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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故事之一■

翻开这本书
唐小可

翻开这本设计精美优雅大气
的书，扑面而来的是鲜花和音乐。

作者杜京带你走进的，就是这
么一个遍地鲜花、 满耳音乐的城
市———开满鲜花的缤纷窗台 ，随
处可见拉小提琴的窈窕姑娘……

而杜京却用 《琥珀色的格但
斯克》来为这本书命名。

这不仅仅是因为这座城市盛
产琥珀，是有名的“琥珀之都”，更
因为这座城市晶莹剔透，恰如“玉
碗盛来琥珀光”，光彩照人。

普普通通的松柏脂液，掩埋在
地下千万年后，石化成琥珀。当它
还是液体时，各种生物在其中来去
自如；当它固化成珍宝，也就留住
了包裹其中的生物的千姿百态。

格但斯克， 包容着最古老和
最时尚的欧洲文化。《琥珀色的格
但斯克》，书名取得太准确了。

这是一本“大部头”，600 多页
30 多万字，比砖头还厚，比砖头还
沉，足以吓退钟情“快餐文化”的
阅读者。但是且慢，书中有 400 张
作者自己拍摄的、 美不胜收的图
片， 阅读起来轻松惬意而意味深
长。淡淡墨香间，异域风情的城市
建筑会令你沉醉， 静穆庄严的各
式教堂将让你冥想， 而见所未见
的蔬果美食则会勾起你食指大
动， 热情奔放的街头歌舞又将把
你带进一个现实的童话……

杜京是记者，因此在书中你见
到的是一个记者的好奇求知、记者
的严谨与准确； 杜京也是作家，读
她写的书，你能看到一个作家的敏
锐与细腻；杜京还是摄影家，她拍
摄的图片精美而鲜活，由此可见一

位摄影家的独特视角与不凡功力。
书中杜京用自己的一支文采

斐然的秀笔，记述了许多人和事，
这些人和事，是这本书的一大“看
点”。因为这些人和事影响了当代
历史进程。

第一个人物是瓦文萨。对，就
是瓦文萨， 对许多人来说曾经是
如雷贯耳的一个名字。 用杜京的
话说，瓦文萨“是波兰历史上绕不
过去的人物”。

如果说格但斯克这座城市并
不知名的话，上世纪 80 年代初发
源于这个城市的“团结工会”则是
举世皆知。 从某种意义上说，“团
结工会” 事件是东欧剧变的导火
索。而瓦文萨是团结工会的领袖。
后来，他当了波兰总统，再后来，
连任竞选失败， 从此在人们的视
野中消失。

杜京对 “市民瓦文萨” 的采
访，文字生动活泼，引领读者实现
一次历史的“穿越”。

唐纳德·图斯克 ， 波兰前总
理、欧洲理事会现任主席，是书中
写到的第二个人物。 这个首位来
自东欧国家的“欧盟总统”，就出
生于格但斯克。是什么使素有“冷
峻总理” 之称的图斯克露出了笑
容，进而“谈笑风生”？杜京的秀笔
带我们走近他， 领略这位帅气总
理对中国、对上海的“情有独钟”。

波罗的海之滨的格但斯克只
能算是波兰的边陲之地，并非国家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却既出
总统又出总理，甚至还产生了欧盟
主席，在波兰全国的城市中实是独
一无二。其人文之盛，可想而知。

杜京在书中用优美的文字娓
娓道来，向读者讲述格但斯克是一
座有着千年辉煌历史的古城，世界
上最好的终年深水不冻港使她成
为商贸繁盛之地，始终保持着与世
界的密切交往。六百多年里，格但
斯克一直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
重要航运与贸易中心。虽然在历次
的战乱中曾经几度衰落， 但是，在
每次衰落之后不久，都能够利用它
的区位优势，很快恢复繁荣。繁盛
的海运和商业成就了它的包容性，
诞生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科技巨人。
十七世纪享誉世界的天文观测家
赫维留、 华氏温度创始人华伦海
特、 十九世纪的哲学巨人叔本华、
二十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地灵人
杰，群星璀璨。

