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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下起了梅雨。

江里的水是满的，湖
里的水是满的，池里的水
也是满的……连家里地
板、被子、衣衫也是湿漉
漉的。

我的一位诗人老乡
罗隐写下了诗句：“从此
客程君不见，麦秋梅雨遍
江东。”诗的意思是，我的
朋友去很远的地方从此
无法相见了，麦子成熟的
季节，无尽的梅雨下遍整
个江东。

罗隐是晚唐诗人，这
首诗写出了梅雨的愁、梅
雨的季节和梅雨的区域。

江东一般是指现在
的苏浙淮一带，到了梅雨
季节，便会出现持续较长
的阴沉多雨天气，加之气
温升高，空气中的湿度也
高，是江南人一年之中最
难熬的季节。

记得当年高考迎考，

正逢梅雨季节。我们的教
室是平房， 非常潮湿，书
本、试卷被水份滋润了，变
得软耷耷的， 写字时墨水
会洇开来。 宿舍里的被子
几乎可以挤出水来，那时也不注意卫生，被
子上长出黑黑的霉斑。但复习时间紧迫，也
不会去清洗。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就
这样写道：“梅雨或作霉雨，言其沾衣及物，

皆出黑霉也。”在李时珍的眼中，衣物沾染
上这场雨会生出“黑霉”，故而称“霉雨”。明
朝文献《五杂俎·天部一》对梅雨的害处记
载非常翔实：“江南每岁三四月， 苦霪雨不
止，百物霉腐，俗谓之梅雨，盖当梅子青黄
时也。自徐淮而北则春夏常旱，至六七月
之交，愁霖雨不止，物始霉焉。”

这些注解， 非常符合我对梅雨的认
知。 现在每每想起几十年前的那一幕幕，

真的让人感而慨之。

也是从高中时代开始，我患上了“梅
雨综合征”，被折磨了二十多年，这个病是
我自己冠名的， 医学上绝无这种说法。每
到梅雨季节，我的肠胃就会不舒服，胃部
硬硬的，觉得有块石头放在里面，精神状
态也会萎靡起来，浑身上下不通透。后来
去看了中医，中医认为是两方面因素造成
的，一是精神方面，属应激反应范畴，让我
在梅雨时节调理生活作息和情绪；二是饮
食方面， 需进食一些清淡开胃的食物，不
宜食用辛辣和酒类。

按中医的建议，近年来我终于可以安
全度过梅雨期。切身的感受便是调理心态
真的重要。江南人不可能逃离梅雨，如果
有好心态，索性去欣赏梅雨，拥抱梅雨，从
梅雨天气中找些乐子，多点情趣，就会带
来截然不同的心灵体验，这种美好的心情
对身体当然大有裨益。

古人描写的梅雨，多是美好的、有韵
味绵长的诗意。在淫雨菲菲之中，找点空
闲，泡杯绿茶，读些诗书，蛮有一番情趣。

辛弃疾“谩道不如归去住，梅雨，石榴
花又是离魂”，这首词写得有些哀伤。晏几
道“梅雨细，晓风微，倚楼人听欲沾衣”，有
点落寞。苏东坡在《跋王进叔所藏画五首
徐熙杏花》中曾题下“却因梅雨丹青暗，洗
出徐熙落墨花”，诗句让人拍案，虽然眼前
的字画因为受梅雨影响而黯淡下来，却反
而得到了徐熙“落墨花”的风格，这不就是
苏东坡人生的生动写照么？

古人诗词的美好就在这里， 字字句
句，说是在写景，事实上是在写情，情景变
幻之间，藕断丝连，若即若离，韵味如饴。

细细品味，闭闭眼睛，听着窗外淅淅
沥沥的雨声， 何愁不会幻化出一个绵长、

惆怅的烟雨江南？

夏 天 孟大鸣

想到我读小学前的那年夏天，脑壳里就吹
来一阵过堂风。闷热的下午，皮肤上的汗液守
着毛细孔，既不进去也不出来。但是，只要遇上
那阵过堂风，它就乖乖地躲回去了。

爸妈都是老师，但不在同一所学校。妈妈
给我生了一个妹妹， 父亲就把我带到了他身
边。 爸爸教书的学校是一个南方的四合院。南
方雨水多， 天井就成了四合院的命脉工程，春
季排水，夏季通风。学校那座四合院，入大门就
是一长方形天井，四周砌着青砖，天井的底部
铺了麻石。往里还有两进院子，第二进也是长
方形天井，比第一进小。第三进是一个正方形
天井，站在天井边缘往上看，只有桌子大的一
块天空，天井壁上的青砖结满青苔，砖缝里长
着小草。即算是艳阳高照的中午，第三进小院
里整天都像天要黑了似的，一股阴凉的风从里
面往外吹，由二进吹到一进。

