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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江南，下雨是最寻常不过
了，听雨是我的一大爱好。下雨天，
闲来无事，独自倚在窗口，捧一杯香
茗，或站或坐，随遇而安，聆听大自
然的乐章，甚是惬意。

雨声滴滴答答、叮叮咚咚、噼
噼啪啪，各有风情，是交织的天籁，
是吟诵的小令，是书写的华章。雨
声随着雨势，忽高忽低、忽长忽短，
忽急忽缓，时时变换调子，抑扬顿
挫，如琵琶弹拨，像时钟摆动，似海
涛翻滚，有时热烈奔放，有时自由
散淡，有时缠绵多情，有时含蓄温
柔，在天地之间滑过，在心灵深处
游走，声声入耳，美妙无比，婉转动
人，宛如一场震撼人心的音乐会。
沉浸其间，心灵与大自然和谐协
调，浮躁的心境归于平静，静得像
一泓清泉。

春夏秋冬，雨声有着不同的内
涵。春天的雨水轻柔，潇洒飘逸，
那雨声淅淅沥沥，犹如蚕吃桑叶，
温婉多情，缠绵悱恻。夏日的雨，
来得急，来得猛，去得也快。那雨
声如战马奔腾，顿时哗哗作响，铺
天盖地，如同天兵天将在施行法
术。一会儿工夫，雨声嘎然而止，
销声匿迹，活脱脱一个川剧变脸。
秋天的雨时大时小，变幻莫测，雨
声也时弱时强，时而在吵闹，时而
说着悄悄话，缠绕交替，千变万
化。冬天的雨很少下，即使下也往
往伴着雪，雨声听起来轻飘飘、冷
飕飕，经历一番彻骨寒。

一年四季，皆有雨声，听雨是
个享受，但总觉得，夏雨过于狂野，
秋雨显得寂寥，冬雨明显凛冽了，
只有春雨细腻缠绵，动人心弦。

在乡村，春天里，黄昏听雨更
耐人寻味。这个时间，大千世界一
切静寂下来，听到的唯有雨声。春
雨迷蒙，有急有缓，有轻有重，有密
有疏，轻巧温柔，落在不同的地方，
扑簌簌，淅沥沥，滴答答……发出
轻声的吟唱，鲜活生动，演奏着不
同的小夜曲，颇有“嘈嘈切切错杂
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妙意境，
令人愉悦，让人欢喜。此时，除了
雨声，就是人的心跳和呼吸，你可
以什么都不想，你也可以什么都
想，天马行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
控中，自由自在，逍遥自得。

夜幕中的春雨空灵而柔和，恰
似唱着舒缓的童谣。激情来了，随
手推窗，闭上眼，听着雨，如绸缎的
雨丝随风潜入屋里，轻轻拂过脸
庞，沁人心脾。雨声窸窸窣窣，响
在耳畔，如同一位哲人，絮絮地述
说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或者跌
宕起伏的人生，让你触景生情，令
人动容。此时此刻，你或许看到了
斜斜细雨中撑着油纸伞的女子，轻
盈地走在幽深的小巷，温婉动人；
你也或许看到了许仙和白娘子，卿
卿我我，行走在曲院风荷，沐浴着
绵绵的细雨，演绎着“千年等一回”
的爱情传奇。

春雨，润泽了生灵，雨击窗棂、雨

敲瓦砾、雨打芭蕉，听着雨声，默诵那
些动人的诗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
头。翻开诗集，那些关于雨的诗句，
穿越时空，闪耀星光，缱绻潇洒，跳入
眼帘。“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
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的
《春夜喜雨》以拟人的手法，把无情
作有情，把无知当有知，写出了春雨
默默催生万物的生长。诗中不见一
个“喜”字，却“喜雨”的心情跃然纸
上。“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
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
夜雨时。”李商隐这首《夜雨寄北》的
诗，带着淡淡的愁绪，把自己对妻子
的思念之情注入到了每一个字中，
情深意长，细腻含蓄。赵师秀的《约
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
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
落灯花。”读起来别有情趣，一幅烟
雨蒙蒙的美丽江南，一口蛙鸣声声
的青草池塘，一种恬淡的意境，一份
自得其乐的超脱，令人向往。苏轼
的《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
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淋漓尽致地
渲染了湖上急剧变化的自然景象：
云、雨、风、水，远近交融，动静搭配，
有声有色，有景有情，读起来犹如身
临其境，令人赞叹不已。

