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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每一辆自行车到头来都
是下落不明。它们像一些我叫不
出名字的远房亲戚，不知道什么时
候就从遥远而来，待不了几天又要
向着遥远而去。走马灯一样，隐约
而恍惚地映照了我家一些时刻和
角落。只是这样的流离并不会唤
起我的伤心，或者说，童年里，我所
拥有的情绪都是不被赋形的。

直到7岁那年春天，因妈妈弄
丢了一辆绛红色凤凰坤车，“悲伤”
终于以一个具体的形象靠近了我。

回过头看，那天正午的日光依
然晃得人睁不开眼。妈妈接我放
学，骑着她崭新的自行车。很多年
后，当我读到海子《山楂树》里“像
一辆高大女神的自行车/像一个女
孩畏惧群山”，我都会想起那个日
头很足的正午，在那辆车子上，她
逆着光向我款款靠近。我几乎是
用余光收纳着同学们羡慕的眼神，
我知道他们在羡慕妈妈的美也在
羡慕她骑车时将风轻轻卷起的优
雅。那时候，我有了渴望一辆自行
车的念头。刚上小学那年，爸爸去
了相邻的城市工作，那一年妈妈不
满30岁，一边上班一边照顾我。
那天中午，她带我去商场取改好的
裤子。路不远，但荡在四月的风里
还是像拥抱了一场短暂的明亮假
期，我们很快就到了商场，很快便
拿了裤子，当回到原处准备取车回
家时，车没了。

我不记得那天之前还见过妈
妈“慌神儿”。她叫我不要动，然后
在车棚里从东跑到西从西跑到东，
跑得头发都飞起来，她逮着人便
问，但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搭理她的
着急。在巨大而破碎的日光里，妈
妈像一个小女孩，不知所措地胡乱
跌撞，为一点点快要漏光了的希望
把执拗和脆弱全都招来了。丢失
就这样轻易地发生了，我不敢把目
光离开她，是担心自己也丢了。可
我也不能一直看着她，因为脆弱不
应被直视。她终于不再找车子了，
回来找我。然后，和我在奔涌的车
水马龙里一起沉默。

360 块钱。两个月的工资。
一辆盘算了好一阵子为接送我上
下学而咬咬牙买来骑了一个月不
到的新车子。一段丈夫刚刚去往
外地工作而开始独自照管我的生
活。一转眼的工夫一个敌意时刻
的突袭。后来，我看电影《偷自行
车的人》，银幕上儿子随着父亲遍
寻车子而不得，他望向父亲离开时
眼睛里的那种悲伤，我就会想到我
们丢车的那天，阳光盛大，空气冰
凉。是的，我看到并永远记得妈妈
在晴朗里急得快哭了的样子。

那些年，偷自行车的人好像尤
其多。后来我梦见过那只凤凰，她
是在夜里被一群灰老鼠拆成了零
件，一件一件叼回洞里去盖城堡
了。不记得那天是怎么回家的。
但我一定像极了《偷自行车的人》
里那个小男孩，用一种和年龄不符
的沉默和成熟，承受着
世界突如其来的恶意。

那之后，我想要得
到一辆自行车的愿望也
碎灭了。丢车不久，爸
爸从旧车市场买来一辆

“小胖鹅”，这样叫它是
因为和凤凰比起来，它
实在就是一只小胖鹅。

傻敦敦的，生来便规避了被诱骗的
风险。它省却了每天搬上搬下的
辛苦，永远待命在楼梯口，没人搭
理它也仍然一副笨拙和安静，浑身
透着只做好一辆自行车的本分。

那天，妈妈载我进了厂区大
门，一股力量突然撺掇我去骑一骑
小胖鹅。我几乎是连迟疑怎么上
车都省略，骑着就奔前头去了。院
子从南到北约一里地，我在前面呼
啦啦地蹬，妈妈在后面紧跑着追，
到头来还是没追上。我一路喊着
叫人避让，还为即将到来的下车揪
着心。眼看就要撞上北墙，我成功
跳车，把小胖鹅甩在了一旁。

