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话风雨

○ 冶炼厂 肖爱梅

○矿业分公司 梅晓艳

深夜，窗外的雨依旧绵密。 自在飞花轻似

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秦观的这句诗，倒是颇为

应景。

樱花正当令，粉粉的花河，在绿树间蜿蜒

流淌，掩不住的春色，挡不住的生机。 枝头，蜂

飞蝶舞春意闹；树下，轻衫薄袖游人俏。这三月

的风雨，催落了樱花，吹来了布谷。

风和雨，是大自然最杰出的作曲家，人间

美景的缔造者。不同时节、不同地方，带来不同

的乐曲与风景。

犹记童年住在外婆家，夏夜屋里热，外婆

就在门前摆了两张条凳， 卸下门板架在上面。

天有些闷热，我们躺在门板上，听外婆给我们

讲故事。看天空“毛绒绒”的月亮在厚厚的云间

捉迷藏，耳边是外婆特

有的陕西乡音，以及打

蒲扇声，不知不觉睡着

了。 朦胧间，有细小零

星的雨点打在脸上，随

即雨点大起来。 迷迷糊

糊地被表哥表姐摇起

来：“下雨了下雨了，快

起来！ ”揉着眼睛爬起

来， 外婆和表哥表姐又是装门板又是收条凳，

一通忙乱。邻人也是同样的情景。刚刚进屋，雨

势已大，打在门前的桃树上，叶子叭叭作响，屋

内闷热难当。 一道闪电划空而过撕开黑夜，隐

约可见连天雨幕。 一时睡意已去，我们蹲在门

边伸手接雨玩，又被外婆拉回房赶去睡觉。 外

婆摇着蒲扇，我们几个小的先叽叽呱呱说个不

停，渐次声音小下去。 其后，耳边是沉沉的鼻

息，不时有雷鸣，以及雨打在屋瓦的哗啦声。我

从频频翻身折腾，到揉眼打呵欠，至安稳合目

而眠，外婆的蒲扇始终未停。多年后，忆及当时

风雨，印象最深的是被雨打醒时的兴奋，以及

蒲扇摇动时细小的声音。大概睡在屋外被雨点

唤醒，对稚龄的我是一个难得的体验。 黑夜的

雷声并未让我惊惧，外婆的蒲扇，带来的并不

只是凉风。 成长的道路上，家人的关怀如蒲扇

扇出的微风，温柔却持久。

少年时住在矿山旧宅， 彼时刚出中考成

绩，确认已过分数线，全家心安神定，夜里睡得

很沉。 半夜忽被母亲急急拍醒：“起来起来，家

里进水了！”开了灯，发现水快淹至床板，盆、桶

在床前飘飘摇摇。弟弟小孩儿心性，颇觉有趣。

父母亲倒是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姐弟仨跟着一

起收拾，把浸水的衣柜架在椅子上，能收起来

的尽量放在高处，一时桌上堆满了东西。 父亲

拿黄土袋堵了门口，防止水再倒灌进来，我们

不停地用桶盆往外舀水。家里的一窝小猫也掉

进了水里，母猫急得在桌子上来回打转，弟弟

捞上来后，母猫一只只地给它的孩子舔毛。 父

母天性，动物与人无异。天亮了才清楚，原来是

昨夜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水管排水不及，加上

我们家住的地方地势较低，水才倒灌进来。 忙

乱了大半夜，勉强把水排出去，全家累得腰酸

背痛，墙上黄色的水线清晰可见，进水足有一

尺多深。这二十多年前的旧事，现在记得的，还

是我们一家的调侃：" 这是开心过了头， 放松

了警惕。 " 自此天气预报显示有大雨，父亲必

提前将黄土袋堆在大门口防水倒灌。所谓未雨

绸缪，大抵如此。

数年前去青岛旅游，做足了功课，游兴颇

高。不料孩子吃坏了肚子，夜晚腹痛。顿时游兴

全无，我们俩口子打着伞，急急赶往鱼山路的

药店。本就无心看风景，何况白天已走过，和青

岛的八大关等景点比起来，也只寻常而已。 买

好药，孩子打来电话说腹痛已止，无其他不适，

我们悬着心稍稍放下。此时微雨，空气湿润，风

也清凉，湿漉漉的地上倒映着灯光和房景。 沿

鱼山路向栖霞路方向回旅馆，一路上有很多独

院的民宅。 路过一家院子，金银花影影绰绰在

院墙上，空气中氤氲着甜香，让人欲醉。仔细辨

认，院内还种着一株无花果。 有的人家院墙外

悬着凌霄花，在夜色中悄悄吹着小喇叭。 走到

旅馆所在的那条小路上，路边矮墙垂下的爬山

虎风中摇曳。路灯很柔和，矮墙上花影重重，地

上是我们俩拖得长长的影子。 斯时斯景，静谧

安详。 回到旅馆，孩子吃了药，方心安神定。 回

想起来， 犹爱那城那夜雨中幽香的金银花，和

墙上爬山虎的碎影。生活总会有小插曲打乱节

奏，放下焦虑后的轻松，让寻常景致也美了三

分。

人间风雨的景致，或温柔，或狂暴。是小楼

一夜听春雨， 明朝深巷卖杏花的明艳生动；是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欢喜欣悦；是秋阴

