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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作文

星期六早晨，推开楼上书房
的北窗，又见到西北不远处潺潺
而流的河水——岸边曾经的浓荫
匝地如今已木叶飘零。一时间多
少惊喜涌上心头。

我喜欢水，溪水，河水，湖
水，江水，海水⋯⋯水是钟毓了
天地自然的灵气慧心。卜居之
所，南面能望得见远山和近
湖，而书房的北窗也居然能看
得见河水奔流⋯⋯那时我在窗前伫
立良久。

然而良久之后，看到枝丫在
天空伸展的树木，恍然醒悟又到
了一年的冬天，又到了岁暮，一年
又快要过去了⋯⋯

想起《论语》里的话：一则以
喜，一则以惧。喜者自不待言，惧
者，时间的流逝啊。

时间真是控制不住，一转眼
一年开始了，一转眼一年又要结
束了，我们离个体生命的终点又
近了一年⋯⋯

对时间的恐惧，源于对生命
短暂的恐惧。

时间一往无前，孔子面对着
流水感慨：“逝者如斯夫。”人类生
命相对于伟大的宇宙，比如浮游
命短，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实。事
实既然不能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
移，那么调整思路，重新认识时间
和生命的意义，也许是面对时间
应有的智慧？

所以九百多年前，被贬至黄
州的苏轼，夜游赤壁，同游人“哀
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而

“知不可乎骤得”，苏轼就试着换
个眼光来看时间看山川看人生，
以寄托怀抱。

北宋元丰五年，公元 1082
年，苏东坡写下了在中国古代可
能是流传最广的一篇散文《前赤
壁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
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
徐来，水波不兴⋯⋯”大伙儿正

“饮酒乐甚”时，忽然有客黯然了，
因为联想到了历史故事和自己，
感到了生命的无常。于是东坡和
同游的客人讨论了这个人生的问
题，也是哲学的问题。宦海沉浮
的东坡，了然于时间的流逝，达观
于生命的短暂，而别开蹊径，说出
了一番颇有哲理的话：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
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
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
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而又何羡乎⋯⋯

达观而智慧的东坡这一番
话，说得客人喜笑颜开。

这是一个转变理路重新认识
时间、生命和宇宙的好例子。

对时间的恐惧，既是东方人
的生命体验，也在西方的文化世
界里存在着。所以对这个问题的
探讨，也是代不乏人。

在苏轼写这篇散文的七八百
年后，法国文学家波伏娃，也试着来
作自己的解答。她写了长篇小说
《人都是要死的》，假借小说中一个
长生不老的人物福斯卡的故事，表

达对生命、对人与时间的新的体认。
福斯卡经历了欧洲六百年风

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人去人来，
太阳每天升起又落下，每一个时
代都落进每一个深渊，福斯卡厌
倦了，因为他是不死的，不死的人
没有时间，因为他跟时间一样永
恒。不死的人也同样没有现在，
因为他虽在现时，却已从未来的
深处洞见现在已成过去。因此，
不死的人眼里无生命。于是，人
所做的事情骤然显得荒诞无稽。
波伏娃转换了生命意义赖以存在
的基石：不是因为永生才使生命
有意义；而是死亡才击打出生命
的光彩。生命所以存在是由于死
亡存在。死亡照亮了生命的意
义。而不死的人却不再有生命的
价值，正如拒绝了福斯卡的爱情
的贝娅特丽丝对福斯卡所说的：

“您可以活上千千万万个人的生
命，您为他人作出的牺牲便算不
了什么。”不死的人不再有任何可
珍惜可牵挂之物，生命遂无所依
凭，所谓一了百了。虽然在终极
意义上所有生命都很相像；但对
朝生暮死的每个人，生命都是崭
新的。而不死的人却再不能体会
生命的这种独特味道，因为他已
丧失了“现在”。福斯卡终于感到
了永恒的无味，自觉自己是一个
无处存身的人，没有过去，没有未
来，没有现在，一如与他同喝了长
生药水的小白鼠，只是在永恒中
团团打转，“我一步步朝天涯走
去，天涯一步步往后退；水珠往空
喷去，又溅落地上，时光摧残时
光，我双手永远是空的。一个陌
生人，一个死人”⋯⋯当初为了霸
业和永生而喝了长生药水的福斯
卡，现在唯求一死。

