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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生/ 活/ 随/ 笔

诗/ 绪/ 纷/ 飞

入了秋，便多雨。某天夜里，听那雨点
落在空洞的铁皮雨棚上，虽有气无力，却掷
地有声，“咚咚咚”地一直敲进了我的梦
里。好一场清秋大梦，却在心惊肉跳中醒
来，便不觉怀念起幼时，在瓦屋里的雨夜。

想来，而今上了些年纪，又住久了高楼
的人，似乎没有不怀念瓦屋的。记忆里的
瓦屋是素净而简雅的。先别说周作人先生
在论喝茶时，劈头盖脸就是一句：“喝茶当
于瓦屋纸窗之下……”就是千年前刘禹锡
先生所盛赞的陋室，想必也应是瓦屋。

瓦屋，多是青砖为墙，虽不说牢不可
破，但一定遮风挡雨。它们临街而建，平地
而起，抬头可见青天，低头可见大地，开门
可见行人，关窗可听风雨。真可谓风月流
碧瓦，雨雪扫屋檐，所见之处皆是人间，所
听之声俱为天籁。

记得小学三年级，某个初春的夜里，睡
梦正酣，不知为何突然醒来，迷迷糊糊地听
那春雨落在瓦屋上。“沙沙沙”地，嘈嘈切
切，如泣如诉，声声入耳，仿佛早春怯生生
的呼吸声，又仿佛天地对春日最初的诵叹，
瞬间便照亮了少年的心房。初春的天气透
着丝丝凉意，母亲新絮的棉被轻柔又实沉，
米汤浆洗过的被单像手工纺织的粗布，轻
轻地硌着肌肤，有一种特别的干净的意
味。那是属于童话的年纪，闭上眼，静心听
春雨，仿佛看见了春暖花开、碧水初生，亦
仿佛看见了星河灿烂，清风明月。情至浓
处，立即披衣下床，点灯提笔，随手抓来几
页碎纸片，风卷残云般地写下几行长短
句。至今记得，第二天大课间，学校红领巾
广播站传来的那一声清晰又明亮的女声：

“下面，我们播报三年级一班宋同学的来
稿，春雨沙沙。”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生命中最初的诗
路花雨，后来，我便真的爱上了那些落在天
地间的细细密密的雨，像是烟火人间纠缠
不清的万千情愫。

瓦屋有檐，檐下有阴。城里大街小巷
四通八达，却惟有这街边屋檐，勉强可以遮
风挡雨。人们走在路上，倘若遭遇暴雨，先
是不甘心地一鼓作气雨里狂奔，然后见那
暴雨依旧如火如荼，而目的地依旧无影无

踪，便常常会放弃奔跑，一头扎进街边屋檐
躲雨。

话说东街头的女子，与西街口的男子，
某天就在这倾盆大雨中的街边屋檐相遇
了。女子从上到下浑身湿透，额前的头发
黏在脸上，噼里啪啦地滴着水，的确良衬衫
变成了半透明，紧紧地裹在身上。女人一
手抹着脸上的水，一手竭力掸着衬衫，正在
手忙脚乱，心慌意乱之时，旁边的男子，悄
无声息地递出了一方干净的手帕……电影
里的桥断大抵如此。一场倾盆大雨，令女
人铅华洗净，男人终于看清了女人的真颜，
而一方手帕，随身携带，随手掏出，竟然还
能干净整洁，男子递出的又何尝不是自己
的真颜？一场雨，亦是天机，天南地北的男
女，在同一场大雨里，躲进同一个屋檐，讲
的就是这一份机缘巧合。这一来二去，两
两相望，顺理成章地便成就了一场生死契
阔的人间佳话。所以，我一直固执地认为，
如果千年前的古人，想要上演一场自由恋
爱的戏码，那雨中的瓦屋檐底，一定是人间
最好的风月道场。