不散霜飞晚， 留得残荷听雨声的孤寂惆怅；是

八月秋高风怒号， 卷我屋上三重茅的焦灼怨

愤；是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萧肃壮观……情

由景生，境随心发。

人生风雨，避无可避，也无须避。当稳心定

盘，迎头而上。阵头雨、和风细雨、狂风暴雨，无

论何种风雨，不妨学学东坡居士，旷达超脱。莫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

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无论是新旧党

争，还是乌台诗案，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苏轼，一

路贬谪，从黄州、儋州、惠州，到海南，期间丧

妻，晚年丧子。 连番打击下，他依然心怀黎民，

走一路干一路，造福百姓。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

九，当心怀希望，坚定信念，直面风雨，经受洗

礼，涤荡心灵，做一个站得稳、立得端、行得正

的人。 风里，雨里，修行不止。

2021 年 3 月 22 日 星期一

编辑：何婷婷 校对：张勇 版式：张璐

Email：dyysb123＠163.com��电话：0714-5392320

04

铜草花苑

矿

业

分

公

司

铜

山

口

矿

胡

少

俊

快

乐

年

华

职

工

摄

影

长长的巷道

倾斜出幽幽的

S

型

像少女妙曼的身姿

吸引异性夸张的瞳孔

一路向前

走出迷离的步伐

其实吸引我的

钻机悦耳的轰鸣

孤独而悠扬

在心灵的巅峰

拨动男人的神经元

不管多么坚定的否认

你的眼神给出了慌张的答案

那穿越时空的号子

任你怎么挣扎

都困不住躁动的灵魂

那么你该安静下来

取下口罩

随口哼出多年的沉沦

你会发现

开拓的风景

是日复一日的坚守

像熟悉的陌生人

在生命中来来往往

开

拓

的

风

景

是

日

复

一

日

的

坚

守

（

外

一

首

）

○

矿

业

分

公

司

柯

志

鹏

铜花 一朵 两朵……

默默地对视

一眨眼

冷风吹灭了最亮的那一颗

听得见矿石突突的心跳

矿工的步伐迂回在采场

小心又谨慎

生怕一转身

惊醒了铜铁和鸣的音韵

风钻一声惆怅

加入这场大合唱

钎尾摆摆头

马步扎出生命的印痕

给予你无限次力量

站在你身后

仰望岩层

铜花朵朵盛开

你脸庞挂满喜悦

倾斜的身姿

读出了幸福的语言

仰望岩层

读出了幸福的语言

钟声浩浩启新程

2021 年 1 月 1 日零时，威斯敏斯

特乐曲在黄石钟楼上空沉寂了八年

后再次响起，悠扬而恢宏。 逝者如斯

夫，不舍昼夜。 我仿佛听到了时间从

过去走过来又往前而去的声音。

跟黄石发生亲密接触是 20 世纪

90 年代，我从大冶农村来到磁湖北岸

的黄石电大读书。 一个宿舍的人混熟

了以后， 星期天我们约着一起去逛

街。 早就听说步行街是黄石最繁华的

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服装市场。 那天

我们逛了一天， 里面的摊位纵横交

错，鳞次栉比。 集贸市场大得像个迷

宫， 各种时新款式的衣服琳琅满目，

有来自武汉的，来自广州的。 那是我

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服装市场，找个

出口要云里雾里。

步行街上，红男绿女，衣着时髦。

读高中时听同桌讲过，黄石人衣着颇

讲究。 同桌的哥哥去过香港，也在内

地很多城市出过差，黄石街头黄石人

的着装他认为最时尚。 当时黄石有美

岛和美尔雅两大服饰企业，还举办过

国际服装节，成为正在崛起中的服装

新城。

第一次听到钟楼悠扬的钟声也是

在那个记不清日子的星期天。 当我们

在黄昏的街道急匆匆准备返回学校

时，我们听到了宏大瑰丽的乐音凌空

而来， 从梧桐的枝叶间洒下。“当当

