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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写作——

时间开始了

当了父亲后，陈愚愈发怀念陈跃进。

他穿着考究的白衬衣、藏青裤子、黑色皮凉鞋，梳着

考究的小背头，骑着永久牌自行车，车后驮着长江牌放

映机、扩音喇叭、汽油发电机；陈愚骑着凤凰女式自行

车，车后驮着两部12毫米电影拷贝和一块电影幕布。

他们一起穿过石子嶙峋的乡村公路、泥泞的乡间小道、

狭窄的田埂……去的时候，夕阳西下，炊烟翩跹，柴火饭

的香味一阵阵吹来，人们都追着父子俩问今晚放的什么

片子，陈跃进遇到小孩子们总是乐呵呵地回答“打仗抓

坏人的片子”，遇到大人便停下来发支烟，遇到风骚一点

的妇女还会调戏一两句，引来一阵嬉闹，这个时候陈愚

总是飞快地骑着车跑到前面去。回的时候总是深夜，寂

静的乡间小道上只有他们自行车霍落霍落的声响和两

支手电筒发出的光亮。

90年代的露天电影，还是个风靡乡村的时髦东

西。谁家结婚、生孩子、盖房子、做寿……只要有喜事，

都喜欢在自家门口放上一场电影。选一块晒谷子的大

场坪，撑两根竹篙支起一块银幕布，挂上大喇叭，然后量

上40步的距离（陈愚一般是70步），放上一面八仙桌，

长江牌电影机放在桌上，前面是12MM电影拷贝，后面

是空盘。一部电影一般有3卷拷贝，中间换拷贝的时

候，便隆重介绍谁谁谁家乔迁或者新婚之喜，特奉送电

影一场，以酬谢乡亲云云。场坪里人山人海，片子好看

的时候连树杈子上和房顶上都是人。观众之外有推着

自行车卖甘蔗卖冰棍卖橘子汁的，也有青年男女趁机在

里面牵手叉腰亲嘴搞对象的，还有不同村子的小混混带

着窑砖石块或者扳手钢管进去茬架的，总之，每一场电

影都是乡村大狂欢。

小时候陈愚是喜欢跟他出去放电影的，因为每次出

去都会顺带吃上一顿酒席，捞点糖果瓜子之类的小零

嘴，但也要冒着巨大的风险。电影结束之后，东家会酬

谢他们，恭恭敬敬奉上酬劳100到200不等，再准备点

夜宵什么的，每到这个时候陈跃进便会大喝一场，喝多

了的陈跃进的回家之路变得异常凶险。有那么一次，从

东家出来已接近凌晨，月光大好，不用手电筒都可以看

清道路，路边的灌木上都打了霜，看上去像一簇簇银白

色的头发。路很窄，左侧是收割过的稻田，右侧是一个

干涸的池塘。陈愚推着车走在前面，忽听后面咣当一

声，扭头一看，陈跃进和他的自行车已经掉进一米多深

的池塘里了。幸亏冬天枯水，保住了他和他用来讨生活

的放映机，可是10岁的陈愚无论如何也拉不动一个100

多斤的醉鬼，和绑着放映机的永

久牌自行车。月光惨白冰凉，陈

愚的下巴像安了小马达一般，不

自觉地叩击着上颌，他带着哭腔

呼喊着陈跃进，回应的只是带着甜

腻腻臭烘烘酒糟味的沉重的喘息。

在寂静的冬夜里，在瑟瑟寒风中，在前不

着村后不着店的野塘边上，在从遥远的山

