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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之美

如果把年比作一位慈爱有加的母
亲，那么二十四节气就是这位母亲二十
四个淘气的孩子，谷雨位列第六，我认
为，这是一位感情丰沛并且形象俊俏的
女孩。对于前者其实不难理解，那像谷
子一样珍贵的雨点 ，有时淅淅沥沥地
下，润物细无声；有时噼里啪啦地下，走
马路无尘；有时点点滴滴地下，倾诉到
天明。而对于后者，那就必须认真地打
量甚至抚着她的脸庞细细地端详了，这
时你才有可能由衷地发出赞叹：谷雨的
美，
不仅仅美在形象，
更美在她的内涵。
不像立春的懵懂、惊蛰的忙乱、清
明的好哭，谷雨在“人间四月芳菲尽”
的日子里 ，已经出挑成水灵灵的大姑
娘了。端庄稳重是她最为突出的特
征，用“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
翠香”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拿“芳容
丽 质 更 妖 娆 ，秋 水 精 神 瑞 雪 标 ”来 对
比，丝毫也不逊色。不过，谷雨的端庄
稳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这其中有个
非 常 动 人 的 传 说 —— 据《淮 南 子》记
载，仓颉造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彪炳千秋的盛事 ，黄帝于是在春末夏
初发布诏令，号召天下臣民“共习之”，
同时褒奖仓颉以彰其功。可是仓颉婉
言谢绝黄帝的好意，他只愿五谷丰登，
让天下百姓不饿肚子。也就在当天晚
上，天上下了一场不同平常的大雨，同
时落下了无数饱满的谷米 ，后人因此
把这天定名为“谷雨节”。
谷雨的善解人意，也是她与生俱来
的美德之一。谷雨不像雨水节气那样
一下就是暴雨倾盆，也不像清明节气那
样淅沥令人触景伤怀，她非常明白自己
所处的时节，地气已经氤氲，温度正在
回升，特别有利于谷类农作物的生长；
同时更清楚自己的职责便是“雨生百
谷”，于是热情地招呼着那田间一直在
辛勤耕耘的农夫：
“ 谷雨下秧，大致无
妨”
“ 雷打谷雨前，洼地种瓜甜；雷打谷
雨后，洼地种黄豆”……此时的雨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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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

□ 钱续坤

如孩子梦中的呓语，乐得憨厚的
农夫双眼眯成了一条直线；更似情
人耳边的呢喃，声音不大却很浪漫，主
题不多却很温馨——要知道，正值豆蔻
年华的谷雨，也在憧憬和期待着爱情的
到来呢！她随“百谷”一起被农夫播种
于沃土之中，便是把万般风情投入了大
地的怀抱，剩下的就是等待所有的期盼
都破土发芽，尔后抽叶绽蕊，结成硕果，
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诠释：
“ 雨频
霜断气温和，柳绿茶香燕弄梭。布谷啼
播春暮日，
忙栽抢种事繁多。
”
其实，谷雨的美更美在她的气质涵
养上——当然，这种气质与涵养是通过
文化的因子体现出来的。且不说那脍
炙人口的农耕谚语，那流传千载的民间
习俗，那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单就她
与茶叶的关系，就如同伯牙和子期，堪
称千载难逢的知音。谷雨时节，温暖湿
润的气候下，经过大半年休眠的茶树，
将浑身的精气神都抖擞了出来，只见春
梢芽叶肥硕，色泽翠绿，叶质柔软，产生
着一年之中最好的茶材，茶农口中所谓
的“雨前茶”，便是指“谷雨茶”，亦称“二
春茶”。谷雨茶滋味鲜活，清冽入心，也
同样饱含着最为营养的成分，犹如一个
人的青春年少，真可谓“寸寸光阴寸寸
金”。由“谷雨茶”衍生的诗句，无论是
郑板桥的“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
泡松萝”，还是方太古的“春事阑珊酒病
瘳，山家谷雨早茶收”等等，无不从一个
侧面形象地说明：谷雨，这个厚重的节
日，
原来这么富有诗意！
中国古代将谷雨分为三候：
“ 第一
候萍始生，第二候鸣鸠拂其羽，第三候
为戴胜降于桑。”三候过后，正是二八佳
人的谷雨，就该梳妆打扮出嫁了，而前
来迎亲的，是那风流倜傥的立夏。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谷雨，那像谷穗一样金
贵的雨水 ，开始步着布谷鸟的声声韵
脚，在大地上，与犁铧和锄口一起，寻找
爱情的洞房，
共度美好的时光……

春风熏醉新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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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初昕