……”蓦然心颤。 钟声!由曾经在电视

电影里听过且难以忘记的威斯敏斯

特乐曲引领，我的脑海里骤然浮现上

海的钟楼和外滩。 黄石钟楼，一个被

黄石腔调的同学多次提及的地方。 于

是一起循声而去。 我们痴痴地抬头凝

望，一面巨钟悬在高空。 那时，只有上

海、广州、武汉建有钟楼。 到底是什么

让黄石拥有一座这样气派的钟楼？ 当

晚， 宿舍有关钟楼的卧谈会开到半

夜。 一个因为钟楼跟上海广州同榜的

城市，总有她的缘故。

查看资料， 黄石钟楼建于 1978

年，为当时黄石地标性建筑，1980 年 5

月 1 日钟楼塔钟开始报时。 在此之前

的黄石，已有万千荣光加身。她是青铜

文化的发祥地，有 1700 余年开采历史

的大冶铁矿和毛主席曾经两次视察过

的大冶钢厂， 有中国近代最早开办的

三家水泥厂之一的大冶湖北水泥厂

（华新水泥厂前身）。 黄石在中国近代

工业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难怪毛主席

要两次到访，且说“骑毛驴也要去看一

看”。 跟黄石钟楼一起开启的，还有黄

石的对外贸易运输业务。 年轻的黄石，

坐享亿万年沧海桑田的绵延矿脉和长

江黄金水道， 黄石港成为国家一类口

岸和中国 53 个重要港口之一。

黄石钟楼数步之遥就是客运码

头。 我那时在码头遥望过水天一色的

江面，大型运输货船的身影从浩渺的

天际隐约到清晰，汽笛的声音响彻江

面被水流带到远方， 钟楼的钟声传

来，被江风吹散。 初中同学的母亲曾

数着钟楼的钟声，在这个码头登上了

去南京的客轮。 在南京逗留数日后，

同学母亲带回了她在南京长江大桥

的照片。 同学那时是那么自豪于母亲

跟南京长江大桥的合影。 我站在码头

回想往事的那一天，黄石长江公路大

桥已经在紧张建设之中，不久我就站

在了大桥上，闭着眼睛，张开手臂揽

一江清风入怀，把自己变成水面飞翔

的海鸥。

在黄石磁湖北岸生活两年， 多次

去步行街， 经常于满街夜色里溜达，

见过钟楼夜市大排档的盛况。 酒客喧

闹的声音和着钟楼的钟声，成为这个

城市午夜的迪斯科狂欢曲。 再来一杯

幕阜山泉酿制的清香劲酒，把灯火通

明的夜色一点一点啜饮，那是本地人

和外地客经年挥之不去的香醇记忆。

钟楼附近的工人文化宫， 也是我

经常游荡的地方。 文化宫里面有个大

园子，有高大的梧桐树，树下有石桌

石凳。 那儿总有很多的人，唱歌的，唱

戏的，打字牌的，走象棋的，人声鼎

沸。 如果是有知了的夏季，那一片叫

声搅得人声更其喧闹。 文化宫出门左

拐不远就是工人电影院，有大片上映

之前会在门口张贴大幅海报。 电影院

二楼还有情侣座。 工人文化宫及工人

电影院都是“工人”号，应该源于黄石

工业城市的缘故。

从黄石电大毕业以后， 我去了有

着三千年青铜文化史的大冶有色。 自

此，青铜故里的熊熊炉火燃烧在我的

岁月长河里。 多年以来，大冶有色公

司巨型熔炉所需矿石，从智利、秘鲁、

澳大利亚、阿根廷漂洋过海，奔入长

江，在黄石码头停靠，静待川流不息

的大卡车运往有色冶炼厂， 变成铜，

变成金银和稀有金属，把黄石托举成

中国五大铜原料基地之一。

黄石， 这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工业

城市，她的青铜故里、钢铁摇篮、水泥

之都、服装新城的城市名片每一张都

金光闪闪。 见证这个城市高光时刻的

，除了黄石的山水、高楼和我们，还有

那矗立黄石上空的钟楼。 黄石钟楼的

钟声洒遍了黄石的每个角落，伴随了

无数黄石人的曾经过往。 如今，在高

楼林立寸土寸金的城区，为未来保留

一座钟楼， 镌刻黄石辉煌的历史，也

让在外乡的黄石人停靠乡愁。

古时钟鸣开启城门， 百姓开始一

天生活。 今夜钟楼钟又响，重奏时间

的强音。 黄石正以工业之城的雄姿奔

赴一座新城的未来鸿光! 这座城每一

个逝去的时间曾重如泰山，每一个迎

面而来的分秒将星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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