坳里传来的执著的狗吠中，陈愚什么都做不了，只

有等待——陈跃进迟早会醒过来的。

陈跃进爱喝酒是远近闻名的，所以时至今日，陈愚

一想起陈跃进的形象，首先还是晃悠悠的步子、满身的

酒气、硬邦邦的蜇人的胡须茬，还有眼神迷离、满是血丝

的困兽一般的眼睛。宋念慈对此深恶痛绝，也进行了艰

苦卓绝的斗争。因为喝酒的问题，陈愚家里的碗碟买了

一批又一批，桌椅板凳也是如同经历过冷兵器战争一般

缺胳膊断腿。有那么一阵子，陈愚觉得他们的婚姻已经

没得救了——他听宋念慈在找姨妈问起离婚了孩子归

谁的问题。陈愚有些害怕。他不喜欢陈愚喝酒，但也害

怕一个人待在宋念慈身边。宋念慈是个裁缝，有一把量

衣尺，打起人来特别疼。

有一天，趁着陈跃进不在，宋念慈把他叫到缝纫机

前，神情肃穆地问了他一个问题，她问最近是不是老有

个漂亮阿姨坐在放映机旁边，陈愚认真回忆了一下，也

神情肃穆地点了点头。确实有那么个阿姨，谈不上漂

亮，但衣服很时髦，也很少重样，她眉毛是画过的，嘴上

也擦了口红，头上有股好闻的洗发膏味道。每次总是电

影开始后才过来，手里总拿着一包兰花豆猫耳朵之类的

小零食，悄无声息坐在放映机旁边，一开始远远的，坐在

八仙桌的另一头，后来就越来越近了。有次陈愚看电影

看得出神，一回头，她竟然和陈跃进坐在了一条长凳

上。见陈愚望她，她也冲陈愚笑了笑，然后右手绕过陈

跃进的后背摸了摸陈愚的头。她的手很软——陈愚必

须承认，比妈妈成天灶台上缝纫机上忙活的双手要柔软

多了。陈愚乖乖叫了声“阿姨”，又扭过头去看电影。

陈愚把这些细节加上自认为合理的想象一股脑儿

汇报给宋念慈，然后就听到缝纫机的脚踏板咯搭咯搭咯

搭越来越快，机子上那根针飞快地上上下下啄着陈跃进

的破了洞的裤子，最后啪的一声，缝纫机的皮带断了，宋

念慈叹了口气，说道，你出去玩吧。

在那之后，那个阿姨再过来，陈愚就不再理她了，也

坚决不吃她带的零食。阿姨伸过手来摸陈愚的头，也被

他轻轻格挡开来，为了壮大声势，陈愚煞有介事地用鼻

腔发出“哼！”的声音。

陈跃进就笑了，阿姨也讪讪地笑了。

有一天晚上，陈愚正看着电影，那个“狐狸精”（陈愚

自作主张给她取了小名）和陈跃进坐在长凳上聊着天，

突然后面有人轻声叫“陈跃进”，陈愚一回头，宋念慈穿

着前两天刚买的新裙子、白凉鞋，笑盈盈地站在放映机

后面。陈跃进愣了一下，问道：“你怎么来了？”

宋念慈说：“我也来看看电影嘛。”宋念慈又说：“还

有座吗？”

“嫂子您坐这里。我再去找把椅子。”说完那个阿姨

像变戏法一般消失在人群里。

陈跃进张了张嘴，还要说什么，宋念慈说：“我难得

出来，别耽误看电影了。”

那一天，放的是李连杰的《中南海保镖》。在那之

后，宋念慈变得温和起来，陈跃进喝酒也比过去收敛，至

于那个变戏法一般消失的阿姨，就像云游四海的郎中，

治好了他们病入膏肓的婚姻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陈愚陪陈跃进放的最后一部电影，是周润发和杨紫

