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起沾落花，夜来闲听雨。听雨，
需要一份闲心和闲情，有几分雅兴或
雅趣，或带了些伤感与浪漫，或渗透着
些甜蜜与苦涩，又或许夹杂着丝丝愁
绪与缕缕哀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
场合与境遇下听雨，相信会有不同的
感受。

雨是思绪的精灵，牵一份缠绵的
思念，裹一袭淡淡的忧伤，仿佛离愁别
绪，剪不断，理还乱。

南宋词人蒋捷以一首《虞美人·听
雨》而广为人知：“少年听雨歌楼上，红
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
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
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
前点滴到天明。”这是一首听雨名词，
用三个听雨的场景浓缩了一生三个不
同阶段的境况，感慨年华老去，道尽了
人生的无常和晚境的凄凉，触动了无

数人柔软的内心；晚唐五代著名花间
派代表词人韦庄的《菩萨蛮·人人尽说
江南好》中的“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
眠”词句，其描绘的美好而浪漫的妙
境，不知道勾起了多少人的遐想与向
往；同样是听雨，忧国忧民的陆游是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凄风苦雨让人惊心动魄，诗人的一片
冰心天可鉴；“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独自莫任栏，无限
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南唐后主李
煜听雨时，想起再也回不去的故国，辗
转难眠，发出了“梦里不知身是客，一
晌贪欢”的哀叹；“空床卧听南窗雨，谁
复挑灯夜补衣”，贺铸听雨时，想起了
离世的爱妻，满腹心思不知向何人诉
说，日子的凄惶难以言表，读来让人断
肠；“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
声”，李商隐笔下的阴云、残荷和萧瑟

的雨声，实在是凄凉至极，让人不忍卒
读。

雨作为诗人、作家、画家笔下的典
型意象，可以说千变万化，无穷无尽。

听雨，对于农村长大的我来说算
得上是司空见惯。在旷野中听雨、在
庄稼地里听雨、在山林中听雨、在屋檐
下听雨、在客舟中听雨、在小阁楼听
雨，这样的经历我都有过，只是那时尚
年少，除了声响的不同，我似乎没有特
别的感受。

雨打芭蕉，雨打屋瓦，雨打车蓬，
雨打窗棂……各种雨声汇成的生命交
响，在耳畔和心中回荡，真实地记录着
听雨人当时当地的感受和心境。

春雨的多情、夏雨的奔放、秋雨的
含蓄、冬雨的冷峻，农人的感受最真
切。城里人喜欢煮茶听雨，倘有三五
知己在雨天雅聚，则更有情趣，主客心

中的快乐是不言而喻的。品茶听雨或
把酒听雨一定不比把酒临风的兴致低。

雨，有苦有甜，有好有坏，有悲有
喜。且随它去吧！于我而言，最难忘
的是一次伞下听雨的经历。那是一个
夏天的周末，还在念高中的我步行去
乘坐渡轮途中，没想到路上突遇暴雨，
正当我手足无措时，一位同行的陌生
大嫂用她的大伞为我遮住了从天而降
的倾盆大雨，雨在伞上跳跃、奔跑，沉
重的敲击声在头顶回旋，风大雨急，大
嫂用力撑着欲飞的雨伞，尽量向我这
边倾斜着，一路艰难地向前挪着步，雨
声和着她急促的喘息声在我耳边回
响。望着湿透了半边衣服的她，我感
动得直想落泪。如今每每回想起这一
幕，那雨中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打在
大伞上的清脆的雨声，久久地在我心
中回荡。

听 雨
□ 崔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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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寒孤寒””的铎叔的铎叔（小小说）

□ 黄春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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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掌的人 （外一首）