离地的平衡忽然降临，空气中
伸开一条透明的路，穿过风，我觉
得自己与周遭存在了一种新的关
系。可是，为这突如其来的技能，
我竟然感到一些失落。它几乎剥
夺了我因克服困难而可能领受的
夸赞，妈妈很多次说，她曾经为驯
服这个家伙的同类摔得鼻青脸
肿。还因为，他们不会专门买一辆
儿童自行车给我了。

我曾经很艳羡过一些小伙伴，
他们拥有着儿童自行车以及那带
给他们的糖果色时光。可是，从小
胖鹅的轱辘在地上百无聊赖地打
着转儿那刻起，我忽然就对那种粉
红塑料般的美好生出一种厌弃，认
定那种艳羡和花哨的颜色一样幼
稚而廉价。

成长总是措手不及的。
家里有过多少辆车子我记不

得了，但从来没有过一辆威风凛凛
的大“二八”。我坚决地相信，当父
亲载着全家人依凭这车子到达一
个随便什么地方时，行道树漏下的
光点从孩子的脸蛋儿移到父亲的
肩膀再落上母亲的眉心，骑行本
身，就已经成为了仪式。

在我坐上横梁仍有很多富余
的年纪，有一天，爸爸借来一辆大
车子，他要载着我和妈妈，同院子
里另外两家要好的朋友一齐去上
街。从坐上车子的那一刻，欢欣就
开始在我全身冒泡了。三家人在
微醺的夏风里骑出了大门口，路过
一片荷塘，不知怎地，突然，我亲爱
的爸爸，竟然将我们一家三口连人
带车地扔进了一个水洼！等我满
身泥水爬起来，看见小伙伴们的父
亲载着他们的家人正愉快地向周
末的远处骑去时，我感到一阵懊
丧。不过，我们仨谁也没有埋怨
谁，谁也没有生气。拍拍土拍拍
手，妈妈叫我抬头，指给我看池塘
里飘摇的荷花，我的懊丧随即被拂
散了。我又爬上了横梁，让他们推
着往回走。路上遇见熟人，我们就
自己先打趣地笑起来。现在回想，
这大概是我习惯于用笑化解尴尬
的原点吧。

尽管那一次人仰马翻，尽管很
多次我被车闸捏到手而满脸眼泪，
尽管脚丫一再不小心伸进了辐条，
想到大“二八”看见大“二八”，我从
来都只会感到亲切。因为那是一
个移动的“超稳定结构”。晴空下
融在风里的一家人穿街过巷，车铃
声欢笑声水珠一样溅到路人身上，
那种没有遮拦的和睦快乐，我已经
很久没看到过了。

更多一些时候，是爸爸妈妈分
别骑一辆车。夏天正好的夜晚，我
们回家。妈妈载着我，爸爸驮着两
只大西瓜。那一路没有灯，但只要
是我们仨一起，我就会感到月光明
晃晃地到处为我们照路，那是介于
雪白和奶白之间的一种莹亮，甚至
带着甜味儿。一路上，我会在浅浅
的颠簸里幻想自己逐渐变得浑圆，
从身体内部开始变得粉红而冰爽，
并且悄悄取给自己一个名字，甜莎
莎。他们在黑夜里向夜的更深处
骑，我偶尔睁眼，看见道旁的大树装
作鬼怪的样子逼视过来，便用手环
成一个更紧的圆抱住妈妈，然后，继
续闭上眼睛，听爸爸和她说话。

很多次，我几乎要睡着了，睁开
眼，他们还并肩骑着车。我就在后
座上呆望着月亮许愿，我说，月亮月
亮，请让爸爸妈妈骑得慢一点，请让
我们回家的路，更长，更长。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国
际写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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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嘉钰

仿佛就在这两三个月间，北
京的大街小巷冒出很多共享单
车，资本的力量让这一传统的交
通工具迅速地回到百姓日常。想
想也有趣，本来已经远离大多数
人、快要进化成健身器材的自行
车，换了副样子回到生活里，从
私有到共享，从长久到短暂，从
固定到随机。

让人开心的是，骑自行车的
愉悦感竟然没变，似乎其他的交
通方式都不能带来这种好处。只
要踩上踏板，你就有了移动的独
立空间，跟大自然没有一丝丝隔
阂，随着自行车缓慢的速度，一
寸一寸地贴近脚下的土地，你可
以向一草一叶问好，可以向大脑
里盘旋已久的想法问好，环绕你
的只有心跳、呼吸，给你一小段
与环境友好相处的时间。