“布谷布谷，忙了嫂姑，摘茶摘茶， 势，因此是腿脚僵硬，脖子酸。再就是
老人小娃”这是流传在我们茶乡的一句
下雨天，也得身披塑料薄膜，头戴箬笠
土话，意思是说，当听到布谷鸟啼叫的
脚踏烂泥摘茶 ，衣袖裤腿全被雨浸湿
时候，农忙即将开始了，而摘茶的农忙
了，弄得浑身湿漉漉的，非常的难受。
时节，
老人小孩都得齐上阵。
“雨前摘茶茶是宝，雨后摘茶便是草”，
摘茶就是在茶树上捡钞票呢！茶
尽量赶在前面把茶叶摘下，可以卖个好
乡的茶农们乐呵呵的，可苦了我们这些
价钱。
小孩。每天天才露鱼肚白的时候，就被
摘茶叶苦，
做茶叶同样辛苦，
而且技
自己的父母叫起床。迷迷糊糊地接过
术含量高 ，七八道工序一样都不能偷
大人递过的竹篮，深一脚，浅一脚，走在
懒。杀青、
搓揉、
晾摊、
再干、
烘焙……一
乡间的茶园中，一路上大人还会跟你讲
系列做茶工序，还得掌握大小火候。如
道理：
起得三天早，
抵得上一个工。
此，做出来的茶叶才会碧绿清香。有时
当 太 阳 冉 冉 升 起 时 ，各 自 的 竹 篮
半夜醒来，朦胧中看见大人在昏暗的灯
里已经堆满了翠绿的茶叶了 ，原来的
光下忙碌的身影。这时候，茶香浓烈弥
懈怠散漫被灿烂的阳光照射得烟消云
漫，
户户飘香四溢。
散。清新的空气、芳香的野花，满眼碧
“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
绿的茶园 ，神情顿时饱满了起来。我
茶”。茶掮客上门收购茶叶啦，一时茶
们挎着满篮子的茶叶回家 ，大人把刚
农相互转告，纷纷回到家中拿出做好的
摘来的茶叶晾在水泥地板上 ，以防沤
茶叶。看外形，查色泽，闻香气，验过，
着，烧坏了。
称好，茶掮客就掏出了大把的钞票。大
别看摘茶是手上功夫，可累人了。 人接过辛苦挣来的钞票，疲倦的脸上露
首先是枯燥无味，站在茶园里，听到最
出了开怀的笑容。
多的是“嚓嚓”的摘茶声，当然男人们可
这个时节茶乡的大人是最忙碌，忙
以抽空吸根烟 ，女人可以唠家常什么
得匆匆地吃饭，匆匆地走路，忙得头昏
的，偶而也会说个笑话，闹得大家开怀
脑胀，狠不得能多长出两只手来。而不
一笑，但这样的情况很难得。还数父亲
懂事的顽童借喝水上茅坑之机，溜到河
机灵，他把家里的一台收音机摆在竹篮
边捉鱼、拔小竹笋去了。大人见小娃迟
里面，活跃了枯燥的气氛。其次是腰酸
迟不回，跺着脚，嘶着喉咙喊。你家叫
背痛。摘茶是俯着身子 ，半悬在空中
完他家喊，声音此起彼伏，在幽静的山
的，而且从早到晚长时间都是这样的姿
谷中久久回荡。

游泳的乐趣

水池尽头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大
块玻璃，就像一个壁画的透明相
框，保护着一幅画作。画中是外面的
世界。笔直宽阔的马路，来来往往的车
辆。低矮浓密的绿化带。近处是几棵香
樟树，
有着生机勃勃的黄绿色嫩叶。
游泳中途需要休息时，
我时常站在这
里，朝外面看一会儿。晴朗的日子，会有
阳光透过玻璃斜斜地照进来，
温柔地洒落
在水淋淋的面颊、
肩膀、
手臂上。这时，
可
以享受到站在水中晒太阳的感觉。阴雨
绵绵的日子，上方天花板上，红色实木细
木条间，相隔不远就有一盏小灯，明亮柔
和的光线源源不断地从那里发散出来。
水池不大，铺着海蓝色细格子的瓷
砖。一池清水被映衬成蓝色，宛如封存
在玻璃中的一方素淡宁静的空间。
几乎每过二十四小时，当时间走过
半个光线明亮的下午，走过夕阳西沉后
的黄昏，走过平和静谧的夜晚，迎来新一
天的曙光，又在精力充沛的上午做完事
情，
我都会过来游上一小时左右。
很少在游泳时思考问题。如果有兴
趣，会数一数来回游动的遍数：
“ 一、二、
三……十二……二十六……”数乱了，就
从印象稍微深刻点的那个数字算起。
有一次没有计数，大脑空白了一会
儿便开始活跃，沉浸在毫无连贯的一些
思绪中，直到在池子的尽头，抬头刚到水
面还没出离水面时，突然张开嘴巴换气，
这时一大口带着淡淡消毒水味道的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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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吸进来。等我意识到时，水已经
顺着喉咙进入身体。
当池里的人特别少，或者只有自己
时，不用考虑会在狭窄的泳道中干扰到
别人。深呼吸一口，潜入水底，让身体放
松下来，随意地游动，在水底四下穿梭着
玩一会儿。水底就是瓷砖，
什么也没有。
但是有一天，我看到池底的瓷砖上
有很小一段白色胶带，随着池水的晃动
在瓷砖表面很近的地方轻轻浮动着。这
已经算是很大的发现了。还有一次，发
现一个黑色的泳镜，我一只手斜伸在前
下方，用力向下猛穿了一下，使身体下沉
到底，将它捡起来，顺手挂在泳道分隔线
靠池边的一个挂钩上。
“我看你在水底到处游，完全是个老
手了，哈哈。”男女卫生间外各有一面镜
子，在那里可以吹干湿淋淋的头发。有
一天，一个已经退休、常来游泳的叔叔这
样跟我说。他刚认识我的时候，我还在
被我的游泳教练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纠正
着基础的动作。
曾经，遇到写着“水深危险”的水域，
都会在模糊中体验到类似于窒息的感
觉。或许有一天，来到深不可测的大海，
有潜入生长着美丽珊瑚和各种鱼类海底
的机会，
也不会觉得惧怕。
越来越喜欢简单明了的事。在简单
重复的循环中，也是可以体会到进步成
长的乐趣的。乐趣是促使我们日久天
长，
不断去做一件事的动力。