□ 李 逊

文体

铎叔失踪了，窝山村一时间炸响
了。

有人嘀咕：铎叔早期当村领导，贪
了一笔钱。现在露馅了，不走哪行？

这笔是什么钱？谁也说不清。
有人反驳，凭铎叔平日生活那么

“孤寒”节俭，不会做出这样出格的违
心事。

有人叹息，人心隔肚皮，谁看得
透？

有人猜测，铎叔在邻市有个相好，
他手上有钱了，肯定是偷偷跑去与相
好幽会了。

有人议论，铎叔平日那么“孤寒”，
现在偷偷出门大方潇洒一回了。

总之，围绕铎叔近日的失踪，人们
议论纷纷。

在窝山村，铎叔是一个非常吝啬
的人。村人说他是“孤寒种”。“孤寒”在
这里是“吝啬”的意思。有人连同他的
名字一起称呼他，叫他“孤寒铎”。他听
了没半点反感，反而笑着应答人们。

他妻子早年患病走了，两个女儿
外嫁了，剩下他一人在家。听说两个
女儿外嫁都不错，每个月都有钱孝敬
他老人家。加上镇上有退休金给他，
他的生活朝鱼晚肉还是可以的。可铎
叔悭得很，平日很少食荤，餐餐几乎是
自己在自留地上种植的瓜菜。听说一
小方块腐乳他也把它掰开两瓣，一瓣
一餐。现在的人一般不穿有补丁的衣

服，可他冬天穿的棉衣，有五、六个补
丁。那补丁的针线不细密，外人一看
就知道是他自己缝补的。这些年，镇
墟的集市恢复了，缝补衣服也有专人
在集市摆摊了，一个补丁一元，可这一
元他也舍不得。

有人说，铎叔这样“孤寒”，是想积
蓄多点钱续弦，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
人与他相伴终身。

有人扳着手指一算，铎叔的妻子
走了也有十年之久了，可还未见他有
续弦的念头。有媒人上门给他介绍，
他手一挡：不了！不了！

可他每天好像还忙着呢，忙些什
么？忙在村门前的路上。早年，村通
往外边的路是窄小的，是绕山的羊肠
小道，骑自行车也难走，村民外出靠双
腿走路，戏谑为“11”号车。铎叔早年
当村书记时就倡议修一条大道，得到
村民的响应。铎叔鼓动村民的口号
是：“要过好日子，就得修路子。”资金
缺乏，他就带头义务修路，组织一支修
路专业队，农闲时驻扎在工地上。经
过三年的艰苦奋战，通往外面的公路
修出来了——双车道。

路修好了，铎叔也因年岁偏大从
岗位上退下来了。

退下来不久，铎叔失踪了。
人们议论铎叔失踪不到十天，铎

叔回来了，回来时笑容满面。人们猜
测，铎叔一定有好消息带回来。果真，

这消息对于窝山村是个惊喜的大新
闻——村口那条公路铺水泥的资金全
到手了。

原来，路通了，村民出门方便了。
可跟别村的水泥路相比，窝山村这条
路落后了——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
泞不堪。

铎叔的心又不安生了。
要把这条公路全铺上水泥沙石，

铎叔叫有关部门做出预算，需要资金
八十多万。这钱实打实，一分也不能
少。村集体总收入每年不到五万，开
支还欠缺呢！这几十万对于村集体来
说，确实是个天文数字。

怎么办呢？
铎叔与村领导到镇上 、县上跑了

几个来回，找有关部门的领导，磨破了
嘴皮，才弄到四十来万，还差一半呢！

铎叔把平日悭下来的钱数一数，
只有五万多，还差四十万。

这四十万怎么筹集呢？铎叔突然
想起了一个人，那是他十多年前曾经
资助过的一个学生。

一次赶集，在镇墟集市的一个角
落，铎叔见到一个学生跪在一块红纸
上，红纸上写着要救助的原因。

他叫齐得明，是距窝山村不远的
隆山村人，父亲患大病早亡，一家五口
靠母亲一人支撑。母亲上有一个瞎了
眼睛的妈妈，他的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在读书，一个初中，一个小学，家庭生