于是我们明白，产生瓦文萨、
图斯克这样的人物，并非偶然，现
实便是这样延续着历史的血脉 ,
且有深邃文化的滋养。

年轻的市长鲍威尔·亚当莫
维兹、 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
基、 琥珀收藏家卢茨杨·麦勒达、
滨海经济特区“红衣掌门人”特蕾
莎·卡名斯卡、 女记者莫妮卡·雅
科夫斯卡、 留学格但斯克音乐学
院的三个中国女孩……许许多多
或杰出、或普通的人物穿插书中，
描写细腻，栩栩如生。通过对人物
的描写、对话，杜京用女性独特的
视角，以流畅优美的文笔，巧妙而
动听地向读者讲述着格但斯克的
故事，讲述着格但斯克厚重、传奇
的历史和美丽、辉煌的现实。

读者跟着杜京的脚步走遍格

但斯克的角角落落， 听着书中人
物的娓娓叙述， 一幅中部欧洲的
现代风情画便在眼前缓缓展开 、
延伸。

这幅现代风情画的东端连着
中国。

“在波兰人心中，中国是一块
福祉之地，中国人勤劳善良、好客
友好。 这使波兰人在心中镌刻起
一座伟大的中国丰碑。”杜京在书
中写道。 通过对波兰汉学家的采
访， 方知中波两国间的友好交往
已有 800 年历史，而格但斯克，早
在 17 世纪便通过荷兰的航运开
始了与中国的商贸往来。 古丝绸
之路和古琥珀之路曾经交叉。

书中写到的近百位人物 ，几
乎无人不谈起中国。 言谈中有好
奇的求知，诚实的赞美，也不乏深
沉的思考。

他们这么认识中国———
瓦文萨： 我特别理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
生活的巨大改变和国家的繁荣富
强。世界全球化少不了中国。每个
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 走什么样
的路， 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
选择的。就拿欧盟来说，每个国家
都有自己的税收制度和分配制
度， 欧盟要时时处处做到统一都
很难，何况世界？所以我们应该求
大同，存小异。

图斯克： 波兰是最早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欧洲国家之一 。
波兰人民对于中国人民始终有一
种友好和尊敬之情， 在波中两国
之间，没有任何相互的障碍，对于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取得的成

就，我表示由衷的赞赏。
谈起为何对上海 “情有独

钟 ”，这位从来不苟言笑 、以 “冷
峻”著称的“欧盟总统”笑了：格但
斯克与上海有很多相似之处 ，同
样有一颗成为贸易中心的雄心 ，
“而不是野心”。

格但斯克市长鲍威尔： 我认
识的很多朋友的女儿或者儿子正
在学习中文。我想在不久的将来，
随着这些年轻人的成长， 格但斯
克与中国的交往将会更加频繁密
切。

而 88 岁的汉学家爱德华的
家居布置则“很有中国味 ”：墙上
挂着梅、兰、竹、菊木雕，还有老人
亲手绘制的中国画“寿星老人”。

……
肤色与人种、地域与族群，不

是隔绝的理由。只要彼此够真诚，
心，是能相通的。

中国倡导的 “一带一路”，在
注重“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的同时，不是更
注重“民心相通”吗？人心“通”了，
一通百通。

杜京所做的，正是这项有意义
的工作。《琥珀色的格但斯克》和她
两年前出版的《我，文化波兰》，在
把我们带进五光十色的异域风情
的同时，也在努力地把“丝绸之路”
与“琥珀之路”连接在一起，把中波
两国人民的心连接在一起。

关于波兰，我们知道哥白尼、
肖邦、 居里夫人， 更知道奥斯威
辛———人类历史上最阴森的一
页 ， 但是 很 少 有 人 知 道 卜 弥
格———十七世纪的这位首次向欧
洲全方位介绍中华文化、 架起中
欧之间文化交流桥梁的波兰人。

杜京是当代中国的“卜弥格”
吗？读读她写的书就知道。

（作者系新华社驻澳门分社
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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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色的格但斯克》序
亲爱的读者们：

《琥珀色的格但斯克》与中国
读者见面了。在此，我向您郑重介
绍这本书， 并感谢你们因为对波
兰的喜爱而购买此书。

中波友谊历史悠久， 波兰非
常重视同中国的友好关系， 中国
“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理念和倡议
提出后， 波兰作为中国进入欧洲
市场重要通道的作用更为突出 。
格但斯克不但是新丝绸之路在中
欧的重要一站， 其世界著名的不

冻港———深水良港更将成为新一
代海运枢纽。 位于格但斯克的中
波轮船股份公司是中波双方于

1951 年合资创办的一家远洋运输
企业， 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
家中外合资企业， 同时也是波中
合资企业的典范。可以说，波兰的
格但斯克与中国的商贸合作与文
化合作渊源至深。