行画

邻居送了我一幅油画，准确来说，是
我从邻居那里要来一幅油画。
楼下的邻居把房子卖掉了。有一
天，她过来检查，看还有没有遗漏的东
西没搬走。她把钥匙寄存在我家，因此
我也顺道去看看。她说，有用得上的尽
管拿走，不然的话，新主人也会全部清
理掉。
这年头，
大家都不大喜欢用别人用过
的旧东西，
我呵呵一笑，
心想，
看看无妨。
一进门，我便看到空荡荡的大厅墙
上靠着一幅油画。我知道那幅画本来应
该是挂在墙上的，这时候被摘了下来。
我问她：
“这画你不要啦？”
“嗯，你要的话拿走，挺好看的。”她
可能记起之前我们闲聊时有提到她搬家
的话把画送给我之事。其实当时我并未
在意，
觉得她是出于礼貌随口说说而已。
我没推辞，一口应允了，因为那是一
幅很好看的风景画。
一条浅而清澈的溪流弯曲着流向远
处，将小树林分成左右两边，远处，是一
片迷蒙，依稀可见山林、天空……画家用
色大胆而热烈，整个画面上，初春的气息
扑面而来，绿草如茵，雾气空濛；也可能
是深秋，
因为树叶金黄，
略显萧瑟之态。
初次见到这幅画的时候，我就被吸
引住了。那时候它还在墙上，因为画框
太 大 ，画 面 底 下 的 一 小 块 被 沙 发 遮 住
了。我不禁感到惋惜：
“ 多好看呀，挂高
一点就好了。
”
“一个朋友画的。是个画家呢，可惜
已经去世了。”她解释道，
“再高就到天花
板啦！
”
她说得对，这幅画长宽都在一米五
六左右，挂在两米八层高的大厅墙上，确
实显得憋屈。也许，它生来就不应该属
于城里的吧，至少不属于城里普通人家
的客厅。
我家的层高跟她家一样，也是两米
八，但我家沙发靠背没那么高，因此它得

□ 吴云飞

□ 吴友财

以“显山露水”，变得光鲜亮丽了不少，也
为我家大厅增添了一丝艺术气息。
这么好看的一幅画，想必作者也不
是泛泛之辈吧？我对油画了解不多，年
轻时候因为写诗而爱上海子，海子是疯
狂崇拜梵高的，我便也研究过梵高，读过
其传记。在我的理解里，印象派画家是
充满才情与个性的一类天才，他们的作
品正如他们的才情一样，不羁而奔放，热
烈而真诚。他们画人物，人物的情感便
充溢了整个画面；画风景，树便会燃烧，
水会跳舞。此画的作者莫非也是一位对
印象派情有独钟的画家？
一个画家朋友告诉我，这画有个专
业名称，叫“行画”。隔着手机屏幕我仿
佛都感受到了她的鄙夷与不屑。我赶紧
点开了她发给我的文章。原来，
在中国有
那么一群人，是专门“制造”这类画的：他
们的创作原则只有一个——鲜艳好看，
他
们创作这类画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卖
个好价钱，
因此他们可以同时摆好几块画
布一起画，
流水线作业，很快，一幅幅高仿
真、
色彩绚烂的行画便诞生了。
其中的一幅，便在我面前的大厅墙
上挂着。然而，我还是舍不得将它摘下，
扔掉或处理掉，因为它确实挺好看的。
我 觉 得 对 于 我 的 审 美 而 言 ，行 画 就 够
了。如果下次有个朋友来我家做客，赞
叹起这幅画，我还可以跟他轻描淡写地
说，
“ 普普通通，行画而已”，以显得我见
识广博。
没想到，不久，我自己也要搬家。这
幅画实在太大了，于是我只好将它装上
货车，
运回了老家。
年底回乡下，看见老家三米八层高
的客厅里空空荡荡，便想起了它，于是找
来工具，将它挂了起来。挂好一看，竟然
十分养眼。这样的一幅画总比那些“花
开富贵”
“ 国色天香”
“ 松鹤延年”之流高
明多了吧。在乡下，应该也没有人在意
它是一幅行画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