如果说苏轼和波伏娃的解说
有相同之处——都是以调整自己
的思维方式来作问题的解决，那
么不同之处也许更甚：

苏轼的解说里，我们看到了
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时间的
和谐；而在波伏娃那里，我们则看
到了更多的冲突。

苏轼的解说里，我们看到的
是一种认识，或者说是“静观的人
生”；而在波伏娃那里，则不仅是
认识，还有行动，或者说是“行动
的人生”。波伏娃接受了死亡这
个事实，然后从死亡中寻找意
义。她要让生命燃烧。活着不是
为了宁静，而是要像火焰一样照
亮“存在”的黑夜。这也许是西方
式入世的激情？正如这部小说里
的另一个人物雷吉娜所曾想的：
她愿意再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在
燃烧，她可以剥光衣裳、一丝不挂
地跳舞⋯⋯接着发生的一切都无
关紧要。如果她在这一瞬间毁掉
过去和未来，那么她可以肯定这
一瞬间是存在的——也许这也是
波伏娃想要说的？

东西方的两种解说，谁高谁
低，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历史背景
不同，无从判断。只是从我个人
来说，年岁渐长，渐渐地更容易接
受来自苏东坡的这个解说。

时间在哪里？
我们无从看见这个叫“时间”

的东西。
但我们看见，时间在红了的

樱桃中流过，在无穷碧的莲叶中
流过，在一夜头白的芦花上流过，
在落叶飘散的大树枝头流过⋯⋯

时间在我们渐渐斑白的两鬓
间流过⋯⋯

我们看不见这个叫做“时
间”的东西，但我们从一切生命
变化的征象里看到了这个叫做

“时间”的东西。
在时光中产生的，也将在时

光中老去或消失。百年之后，我
们曾经做过的，曾经写下来的，将
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和遭际，我们
这些蜉蝣命短的人，是看不到了。

所以在时光老人面前，我们
还是多一些对自我的怀疑，多一
些谦卑，或许才是适宜的。

书房北窗外的流水，又从树
木间隙里显现出来了。逝者如斯
夫！又一年将要过去了。

（作者系浙江省散文学会副
会长，著有《史思与文心》等）

时
间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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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周维强

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
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
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
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
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
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
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

——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

从无始到无终，时间浩荡地移行着，本无
所谓快慢。但在人的感觉上，时间划分了段
落，似觉得快些，同时感到爽快；混沌地移行，
似觉过得慢些，同时感到沉闷。这好比音乐，许
多音漫无分别地连续奏下去，冗长而令听者感
觉厌倦；若分了乐章、乐段、乐句，划了小节，便
有变化，而令人感觉快适了。

自然的时间划分，是寒暑与昼夜，一寒一

暑为一年，一昼一夜为一日。但由寒到暑，由
暑到寒，微微地逐渐推移，浑无痕迹。人类嫌
其冗长散漫，便加以人工的划分，把一年划分
为四季、十二个月，以求变化。阴历的月虽以
月亮的一圆一缺为标准，但月亮的圆缺在实际
上毕竟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初一的白昼与十
五的白昼并无分别。

——丰子恺《新年》

大家如何书写时间

女儿从未见过她的爷爷。在
她出生前几年，她的爷爷、我的父
亲就归神了。少了一个可以放
肆、撒娇的人，在她是一种现在可
能还无法体会的遗憾，而对我来
说，则是巨大的隐痛。

我们三兄弟中我是老大，大
概父亲希望我在各方面都“带好
头”，所以要求稍多。只是我总由
着自己的性子，每每让他失望。
在父亲眼中，大概我最不让人放
心。所有这些，都在我的怀念里
被反复叙述、描摹、放大，成为痛
的一部分。

情到深处，时光不走，甚至倒
流。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写道：

“如果你能运动得比光还快，相对
论意味着，你就能向时间的过去
运动。”当忆起往事，“时空弯曲”，
怀念者便以超过光速的速度进入
过去，成为创造自己生活的“科幻
作家”。

