甚至内心隐秘的虚荣兼而有之。至
于文字的青涩和稚嫩，于那时的自
己，是不可能像今天回顾时看得这般
清晰，但或多或少，也是有一些自我
意识的。因为年轻，就有了可资让时
间来修正的自我宽容。敢于赊账，相
信自己有预期的还债能力。

那好吧，时间足可作为证词。
如今，当年那个撑着花伞冒雨步

行到邮局投寄稿子的小女孩，已经渐
入人生的秋季。在经历了那么长时
间写作历练的今天，再回头看这一路
磕磕碰碰走来的文学之旅，实是另有
一番滋味在心头。

回想自己撞入文学之门，只缘于
爱。对于这个世界，我有着太多表达
的欲望。青春期的写作更多依赖于
感觉和激情，还有自我经验以及外部
世界的激活。不能否认这些之于创
作的推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阅
读面的拓宽，愈往文学的深处走，愈
加意识到，一个作家仅仅囿于个人经
验写作是不够的，因为有限的经验在
不断耗用之后会慢慢缩小成一个
核。而想象、思辨、理性，对我们当下
生存状况的关注更有可能为写作找
到更为开阔的依托之地。

自然，随之而来的，对语言也更
生敬畏之心。

年岁愈长，发觉自己的写作竟不
及年轻时那般顺畅了。常常，自己会

坐在电脑前对着一篇半成品发呆，键
盘敲不下去。或者，敲出来，又被删
除了。时间在那里“卡壳”了。那个
写作的女子枯坐其中，在庸词俗语的
泥淖之中挣扎着，对旧有的表达不满
意，却又未能找到新的呈现与描述。
就这样被语言囚禁着。我知道，要沿
着固有的写作思维下滑下去是容易
的，只是，那样的自我重复之于写作
能有多大的成长性？如果可能，我愿
意稍稍尝试给写作设置一些难度，虽
然限于自己的文学储备尚还单薄，很
可能败北折返，但有尝试的勇气毕竟
还是值得鼓励的吧。记得好友林渊
液在送我的一本散文集子的扉页上
写道：“与文字成为朋友和顽敌。”是
的，那时为朋友又时为顽敌的语言，
是我的囚禁我的焦虑，同时也是我的
反抗我所努力挣脱要获取的自由。
尝试让语言承载思想，顺利受孕，分
娩出我所期待的“孩子”，几近成为我
工作之余精神生活的最大期盼。当
然，在一些不期然的夜晚，偶尔也有
一些灵思妙想夹裹着饱满结实的句
子破茧而出，那是被语言苦苦囚禁之
后获得的短暂的快意飞翔。

家里的书，源源不断地增多已成
必然。书架是无法再扩充了。每到
一个阶段，都不得不做适当的清理，
一些书便不得不面临被“打入冷宫”
或被淘汰的厄运。甚至，其中有的
书，在年轻时曾经那么激动着我，如
今，其中的一部分已光环渐退。或
迟，或早，它们会被搬离书架，让位于
后来的“新宠”。多么残忍的事实。
时间、阅读和个人阅历会不断调整我
们对创作的理解，也会因之提高自己
对他人作品的阅读期许。每次去书
店，面对眼前一堵堵高高的书墙，我

会常生绝望之感。一个人，一辈子能
够与多少书有缘相遇？我想象自己
的书放在这里，一个素不相识的读者
偶尔经过，顺手拿起它，翻看其中的
篇什。我的文字能够抵达他的内心
吗？每至此，我都忍不住提醒自己，
要珍视自己写下的文字。我们的写
作当然可视作是个人内心的愉悦和
抒发，我不会忘记自己写作的初衷。
但出走半生，归来即使仍是少年，对
这个世界的理解包括对文学的理解
肯定有不同程度的变异。如果不自
欺的话，我还是奢望在可能的范围
内，以这些单薄的文字留下我对生活
一些微弱的思考。虽然在浩瀚的文
字之海中，它只是一朵微不足道的浪
花，而且很快被淹没。

这本集子，其中一些作品的年代
久远，重新回检的过程令我汗颜。虽
然，它们藏着我真实的心跳，但我清醒
其中的不足。它们离我写作的愿景尚
遥远。呈现的勇气缘于一种阶段性总
结。我不敢期望这些写于不同时期的
文字能够经受得起时间的淘洗，但我
至少希望，在一些文字里，能够见证我
微不足道的努力。在语言的囚禁和自
由之中进行的挣扎和飞翔。而之于将
来，我不知道，懒惰如我，对自我的期
许能否落到实处。我承认自己已经到
了不敢轻下妄语的年纪了。