夏天的印象就在中院的过道上。严校长的
儿子在长沙读大学， 放暑假回到他父亲身边。

我现在根据回想来复原那个青年的形象，大概
是一米七 O的个子，瓜子脸，天天都是一副沉
思的面孔。 他每天上午坐在中院的过道上看
书，坐一张靠背可升可降的竹躺椅。看书的样
子， 就是我童年心中认为的大学问家的样
子———他也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大学生。

每当他坐在中院的过道上， 我就搬一小
凳，拿本小人书，坐在他身边。印象中，开始他
并不理睬我，只顾自己看书，享受过堂风轻抚
裸露的手臂和大腿。我记得后来他叫我“小弟

弟”，我也叫了他哥哥。他给我讲了很多大学里
的故事：学生会的春游，团委的篝火晚会，文学
社的诗歌朗诵， 还有保尔·柯察金四次死里逃
生的故事。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保
尔是他的同学，直到后来读高中，看到苏联小
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才恍悟。

我童年的心灵里就有了一个具体的大学
生，就此就有了对大学的向往。

那个夏天的印象就这样深深地刻在一个少
年的记忆里。虽然自那个夏天后，我再没见过严校
长的儿子，但他坐在竹躺椅上看书的样子，变成了
一个符号，和我的大学梦捆绑在一起，符号随着年
代推移抽象得只剩下概念，却仍念念不忘。

十三岁那年，我的大学梦遇到了毁灭性打击，

一连两天都是泪水洗脸。为了倾诉苦闷和悲伤，我
一连写了两封信， 一封给舅舅， 另一封寄给了叔
叔，他们收到信后却无法正常阅读，因为信纸被泪
水浸泡过， 能看清的文字不足四分之一———初中
毕业后，我没拿到升高中的推荐表，意味着我的读
书之路走到了尽头。

我跨入大学的门槛，是三十岁以后了，那时我
已有五年的新闻工作经验。 在培训新闻从业人员
的成人班，也叫成人新闻班里，为时两年，一年在
校学习，一年实习。班是由成人学院和中文系合办

的，办班真实动机应分“台上台下”。开学典礼时，

来了学校的副校长。致辞时说：从今天起，你们就
是 X大的一分子了。到学校报到办完手续、分好
宿舍后，每人发了一块校牌，并交代要随时佩戴，

否则出了校门就进不来了。

虽然胸前佩戴着校牌， 虽然三百六十多
天，除了放假，吃喝拉撒睡都在校园里，随着二
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的作息时间上课下课，但我
就是找不到当大学生的感觉，更找不到严校长
儿子种在我灵魂深处的大学梦想，还有那个夏
天的快乐。错过了最好的年岁，不再有燃烧的
激情，长期混身职场，倒给了我们一身俗气。

明知自己永远也成不了少年时代向往的大
学生，但我记忆中那个夏天时时伴随着我，仿佛
有了那个梦想，就有了继续往前走的勇气。

一度，社会上吹来阵阵“商”风，满世界都
是赚钱的吆喝声，我经不住诱惑，下海做了一
次卖书的商人。为什么去卖书？还是那个夏天
梦想的延续吧———书和大学有着某种不言而
喻的联系。在商时，从南到北，在呼啸的列车
上，我仿佛依然能感受到凉凉过堂风，看到半
坐半躺的青年大学生， 耳畔萦回朗朗读书声。

商海搏击不到两个回合，那个夏天的印象冥冥
之中指点我说，“那不是你要的”。 我终于脱离

商海，缴械投降。

我又回到了书房。

我才明白，那个夏天的梦想不再指向某个具
体结果。对我而言，成了信仰，是灵魂的组成部
分。我当然是个俗人，哪怕只有小小的一个缝隙，

名利这世间俗物也能冒出来打扰我、 指挥我。而
那个夏天的梦想，总是朦胧而执拗地庇护着我。

幸亏有了那个夏天的梦想，也就让人生里总
还有一些梦想和天真，替我把守灵魂的大门。

回首初心无愧作
———两位恩师琐忆 仲呈祥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忆
及两位文艺界前辈恩师的精神风范和文艺实
践，温故知新，受益良多。