曾经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一
直在时间之外回荡。“青菜青，
绿莹莹；辣椒红，像灯笼。爸爸
种菜我捉虫，妈妈烧饭我提水。
好孩子，爱劳动，人人夸我好儿
童⋯⋯”二弟刚刚放学，不停地唱
新学的儿歌。三弟调皮，学唱不
过瘾，还边唱边改词：“人人夸你
臭儿童⋯⋯”妈妈和姐姐从生产
队收工回来不久，爸爸也下班回
到了家，他从包里拿出糖果、饼
干，趁着小毛孩儿们高兴，上了楼
去：我知道他必须把单位给配的
枪藏好，那时他在武装部工作，一
把驳壳枪随身带着。此时奶奶已
张罗好晚餐，父亲一般最后一个
落座，他倒一碗酒独自喝，几乎不
动筷子，就看我们闹着、吃着。夜
色渐浓，星光泛起。一家人的笑
容成就了我今日的眼神和话语。

命总是相似的。我也未曾见
过我的爷爷。我只能在别人的故
事里听爷爷讲故事。记忆中，奶
奶、父亲从未提起过我的爷爷，仅
有的一次，一个远房伯伯跟我说，
爷爷是一位账房先生。

六七年前的春节，我回了一
趟故居。作为村中村，它所在的
区域几无住户，本已被列入旧村
改造、拆迁之范围，后因有古村落
保护的政策而得以保存。对我来
说，这自然是幸事，它让我的童年
时光能永远停留于那一座二层小
楼。

万事万物，唯有经历多了，才
可能感同身受。而经历越多，似
乎就越习惯于回望过去。这样就
造成了人生的滞重与迟缓。一个
人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
个文化体制亦是如此。墨西哥诗
人帕斯曾两度寓居印度，尤其是
1962年至1968年期间，他作为
驻印度大使，深入研究东方的文
化、宗教、制度、风俗、饮食、语言、
艺术、诗歌等。他发现，自己的祖

国和印度一样，其现代化进程总
是暧昧不清，既努力与过去决裂，

“又试图抢救过去”，而同为美洲
国家，美国却“不是建构在一个共
同的传统上，而是建构在要创造
一个共同的未来这个观念上”，它
的“基础不在过去而在于未来”
（《印度札记》，帕斯著，南京大学
出版社2010年1月版）。不过在
我看来，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毕竟
只有很短的历史（在帕斯阐述这
个看法的时候还不到两百年），并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需要“抢救”的

“过去”——它不像一个人那样，
一百年已足够长久。

这自然只是时间维度上的观
照。时间不一定意味着经历。所
以有的人、有的文化越活越无耻，
越轻浮（性格的轻浮、语言的轻浮、
灵魂的轻浮）。这与其历史经验、
知识构成、情感习俗有关。由此作
为具体的人还需要另外一个词：阅
历，即阅读和经历。时间也不在钟
表上，不在人类对时光流逝的感叹
中。法国当代哲学家勒维纳斯在
上世纪70年代巴黎大学的课堂上
提示人们，时间意味着耐心，要避
免将“在时间之中流逝的东西与时
间本身”相混淆（《上帝·死亡和时
间》，勒维纳斯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

然而这又何其艰难。我的诗
友道辉写过一句既美绝又苦绝的
诗：“把水珠从水中挑选出来”，可
以说是对勒维纳斯的无意呼应与
回答。况且，如同在数字时代的
语境中，数据、规模、容量等词汇
正在被重新定义一样，在当下高
铁时代的语境中，不管是作为小
学数学应用题的关键词，还是作
为日常用语，路程、时间、速度等
一系列语词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它们凝铸为一个大背景，提醒我
必须越过个人成长的地平线，以
高山、大河为坐标和起点，思考一
个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命题：诗
歌与交通。它实际上也是人与时
间的关系问题。我想说的是，我
找到了一个诗歌写作的新主题：
交通。

人的一生有多少时光奔忙于
路上，“镶嵌”在交通体制之中？
当年我的父亲，一个曾经的军人，
他偶尔会骑着单车送我上学；如
今我的女儿，一个未来的大学生，
我有时会坐上她的电动车陪她到
海边看蓝。