琼演的《卧虎藏龙》。那是千禧年的寒假，东家是一对新

婚之喜的年轻人，有钱，三层的新楼房，9台轿车接亲，婚

宴上竟然有陈愚从没见过的大龙虾。“陈家班”到了之

后，忙不迭挂好幕布展开放映设备，匆匆忙忙吃过晚饭

就在放映机前候着。一直以来，都是等到观众来得差不

多了才开始，可是那天没有，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场坪

上一个观众都没有。帅气的新郎倌跑出来，不耐烦地喊

了一句，“师傅别等了，开始吧。”陈跃进赶紧笑着点头，

一束光打在幕布上，电影开始了，一个老头凑过来了，陈

跃进连忙掏出兜里的香烟，并让出长条凳招呼他坐下，

老头接过烟，没有坐，盯着银幕看了一刻钟，走了。陈愚

看见陈跃进有些落寞，有些沮丧，他也有些不忍。周润

发穿着长袍，风度翩翩地游走在竹林上方，章子怡一脸

的桀骜，真美啊！陈愚想，然而谁在意呢？张灯结彩的

新房里，青年男女们正在闹洞房，男的把头埋进女的胸

脯里，从乳沟中叼出一颗花生，引来阵阵喝彩；另一个厢

房里，正在放着卡拉OK，有人模仿着刘德华的调调在唱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声音盖过了外面的电影喇叭。

陈跃进端坐在放映机前，把声音又往上推了推，然

而都是徒劳。天空飘起了雪花，他把陈愚推进屋檐下，

自己仍端坐在放映机前。伴着凄美的音乐，章子怡从武

当山的悬崖上纵身一跃，东家跑出来，站在屋檐下哆哆

嗦嗦说：“师傅别放了，一个人都没有。”陈跃进满脸堆

笑点着头，依旧把第二部电影拷贝装上了。

雪越下越大，陈跃进顶着一脑袋雪花端坐在放映机

前，陈愚好歹从东家借来一把伞递给他。伞很小，他把

伞撑上，先挡住放映机，然后把头伸进放映机上方，把身

子暴露在雪中。放映机上方是一束随着镜头变幻的五

彩斑斓的光，照着陈跃进，让他的脸也变成了五彩斑斓

的，尽管陈跃进一脸的庄严肃穆，但看上去总带着一股

滑稽的味道。陈愚回到屋檐下，感觉寒气渐渐从脚踝爬

到了大腿，洞房里的游戏变成了叼苹果，气氛越来越高

亢；卡拉OK也换成了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过往的

人像看笑话一般打量着他们父子，停顿一两分钟，然后

匆匆离去。东家又跑出来说，“师傅别放了，多少钱我给

你就是。”陈跃进这才扭过头，把电影的声音调得很小，

谦卑地说，“贵府新婚大喜，请我们过来凑热闹，也是天

寒，没什么人看，但无论如何要有始有终，这才是好彩头

啊。”东家便不再说什么，发根烟走了。

电影放完的时候，雪已经没过脚踝了。陈跃进招呼

陈愚匆匆忙忙关掉放映机，卸下湿漉漉冰冷冷沉甸甸的

幕布，装上单车，东家跑出来，并没有留他们进去坐坐，

吃点夜宵或喝杯茶，而是道了一声辛苦，递过200块钱，

陈跃进哆哆嗦嗦双手接过，道了声谢，便逃似的离开了。

那是陈愚跟他出去放电影第一次没有喝酒——当然

也是最后一次。在那之后，陈愚便上了高中，上了大学，远

离了那个凋敝的小山村，直到陈跃进离世，都没有回去过。

时间开始了 ■文 珍

无故走进巷子

眼中只能映出灰色

深灰，分不清

哪里是灯

哪里是月

蚊子的嗡响异常齐整

老鼠都不自觉地列队

井然有序

时间停止了

我被灰色迷住

我被齐整迷住

我被时间迷住

走出巷子

色彩又还给了眼睛

一切无序热闹起来

太阳在头顶

散发着光与热

时间开始了

天堂放映员 ■丰 杰

1 “时间开始了。”在看似无尽的序列里

的某个点停下，有人突然说。

我一直喜欢《时间简史》第二章里那句著名

的话：“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意味着，宇宙必须有

个开端，并且可能有个终结。”

这很像一个故事的讲法。故事总有开头，有结

尾。而关键在于怎样从开端的a，抵达终结的z？

“所以还记得双生子佯谬的概念吗？一对孪

生子，那个离开地球越远的，只要摆脱了引力的

限制，就会显得比地面上的同胞兄弟更年轻一

点。在无垠的空间里，那些在宇宙飞船上星际旅

行的人，他们仿佛长生不老。”

