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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我的一位生活在国外的朋友遭遇

了无妄之灾，就像好莱坞电影里所描绘的，几个异

族人闯入他家，他的妻子和孩子死于非命。他那

天刚好在另一个城市出差而幸免于难。我的朋友

是一位温和而善良的人，他并无仇人，却偏偏遭遇

了如此残酷的个人灾难。我听到这个消息试图安

慰他，却发现任何语言在如此惨烈的事件面前都

是轻佻的。

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悲伤和仇恨。他

那两个可爱的孩子和他的妻子瞬间从他的生命里

消失了，一个原本热闹和美的家庭就此毁掉了。

他一定感到这世界顷刻间变得空空荡荡。我朋友

的经历带给我强烈的无常感和无力感。我非常担

忧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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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中》的灵感就来自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当然现在读者诸君读到的小说和我朋友的故事已

没有任何关系，小说里人物的身份、职业以及所构

建的社会关系亦和我的朋友完全不同，它变成了

另一个故事，变成了一个关于慈悲、爱以及宽恕的

故事，一个关于如何在破碎的生活中安顿我们心

灵的故事。

2017年以来，我一直在构筑这个故事。这个

故事在慢慢成形，当然它并不那么清晰，即便在我

动笔开始写作时，也还是混沌的。这部小说需要

众多知识，我开始做大量的功课，也跑了许多小

说写到的地方。真正开始写作是 2020 年下半

年，《镜中》这个题目一开始就高悬于文档上方，

下面尚是一片空白，就像镜子本身。它会照亮未

来漫长的写作旅程吗？开始我不确定这个名字是否好，我只知道这个

名字和我所写的内容是高度契合的。有几位朋友知道我在写长篇，问

我名字，他们竟然都觉得不错。有一位朋友问我为何起这样一个看上

去如此哲学的名字，我开玩笑说，任何艺术都是人间的镜像啊，小说当

然也是。小说就是通过虚构一个自洽的世界照见你我，照见人世。《镜

中》这个题目伴随我整个写作过程，一直没有变过，这在我的写作生涯

中非常少见。

小说作为人类经验的容器，它表面上模拟的是人类生活，但这一古老

的文体有着自己的智慧。中国作家在人间烟火的描摹上好极了，关于活

色生香鸡飞狗跳的生活书写，中国作家恐怕是世界文学中最为出色的群

体。以我个人的浅见，我们写下我们的经验，同时还需要对经验进行辨

析和思考。我在《中国经验及其精神性》一文中谈到过这个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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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这么说时只是在说我想努力这么做，并不是说我做到了。

这部小说涉及到建筑艺术。在我的理解里，建筑是一个民族的外衣，

天然带着一个民族的最基本的天地人心观念，也天然具宗教性。这在某

种意义上让我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依凭。

在小说的第四部，庄润生以他个人的生命历程完成了长崎的道场

设计。这个道场里设有四面佛，表明本书四位主要人物无意中共同参

与了这个设计，共同完成了这件的作品。这个设计是庄润生在放下仇

恨的那一刻才出现在头脑里的，那一刻，主人公有了重生的喜悦。但

人生从来不是一条坦道，在小说的最后，庄润生重回中缅边境，发现曾

经美好的冯臻臻正面临的问题。他再一次感受到个人在世上从来都是

艰难重重。

架构为迷宫架构为迷宫，，

语言为镜子语言为镜子。。

透过透过《《镜中镜中》，》，

我们会看到由一我们会看到由一

个冲突引发的连个冲突引发的连

锁效应锁效应，，在破解该在破解该

效应的过程中效应的过程中，，学学

会救赎并找到自会救赎并找到自

我存在的意义我存在的意义，，这这

是小说教给我们是小说教给我们

的最珍贵的东西的最珍贵的东西。。

当你在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

你。镜子，只是一块能反射一切景象的

普通玻璃吗？不，人的心境不同，透过镜

子看到的风景、随之而来的感受便有所

差别。镜子作为一件普通的物品不断被

赋予各种象征性的内涵，许多文学作品

以“镜像”的形式呈现作者的思考方向，

“镜子”已经变成一种隐喻，开拓出更广

阔的空间和视角，夹杂更多内涵。拉康

的镜像阶段从婴儿照镜子出发，将一切

混淆了现实与想象的情境都称之为镜像

体验，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

又进一步认为，人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各

种外在因素认识和把握自己，即我们其

实活在他人“眼里”。透过《镜中》，我们

会看到由一个冲突引发的连锁效应，在

破解该效应的过程中，学会救赎并找到

自我存在的意义，这是小说教给我们的

最珍贵的东西。

故事由一场损失惨重的车祸拉开帷

幕，妻子毁容、儿女双亡，仿佛一块巨石

砸在原本光滑平整的镜面上，打破了与

之相关的几个人的平静生活。润生、世

平、子珊、易蓉，谁都不是事故的全部责

任承担者，但谁都无法逃脱自己的那份

罪责。作者艾伟以润生对自己生命意义

的探索为主线，四章分别从四个视角展

开，文中设置多个不同维度的镜像，勾勒

出一个复杂庞大的迷宫，迷宫的尽头是

一面能洞察自我、寻求救赎的镜子，寻找

镜子的过程就是认识自我的过程，每个

角色或许有不同的选择，但重要的不是

选择什么而是学会做出选择，才能正视

布满裂痕的镜面中的人生，跳出“裂痕”