骑着共享单车，很多模糊的
记忆逐渐清晰。自行车在我们的
生活里，大概永远算不上主角，
它只是个物件，可正是有了这个
物件，记忆才有了回去的通道。
自行车上载不动家国情怀，只有
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它见证了我诸多的人生阶
段，早到我开口说话。我是家里
的第三个孩子，跟兄长们不同的
是，最早学会的是叫爸爸。听家
里人讲，有年夏天，父亲推着一
辆黑色自行车走进院子里，车把
上挂着一袋桃子，母亲正怀抱婴
儿，坐在平房前，女婴突然兴奋
地挣开怀抱，站到母亲膝盖上，
脱口而出不甚清晰的两个字：爸
爸。后来家里人老打趣：你到底

是见到爸爸兴奋还是想要桃子
吃？

在文艺影片里，自行车向来
是青春的符号，承载过几代人的
青春记忆。《阳光灿烂的日子》
《十七岁的单车》《与青春有关的
日子》，还有一部《甜蜜蜜》，电
影里面有最甜蜜的自行车镜头：
小军（黎明饰）骑着自行车带着
李翘 （张曼玉饰），穿行在小
巷，邓丽君甜美的歌声响起，两
个人一起哼唱。单车上的青春大
概只是个历史产物，几代人老
去，青春也渐渐淡稀。

回望我的单车青春，最紧密
的联系发生在初中时。少年们的
沟通方式往往只有他们自己懂，
而自行车往往成为少年们恶作剧
的对象，那时，自行车会莫名其
妙地爆胎，莫名其妙地气门芯被
拔，莫名其妙掉链子。懵懂和慌
张里，有单纯的调皮捣蛋，有少
男少女微妙的情愫，也有叛逆和
小小乖张。那时学校都有自行车
棚，停放有规则。有一天，学校
保卫科科长拦住班里一个叫秦虹
的女同学，指着一块写有“请停
在左边”的牌子质问她为什么不
按规矩停放，秦虹反驳：牌子上
说停左边，没说不能放右边啊？
问得一米八的山东大汉哑口无
言，只好摆摆手让她走了。当
时，站在旁边的我佩服得紧：如
果我能这样该多好！

记忆里有叛逆的少女，也有
温良的校长。我的第一辆自行车
是“二六”式的，车架大，不好
驾驭，经常坏。有一次骑到校门

口，车链子又掉了，下车修了半
天，满手油污，也没弄好。在川
流不息的放学的人群里，我一个
人停在那里，愈发懊丧。对面恰
好是校长办公室，校长看到了，
走过来，蹲下身，膝盖着地，歪
着脑袋，修了好大一会儿，直到
转动脚蹬，发出顺畅的刷刷声，
满手油污的校长对满手油污的学
生说：“可以骑了，快回家吧！”
我载着满满的感动回了家，都忘
记了有没有说一声“谢谢”。但
经历过那么多校长，许多名字都
已经模糊了，却清楚地记得他的
名字：李茂秋。听家人说，李校
长后来去了一所高职院校担任副
院长。他大概早忘了我这个学
生，更不知道，曾经带给我的细
碎温暖。

那时候自行车是一个家庭的
主要交通工具，跟自行车有关的
事，都不是小事。第一辆“二
六”式自行车退役后，我终于有
了属于女孩的自行车：父母有一
天突然把一辆崭新的、红色“二
四”式自行车推到我面前。亮晶
晶的新车，亮晶晶的狂喜。可问
题来了，我就读的学校初二就开
始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重点班
为了上晚自习，要求寄宿，自行
车一存就要存一个星期，中间不
能骑出来。可父母总觉得学校食
堂不行，还是希望我偶尔回家，
改善伙食。自行车怎么办？邻居
高老师在学校的院里有个教师宿
舍，他几乎不去，都是他同在学
校读书的两个女儿用。我母亲为
此专门找了高老师，得到他的许