这也是无数科幻小说的母题：只要相对时间

的流逝发生了变化，就会制造出更多的错失、差

异和别离。虽然我觉得其实不必设置这样困难的

障碍，就算两个人同在山顶或山脚，或者手拉手

地经过一切地方，最终也有可能不能理解彼此而

分开。

是因为我们知道对方的心声，其实永远都

不是当下真正的想法，而只是过去某种心境的

折射吗？类似此刻看到的夜空中的星星，永远都

只是亿万年前的残象。光从时空中传递需要时

间。

同理，一句表白被说出，过程中注意到听者

的脸色变了好几次。但再怎样，想好要说的话仍

要硬着头皮说完，说了却完全没有达到想要的

效果。几乎甫一出口，那些怀着忐忑与无尽爱意

说出的言语就像水蒸气一样快速消失在过分干

燥的空气里，无影无踪，甚至不像加湿器用得久

了，出口处会留下白色的印迹。有人说那是水

垢，还有一些人说是有害物质。自从我们稍微懂

得一点科学后，会发现对人体有害的东西总是

那么多。但是，“更多的人最后死于心碎”。

我的意思是，让人难过的不是最终留下的

那些，而是永恒地消失在时空里的那些。所有对

过去的追忆都是徒劳的，即便普鲁斯特那三卷

本皇皇巨著，其实应该翻译成《寻找过去的时

间》。他写下时其实就已经知道

了，时间是找不到的。

但他仍然要写。花更多时间去写，一边写一

边失去更多。

2 有时候，有一种感觉好像一切都已结

束了；但是有可能还并没有开始。

我是说，在我自己的相对时间里。

我似乎知道我在写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写

什么，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差距在哪，个人能力的

局限在哪。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办法就是

继续写下去。“同时，继续热爱生活下去？”

现在对爱这件事的看法也越来越糊涂了。我

喜欢温柔的情感，喜欢被爱。就像杜拉斯说：“我

不喜欢那个中国人……但我爱这个男人对我的

爱，还有那情欲。”

写爱情小说的人也依然不知道，如何正确

地、恰如其分地去爱。每个人都渴望被爱。

“喜欢一个人，就是一直想着他。”

不对。也许你只是希望被惦记。你好奇的只

是对方是否同等程度地对你好奇。

“喜欢一个人，就去找他。”

但找他只是为了让他感动，然后对你更好。

“喜欢一个人，就是为他做许多事。只要他接

受你就很高兴了，比如做饭给他吃而他吃得很

香……”