唯一，我能确定的是，即使我依
然写得稀薄，余生，对文字的敬畏永
远深存于心。她让我在占有一个现
实世界的同时拥有一个可以自由驰
骋的精神王国。她是深邃的容器，承
载我于人世间所有的喜悦、悲伤或者
疼痛，寄寓我的经验、思考、憧憬，包
括幽微隐秘的心曲。她的丰富无穷
无尽。

新华社华盛顿5月23日电 5月
23日，一场福建漳州布袋木偶戏“云演
出”给相隔万里的美国弗吉尼亚州一所
学校数百名中学生带来中国非遗文化
的视觉盛宴。

这场线上活动包含木偶艺术展示
馆参观、木偶剧表演、木偶头雕刻展示、
人偶同台、手指操讲解、古琴表演、简易
木偶制作等环节，并通过视频展示了历
史文化名城漳州的美丽风光。

布袋木偶戏《大名府》精彩迭出，引
得隔屏观看的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
县波多马克学校学生不时发出惊叹和
欢呼声。木偶操作和木偶制作环节也
备受美国学生欢迎，他们认真跟着非遗
艺术家的远程指导，学习木偶戏基本动
作，并首次体验了木偶制作过程。

“木偶表演令人着迷，木偶制作互
动有趣，这是一次真正的中国文化艺术
之旅。我们从头到尾都被整个活动深
深地吸引。”线上活动后，波多马克学校
教师卡罗尔表示。

中国驻美大使馆文化处参赞徐彤
说，此次活动展示了中国非遗文化的魅
力，促进了美青少年对中国文化的了
解。

本次“云演出”中负责讲解木偶表
演技巧的布袋木偶戏传承人陈黎晖表
示，希望美国学生通过文化桥梁了解中
国、读懂中国，做中美友谊的使者。

此次“云演出”是在中国驻美国大
使馆和福建省漳州市外事、文旅部门协
调推动下，由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
中心举办。

福建漳州：

布袋木偶“云演出”走进美国校园

5月24日，市民在沧州市大运河畔
的沧曲书舍休闲游玩。

在河北省沧州市大运河市区段，大
运河景观带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吸引
市民前来休闲游玩。

今年以来，沧州市全力推动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由点向面扩展，带动全市空
间布局优化、城市品质提升、城乡面貌
改善，以“河为线、城为珠、线穿珠、珠带
面”的融合发展思路，着力建设运河明
珠、美丽沧州。

新华社发

河北沧州河北沧州：：

大运河景观带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大运河景观带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3 日电
2021-2022赛季美职篮23日展开东
部决赛第四场的争夺。主场作战的波
士顿凯尔特人队以102∶82大胜迈阿
密热火队，将总比分扳为2∶2。

客场作战的热火开场欲用简单的
投射找到手感，但无奈全队集体“打
铁”。而“绿军”在保护好后场篮板的
基础上，通过反击打出一波18∶1的高
潮。顶替伤员马库斯·斯玛特首发的

德里克·怀特状态火热，包揽了凯尔特
人本场比赛的前7分。

直到第15次出手尝试后，热火才
由维克托·奥拉迪波拿下第一次运动
战得分。随后吉米·巴特勒空中对抗
上篮打进，勉强帮助球队单节得分上
双。首节比赛，“绿军”29∶11领先。

次节热火进攻稍有起色，无奈凯
尔特人全队越打越兴奋。“绿军”本节
虽然命中率不高，但是强力的篮板保

障给了他们更多进攻机会。杰森·塔
图姆频繁底线突破得手，格兰特·威廉
姆斯和杰伦·布朗接连命中三分球，

“绿军”领先热火24分结束半场。
易边再战，分差一度来到32分，

虽然热火末节开始反扑，但无奈之前
分差过大，比赛早早失去悬念。

内线优势是“绿军”本场取胜的关
键，他们全场摘下60个篮板球，比对
手多出21个。艾尔·霍福德和罗伯

特·威廉姆斯分别抢下13个和9个篮
板，并合力贡献6记封盖。球队核心
塔图姆一扫上一场低迷表现，本场拿
下31分。

热火方面，奥拉迪波砍下23分6
助攻。东部头名首发五人加起来只有
惨淡的18分，当家球星巴特勒手风不
顺仅得6分。

双方25日将移师热火主场展开
天王山之战。

2021-2022赛季美职篮东部决赛：

热火主力全场梦游“绿军”发力扳平比分

5月24日，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
乐部门前摆放着球迷送来的鲜花和
留言。当日，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

部发布公告，表示经过俱乐部股东会
研究，决定退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并
解散球队。 新华社发

重庆两江竞技宣布:

解散并退出职业足坛

5 月 23 日，在法国巴黎王子公园
球场，姆巴佩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印
有“姆巴佩2025”字样的球衣。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 21 日
官方宣布与 23 岁的法国国脚姆巴佩
续约至2025年。 新华社发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宣布：

与姆巴佩续约至202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