可，我的新车
有了安放之地。那
个 砖 头 砌 成 的 简 朴 小
院，只有两间宿舍，正对着，各
有一个花圃，散落着一朵朵雏菊、
打碗花。在那间只有七八平米的
平房里，放了三辆自行车、两张木
床，记不清楚有多少时间是跟高
氏姐妹俩在那里打发掉的，《少年
文艺》《故事会》《上海故事》《辽宁
青年》，这四种杂志就是我们能看
到的全部课外读物，贫乏得难以
想象，但是篇篇熟读，也满足了我
们对这个世界认知的渴望，那个
朴素的小院子成了我少年的伊甸
园，记忆里会闪闪发光的地方。

过了初中，高中的学业压力
让自行车上的青春滑入了快车
道，有些说不清的少年思绪似乎
被一种加速度带走了。高中时
代，有关自行车的记忆只有一
帧。高二那年的夏天，傍晚放学
遇瓢泼大雨，没有任何雨具的
我，蹬着自行车吃力地爬坡，在
前方爬坡的还有一个班里的男
生，黑瘦，极其沉默寡言。雨幕
大得把视线模糊了，我只是凭感
觉往前骑着，突然，前方岔口
处，他停下了。我心里忐忑，也
不解。经过他身边时，他吞吞吐
吐地小声喊住我：“我⋯⋯我快
到家了，这雨衣给你用吧。”还
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转身骑走
了。我不知道，张口帮助一个女
生，对这个极其内向的男生，要
鼓起多大的勇气。多少年过去
了，真想对他说声“谢谢”，看
看他是否还那么寡言。

在我的大学时代，有关自行
车的记忆非常淡。只记得有个男
生暑期沿着京九线骑行，每到一
处，做调研，找政府部门，在地
图上盖个公章。一个暑假下来，
他积攒了不少素材，足够办一场
展览，他也如愿以偿，那张盖着
公章的地图，让很多人艳羡，他
本人因此在系里名声大振。同学
们有时候开玩笑称他是“靠京九
发家的”。

工作后，自行车几乎淡出了
生活。有一次下班路上，偶遇一
位退下来的领导，推着一辆自行
车，车把上挂着一桶花生油，后座
上绑着一袋白面，慢悠悠地走着，
曾经威严的面孔缓和下来，这就是
了，人无论职位多高，总要回到一
油、一面、一车的普通人的生活。

47岁的高晓松曾经说：“年
轻的时候每件事你都想弄明白，
因为老觉得有一些事情不明白就
是生活的慌张，后来等老了才发
现，那慌张就是青春，你不慌张
了，青春就没了。”相同的话我
听陈丹青也说过，他说：“女儿
过了30岁特别想哭一场。”他很
理解，不为什么，就是人生的某
一段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是的，就这么过去了，单车
上的青春早已走远，虽然大街上
无数的单车回来了，但它已经不
是你青春时的单车了。

（作者系本报新闻中心记者）

骑上共享单车回忆青春
赵秀红

人到中年，稍微有点悟性的
人，便知晓人生的谜底大多已揭
开。过去的时光历历在目，对未
来的岁月不再抱有过多幻想。岁
月是把无情的“杀猪刀”，你的
面容，你的身材，甚至包括你的
内心，都被时间不经意雕刻。其
结果是，人到中年便无从掩饰岁
月，一切只是淡然接受便好。如
是，一部分人从容老去，另一部
分慢慢趋近于“道”。

此时，你的内心不再选择构
建宏大。过去不曾留意的细节，
有时反而变得清晰。那些曾经的
岁月碎片，有时在梦中，有时在
白天忙碌之时，就像一个不速之
客，瞬间溜进来。唏嘘之余，既
心酸，也甜蜜，既真实也虚幻，
刹那间恍惚如昨日。

世间有很多神奇之事，只是
之前你很少留意。有些东西，比
如学骑自行车，只

要会了，便变成身体的本能，终
身难忘。仔细回忆，算来自行车
与我人生的许多“第一次”，竟
有千丝万缕的缘分。

我不记得自行车何时在大街
上多了起来，打记事起，自行车
就在街上跑。最早在我们那南方
小城，自行车叫“脚踏车”。那
时，自行车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物
件，与手表、缝纫机，组合成上
世纪60年代“三大件”。那时，
自行车属于奢侈品，须凭票购
买，姑娘出嫁，男方要准备“三
大件”，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
的参考条件。