因波罗的海的琥珀而闻名于
世的格但斯克一直被誉为“琥珀之
都”。作为波兰滨海省的省会，格但

斯克多元文化的氛围更是吸引着
世界各地的游客， 尤其是中国游
客。本书为您打开一扇了解波兰的
窗口，而窗后的眼睛，则是一双富
有诗意、极具洞察力的中国眼睛。

这本书由中国知名高级记者、
作家摄影家杜京女士所撰写，图文
并茂，精彩纷呈，她为此书倾注了
大量心血。杜京女士多年来对波兰
文化的热爱深深地感动着我，她也
因此一直是我本人及很多波兰人
民的好朋友。 在杜京女士的笔下，

格但斯克的魅力与活力跃然纸上；
书中有真实生动的波兰，多姿多彩
的格但斯克，还有发生在波兰精彩
有趣的轶事见闻。波兰人阅读此书
会更加热爱并自豪于自己的民族，
相信中国读者通过阅读此书，也会
从中领略别样波兰，并对波兰这个
国家，民族风情，多元文化产生浓
厚的兴趣。

真诚地希望每位读者都可以
从阅读此书中获得快乐， 格但斯
克等你来！波兰等你来！

Miroslaw Gajewski ( 林 誉
平)：波兰驻华特命全权大使

Magdalena Czechońska(蔡
梦灵)：波兰驻华大使馆文化中心
主任

篮球问供
吕燕群 蓝向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京
鼓楼西大街发生了一起碎尸案 。
嫌疑人被送到炮局后， 领导决定
由我来讯问此案。在审理过程中，
我耍了些小聪明。”老卢开始侃起
他经办的这起凶案。

被害人是北京朝阳区的一名
女子 ， 失踪多日 ， 家属为此报
案 。 公安机关查找未果的情况
下， 在各区街道居委会的帮助下
张贴了失踪人员的照片， 期望通
过发动群众获得这名失踪女子的
线索。

《寻人启事》贴出不久 ，有群
众报告： 照片上的这个女的经常
到我们小区找一个小伙子。

公安侦查人员迅速到该男子
住处展开调查。 屋里虽然干干净
净， 但侦查员嗅到了空气中的血
腥味道， 细心的侦查员在慢慢翻
开床上铺的褥子时发现， 褥子的
背面全是已干涸了的血迹。 侦查
员初步判断， 该屋应该发生过命
案，应为第一作案现场，住该屋里
的那名男子应该就是凶犯。

该男子是天还没黑的时候被
送到“炮局”来的，老卢按照自己
的预审习惯并不急于问案， 而是
对送案的刑侦人员进行了 “询
问”。

“他承认杀人了吗”？ 老卢问
送案的侦查员。 侦查员说：“他死
活不承认自己杀人。”

“你们找到被害人的尸体了
吗？”“没有。”

“现场有没有找到作案工
具”？“没有。”

“那你们抓他的依据是基于
什么？”“我们基于两点：一是他和
失踪的女孩关系密切； 二是在他
屋里发现大量的干涸的血迹。”

“那就是说，在你们送来的卷
宗里没有手拿把攥他杀人的直接
证据以及他承认杀人的口供？”

“没有。所以我们问到现在才
只好把人给送来，否则 24 小时之
内我们就得放人。”

按“炮局”的规矩 ，凡接重大
刑事案件时， 刑侦部门必须向他
们提供足以证明案犯犯罪的证
据，否则他们可以不接案，嫌疑人
还得由刑侦部门怎么拉来的怎么
拉走。

老卢翻了翻刑侦部门送来的
卷宗， 再看看侦查员们近似于祈
求的眼神，说：“行，这人我收了。”

这时老卢仿佛都能看见侦查
员们眼中泛起的感激的泪花。

“但是 ， 你们必须要随叫随
到，按我的要求去搜集证据去。”

老卢为什么敢破例地收下这
名嫌疑人？他心里有底儿，就凭侦
查员基于的那两点。

晚上九点来钟， 老卢把嫌疑
人“提”到了预审室。

老卢仔细地观察了他一下 ：
个头挺高，身体略瘦，白净净的不
像是个没文化的粗野蛮人。 从卷
宗里得知其曾在某师当过兵 ，于
是老卢故意慢条斯理地开始讯
问。

由于是晚上提审， 领导也看
不见他， 他故意把俩大脚丫子放
在预审台上晃悠。 老卢刚把嫌疑

人的基本情况问完了一遍， 嫌疑
人突然冷不丁地蹦出一句：“人不
是我杀的！”

