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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里客厅里的老鼠的老鼠
□ 刘武和

父父 爱爱
□ 汪志敏

老人卧坐在沙发里，像一头疲倦
的老牛，他的嘴巴不停地磨合着，像
牛在反刍，但反刍的不是食物，而是
一些陈年往事。

阳光从电视墙上面往下慢慢走，
走到液晶电视屏幕上，发出明丽鲜艳
的光，老人看到自己的影子印在电视
屏幕上，模模糊糊的。老人很少看电
视，他不习惯电视里的吵闹，更不习
惯大街小巷的吵闹，来城里大半年
了，他独自走出小区只有一次，平日
里就在小区里转转，但小区很小，就
六栋楼，转一会儿就转完了。所以，
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卧坐在客厅的
沙发里，像一头疲倦的老牛。

当阳光走到客厅的瓷砖上，并慢
慢往阳台退回去的时候，一只鲜活的
老鼠出现在老人的眼里，老人的眼里
立即放出亮光，一个念头雷电般闪
出——打死它。他感到自己的腰直
了一下，接着便又软了下去，老人依
旧卧坐着，一动不动。眼光却须臾不
敢离开老鼠。

这是一只很小的老鼠，也就两指
宽大吧，与老家见到的老鼠没啥区
别，但似乎更灵动些，它是从电视柜
后面出来的，看得出它非常警惕，眼

光贼溜溜的，先是在电视柜台面走一
圈，顺着柜角往下，在柜前面地砖上
又遛了一圈，接着往沙发处窜过来，
老人感到自己的心跳突然加快了，一
股想要咳嗽的气流让他紧紧压在喉
管里，但小老鼠似乎预感到什么，在
沙发前遽然止步，转头快速向厨房跑
去。

老人猛烈地咳嗽起来，边咳边迅
速站起来，快步向厨房走去，他在厨
房里找寻了半天，就是不见老鼠的踪
影，厨房的窗户是开着的，难道它顺
着下水管道走了？老人住在三楼，他
把头探出去看，什么也没看到。老人
突然感到一种失落，接着又为这种失
落而羞愧。老人当了一辈子农民，最
讨厌的就是老鼠了，他打死过多少只
老鼠，可能连自己也记不清了，可刚
才为什么不起身去打杀，反而有点舍
不得它离开呢！

这种舍不得就种在老人心里
了，第二天当他与往常一样卧坐在
沙发时，他的心里多了一份期盼，他
甚至去厨房里看了下窗户是否关上
了，当他再一次看到小老鼠还是从
电视柜后面出来时，他感到心里涌
出一股热流，这股热流一下子就冲

上了头顶。小老鼠又在电视柜台面
走一圈，顺着柜角往下，在柜前面地
砖上又遛了一圈，接着往沙发处过
来，老人紧紧屏住呼吸，希望小老鼠
走到身边来，但小老鼠走到茶几处
时，又转过身，向着沙发转角处跑
去，老人轻轻地站起来，想看着小老
鼠要往哪走。但他这个轻微的举动
已惊动了小老鼠，小老鼠立马定住
脚，滴溜溜的眼睛朝他这边转了下，
便又快速往厨房跑去了。老人快活
地叹了口气：这小精灵。

这以后，老人与老鼠似乎达成了
某种默契，小老鼠总是在老人的期望
中出现，而且走动的位置离老人越来
越近了，有一两次，都快要到老人的
脚跟前了，那滴溜溜的小眼，尖尖的
嘴巴，长长的胡须都清楚可见，小老
鼠打量着老人，老人也打量着小老
鼠，彼此间仿佛有很多东西要交流似
的。这以后，老人会在电视柜台的一
角有意无意放些吃食，当小老鼠细细
地品尝时，老人就卧坐在沙发上看，
一脸很满足的样子。

老人暗暗担心着，这种担心每
天他都会跟小老鼠说：你千万不要
星期六晚饭前出现呀。小老鼠不知

道，这个时间里老人的儿子、儿媳、孙
子都在，其他时间大家很少聚在一
起，每个人都忙自个儿的事，应酬啊、
美容啊、游戏啊，还有很多老人听不
懂的消遣。只有星期六晚上，大家才
围在一起吃饭。所以，老人每天都要
叮嘱小老鼠别在这个时候出现，可小
老鼠没听进去，有一个周六的这个
时候，它就出现了，首先发现它的是
他的儿媳，儿媳发出一声惊叫，接着
就是一团忙乱，还没等到老人反应
过来，小老鼠已毙命了。

儿子把死老鼠拿出去扔掉的时
候，儿媳用怀疑的眼光问老人：你在家
时有没有看到过这只老鼠？老人本能
地回答：没有。却像一个做错事的小
孩那样低下了头。

日子依旧过着，阳光每天从电视
墙上面往下慢慢走，走到液晶电视
屏幕上，发出明丽鲜艳的光，老人看
到自己的影子印在电视屏幕上，模
模糊糊的。老人的心中还装着一种
期盼，然而期盼着的东西再也没有
出现过。