对他灵魂的束缚和拷问，以崭新的姿态

正视自己的人生。“镜子”是作品中很重

要的意象，但除去这个物体本身，也可理

解为一切能让人产生对照感的人或事

物。依据此，走进迷宫，从不同的角度探

寻“镜像”之所在。

人心为迷宫，他者为镜子。故事的

主要人物有四个：润生、世平、子珊、易

蓉，对于人物的描摹，作者艾伟省去了能

给人直观感受的描写，而是运用“冰山理

论”，借助人物某一刻的神态和对话中表

露出的语言风格呈现一个人，至于更多

的情感和思想，则掩藏在他们的行为之

后，是所谓的“冰山下的八分之七”，需要

我们在与人物共情中理解人物，慢慢将

一个具体的人勾勒成型。“镜像”关系不

仅存在于人物自身，也存在于自我与他

者的对照中。以子珊和润生为例，子珊

外在显露的性格优雅与母性并存，而她

的内在有着强烈的欲念和自我精神，“她

心头种了一种叫做龙葵的植物”，龙葵的

花语是不够稳重自持，子珊正是如此，她

每一个得体大方的举动背后都有疯狂的

挣扎；润生是一个单纯且清澈、颇具少年

气的人，久而久之他也开始如此看待自

己，当变故出现，他真正的性格才显

露——疯狂与秩序并存，疯狂是他内心

的选择，外化为行动时给人以庄严的秩

序感。通过对照两人，又会发现润生好

像子珊的镜子，当子珊在课堂上脱口而

出“爱是出于崇拜，爱是嫉妒，是征服”