听雨，听的是一种执著，一种
信念；听雨，听的是人生历程，是清
净禅音。临窗听雨，岁月静好，心
海荡起幸福的涟漪……

临 窗 听 雨
□徐成龙

一
5月的尤溪，溪水已很丰盈。
文友说：去尤溪吧，那里山水清

澈，时光柔软。
一直觉得，一个村庄，如果有水

色的润泽，就会变得灵秀起来。几年
前去过尤溪，印象中尤溪有山有水有
溪流，是那种典型的江南地貌结构。
简约，秀洁、质朴。起初，它并没有多
少名气，默默地坐落在临海西南12
公里处。自从尤溪镇政府提出“生态
尤溪，快乐小镇”后，这个隐士般的山
村瞬间绽放了。从刚开始的江南大
峡谷，指岩滑草场，情人谷到现在新
开发的七折潭，竹家山，古村落民宿,
堪比山上的花朵，一朵一朵地”争相
斗艳起来。相对于隐性的内涵美，这
种直观的，可触摸到的风景，更容易
被人喜欢被人追捧。一些人来了，从
远处的远处，来这里寻找心中的风
景。但是，这些风景于我们来说，并
没有太大的在意。只所以选择尤溪，
一半是为山色，一半是为溪水。青山
隐隐，溪水淙淙，草木幽幽，瓜果馨
香，觉得这是一种罕见的美好。

穿过城市的喧嚣，车子进了郊
区，慢慢地，高楼隐去，天地间空旷起
来了。一些绿意成片成片地进入眼
帘，风吹过，惊扰了路边不知名的小
花小草，丝丝幽香在空气中蒸腾、飘
散。渐渐地，车子开始往幽深的山谷
驶去，两边是高耸岩石和陡峭的石
壁。山风吹过来，车窗外的树枝有节
奏地摇摆着。一条白玉般的溪流，一

直伴在左右。车子到那里，溪流就到
那里。

溪水，缥缈，悠长，清亮，水流是
从上游下来，源头隐在山的深处，水
色清冷，潺潺有声。这样开车，就像
有个朋友跟着你一样，一点也不寂
寞。汽车在转弯时，偶尔往窗外一
看，发现溪水倏然不见了，心里正在
恍惚时，它像个调皮的孩子，拐个弯，
又豁然出现在眼前。其实，溪流它一
直在，只是一绕弯，就绕出不一样的
味道和风景。

有溪水地方大多有竹林，竹林的
清幽和秀雅是与生俱来的。穿过竹
林，有几处房屋隐在其中，偶尔闪过
几株开着白花的树，虽然不是桃花，
却有种“竹外桃花三二枝”的意境，不
自觉地让人的思绪在这片景色中飞
扬。我不是古人，但此时此景，却让
我想起了嵇康，想起了阮籍，行走在
尤溪的山山水水，让人沉浸于唐诗宋
词的氛围之中，不可自拔。

二
入住的民宿是预先订好的，下涨

村的民宿是那种民房式的结构。好
在房前有一条溪，可以一解我们观山
听水的心意。开窗，就看到溪流蜿蜒
流过村口，溪水清澈透明，水流的速
度表面上看，是匀速的，欢快的，像是
奔跑中的人。实际上，溪流底下，暗

流涌动，只有溪水下面的溪石，
才能感受到水流亘古而渺幻的
鸣响。几个村妇在溪边浣衣洗
菜，对面是疏秀的竹林和遒劲
的溪椤树，背后是一袭蓝天和
升腾的炊烟。这样的村落和画
面，分明就是法国巴比松画派
的经典作品。拥有这样资源的
一个村子是本真的质朴的，也
是令人眷恋的。美丽乡村，当
如是也。