老人终于再一次向儿子提出要
回老家，儿子很是不解：这段时间你
不是挺好吗，怎么又闹着要回去呢？

（（小小说小小说））

小时候，总佩服父亲挑着行李
走几十里地将我送到学校却只买一
份饭，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却说自
己不饿。

小时候，总惊奇父亲在烈日炎炎
的夏天在地里劳作，将仅有的一点水
让我喝，却说自己不渴。

小时候，总纳闷父亲在雪花纷飞
的冬天，将自己身上仅有的一件棉衣

穿在我身上，却说自己不冷。
小时候，父亲却不希望我练成他

这样的本领。只想让我在一个没有风
吹雨淋日晒夜露的地方工作，不再和
他一样！

到自己中年，古稀之年的父亲，
喝酒时，一定要给我倒上一杯；
抽烟时，一定要让我抽上一根；
吃饭时，一定要让我多盛一碗；

我无可奈何，却又不可推辞！
后来，自己做了父亲，才感觉到这

应该就是父爱：
父爱应该是有性格的，年轻的

父爱是严厉的，年长的父爱是固执
的；

父爱应该是有温度的，年轻的父
爱是暖和的，年长的父爱是炽热的；

父爱应该是有亮度的，年轻的父

爱是早晨的朝阳，年长的父爱是日中的
太阳；

父爱应该是有味道的，年轻的父
爱像茶，年长的父爱像酒；

父爱应该是有高度和深度的，年轻
的父爱如山，年长的父爱似海；

父爱应该是有连线的，年轻和年老
的父爱都无形地牵挂着自己的每一个
子女……

我的心是遥远的海我的心是遥远的海
□ 杨煦山立

文体

春天的童话

我们是春天的树
路过一个人
我们就吐一朵花
夜晚
当月亮向我们吐星星的时候
时间就开满了童话

我的心是遥远的海

有时我的心总像
一个没有名字的
遥远的海
海岸有雪 再远处是冰川
白天 在海上
浪潮来了又退去 循环往复
到了夜里 一只猫就会爬到未名小岛上
那座你修建的屋头

月亮的马儿

许多个夜里
月亮都会从南方升起
我赤裸的双脚上没有魔法靴

我走得越来越远
却离你越来越近
前面的天还是很黑 我会想到你
母亲，还有无边的
漫漫黑夜等着我
它的对面走来无声的远古的嘶鸣
月亮的马儿不会惧怕

城里的灯就晃荡啊

林子外面，已近黄昏了
天会渐渐黑下去
旅人将归家

城里的灯就晃荡啊
像失控的三月
三月的铁鸟落在岭南的森林
听说那里的风水很好
适合睡眠

他们不说话
但是天塌了
天分明好好在那里
可是城里的灯就晃荡啊

（（四首四首））

湾区的风湾区的风
□ 覃 可

（（组诗组诗））

紫荆园

紫荆花配得上绚烂这个词
它有骄傲与浪漫，从绽放到凋零
从不放弃

在南方一直就喜欢紫荆花
多于喜欢三角梅
因了这份偏爱，它的影子
便走进我的夜晚，在梦里走天涯

像光阴赐予的符号
一个名为紫荆园的地方
我将它视为这个城市的标识之一

禾雀花

那天看见禾雀花
还是暗吃一惊
成群的雀鸟，怎么会在这里聚会
象牙的白，翡翠般的绿
碧玉质地上点染几许褐红
脑海里浮现：飞翔，想象力，恰到好处

令人激动并在激动之余心生敬佩
它们是植物，却让人聆听鸟鸣
好的花朵，都有着意犹未尽的美
不是所有的跨界
都能做得如此到位，如此出色
当我走上前去
抚摸着它们，感觉是在
与植物界的精英对话

凤凰木花开

凤凰木每次开花，都会攒足力气
都是孤注一掷
它腰身结实，锁骨般的树结
拢住了体内游走的水分
它像在风中向谁示好
你站在近处看，体味那点燃
与被点燃的味道
你想起那年她有过的蓬勃姿态
她张扬的媚语，曾为世人所诟病
但唯独被你一再称道
花开是一次没有掩饰的推出
实际上，也是一次深深的接纳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6月19日电
第19届世界游泳锦标赛19日迎来第
二个比赛日，中国双胞胎姐妹王柳懿/
王芊懿在双人技术自选决赛中夺冠，
为中国队摘得本届世锦赛首金，“蝶
后”张雨霏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
获得季军。

本届世锦赛花样游泳双人技术自
选决赛成为“双胞胎大战”，最终夺牌的
前三对选手均为双胞胎。在预赛中稳
居第一名的中国姐妹王柳懿/王芊懿继
续保持高水平发挥，以93.7536分夺
冠。乌克兰阿列克谢娃姐妹摘银，奥地
利的亚历山德里姐妹获得季军。