诗到深处，时光不走，甚至回
头。诗留下了我的岁月，并与我
的人生相互喂养、彼此照耀。在
这首“交通之诗”亦即“时间之诗”
里，我期待完成一次个人身体意
义上的本土叙事，它将容纳我的
童年与故居、亲人与朋友、苦痛与
欢乐，并重新建构交通与时间。

（林茶居，诗人，著有诗集《大
海的两个侧面》等）

情到深处，时光不走
林茶居

似乎从没有审视过你，
因为你在我的身体里面穿流
而过，我也时时刻刻在你的
身体里面不停向前。你和
我，无时无刻不在一起，却各
自背负向前的使命，从未曾
停息。

小的时候，感觉不到你，
长大的过程中，与你日渐熟
悉。等到我如此清晰地感
到，你是一个从我出生就伴
随着我的朋友，我已经能够
回首半生了。

其实这多少是个无奈的
时刻。

你有时候很快，有时候
很慢，有时候热情似火，有时
候冷若冰霜，有时候是快乐，
有时候是伤感，我的生活就
是你的表情，你的模样，何尝
不就是我的模样？

我看见我跌坐在那条宽
宽的水沟边，大声啼哭，一起
割草的小伙伴们早已走远。
我看见爸爸妈妈四处呼喊寻
找，我想要告诉他们，那个我
在那里，可是什么声音也发
不出。

我看见母亲一个人拉着
一车沉沉的货物过桥，却因
为下桥处坡度太陡控制不住
速度，直接撞到桥堍下面的
墙上，导致食指鲜血淋漓，短
了一节，小小的我在一旁吓
得手足无措、泪流满面。

我看见爸爸为了全家十
口人的温饱在辛苦劳作，汗
水湿透了他的衣裳，妈妈大
声呼唤着父亲回家吃饭，尽
管与现在的我隔得那么遥
远，他们打招呼的声音还是
那样真切，就在我的耳畔，尽
管，如今他们已离我远去。

我看见白胡子白眉毛的
老太公又把好吃的塞给我，
嘱咐我不要贪玩，不要到处
乱跑。

我看着我坐在小板凳

上，一笔一画地写作业，边上
的收音机里，是好听的苏州
评弹，他在唱，我在写，我们
互不相干，却彼此惬意。

我看见院子里的那棵老
榉树长得挺拔粗壮、郁郁葱
葱，夏天洗完澡，搬上春凳和
椅子，我们全家坐在树下摇
着蒲扇纳凉、喝茶、聊天、嬉
戏⋯⋯

曾经是我的生活，如今，
我只能在你的影子里，遥遥
地看着爸爸、妈妈依旧年轻
的身影，依旧温暖的笑容。

你一天一天在流逝，我
一天一天在失去。失去童
年，失去爸爸，失去妈妈，失
去老房子，失去家乡熟悉的
风景，失去那棵老榉树。

你看着我失去，你任凭
我失去，你从不说话，你最无
情。

那一年，我出嫁了。爸
爸妈妈舍不得我，我舍不得
家，我是小女儿，我想，是不
是我抛下了我的家？

那一年，爸爸检查身体，
我一个劲对他说：“没什么
啊，挺好的。”转过身，心慌无
措，心痛如绞。

那一年，妈妈又去医院，
我抚着妈妈的肩，轻轻地叫，

“妈妈，妈妈⋯⋯”妈妈柔柔
地应着，“哎⋯⋯”然后，妈妈
又幽幽地说，“叫吧，叫吧，不
知道，还能叫多久。”