晌午时分的下涨村，一片
静谧。阳光溜溜地掠过树梢，
我一个人慢悠悠地出门，绕过
村屋的墙角，几棵繁密的绣球
花开得正艳。硕大的花球自然
率性，拿起手机，随手拍下。边
拍边往溪边走，一座石桥，桥上

藤蔓攀附，桥头边，两株高大茂盛的
溪椤树相抱而生，树底下一片空旷，
忽然不知从哪冒出两个小男孩，红白
相间的短T恤，一人一手拿着一个蓝
色的网兜，两人一前一后朝溪边走
去，黑色的头发在阳光下跳动，笑声
在溪水的波纹里荡漾。看着他俩远
去的身影，想起自家小弟小时候也曾
拿着网兜，在河塘边摸鱼抓蟹的情
景，不觉莞尔。

过一间老屋，门半开着，似乎有
人。探头瞥了一眼，见一年老的阿
婆，站在灶头前煮东西。灰色的衣衫
随着双手在起伏飘荡，锅里弥漫着食
物本真的香味，那香味特别吸引我，
不自觉地跨进门去。阿婆见我，一点
也不怪我的唐突，脸上露着笑，一副
慈眉慈眼的样子，转身拿了一条凳子
让我坐。我问她：煮什么呢？阿婆
说：土豆，自家种的。我瞥了一眼，灶
后的空地上零散放着一堆大小不一
的土豆，一把镰刀，一个畚箕靠墙摆
放着。楼栅下挂着几个大南瓜，被烟
熏过的楼板，有着浓重的烟火味。看
我盯着黑黑的楼板，阿婆有点不好意
思地解释道：山里冬天冷，我们烤火
熏的。我恍然而悟。

阿婆把小米粥、土豆，榨菜，还有
豆腐乳放在一张小桌上。她并没有
立即吃，而是往门口张了张，自言自
语地说：都这么久了，还不回来吃
饭。是等阿公吗？我问她，她并没有
回答我的话，而是去门口，大声地喊
了一声：回家吃饭啊。没有称呼，也
不喊名字，就这么一声，那个在不远
处松土的阿公就收了锄头，拍拍身上
的尘土，慢慢往家里走来。

乡村的石屋里，这对老人相对而
坐，手捧一只碗，哧溜溜地就着土豆
喝着小米粥。安然的样子，让人动
心。光从天窗上漏下，打在他们手上
的那只白瓷碗上，暖暖的，亮亮的。

三
山村的黄昏，是我所期待的样

子。不知不觉间，暮色渐起，斜阳依
稀，远处的山成了一片青黛色，唯有
溪水，仍不知疲倦地流淌着。溪边的
碇步成扇形铺开，溪水哗哗地流过，
碇石氤氲出好看的水痕。在溪边的
石头上我们坐下，一片溪椤叶，像蝴
蝶一样，从枝头落下来，浮在水面上

自在地荡着，然后徐徐远去。这样的
诱惑让我特兴奋，提着裙裾，把双脚
伸进溪水，清冷的溪水一下掩没我的
脚背。肌肤与溪水接触的一瞬间，心
里还是有着某种纯真的期待。轻轻
挪一步，便溅起一串水花，溪水浅显，
湿漉漉的水气，来不及商量，便钻入
我的肌体，顷刻，整个身心便与水融
在一起。岁月无疑是一个美好而忧
伤的词语，而这汩汩流淌的溪水，却
让我们以原始的方式拍打出如歌的
节奏。