撇开屋檐，那时的青砖瓦屋，即便关上
门，亦别有洞天。房屋宽敞些的，便如深宅
大院，庭院深深。为了采光通风，那屋里便
有天井。天井上承雨露，下排污水，所谓今
朝流水，他日云雨，便在这一爿瓦屋里辗转
着前世今生。

记得某年中元节，祭奠完祖先，一家
人便围坐在天井边上聊天。盛夏的夜晚，
别说空调，连电扇都没有，祖父穿着白色的
竹布短衫，一边为我们摇着蒲扇，一边端着
大白的瓷缸喝水，然后就开始慢声细语，细
细密密地说着话。具体说些什么，早已记
不得了。只记得那天，天井里盛放的茉莉
和栀子，正静静地泛着香，墙角偶尔穿梭着
机灵的小老鼠，而我伏在祖父的腿上，昏昏
沉沉地想要睡去。突然，一大滴冰凉的水
珠落进我的颈项，祖父就拍拍我的背，把我
叫进屋去。

是夜，雷声大作，暴雨如注，那雷声惊
天动地，仿佛在枕边响起，而闪电又是道道
银光，划破天际。我关上门窗，睡在铺着金
色的水竹凉席的大木床上，听屋外风雨交

加，而屋里安然无恙，仿佛有一种隔岸观火
的安稳与妥贴。可偏偏好景不长，到了后
半夜，那瓦屋终于支撑不住，竟然滴滴答答
地漏起水来。餐桌上，妆台上，木床上……
不分时间地点,更不讲规矩秩序，仿佛一切
仅凭那雨点高兴。迷迷糊糊之间，母亲塞
了个冰凉的大铁桶给我，我便将铁桶搂在
怀里接那漏进屋里的雨滴。唐诗里的人总
爱感叹，但愿在花间抱月睡，而我，终于可
以在漫漫长夜抱雨眠了。滴滴答答的雨，
是时光的更漏，转瞬便将青春滴落成一片
荒芜。

很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8岁那
年的中元节，深夜里的一场暴雨，打
穿了我家的青瓦屋顶，亦打落了
祖父种在天井边上的茉莉与栀
子。祖父说：“花开半夏，风尘辗
转，最后能在一场暴雨里香消玉
殒，亦算是质本洁来还洁去了
……”那一年，祖父75岁，2年以后，
祖父便真的如同他的那些茉莉与栀子一
般，在一场凄风冷雨中悄然远逝。

记得那一天，母亲说：“今晚，你就一个
人在家里睡，明天还要期末考试呢！”我咬
着牙，使劲地点头。那是我此生第一次经
历生离死别，夜里关了灯，一个人躺在大木
床上，想起祖父的慢声细语终于渐行渐远，
想起天井里盛放的茉莉和栀子，终于零落
成泥，少年时的我，开始辗转反侧，彻夜难
眠。及至那天后半夜，突然下起了雨，那雨
滴坚如铁，冷如冰，一声声落在屋顶，敲在
门框，打在窗棂，最后终于叩开我的心扉，
于是万千思绪，终于趁着夜色雨声，痛快淋
漓地奔涌而下。

眼泪是成长的良方，少年时的瓦屋承
载了太多的离合悲欢。

后来，父母带着我搬离老屋，搬进了父
母单位的家属院。高高的七楼上，再也没
有了碧瓦屋檐，再也不用担心夏夜的暴雨
里，老屋龇牙咧嘴地筛风漏雨了。当然，再
也没有开满了茉莉与栀子的天井,再也没
有墙角穿梭的小老鼠了。母亲说：“这下好
了，高高的楼房,关上门,干净又干燥。”

再后来，又是三峡移民整体搬迁。记

得在全城搬迁前的最后一晚，我特地回了
一趟小时候曾居住过的瓦屋。初秋的天
气，秋风微凉，细雨如毡，那些雨丝，悄无声
息地笼罩在青砖瓦屋与苍黄草木之上，想
那昔日良辰美景，炊烟袅绕，而今终成断井
颓垣。仿佛少年时的一个梦境，终于在一
场秋雨中消磨殆尽。