那一年，儿子奶声奶气
地对我说：“妈妈，这个箱子
我来拎，你歇一歇吧。”亲爱
的小脸在我面前晃着，那是
最最好看的笑容。

那一年，我经过辛苦努
力自学结业，拿到本科文凭，
骑着自行车飞驰在路上，路
两旁的花儿咿呀欢唱。

那一年，我的散文集出
版了，摩挲着封面，我的心底
长出一棵枝丫茂盛的树，每

一片绿叶都油亮油亮。
⋯⋯
是我丢失了它们，你却

捡拾了它们，珍藏了它们吗？
眼泪与幸福，都由你双

手捧给我，你从不说话，却陪
着我经历一切，什么时候，你
都在我身边。

我陪着你，你陪着我，走
过整整五十年。我对你越来
越熟稔，常常就坐在你的怀
抱里，想念过去。

过去是繁花，过去也是
荒凉。

每个人都拥有你，却没
有一个人能对你指手画脚。
我常常与你抗争，却总是败
下阵来，仅有的胜利，也似乎
看到你微微地笑着，躲在某
个帘子后面若有所思。

你拥有每个人，却从不
对某个人眷顾或鄙夷。

你有着最最公正的给
予，每个人最后的所得却总
是不尽相同。那些过往的点
点滴滴，总能成为最重要的
砝码，幸福或者痛苦，有迹可
循，却也似乎并无标准。

一个春夏，麦苗抽出麦
穗，金黄的波浪随风翻滚；一
个秋冬，腊梅孕育了沁人的
芬芳，肆意播撒。世间万物
都跟你同步，谁也没有领先，
谁也无法落后。一天又一
天，一年又一年，我和你一起
奔跑，在彼此的脚步声里，柔
软的更柔软，坚强的更坚
强。你从不喧哗，却掷地有
声，你从不炫耀，却聚沙成
塔。是我历经的一切丰厚了
你，还是你的奔流造就了
我？你从不回答。

宇宙洪荒，蚂蚁草芥，日
动月移，逝者如斯。

你是时间，我是谁？
（作者系江苏省天一中

学教师，著有散文集 《此情
可待》）

你是时间，我是谁
乔青云

几年前的夏天，我同父母
一同前往美国西部的科罗拉
多大峡谷，以观其壮丽风光。

去大峡谷前一天，我刚
刚从国内的老师那里得知了
中考成绩。当冰冷的分数闯
入我眼帘的瞬间，我便开始
焦躁不安，不知未来的我将
何去何从。

我难忍心中的失落，向
父母请求不去大峡谷——我
希望能静一静，消化掉难以
接受的事实。可是母亲却执
意让我一起去。而谈到我的
成绩时，她只是说:“别急，时
间会给你答案。”

第二天一早，父亲便开
车带我们驶进大峡谷国家公
园。在昏暗的晨曦中，我瞥
到一堆峡谷边的岩石。呵，
不过是几层积满灰尘的石
头，它们光秃秃地立在公路
边，显得单薄至极。我有点

后悔来这里。
一 会 儿 ，太 阳 升 起 来

了。路边的光景仿佛也有了
些变化。那些岩石沿着斜坡
倾了下去，我开始看不到它
们的去向。父亲的车渐渐慢
了下来，直至停止。我们下
了车——听说这里就能看到
最大的峡谷。

向下看一眼，我便完全
臣服于这景象。

这是一处极深的峡谷，
一眼望不到底。看到时不免
惊愕，我甚至感到一种隐隐
的压迫——它太过深邃，哪
里才是尽头呢？阳光照进了
赭红的岩石，却照不进峡谷
深处。

再看那在阳光下格外灿
烂的岩石。它们层层堆积，
堆成现在壮阔的形态，似乎
那些岩石已经经历了太多磨
难和漫长的时光。是的，我

能从它们的裂痕中看出来，
它们苍老的灵魂在向我诉
说。

这时，我听见身边的游
客说，这大峡谷经历了几百
万甚至上千万年才成为了现
在的样子。曾经，这里流经
一条大河，河水的侵蚀让从
前的平地变成峡谷。这个过
程慢得无法察觉，可它的确
就这样发生了。

原来如此，这样的宏伟，
这样的壮丽，只能是时间的
磨砺，是百万年孤独沉寂后
的结果。或者说，这一切都
是时间留下的印记。

母亲说得对，我应沉下
心来，让时间告诉我答案。
总有一天，漫长的时间也会
在我身上留痕，让我拥有独
特的模样。

（作者系北京大学附属
中学学生）

时间的印记
李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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