时，润生已成为她的先知，爱的过程或许

荆棘丛生，但当她救出监狱里的润生并

发现他依旧爱自己时，光得以显现，遵从

“爱的秩序”的润生让子珊看到了另一个

自己。

重新将视角拉回整体，其实故事中

的人物既是受害者，也是不同方面酿成

悲剧的人，绝对无辜的人不存在。欲望

驱使下的人被爱情、家庭、个人、友情等

多层面的破碎包围，矛盾和冲突之中，他

们终于发现现实的自我是虚假的，人心

宛如迷宫；而虚假自我的映照通过与他

人的“镜像”关系被发掘，真正的自我需

要正视自己方能发现。小说穿透生活表

层，写出人物灵魂的挣扎，并能让人物在

精神上思索崇高，这是一种不同于惯常

思路的创新。

意象为迷宫，建筑为镜子。彩色玻

璃、教堂、罗马珠子、光线、洞穴……故

事中的意象太多太多，在作者构筑的意

象迷宫里，我们感受真实和虚幻、光明

与黑暗、灵与肉、生与死的镜像，那么，

指引我们拨开迷雾的是什么？我猜想

是建筑。润生将自己的精神思索和拷

问投射在建筑设计创意之中，通过建

筑观察自己。他为山口洋子女士设计

的道场融合了他自身的生命体验：通

道象征人生的迷宫，在人生的不同阶

段配合不同的玻璃色彩运用和光线效

果，当最后一段黑暗与光线交织的部

分完成，踏过黑暗，参拜者将能够看到

投射于佛像上的光线，刹那间被光线

笼罩。人和建筑是双向的引导，我们

看到的建筑精致独特、高耸壮观，实则

绝妙之处在于设计者融入的巧思，当

他选择将自己的人生融入建筑，建筑

注定会成为一件刻有他的烙印的杰

作，完成后的建筑以崭新的独立姿态

与世人见面，那一刻，他回想起自己的

心路历程而感受到心灵的教化和灵魂

的解脱，获得精神的自我认知、成长和

成熟，此时的道场早已超越建筑本身，

这何尝不是中国古典“格物致知”思想

的一种再现？

架构为迷宫，语言为镜子。《镜中》的

情节并不复杂，动人的是作者的细致构

思。开始的悲剧只是镜像，由此影射出

事实背后的假象，虽然始终以第三人称

上帝视角展开故事，但每一章建筑都贯

穿始终，带入不同角色的视角，冷静笔

触下是一种情感的克制，带给人难以忘

怀的心灵触动。叙述中展现的润生的

经历和作者的描摹都在叩问读者，悲伤

来临，如何定下心来学会接纳？迫切需

要救赎，该如何抵达？如何活着，如何

思索意义？我们的生命支柱是什么？

人的心灵世界有怎样的密码？我想，一

切答案都归结于“自我”，人是为了活着

本身活着的，他人点明的意义和期待其

实不能对你的人生产生任何实质的影

响，人要追求的是自我的发现和救赎，在

时间和地点的多次变更中，看似情境在

变，实则问题的核心不变，润生通过建筑

对自我意义的探索和救赎逐渐脱离个

体，上升到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层面。建

筑的完成使他的内心被洗涤，他也真正

释然了。

润生与建筑共存，用建筑来形容他，

我觉得很像三岛由纪夫笔下的金阁寺，

这部作品是作家对自己人生走向的一种

拷问，火光中的金阁寺给人以异样的极

致之美，这一刻才是它真正的样子。焚

烧过后的金阁没有被毁灭，它以一种独

特的形式永存，于灰烬中涅槃重生，让美

真正属于自己，获得更宏大的美。与燃

烧相对应，悬挂在润生头顶的达摩克利

斯之剑是他对自己“罪”的精神惩罚。

就好似门罗《多维的世界》中的主人公

多丽透过一个受伤的小男孩看清自己所

求，润生透过建筑看清了自己，镜子布满

裂痕，但有裂痕的人生不是终结，而是新

的开始，他与镜子里的自己对视，露出淡

然的微笑。

人生裂痕人生裂痕，，裂痕人生裂痕人生
□□白羽洁白羽洁

■新作聚焦 艾伟长篇小说艾伟长篇小说《《镜中镜中》：》：

“

”