活极为困苦。他刚考上了大学，上大
学的费用让他一家愁肠百结。

无奈，他只好厚着面皮上集市求
助，希望遇到好心人。幸好他遇到了
铎叔。铎叔与隆山村的干部通了电
话，了解情况属实，于是，他与他签下
口头合约，资助他读大学。

在铎叔的资助下，他顺利完成了
四年本科学业，毕业后到了广东的深
圳，与人合伙开办了一个公司。初时
因没经验，公司发展遇到困难挫
折。近年，他有经验了，公司发展顺顺
当当了。近两年的春节，他都到铎叔
家中走一趟，带一些深圳的特产给铎
叔，还询问铎叔有什么困难尽管出声。

铎叔笑着回答，我一人生活，政府
有退休金，两个女儿有钱给，何来困
难？

现在不是有困难了吗？虽然是村
集体，自己也是集体中的一员。他连
夜出山，坐车到深圳找齐得明，齐得明
当即拍板给铎叔四十万。

窝山村村前的公路升级了，刚铺
上水泥的大道平坦结实，两旁还种上
槐树和樟树，煞是好看。

窝山村出名了，村里的特产香菇、
茶树菇、白玉菇成了紧俏货，村前的水
泥公路车水马龙，建在村中那条蘑菇
街一天到晚都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铎叔也出名了，他的“孤寒”也成
了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

没有人能听懂他的歌声
他决心带着那首心爱的歌
回归黑暗
黑暗的入口在黑森林
黑森林的湖面有微光

他在心里把那首歌又默唱了一遍
他对自己说，真好
然后独自击掌
黑森林里的掌声是一只孤鸟
他努力地飞但是飞不高

击着掌
朝着湖面的微光走去
冰凉的水将他的身影倾斜
他停下来
等着影子垂直
他说，真好呵

他消失在湖的微光里
那是最后的入口
没人知道它通向何处
只有掌声还响着
那掌声在湖面停留了三天

我是一个偶然路过的人
被掌声吸引到湖边
站在那里
身边没有一只鸟陪伴
我注视着湖面
它亮晶晶地
亮晶晶地倒影着美好的八十年代。

向博尔赫斯致敬

沙滩上
一只蓝色的老虎
投下长长的影子

它步态轻盈
咆哮时也这么安静
绕着地球走三圈
这只虎已看见所有

东边是梦幻者的视觉
西边是视觉营造的谎言
南边无岸
北边风沙漫卷

我要去找蓝色的虎
找到它
就能找到瘦弱的街道
绝望的落日
破败郊区的月亮
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

我要先去冰岛
再从那里出发
去埃塞俄比亚
也许会经过恒河三角洲
也许不会

旅行就这样开始
前方无岸
后方风沙漫卷

骑着自行车上路
就一心一意向前看

别管前头的路有多长
路上集中注意力
别与人说长道短
别自作多情一厢情愿

别站着与人将心比心
别想着与谁比个子
因而疏忽了心里的方向

走好自己的路
这话谁说的——我忘了

阳关道

无非就是条路吧

无非就是路阔了大了

阔大的路上
要谨慎走要小心走
尤其是在单人单车时

在注意刹车的前提下
还得注意十字路口
注意车来人往
注意来不及想到的转弯

转过弯儿
或许就不需
小心翼翼提心吊胆
或许就有你

想象不到的惊喜
或者时来运转

在路上 （外一首）

□ 南山牛

新华社上海5月9日电“人民艺
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电影
表演艺术家秦怡9日在上海逝世，享
年100岁。

1922年 1月，秦怡出生于上海。
她16岁开启舞台生涯，随后走上大银
幕。秦怡是我国文艺界公认的德艺双
馨艺术家，在她充满传奇色彩的80余
载艺术生涯中，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
的艺术形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
她先后出演《农家乐》《铁道游击队》
《女篮五号》《青春之歌》《摩雅傣》《海