新城的房屋尽是高楼大厦，家家装
着密闭的玻璃窗和结实的雨棚，若遇夜里
下雨，雨点落在雨棚上，便虚张声势，徒有
其表地“叮叮当当”。于是开始铺天盖地地
怀念幼时的瓦屋。想那青砖瓦屋与青石小
道，相依相偎，穿城而过，携手天涯。夜深
人静，关门闭户，临窗而卧，那外面有夜行
人匆匆的脚步，秋虫点点的哀鸣，如遇月色
正好，洒落西窗，那是真正的月华如练，明
月如霜了。记忆里的瓦屋，就这样，静静地
伫立在回忆的尽头，像是床头的一轮白月
光，更像是心底的一颗朱砂痣。

及至某天，某少年朋友说在城郊开了
一家民宿，而且信誓旦旦地说，此民宿绝对

的文艺怀旧，高度还原了我们幼时的瓦
屋的模样。还说，知道我爱雨，便特
地在瓦屋西窗之下种了几棵芭蕉，
即便没有春雨沙沙，那至少也得有
个夜雨潇潇吧！他既盛情邀请，我
当然却之不恭，乐意奉陪了。

那是我阔别瓦屋二十余年后，
再次住进瓦屋。一切都是那样的陈旧

而新鲜。斑驳的木门，锈蚀的铜锁，门角墙
缝有探头探脑的青草，屋顶上层层叠叠的
青瓦似鱼鳞，如水波，上面隐约开满潮湿的
青苔。再住里走，一个方方正正的天井，露
出湛蓝的四角的天空，天井边上种着洁白
的茉莉与栀子。

睡在铺着金色的水竹凉席的大木床
上，听窗外夜风阵阵，芭蕉簌簌。可没有了
空调，屋里却是汗流浃背，暑气难当。摇摇
蒲扇，更是热风扑面，热浪滚滚。天干物
燥，蚊帐又密不透风，没过多久，只觉头昏
脑胀，汗如雨下。咬牙再坚持一会儿，突然
听见遥远的天边，竟然传来雷声滚滚，既而
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终于如释重负，可以
安心睡觉了。可刚一躺下，突然,一滴水落
到我的脸上，心里一惊，突然又是一滴……
万念俱灰的我终于忍无可忍,翻身下床,再
钻进车里,义无反顾地落荒而逃。

我想，那个曾无数次令我魂牵梦萦的
少年瓦屋，这一次是真的诀别了。这些年，
我们穿着乡愁的外衣，妄想顺着故乡的蛛
丝马迹，找回当年的那个自己。可是我们，
到底是回不去了！

（作者单位：重庆市电力行业协会）

瓦屋听雨
宋燕

芙蓉花开满树婆娑
深秋的天公为之抖擞
不与牡丹玫瑰争春
绽放出来的美丽芬芳
让萧瑟的季节又红光满面
或者是灌木或者是小乔木
上苍给了你两种选择
你知道无论哪种选择
都不能与香樟和杜英比高
你把内心修炼如莲
与田野池塘的水芙蓉一样纯洁
木芙蓉的别称并不麻木
白红紫的色彩由浅入深
深深地扎入岁月的厚土
当桂花被地球变暖弄昏了头
金桂银桂和丹桂皆忘了爆蕾
你如期的盛开更显何等珍贵
风雨沧桑走失了多少同道中人
大浪淘沙淘尽了多少英雄豪杰
你璀璨的繁花傲立枝头
举出森林般的火炬
笑对愈来愈冷的寒露风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芙蓉花开
三都河

又是胡杨最美时节。深秋的胡杨，美
得如同诗和远方，耐人寻味。

去年看过额济纳胡杨后，偶尔我还想
起那里的胡杨，想起看那胡杨的一幕幕。

记得那天，秋阳明媚，满眼黄灿灿的胡
杨，就像是夏日里风翻麦浪，让人目不暇
接。我和妻跟平兄两口子，走走停停在胡
杨林，好不惬意，不知不觉从一道桥就看到
了二道桥。