灵魂之花绽放的星光霞彩
——读曾新友诗集《悟润诗心》 □峭 岩

我们常常把诗歌比喻成一条道路，因

此，诗路是生命之路，它伴随诗人的终生；诗

路也是灵魂抵达的终极之地，诗人倾其所

有，揉碎时光以赴之。当诗人把诗歌视为生

命的一部分，日思夜想，从外部世界到内心

世界，又从感觉到艺术的嬗变，从生活到诗

意的成型，由此循环往复，他可能就是一位

真正的诗人。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部诗稿《悟润诗

心》，是曾新友的第三部诗集，探讨诗与心的

关系。其中“悟”字点亮了主题，强调了感

悟、心领、神会的主导作用。泱泱诗行，缤纷

珠玑，长短有秩，意象纷呈。在现实生活里，

首先，曾新友是一位报人，后来是一位诗群

的组织者，其次是一位“业余诗人”。应该说

从纷繁、琐碎、杂乱事物中脱身，转身诗歌创

作，且取得了一定成就，他是付出了极大的

勇气，焕发了生命之光以后，才有了今天的

诗歌气象。

本书的介绍如是说：全书分为“理趣诗

情”“风趣柔情”“谐趣幽情”“闲趣雅情”“奇

趣怡情”。五大板块陈列山水花草之茂，人

间烟火之味，事理家常之妙。其语言流畅清

新，意境通达向远。诗人游走在时光的隧

道，留下一闪一闪的情感浪波，也刻下了心

灵行走的痕迹。浏览字里行间，时而感动，

时而汗颜；人生况味，爱意情仇，无时不在推

移着脚步，丈量时光的分寸。那无处不在的

诗意纠缠，告诉我们，艰辛后的快乐是何等

的胸襟情怀，又是何等的汗水研墨，成就了

诗人的达观世界。

我曾这样定义诗人：“诗人总是亢奋的，

他不沉迷于狭隘的小情小趣，高蹈于物质之

上，指认或警觉。诗人不是生活的奴隶，是

生活的发现者。诗人跳海捞珠、蹈火取栗，

是为了世界的不公。”以此对照曾新友的眼

下创作，正验正了我的本意。曾新友很像一

位赛场上的角逐者，他雄心勃勃、赤膊上阵，

为争一个诗者的名份向生活高处出发。他

决意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生命的跃动，又从

世间万象里寻找真情的存在。

我们看到了他且行且歌的身影，是那样

的自信，又是那样的笃定。“越翻越薄的日

子，越压越厚的记忆”“捏着夜的钥匙，提着

心的故事”“晚霞是夜幕的胭脂，星光是夜色

的胎记”“那一把雨伞，遮着谁的故事；那一

场大雨，飘着谁的惊喜。踮起脚尖惦记一场

偶遇”“在春天，把季节炒香。已经说定，必

须把心意，留上一碗”“雪地上的脚印，已经

属于曾经。在这方细成一根针，想用眼神拉

近，除非借来翅膀”“捡一枚千年银杏成熟的

时光，把一种黄金的色泽，制做成脉络清晰

的书签，为上涨的思念翻看”……撒落的诗

情意绪，跳跃闪动的灵气之片，已连接成一

道道心灵的航迹，标志着一位诗人的青春活

力与练达成熟。

艺术感觉是诗人的第一感觉。它注重

形象思维的发达，也需要架构语言的超常能

力。云淡风轻也罢，急浪静水也罢，作为诗

人有理由通过主观创造，把它塑造成富于形

象的语言，传达给客观世界。艺术从业者的

最大不同，是发掘独一无二的思想轨迹，他

的语言从不重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艺术

家的笔触是探险者的盲杖，想众人所想，写

众人笔下所无。也许，曾新友所写的都是惯

常的事物，都是之前歌咏百遍千遍的旧面

孔。可贵的是，寻常里总有一些新鲜的线

索，看似平凡的话语里常有思想的灵光闪

现。

《就不告诉你》一诗传递的是相爱双方

的心理图式。历经一冬的爱情，终于迎来了

春天的新绿，本该说出那一句定情的爱语，

“却憋着，也不告诉你！”场景的设置令人有

共鸣的心动。还有《一株芦苇草》里的，“召

唤的手掌/横扫晴天/站在高处/约定握手的

场面/一种引颈的姿态/落寂别后存放的孤

单”，实写芦苇暗喻写人，写人的一种处世态

度。高高在上的虚荣，终究是孤寡的落寂

者。《一段发酵的话》里，“树梢的黄昏累倒在

山下/爱玩水的魚/向时光开合吞吐的嘴巴/

像品尝有年份的醇酿/藏着一段发酵的话/拿

起昨天准备的钥匙/开启你明天的密码”，在

实写的基调上，极大地开发了想象力，使诗

意精神得到了飘逸和饱满的效应。

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

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

切，推动着进步。”统观曾新友的创作态势，

他总是以向美、向善的姿态挺进生活，又善

于采集身边的普通事物加以歌咏，这和那种

“无愁强作愁”“无病呻吟”的另类有所不

同。这大概与诗人的素养有关，说到底是一

个人的审美观、社会观、价值观决定的。

叔本华说：“在智者眼里，一切都是美

的。在愚蠢者眼里，再美的风景也是无趣。”

我想，诗人应该是一个内心丰盈的人，一言

一吐都有光泽。而发现生活中的美则是诗

人必有的修养，有备的智慧，固守的境界。

曾新友所涉猎的题材无怪乎家长里短，琐碎

细微，却有灵魂的捕捉，火花的闪现。

诗有三境界，即物境、情境、意境。三境

各有其质，唯思想贯穿其中。三境都达者就

是好诗。曾新友正处在三境的摸索期、创新

期，而且已有不小的长进和积累，为我们所

心喜和期待。

回首我们身处的伟大新时代，一切都在

更新，一切都在萌发。随之而来的大众文化

需求、审美需求也在悄然转移，向更高的精

神领域突进。艺无止境，在诗人面前永远是

个不老的话题。老路走久了，需要变换一个

方位。旧话重复了，需要翻新。此时，我想

起郑板桥画竹的话：“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

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

熟时。”也许，这四句真言，是我们今后共有

的遵循。

■第一感受

一、新时代山乡巨变主题（18部）

《十月缨子红》 雾外江山

《七色堇》 李子燕

《人间有微光》 楚清

《儿孙绕心》 仇若涵

《大河之源有人家》 懿小茹

《小山恋》 八匹

《山河》 风御九秋

《千年飞天舞》 王熠

《月亮在怀里》 囧囧有妖

《风华时代》 本命红楼

《沪漂媳妇》 季灵

《高阳》 海胆王

《野马屿的星海》 姚璎

《琼音缭绕》 湘竹MM

《粤食记》 三生三笑

《富起来吧，神农架》 陆月樱

《新英雄湾村》 静夜寄思 山涧清秋月

《澄碧千顷》 李子谢谢

二、科技创新和科幻主题（7部）

《中轴》 柠檬羽嫣

《当分子原子起舞时》 唐墨

《安得广厦》 月下狼歌

《我们生活在南京》 天瑞说符

《夜的命名术》 会说话的肘子

《党员李向阳》 王鹏骄

《镜面管理局》 横扫天涯

三、中华民族复兴主题（8部）

《万里黄河第一隧》 飞天

《小城大医》 暗香

《女检察官》 冰可人

《每个人的人生总会燃烧一次Ⅱ》 高楼大厦

《虎警》 黑天魔神

《穿越星河热爱你》 刘金龙

《桃李尚荣》 竹正江南

《贾道先行》 水边梳子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3部）

《万里敦煌道》 凉城虚词

《沧海归墟》 我本纯洁

《逆行的不等式》 风晓樱寒

五、优秀历史传统主题（4部）

《赤壤》 七月新番

《吾家阿囡》 闲听落花

《琉璃朝天女》 锦沐

《登堂入室》 吱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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