外赤子》等数十部影片，在新中国电影
艺术长廊留下浓墨重彩。美丽、优雅、
坚韧、富有正义感，是她特有的银幕

“标识”，其中她在《铁道游击队》中扮
演的芳林嫂，成为银幕经典。

秦怡一生经历坎坷，但始终乐观
坚强。早期她从封建大家庭出走，踏
上抗日救亡之路，积极投身抗战进步
演艺事业。在重庆时，她亲历日军大
轰炸，是战争幸存者之一。20世纪60
年代，她罹患癌症，所幸治疗及时，逐
步康复。她常说，自己是从“鬼门关”

几度“走回来”的人，更懂幸福来之不
易。

改革开放后，她仍执着于影视创
作。2014年，年过9旬的秦怡登上青
藏高原，拍摄自编自演的电影《青海湖
畔》。片中塑造的气象科学工作者梅
欣怡的艺术形象，寄托了她对工作、对
生活、对祖国的无比热爱。

201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
在北京举行。因身体原因，秦怡无法
赴京参加仪式。97岁的她，当天在病

房观看了电视直播。“国家给这么高的
荣誉，很激动，感受很多，很想流
泪……”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
誉称号的她感慨万千。

近年来，秦怡因患晚期肿瘤一直
住院治疗。2022年1月31日，在医护
人员和家属陪伴下，秦怡度过了百岁
寿诞。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谈及表演
艺术，老人仍然充满激情。

5月9日，秦怡病情突变，经全力
抢救无效，于凌晨逝世。据了解，遵照
家属意愿，秦怡丧事从简。

世上再无“芳林嫂”天上多颗“传奇星”
百岁秦怡辞世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真实、全
面、及时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日新月异
发展变化的普及读物《中国国情读本
（2022 版）》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面向全国发行。

该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编

纂，共分六编：第一编“图说中国”，精选
由新华社记者拍摄的精彩新闻图片，
图文结合，直观反映2021年中国概貌；
第二编“国情概略”，来源于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发布的白皮书、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统计公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年鉴》相关内容；第三编“国情特载”，记
录2021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
的成就；第四编“专题国情”，回顾中国
脱贫攻坚伟大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关注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第
五编“魅力国情”，跟踪时事热点，从时

政、经济、文化、科技、民生和人物等方
面，生动叙说中国魅力；第六编“年度大
事”，全面盘点2021年的中国社会。

《中国国情读本》自2008年策划
出版以来，每年出版一本，已连续出版
14年。

《中国国情读本（2022版）》出版发行

全面盘点2021年的中国社会
新华社柏林 5月 8日电 2021-

2022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3轮8
日展开最后3场较量。拜仁慕尼黑主
场与力争保级的斯图加特2∶2战平；莱
比锡主场4∶0大胜奥格斯堡，重返积分
榜第四的位置。

已经夺得联赛冠军的拜仁未能在
本赛季最后一个主场比赛用胜利向球
迷告别，被保级球队斯图加特逼平。全
场比赛两队均有不少破门良机，拜仁曾
有3次射门击中门框，斯图加特也错失
两次单刀射门机会。

比赛刚进行到第八分钟，斯图加特

快速反击，蒂亚戈-托马斯接右路马尔
穆什传中，在禁区线上直接射门得分。
第35分钟，格纳布里门前小角度劲射，
对方后卫解围时出现乌龙，拜仁扳平比
分。上半场即将结束之际，穆勒拉球转
身后捅射破门，拜仁将比分反超。第
52分钟，斯图加特的高中锋卡莱季奇
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为2∶2。

为保级而战的斯图加特获得宝贵
的一分，虽然目前在积分榜位列倒数第
三，但最后一轮对阵形势以及净胜球数
对斯图加特有利，他们有望通过一场胜
利确保继续留在德甲。

德甲联赛：

拜仁平斯图加特 莱比锡大胜

5月8日，巴
黎圣日耳曼队球
员梅西和姆巴佩
（右）在比赛中。

当日，在法
国 巴 黎 进 行 的
2021-2022 赛季
法国足球甲级联
赛第 36 轮一场
比赛中，巴黎圣
日耳曼队主场 2
比2战平特鲁瓦
队。

新华社发

法甲联赛：巴黎圣日耳曼平特鲁瓦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