记得生平第一次学骑自行
车，在家附近的广场，忘了是哪
个邻居家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在广
场炫耀，我也有机会骑了上去。
笨拙地摔倒了 n 次，居然学会
了。当时，

那种紧张、刺激、兴奋之情，至
今还能感受到。

高一那年，学习渐趋紧张。
有一天傍晚，父亲宣布将他的

“二八”式自行车借我每日上学
用，虽然只有使用权，而非所有
权，但我内心那种高兴劲儿，如
同身上插了翅膀，有种要飞的感
觉。父亲的自行车略旧，但飞快
地骑在上学路上，尤其是经过同
学身边时，少年的内心有种掩饰
不住的骄傲。

1982年高考毕，忐忑不安
地等待“判决”结果之余，我和
班上一个同学骑车去郊区的桃花
洞散心。桃花洞离市区近20里
路程，喀斯特地貌。洞内据说有
地下暗河，当时被封闭，未睹真
容，但依稀听得有水声。记得洞
前有桃树，只是花期已过，未见

桃花，略感失望。听当地
人 说 ， 此 处 桃 花 盛
时，瓣落于水，经洞
之阴河，由后山溪
中溢出，人称“桃
洞流香”。这是我

此生第一次旅游，也是我长这么
大，第一次没有经过家长批准，
就偷偷骑车和同学出了“远门”。

不久，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来了，父亲坐汽车送我至省城
长沙。父亲第一次请我在长沙靠
近火车站的一家餐馆吃饭，并要
了一瓶啤酒。这是我第一次喝啤
酒，有点苦涩。这也是我第一次
真正远行，望着父亲离去的背
影，眼泪滚出了眼眶，我知道人
生从此要单飞了，好比在自行车
上撒了车把，自由又无依靠。

大学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樱
花盛开的季节，班上组织去东湖
郊游，那时公交不便，武汉当地
的同学借了不少自行车。会骑自
行车的男同学带着一个女同学，
我忘记带着谁了，反正不是我内
心钦慕的女同学。这次郊游最难
忘的是出现了险情，自行车队还
没出校门，生活委员骑着一辆崭
新的“飞鸽”自行车，竟然与汽
车撞了，幸亏人没事，但自行车
前轮被压弯。

大二暑假我在返校的列车途
中，偶遇一位去武汉的长辫子美
女，一见钟情。第一次与异地美
女热恋了，鸿雁传书，往来频

繁。信中相约寒假见面，
美女来车站接我，等了
半天却未见人影，我便

径直去了她家。等见面才知道，
原来她骑着一辆“永久牌”女式
自行车，因为急着要接我，没存
车，便推着自行车站在接站人群
的稍远处，我们彼此都没瞅见。
后来，我骑着这辆女式车，她坐
在后座，搂着我的腰，去了烈士
公园，像热恋中的电影镜头一
样。

1986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
到京城化工部情报所。第二个月
的工资，我买了一台录放机。第三
个月发放工资时，恰巧单位一位同
事多买了一辆“金狮牌”自行车，可
转让给我。我喜出望外，还没等付
清现钱，便骑着新车绕着和平里七
区十六楼转悠了三圈。这也是我
人生第一次购买的大件物品，内心
涌起一种财务独立的感觉。

法国人西夫拉克1790年发
明了自行车，在中国第一个骑自
行车的人，当属末代皇帝溥仪。
两百多年过去，在我们这个自行
车大国，“永久”“凤凰”“飞鸽”“
金狮”虽然不见了踪影，但时下国
内共享单车平台却如火如荼。放
眼望去，满大街“小黄”“小橙”“小
蓝”，不仅便利了人们的出行，更
勾起许多的回忆。

我觉得，骑自行车的同时，也
是体验“道”的过程。“道”不偏不
倚，非左非右，偏左了，向右校正
一点，偏右了，往左校正一点。

“道”是动态的，大千世界，所有的
运动也只有在动中才能维系秩序
均衡。仔细一想，这和驾驭自行
车之诀窍有何两样呢？至简大
美，心向往之，大道即在身边。

或许，这是自行车发明的最
大秘密吧。

（岛石，长年浸淫于书界，
资深媒体人）

与自行车有关的第一次
岛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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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笔下 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
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选自张爱玲《更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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