我相信最后的这种牺牲或许是可以短暂

存在的，但完全纯粹无私的恋慕是那么少，最

多也只是为了让对方更意识到你的好，更喜欢

你罢了。

即便暗恋也仍有重量。想象一个人想象得久

了，那个人就在幻觉中变成了实体，会自由行动

和说话，也会如同生活中的人一样愤怒或忧伤。

你把时间投入在这虚幻人物身上，给他补充许多

值得被爱（实际上也许并不存在）的品质。你寻求

这个人走过你身边时的眼神。你替他设想遇事作

出的抉择。你盲目捕捉一切蛛丝马迹，希望找到

他也对你另眼相看的证据。症状更严重一些的人

就得了所谓的钟情妄想症：他幻想中的暗恋对

象，和实际生活中的形象重合起来。

他开始分不清楚何谓真实、

何谓虚幻、何谓真假之间不

可逾越的鸿沟。

有的时候，这样的

人侥幸成了疯狂的小

说家。他们必须在意念中真实

地看到那些人物在行动才能如实地将之记录下

来。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创作状态类似一种诞

妄不经，因为他一边书写，一边看见，自己也化

身其中，变成了里面讨喜或惹憎者。

另一些时候，这样的人是很主观的读者。他

一边读，一边相信，非常顺利地就进入了他人的

梦境，开始做起自己的梦来。

这些都是时间的魔术。《资本论》里，劳动者

花费剩余时间创造剩余价值。而在小说家的宇宙

里，所有格外思考过的时间，都会让这个虚妄世

界细节更多、建筑更牢固。而更多的读者进入，也

会被更多重重叠叠的影像迷惑，在迷宫里一时不

得脱身。

我怀疑《红楼梦》里的太虚幻境，其实就是一

章关于虚构的虚构。多重虚构就像两面相对的镜

子，不断折射出无穷入口，却始终找不到那个真

正的门。但没关系，只要稍微改变一下镜子角度，

或打碎其中一面，幻觉的可怖力量就会消失。书

被合上了。痛哭不已的作者和读者都抬起头来，

神情茫然，好比做了一场大梦。

梦中的时间也和文学作品里的时间很像。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古人很早就知道意识流

了。也很早就懂得了思想可以畅游无极。

3 关于时间

的另一个

想象是身处荒岛。所

谓的荒岛，也许就和

宇宙黑洞差不多。没

有过去，没有未来，

没有竞争者，没有见

证人。但为好理解起

见，还是假设住在荒

岛上。没有人再喜欢

或讨厌自己，也不必

费心取悦别人，与人争

斗。熟透的果实从树上落

下，很容易就可以捕到鱼。这

样的状态仿佛可以永恒，但

仔细一想又觉得非常寂寞。

想象一个没有伤害、没有期待、也没有误解

的人生：一个人在荒岛上（黑洞中），永远没有逃

离的可能，这样的活着大概最接近于活着本身，

像猫、狗、牛、马、昆虫乃至于任何微生物一般地

活着。

通常认为，人类和其他所有生物的区别，也

许就在于意义：我们探求活着的意义。一旦发现

活着的意义变成了活着本身，就像贪吃蛇一样吞

掉了自己的尾巴。

一些写法古典的科幻文学或冒险小说里，也

有强悍的船长会把自己的创造力用于建造一个

无人知道的地宫，里面有发电设备，珍奇的海陆

藏品，甚至也会有供他驱役的奴隶——他们不被

看成是平等的“人”的存在，作用

和家畜相类。但是在最近一

些年的科幻小说里，比如博尔赫斯激赏过的卡

萨雷斯的《莫雷尔的发明》里，遇难者来到一个

荒岛上看到的所有人事，其实都是过去某个瞬

间场景的机械再现。好比那些沙漠中的海市蜃

楼，以及总有人在特殊地点听到古代战场的杀

戮和惨呼。

这种近乎幻念的再现也许太不可靠也太无

聊了一点。我们还是回到古典写法上来：孤独者

苦心孤诣的经营，动力大概来自一种延迟的想象

和个人英雄主义：他相信终有一天会有人来到此

发现他留下的所有密码。

这还不是“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

生”，而有点类似民间艺人花费大量时间雕琢碗

底花纹，也类似写作。写作者永远都不知道自己

的作品将会在什么时候被什么人看到，又会在人

们心中激发出怎样的波澜和涟漪。但他只能持续

地写下去。

这种写给陌生人的情书，也许才是自我恋

的终极体现、也是彻底地忘记自身。渴求爱而

不得的人把得到爱的惟一可能放在许多年以

后，放在自己终结再往后，而想象他人时间的开

端。打开一本书时，“时间开始了”，一个小小的

宇宙就此无序、熵增、崩解，又随着书页的合上

热寂。

读完一本书的前后，看似没有区别，其实还

是有一些什么变化悄悄发生了——我们的晚唐

有个诗人叫李商隐，其实很早就用诗意的方式对

时间相对论作出了诠释：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情事发生之初，诗人已经怅惘，知道一切太

好了必定不会久长；因此一边嗒然沉醉，一面惆

怅万端。而写作不断开始，又不断终结。每一次都

是崭新的冒险。

好在仍有一代代写作者前仆后继，一旦踏上

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的人，多半也甘于冒永远不被

人发现、理解和记住的风险：毕竟，作品被人读

到、理解乃至于喜爱是奇迹本身：就像走在路上，

一抬头正巧看见了亿万年前的星星。而孤独者饿

着肚子建造一切的时候，除了疯癫、儋妄、迷狂与

热情，别无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