夜幕终于降临。抬头，繁密，清
亮的星星，静静地挂在天空。很久没
有看到过星星了，城市的高楼遮蔽了
夜间的星空。这里的夜，高远，幽
深。我把自己溶入黑暗中，世界一片
安静。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几棵黑
黢黢的老树，枝枝丫丫把天空隔成了
碎块。伫立在空旷的夜里，凝神，仰
望。觉得自己像野外的一棵草，一块
石。裸露在星空下，与自然融为一
体，夜风如水，里里外外洗涤着我。
夜色深了又深，星星白丁香一样开满
了青蓝的夜空。红尘中的纷纷扰扰，
在这样的夜里，解甲卸胄散落一地，
我听到了自己心跳，眼眸如溪水一样
清亮着，这样的样晚，适合回味和怀
想。

涨亭是下涨村的网红亭子，这个
由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中崭获
一等奖的作品，在夜色里清冷而诗
意。亭子的造型别致而风雅，竹子透
着简单和素朴。月光和星光给这个
亭子披上一层圣洁的光。这一刻，我
是愉悦的，脱俗的。在这样的夜晚，
无需向谁证明什么，我只是我，一个
在山村行走的人。我留恋于亭子里
一个窗子，一片竹瓦，一个圆形或方
形的竹椅。坐在其间，细细把玩，想
像着那些年轻大学生的工匠们，一起
切磋琢磨，一起动手建造。把那份细
致，心思，技艺，还有巨大的欢喜，全
部揉在这部作品里。在一条条竹子
嵌起来的竹檐上，我看见雨露辰光的
痕迹，看见一些细小的生命光芒。

这个5月的夜晚，一种月色在身
体里升起，我把自己交出，与山村一
起，与夜色一起，与晚风一起，与溪水
一起，与草木一起。人在很多时候并
非一定要得到什么，只是在寻找一种
感觉，一种很微妙的心境罢了。

“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角
粽。”农历五月正是石榴花开的季节，杨
柳被细雨润湿了，枝叶因此娇羞地低垂
着。人们用五彩丝线包扎角形的粽子，
煮熟了盛在镀金的盘子里，送给闺中女
子。这是1000多年前的宋代，人们过端
午时的一个场景。而在科技日新月异、
新事物层出不穷的现代，今天的我们过
端午佳节，竟然食的是同样的粽子，在
品味香糯可口的粽子时，不由得感慨起
历史传承的厚重与奇妙。

粽子作为端午节最应景的小吃，相
传是为纪念爱国诗人、楚国大夫屈原而
来。南朝梁人吴均的《续齐谐记》中记
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
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
之。”原来，屈原投江之后，当时的楚国
人民非常悲痛、怀念，为保护他的躯体
不受鱼虾等侵扰，于是将米放入竹筒投
入江中，吸引鱼虾来食。而后这个仪式
得以延续，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端
午节），人们都以竹筒装米投江，以祭奠
英灵。这也是我国早期的粽子——“筒
粽”的由来。

那为何后来的粽子又以艾叶、芦叶
或箬叶等包裹呢？唐代徐坚的《初学
记》中记载有这么一则奇闻：话说汉代
建武年间，有个叫区曲的长沙人，在江
边邂逅一士人。此人自称是三闾大夫
（屈原官名），对区曲说道：“得知你正要
来此祭奠我，很是感激！但这些年大家所送来的祭品，都被
江中的蛟龙给偷吃了。这次您如果有什么要馈赠的话，可以
采些楝树的叶子来包裹，再以五彩丝线缠绕，这两样东西是
蛟龙所忌惮的。”区曲闻听此言，好奇心起，正待细问，那士人
却已消失不见。而后区同学就按那士人所说的照办了，渐渐
的端午包粽子用楝叶、彩丝的习惯就流传开来，只不过到了
各地，因地制宜，楝叶被替换成艾叶、芦叶或箬叶等，而丝线
则更是随意了。

但若要追根溯源，其实粽子早在屈原之前就有了，而且，
最初的它是作为祭祀之用的。据古籍记载，最早的粽子源于
上古的祭祀习俗，当时粽子还不叫粽子，在北方，它叫角黍，
在南方，它被称为筒糉。无论是角黍还是筒糉，在当时都是
用来祭祀的，但是它们并不甘心只是供于庙堂之上，在魏晋
南北朝的诸多古籍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角黍和筒糉除了
陈列在神坛之上外，也开始走与民同乐的路线。