嫌疑人高度绷紧的那根弦儿
断了，这正是老卢所要的结果。

老卢一笑 ： “你着哪门子急
呀？我问你杀人的事了吗？”老卢
停顿了一下问，“你也当过兵？”这
时老卢把脚从预审台子上收了回
来。

“1976 年的兵。”
“我也当过兵， 我是 1970 年

的。 按军队规矩， 早一年就是老
兵，晚一年就是新兵，对吗？”老卢
缓和了口气。

“对。” 嫌疑人好奇地看着老
卢，两眼直滴溜，有点儿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的感觉， 但看得出来他
正在努力揣摩这葫芦里卖的是什
么药。

“既然咱俩曾经都是军人，今
儿咱们就按军队的规矩来行不
行？”案犯越想让老卢问他有准备
的话题，老卢越是不着边际。

“行吧。”他回答得有些勉强，
也显然不自信了。

“新兵见到老兵的时候，新兵
应该怎么称呼老兵？”

“叫班长。”
“那你应该叫我什么？”
“班长。”他轻声回答了一句。
“就这么叫吗？” 老卢突然严

肃起来，嗓门提高了八度，眼睛直
盯案犯的眼睛。 这时老卢捕捉到
了他惊慌失措的眼神。

“我告诉你，你要起立 ，双脚
并拢，目视班长，行举手礼并大声
喊班长好，对不对？”

“对。”
“重来一遍。” 老卢眼睛盯着

他使用了命令的口气。
这小子起立，“啪” 的一个立

正对老卢行了一个军礼， 然后大
声喊出了：“班———长———好！”

老卢把绷着的脸一放松 ，笑
了笑：“行，坐下吧。”

这时， 老卢已经主导了他的

思维。
“你身高有一米八五吧 ？”老

卢问他。
“您的眼神真厉害，我就是一

米八五。”
“我是干吗的？什么事儿能逃

过我的眼睛。”老卢开始给他有压
力的暗示了，“打篮球吗？”

“打！”
“就你这身高和块头儿，你不

是打专业的。”
“您真神了，我是师球队的。”
“我不神，因为我是打专业篮

球的，像你这样的，我一眼就能看
出来是业余的。”老卢不断地给他
心理暗示。

“你打什么位置？”老卢问。
“我打左前锋。”
“哈哈，你小子又撞到我枪口

上了，我也是打这个位置。”老卢
开始摧残他设置好的心理防线和
仅存的一点点儿自信。

“那你给我讲讲左前锋在进
攻时都有哪些战术？”

“什么战术？不就是投篮吗？”
“你是真会打还是真不会

打？”老卢斜着眼瞅他，依然摧残
他内心的防线。

“我们那个球队不正规……”
案犯开始认怂了。

“我告诉你，左前锋有好几种
战术……你过来。”老卢拿出一张
笔录纸放在预审台上， 在纸的背
面边画边和他讲起了左前锋的几
种战术。 但带血的褥子照片也被
老卢不经意地放在他能看到的地
方。

“你打过快攻吗？”
“打过。”
“怎么跑位？”
“是这样、这样的……”
“你跑得不对！快攻应该是这

样跑的……”
“提审，您别说了 ，人是我杀

的，我什么都跟您讲……”
这一夜， 案犯把作案经过如

同竹筒倒豆子般麻利儿地讲了一

遍。原来，失踪人员和他是一起学
车的车友，由于他借钱还不上，女
车友三番五次到他家要账， 弄得
街坊四邻都知道这小子和这个女
的有些什么事儿。 在一次被害人
再次登门讨账时俩人发生口角 ，
他一怒之下把她杀死， 碎尸后趁
夜黑人静，骑车驮至后海弃尸。

第二天一大早， 嫌疑人就带
着老卢到了后海， 指出了沉尸地
点。

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的 “水
鬼”队员下到水里，按照犯罪嫌疑
人指点的位置陆陆续续地把被害
人的尸块打捞上来……

老卢告诉我：在预审过程中，
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 有顺毛捋
的，有吃硬不吃软的，有吃软不吃
硬的，有装疯卖傻的，有“死鱼不
张口的”，还有吞钉、刀片自杀的
等等， 但是让嫌疑人服你是至关
重要的。