钟惦棐：“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笃信马列”

众所周知，恩师钟惦棐先生初中未上完就
奔延安寻求革命真理去了。在革命圣地，他在
“鲁艺”学习、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
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坚定
了信仰，决心为党领导的文艺事业奋斗终生。

信仰的确立须在实践中经受考验，方能愈
磨愈坚。大凡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都须
付出牺牲； 斤斤计较个人得失， 咀嚼一己之悲
欢，是不可能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反右”斗
争中， 他因一篇如今已为实践证明了的闪烁着
真知灼见锋芒的《电影的锣鼓》，遭江青陷害，错
划为“右派”，劳动改造，陆沉 27年。其间，他刻
苦攻读马列，从《哲学笔记》中逐节逐句弄懂弄
通了唯物辩证法；他用心研读司马光的《资治通
鉴》，从帝王将相治国理政史实中探寻历史镜鉴
的启迪，以坚定自己信仰的唯物史观。他这种身
处逆境仍孜孜不倦挤时间读马列、学历史，以坚
定自身信仰的精神，令人感佩。

记得钟惦棐上世纪 70年代末复出工作后，

总是夜以继日，勤奋写作，要补回逝去的时光。

一篇应《文学评论》之约写的二万余言论文《电
影文学断想》，断了想，想了断，从“长镜头”说到
“空镜头”，从“主旋律”说到“和弦声”，形象生动
而又鞭辟入里地辩证剖析了在认识和处理文艺
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之后，影坛出现
了由谢晋执导、 根据鲁彦周同名小说改编的电
影《天云山传奇》。它艺术再现了“反右”斗争中
地委副书记吴遥因追求女干部宋薇不成， 利用
权力将其丈夫打成“右派”发配劳改，然后逼其
“划清界限”，最终改嫁给他的人生故事。这部影
片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赞之者称该片反思了极
“左”思潮在“反右”斗争中的渊源，批之者却认为
该片歪曲了党的形象。惦棐先生夜不能寐，为《人
民日报》写了《预示着矫健发展的明天》，高度评
价了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反思精神， 并辩证阐

明：历史是不能道德化的，把“反右”斗争产生
的缘由单一归咎于道德因素， 不是唯物史观。

因为除此之外，还有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历史因素，不出吴遥，也会有张遥、王遥
的出现； 但艺术再现历史往往离不开道德评
判，因为正如托尔斯泰所言，艺术归根结底是
传达人的情感的。所以，《天云山传奇》对生活
的怨尤，当时引来了人们对《天云山传奇》的怨
尤，而怨尤之于怨尤，都失之于片面。先生这种
辩证思维的眼光，透析历史，洞穿现实，照见未
来，其缘盖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坚定信仰。

记得还有一次， 我陪先生看完晋剧 《打金
枝》，他问我：这戏主要写什么？我随口答道：不就
是写唐代皇宫里公主与驸马闹别扭那点宫闱秘
事吗？他严肃驳我：非也！此乃描写中唐到晚唐形
象的衰落史。有一个不顾大局的公主和不服输的
驸马，有一个忠心耿耿的郭子仪，加上宠女的皇
娘与执政的皇上，这宫闱秘事中的翁婿、君臣矛
盾透视出从中唐到晚唐衰败及安史之乱的种种
症结。坚定的信仰产生高远的见地，令人叹服。

马识途:?三年若得兮天假我，党庆百岁兮
希能圆”

革命家、文学家马老识途，今年已 105岁高
寿。这位笔耕不辍的老人，生日那天写下了《寿登
百五自寿词》：“寿登百五兮曰薄山， 蜡炬将烬兮
滴红残。历尽沧桑兮犹自在，文缘未了兮终身憾。

回首风云兮无愧作，浮名浪得兮背幻烟。三年若
得兮天假我，党庆百岁兮希能圆。”记得，这位把
一生献给党的事业的老人，百岁时曾订下“第一
个五年计划”———完成几部新著，如今都已付梓。