粽子这种舌尖上的美食，在历史传承的过程中，被赋于了
很多美好的寓意和内涵。“粽”字的构成解释为与传“宗”有关的
食物，“粽子”谐音“宗子”，也就是说吃粽子是祈求传宗接代，这
样的说法不仅赋予粽子美好的寓意，也表明不忘其祭祀功能
的“初心”。后来在粽子里包红枣、栗子、松子等都是这一说
法的延伸。最著名的“九子粽”，就是用彩线将9个粽子系在
一起，寓意多子多孙，唐代不少诗人都赞颂过它——“盘斗九
子粽，瓯擎五云浆”“四时花竞巧, 九子粽争新”。而到了明清
两代，正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人们就从这方面做文章。
包粽子时，以红枣作馅，称为枣粽，谐音“早中”，将粽子做成
笔的形状，寓意“必中”，参加科考的学子们都会在考前吃上
几个这样的粽子，讨个吉利。时至今日，这一手段仍然兴盛
不衰，每逢重要考试，家长们还是要做枣粽给孩子吃。

“五月家家过端阳，咸蛋粽子与雄黄。”端午节吃粽子，插
菖蒲、艾草，喝雄黄酒，是民间的传统和所爱，而文人墨客自
也不能例外。唐代诗人郑谷有“渚闹渔歌响，风和角粽香”；
宋代韩元吉有“角黍堆冰碗，兵符点翠钗”，描绘的都是对粽
子的喜爱之情。大文豪欧阳修在《渔家傲》中写道：“五月榴
花妖艳烘，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
画扇盘双凤。正是浴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叶里黄鹂
时一弄。犹瞢忪，等闲惊破纱窗梦。”这首词意境高雅，浪漫
香艳，把端午时节粽子飘香，人们共饮菖蒲美酒的美妙场景
描写得栩栩如生，让人情不自禁地向往。而南宋陆游的《乙
卯重五诗》却这样写道：“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
两髻，艾束著危冠。旧俗方储药，羸躯亦点丹。日斜吾事毕，
一笑向杯盘。”乡村农家过端午节的习俗跃然纸上。面对粽
香的诱惑，奋臂投筷，大快朵颐，
自然有会心之微笑。

在浓浓粽香中过端午，我们
心中又多了一层对节俗所承载
的文化的尊重和热爱，让人情趣
盎然，芬芳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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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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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伟

度娘说，
无尽夏——绣球花的另一个变种，

又称紫阳花，在临海还被叫着“八仙
花”。

我是最愿意叫她无尽夏，
一听这名儿，就有一种绵延不断的

感觉上了心头。
独独喜欢这名儿，宛如一个小女娃

对小伙伴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通透
与明净。

花开无尽，在晚春与夏秋里不绝延
伸而去……

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牙
牙情怀与留恋情愫。

汪曾祺曾在他的《人间草木》里提
到过绣球花：

那些绣球花，我差不多看见它们
一点一点地开，在我看书做事时，它会
无声地落两片在花梨木桌上。绣球花
可由人工着色，在瓶里加一点颜色，
它便会吸到花瓣里。 除了大红色，别
的颜色看上去都极自然，我们常骗人说
是新得的异种。

想起绣球花，必连带想起一双白缎
子绣花的小拖鞋，这是一个小姑姑房中
东西。

而为甚么我把花跟拖鞋画在一起
呢?真不可解。——姑姑已经嫁了，听
说日子极不如意。

看着这些文字与描述，会让你莫名
的心动与心疼。

移来了这盆无尽夏，
我是极愿意和希望我的阳台上满

是这淀粉，红紫，靓蓝，一大团一大团簇
拥着的样子的。

让 人 明
媚，让人心疼
又让人心生欢
喜。

无尽夏，
无尽你，无尽
我。

无尽夏无尽夏
□□李叶红李叶红

春 山 溪 水 皆 空 明春 山 溪 水 皆 空 明
□□李李 鸿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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