说也奇怪，胡杨在二道桥竟生出些梦
幻。或是胡杨因了淌过来的额济纳河，或
是额济纳河因了胡杨，水色也丰满了，一棵
一棵胡杨是影非影、似画非画。在我们左
看右看“倒影林”这些胡杨时，忽见一老翁，
颤巍巍地正给一老妪拍照。当我们知道是
一对耄耋夫妻后，一向喜欢成人之美的平
兄，立马主动示意帮他俩照个合影，老两口
连忙笑着点头说“谢谢！谢谢！”平兄接过
老翁手机，协调好他俩姿势连拍了好几
下。怕老两口不放心，递还手机时，平兄又
翻给他俩看，直看得老两口又连声道谢。
想必，这老两口看胡杨那种喜悦，额济纳河
看见了，胡杨也看见了。

看过二道桥胡杨，我们径直去了四道
桥。叫“英雄林”的四道桥，胡杨壮得像是铁
塔，又像是身着“铠甲”的铁将军。看到这一
棵棵伟岸的胡杨，似乎我明白了些什么。

最后到了八道桥，已是夕阳悬挂半
空。抬头见一路路长长的人影，叠加在一
条条山脊线上，我问刚从沙山下来的游客：

“山脊上那么多人都在看什么？”“看落日。”
听了他们这话，我们朝最近一处沙山也跟
了上去。静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我仿佛看见“诗佛”王维还意犹未尽，
又若有所思。

走进额济纳胡杨林，犹如走进
古木寒林，又犹如步入富丽堂皇的

“殿堂”。一棵棵形态各异的胡杨，树
干都裂开一道道口子，树冠却枝繁叶
茂一片金黄。沧桑与繁华、坚韧与挺拔，全
都集于一树胡杨，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胡
杨之美正在于此，能经受住沙漠“旱、涝、
热、寒”煎熬的，除了胡杨等极少极少植物，
大多物种都熬不过去。

饱经风沙吹过的岁月，胡杨无疑成了
沙漠河流风向标。在柴达木盆地、河西走
廊、内蒙古阿拉善一带，只要见着胡杨，就
可知晓那里的水量状况。若胡杨长势良
好，那沙漠下面便有河流流淌；若已枯萎或
死去，那下面的河流也已断流。

无论如何，雨水奇缺、空气干燥、植
物稀少的沙漠，于我来看，那就是荒漠，最

不适宜人居。如今还在沙漠厮守，我所知
道的，除了原住民，再就是考古学者、矿藏
开采队员和肩负戍边使命的军人。

窃以为，能与沙漠为伴，不管是人，是
动物，还是植物，都了不起。

胡杨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安身于沙漠，从不奢求有人想起，也从不畏
惧什么风霜雪雨、电闪雷鸣。

然，生命力顽强的“三千年”胡杨，其实
也有脆弱的时候。科普书里讲，能够忍耐
45℃和负40℃极端温度袭击的胡杨，尽管

有比较发达的根系和强大的根压，当地
下水位低至6-9米，会萎靡不振，如再
低下去，必死无疑。塔里木盆地
5200平方公里胡杨林，曾因河水断

流一二十年，就消失了1700平方公
里，在塔里木河下游更是锐减70%。幸

得及时纠过。占我国胡杨林面积90%左右
的新疆塔里木，后来被誉为“中国塔里木胡
杨之乡”。

塔里木河与额济纳河，都是胡杨生命
之河。有记载以来，两地胡杨的生存与长
势，皆源于水量丰沛的河流。保护好这数
一数二的两条内陆河，那么新疆塔里木也
好，内蒙古额济纳也好，胡杨都会和沙漠不
离不弃，永久相伴。

我敬仰胡杨，更敬仰有胡杨般意志的
这些英雄。没有他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我们不会有这么幸福与安宁。

（作者单位：重庆市经信委）

我看胡杨
艾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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