今天，他又说：“我还想跟老天爷要 3岁，让我圆
参加党的百年大庆的希望。” 一片丹心， 忠诚于
党。大家都称这是老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虚怀若谷的马老真堪称是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楷模。他真诚地坦露自己一生做了
两件事：“曾经为革命呐喊过但贡献不大，写过
一些书但无传世之作。” 他求学时期就曾任过
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中共支部书记、中共川西
工委书记， 长期从事党的隐蔽战线领导工作，

出生入死，坚贞不屈，初心不改，做出了重大贡
献。全国解放后，他任过党的西南局和省委宣
传部领导工作，还创作了《清江壮歌》《三进山
城》《夜谭十记》等多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受到
读者高度赞誉。

马老愈到晚年，信仰愈坚，对党的文艺事业
尤为关注。他在百岁时还把自己的“百岁书法义
展”上的作品售卖所得 230余万元，捐赠给四川
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由四川大学教学基金会
代管，设立“马识途文学奖”，专门用于表彰热爱
文学、 品学兼优的大学生的创作， 培养文学新
秀。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四川作家协会主席阿来
就说：“马老设立这样一个奖项， 是对自己的青
春时代、大学度过的革命岁月、学习生活有所缅
怀。马老以这样的方式，让文学精神得以发扬。

马老一直坚持关注现实，把自己的经验、个人的
生命体验和时代联系在一起。”这不正是这位百
岁老革命、老作家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吗？

我当永生铭记———当 2014年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应运而生时， 这位百岁老人以苍劲雄浑的
隶书录郑板桥语， 赠我这位当选首任主席的后
生：“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勉励
文艺评论一定要说真话，述真情，求真理，褒优
贬劣，激浊扬清，繁荣创作，引领风尚。

马老人不老， 百岁还坐滑杆上过峨眉山，

并作有诗《轿夫歌》———

再拜普贤登高山，百岁老翁坐滑杆。

我坐滑杆心不安，步步都流辛苦汗。

我问轿哥难不难，他说是难也要干。

我向普贤许个愿，保你上下都平安。

请看，诗中流淌着马老与轿哥、与百姓多
么浓烈的心心相通的真情挚感！百岁老人思人
民所思、想人民所想、为人民谋平安谋幸福的
赤子之心，多么感人！

去年，马老已是百岁有四的高龄了，但仍
牢记使命，与时俱进，时时关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历史进程中创造的新生事物， 活到老，学
到老，写到老。且读他去年春节的顺口溜《小超
市即景》———

春暖花开艳阳天，桃花看罢回西苑，

儿女见我情绪好，推我去逛大观园，

超市虽小也大观，琳琅满目百货全。

老头今岁百零四，首回超市看新鲜。

轮椅推我东西逛，见所未见闻未闻。

新奇玩意我不识，不敢动问怕失言。

轮椅推遍货夹道，买货售货只几人。

不见当年人头挤，未听开价还价声。

想买自取堆门桌，小姑循码验假真。

两个手机眼前晃，结账无言当面清。

交易竟能这般做，我欲惊叹未出声。

轮椅推我大门外，遍地桌椅长板凳，

坐满男女和老少，喝茶就餐赋清闲。

大儿催我写即景，顺口胡溜笑煞人。

2018年 4月 3日
我之所以一字不漏地照录马老的顺口溜，

乃是因为这太值得向大家推荐了。读之，我们
从中真切感受到一位年逾百岁的共产党员、人
民作家与时代共同着脉搏、 与人民共同着呼
吸，生命不止，学习不已，奋斗终生的高尚人格
和品德节操。这不正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学习典范吗？

陈望道书房
刘希涛

把脚步放轻
先生正在译文
———《共产党宣言》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
它标志着真理的诞生
体现信仰的价值
抒写不朽的生命

墨水酣畅淋漓
流出书房
渗进禾苗
渗进树根
渗进旋转的齿轮
无数双粗黑的手
将旧世界打翻在地
让美丽更加芳芬

呵，书桌还在
先生还在
笔尖在沙沙滑动
看，纸上鲜花盛开
大地一派葱茏

知交

时光容器

寻施金根
▲男， 生于 1927 年 3 月 31

日，身高 1米 66，出走时上身
穿白色圆领短袖汗衫， 下身
穿黑色西短，于 2010年 8月
2日出走未归，望知情者来电
13917971925，有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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