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东京奥
运会该项目银牌得主、中国“蝶后”张
雨霏冲金未果，以 56 秒 41 摘得铜
牌。美国选手赫斯克夺冠，法国选手

瓦泰尔获得亚军。
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2019年

世锦赛该项目铜牌得主闫子贝以59秒
22位居第五名。东京奥运会铜牌得
主、意大利选手马丁嫩吉摘金。东京奥
运会该项目银牌得主、荷兰名将坎明加
获得亚军。美国选手芬克位居第三。

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拥有7块
奥运金牌的美国名将德雷塞尔以22
秒57摘金。巴西选手桑托斯和美国
选手安德鲁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东京
奥运会该项目银牌得主沃尔什以2分
7秒13夺冠。东京奥运会三金得主、
澳大利亚名将麦基翁摘得银牌。年仅
16岁的美国选手莉娅·海耶斯以2分
8秒91收获铜牌，并刷新该项目的世
界青年纪录。

游泳世锦赛：

王柳懿/王芊懿花游夺冠

6月19日，冠军中国组合王柳懿/王芊懿（中）、亚军乌克兰组合阿列克西瓦
姐妹（左）与季军奥地利组合亚历山德里娅姐妹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国际棋
联消息，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2022
年国际棋联世界冠军候选人赛北京时
间20日战罢第三轮，中国选手丁立人
弈和匈牙利棋手拉波尔特，三轮过后
一负两平积1分。

共有八名顶尖棋手在马德里进行

双循环14轮比赛，最终的胜者将获得
与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进行对抗赛的资
格。这也是丁立人第三次参加世界冠
军候选人赛。丁立人本轮执白以后兵
起步，两人走出格林菲尔德开局，随着棋
局的推进，拉波尔特出现疑问手，丁立人
获得制胜良机，但或许是受到时限困扰，

丁立人未能选择最优解，拉波尔特保
住平局，双方在第40回合握手言和。

第三轮共持续了不到五个半小时，
四盘棋均争夺激烈。面对法国希望之
星菲罗贾，美国棋手中村光频频长考，
不过仍在对方接近胜势的情况下艰难
守和。涅波姆尼亚奇和阿塞拜疆棋手

拉贾波夫与美国名将卡鲁阿纳和波兰
棋手杜达的对局也均以和棋告终。

按照赛程，比赛将休战一天，第四
轮比赛将于北京时间21日晚开赛，丁
立人执白对阵卡鲁阿纳，拉波尔特对
阵中村光，涅波姆尼亚奇对阵菲罗贾，
杜达对阵拉贾波夫。

国象候选人赛第三轮战罢

丁立人弈和拉波尔特

新华社巴黎6月19日电“中华风
韵”交响音乐会19日晚在法国巴黎香
榭丽舍剧院奏响，为当地观众献上一
场“中法合璧”的音乐盛宴。

当晚，创立于1873年的法国科隆
乐团担纲此次“中华风韵”音乐会演
奏，中法艺术家联袂献艺，奏响华美乐
章。本次“中华风韵”音乐会是继昆曲
《浮生若梦》、舞剧《丝路花雨》和《逐梦
天涯》后该文化交流品牌又一次重返
巴黎。

音乐会上，音乐家们演奏了彰显
中华文化深厚底蕴的《礼献》、展示炎
黄子孙生活画卷的《炎黄风情》以及西
方古典音乐《酒神之舞》等。中国男高
音歌唱家和法国女高音歌唱家共同献
唱中国歌曲《长江之歌》和法国歌剧
《采珠人》的经典选段。

参与当晚演出的法国女高音歌唱
家埃尔米妮·布隆代尔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我们自4月开始精心准
备演出，这也是我首次用中文演唱歌
曲。通过本场音乐会，法国和中国音
乐文化碰撞与融合，绽放出独特风
采。我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推动两国
音乐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法国新索邦大学中国留学生马晓
龙用“心潮澎湃”形容自己观赏完本场
音乐会后的心情。“这是一场震撼视听
的精彩演出，艺术家们的动情演绎拉近
了我们与祖国的距离，也增进了中法
两国文化的交流互鉴。”他动情地说。

“中华风韵”是中国对外文化集
团有限公司着力打造的文化交流品
牌，旨在向各国推介中国表演艺术精
品力作。

“中华风韵”交响音乐会在巴黎成功举办

第 21 届“ 汉 语
桥”世界大学生中文
比赛马达加斯加赛区
决 赛 18 日 在 线 举
行。此次比赛由中国
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
主办、塔那那利佛大
学孔子学院承办。中
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
郭晓梅致辞说，随着
中马文化交流的不断
深入，越来越多的马
达加斯加年轻人渴望
学习中文、了解中国
文化。 新华社发

马达加斯加年轻人渴望了解中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