我补充了一句：“是不是预审
员也要和嫌疑人之间建立必要的
信任？比如到您手里的案子，基本
上都是命案， 嫌疑人明明知道说
了就得死，他还说吗？”

“确实， 你还得让他信你。比
如我审的那些案件，我都告诉他，
不老实交代，但查证属实的，你百
分之百得死。但只要主动交代了，
我不能保证你百分之百能活 ，但
能保证你肯定不是百分之百死。”

“你干了十多年的预审，什么
大案子都见过， 这问案子的功夫
是怎么学的？”

“跟师傅学是一方面 ， 另一
方面还要看自己的悟性。 老预审
员经验丰富 ， 他教给你哪些该
问， 哪些不该问， 什么时候问 ，
什么时候不问的一些方法， 而你
要悟出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道理才
行。” 老卢说： “就拿这起杀人
案来说， 就如同打仗攻一个山头
一样， 久攻不下就要想其他的办
法， 你可以集中更强的火力、 兵
力再攻； 你也可以佯攻、 侧攻 ；
你可以装作撤退引敌出动加以消
灭； 你也可以紧紧围住使其断水
断粮最终屈兵等等。 无论你使用
什么招数 ， 要掌握嫌疑人的心
理， 使用攻心的路子要对才行 。
总之， 你记住了： 你永远要比嫌
疑人聪明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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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豆瓣打分一
直处于风口浪尖之上， 尤其被打了低
分的电影，纷纷喊冤，而且矛头指向了
豆瓣评分系统。不过，有层窗户纸谁都
不愿意第一个捅破： 很多国产电影海
报最下角合作媒体中， 都会有豆瓣的
图标。 豆瓣与这些电影建立的是一种
怎样的合作机制呢？显然，没有任何声
音回答这个问题。

无论高分还是低分， 都可以用人
为的方式去实现，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只是难度大小的问题。 观看的人数太
多，若想操控评分，可能需要调动的账
号要多一些。 而一些本身票房就不高
的影片， 也许只有几千甚至几百人打
分，调动一些账号拉高或者拉低分数，
都比较容易实现。说这些，是想跟大伙
分享我的一个个人观感： 评价一部电
影好坏的标准， 不能拿任何评分网站
的打分来作为依据。

我想拿正在上映的电影《你好，疯
子》作为例子来进行论述。该片目前在
豆瓣的评分是 7.2 分， 在国产电影里
边，算是分数非常之高的了。按着以往
的例子来看，国产电影能够超过 7 分，
都是很不错的影片了。看这个打分，仿
佛《你好，疯子》是一部现象级的好电

影了。而实际上，是如此吗？
那么，我想先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这不是一部好电影，

甚至于说，这部电影把国产悬疑片的破绽全露出来了。我们不
妨来看看这部电影的剧情：万茜这个女主角和一群男女主演突
然醒来，却被关在了一个空荡荡的厂房里边，他们开始回忆自
己的身份，有记者，有教师，有医生，有律师等等。可以说，这个
开画的图谱，做了一个很好的悬疑底子。各行各业的人，为何会
被突然集中在一处？如果能回答好这个问题，那么电影本身的
剧本质量就非常过关了。说白了，就是给开头这个底子一个合
理的剧情解释即可。《你好，疯子》的编剧显然不满足于此，他还
做了两处试图加分的东西。

第一处，就是对精神病的加码。以各种精神病来观照剧情，
试图实现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折射作用，让正常人证明自己不是
精神病。这个加码，看似还不错。第二处，就是对一双院方暴力
大手之下的众生态的展现，尤其展现个人暴力的残酷，群体暴
力的残酷等等。这些都能够成为重要的加分项。

然而，《你好，疯子》最后就是收网，这是国内所有悬疑片的
通病。铺陈了那么多，当影迷们期待着最后的答案时，影片告诉
观众：这一切都是万茜饰演的角色空想出来的！那么多“大帽
子”，最后无法自圆其说。加分项根本不能拿到分数，更像是一
种哗众取宠的工具。这让我想起《楚门的世界》，也是出现了很
多离奇的事情，但最后，不是主人公精神病了，而是，主人公发
现自己的生活被万恶的美帝资本主义直播了，最终逃离出去完
成了对现实的有力的批判。

批判， 一定建立在最后托底的部分是现实主义。《你好，疯
子》的开篇，我还真以为这是一部力度很强的现实主义的批判
力作。可是，最后，它精神病了，它的剧情，自愿精神病了。这种
的悬疑片，更像是一种自我阉割———它在最关键的环节，委顿
在地。那么，是什么东西让中国的悬疑片创作者们自愿自我阉
割呢？为何一切展开吹捧的电影评论及其“评分”，都浑然不顾
影片明显的残缺呢？这值得我们深思。而对那些所谓的“高分
片”，我们得保持警惕。

镜中之人
徐 蓉

总有一些时候，你会对镜中之人产生过疑问吧？特别是当
镜中之人看着还是如此的平庸普通。

当然，也有人颇以自己的赋形为满意 。据说 ，隋炀帝游江
东，在江都时曾“揽镜自照，以掌加颈，对萧皇后说：‘好头颅，谁
当斫之！’萧后惊惧，掩面伤心，隋炀帝倒也想得开，抓起一觥酒
一饮而尽，说：‘贵贱苦乐，互相更替，有什么值得忧伤的。’”不
久之后，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

许多的历史记录，可以当作故事来看看 。不过 ，不管怎么
说，这算得上是一个潇洒的故事。其中，有人与自己的疏离，这
也并非个别体验。站在自身之外观察自己，其实颇有意思。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以第一人称写成的作品。在
第三卷《盖尔芒特夫人家那边》里面，写“我”去镜子屋饮酒，有
这么一段：“我到镜子里去寻找这个饮酒人。突然，我看见他了，
是一个相貌奇丑的陌生人，他也在瞪眼瞅我。酒醉使我心情酣
畅，也就顾不得厌恶镜子里的丑人了。也不知是高兴，还是挑
衅，我给他扮了一个微笑，他也还我一个微笑。我在这一刹那的
感觉那样强烈，竟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了，我唯一忧虑的，也许
就是担心我刚才从镜子里看到的那个面目狰狞的‘我’会很快
死去，担心在我人生的旅程中再也见不到这个陌生人。”

普氏自己的形象其实颇佳，这一点有许多照片、画像、友人
回忆为证。不过，我们都知道谁都会有嫌弃自己的时候 ,这一具
皮囊用久了谁都会厌倦。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自怜 ，因为
“生而为人” 的不容易， 我们需要与镜中的这个陌生人达成和
解，成为一体。

读过张爱玲作品的读者，可能和我有同样感受：张爱玲对
自己的长相不很满意或者说不够自信。可能是因为其母亲黄逸
梵长得太过美丽，让她有了压力。母亲的美丽，对于敏感早慧的
张爱玲而言，既是精神的引领，让她很早就领会到美；却也是精
神的压迫，她会焦虑于自己本身是否具备美。面对一个要求甚
高的母亲，她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寻找到自己的立身凭据。

所以，《小团圆》里面有一段值得一记，当九莉要还母亲蕊
秋两条小黄鱼（二两黄金），蕊秋执意不收，九莉坚持要还“反正
只要恭顺的听著，总不能说她无礼。她向大镜子里望了望，检查
一下自己的脸色。在这一刹那间，她对她空的眼睛、纤柔的鼻
子、粉红菱形的嘴、长圆的脸蛋完全满意。九年不见，她庆幸她
还是九年前那个人。”在这一刻，九莉完全接受了镜中的自己，
虽然这同时几乎意味着与母亲的一种断绝。

是啊，不管是美是丑，我们似乎最终会与镜中之人达成和
解。说到底，没有谁（即便是母亲）会像镜中之人一样对我们始
终如一，如影随形不离不弃。镜中之人，它是你我的寄身之所，
或许还是可能的灵魂的摆渡之舟。

在我看来， 有许多人比隋炀帝对自己的赋形更为潇洒，王
小波算得一个。不少人喜爱王小波的文字，喜爱他的人不会觉
得王小波长得不够好看，虽然李银河希望他们俩都长得更好看
点儿。

王小波本人对其外表看得甚为淡然。他在写给李银河的信
中说：“静下来想你，觉得一切都美好得不可思议。以前我不知
道爱情这么美好，爱到深处这么美好。真不想让任何人来管我
们。谁也管不着，和谁都无关。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
就泛起微笑。”

即便不美，有了这份潇洒 ，倒也平添风度 。几千年后的如
今，大概没有谁会真的在意苏格拉底、柏拉图、莎士比亚的长
相。那时的镜中之人，如今被关注的是他们灵魂的模样。

■艺文新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