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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场“阵头雨”
■ 曹益君

心灵感悟心灵感悟

■ 冯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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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花行动
■ 王丽能

岁月情怀岁月情怀

6 月 21 日是解三最美合唱
团这学期上的最后一节课，也是
学员们的汇报演唱联欢会。

在这欢乐氛围中，一首《我
和我的祖国》大合唱，拉开了联
欢活动帷幕。我和我的祖国，
虽然没有豪言壮语的表白，词
作者却用深情，通过河流、高
山、炊烟、大海浪花、清波，
诗一样意境，表达了对祖国母
亲的热爱和自豪，对大自然的
眷恋。学员们用心用情的演
唱，唱出了中华儿女热爱组国
的豪情，唱出了热爱祖国大好
河山的激情，传唱 30 多年，直
至今日仍是那么亲切感人，似涓
涓细流，流进人的心窝，使人心
潮澎湃，难以平静。

接下来由学员们自由选择
发挥自己特长，学员们非常踊
跃，争先恐后，表演自己喜欢的
歌曲，越剧、沪剧，大多数以经典

革命红歌为主，因为在合唱团，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数
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这
些红歌伴随着我们成长，所以对
经典红歌有一份特殊情感，容易
产生共鸣，令人怀念。王阿姨演
唱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详，非常感
人歌曲——《江山》。老百姓是
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共产
党生命源泉，老百姓是共产党永
远的挂念，充分表达了共产党以
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曲调高
亢激越，震动人的心灵。配以王
阿姨能歌善舞表演，把联欢活动
推向了欢乐高潮，83岁的人，还
是那么能歌善舞，真的是人老心
不老，尽情展现，自娱自乐，赢得
人们热烈掌声。有的学员声乐
基础好，唱的字正腔圆，饱含激
情，优美动听，令人陶醉。我欣
赏每一位演唱者，不论水平如
何，我钦佩她们的勇气、热情，使

联欢活动增添了乐趣，也为联欢
活动划上了圆满句号。

虽然我五音不全，没有音乐
细胞，不会唱歌，但我喜欢在合
唱团里，与学员们相识、相遇，相
知所带来的快乐，让人忘却世间
烦心事。有句成语说得好，人生
苦短，珍惜拥有，凡事看开点，朋
友多一点，过得开心点。

感谢居委会为老年人创造
条件，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
所乐，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生
活、文化生活。感谢王彩英班
长，在其位，谋其职，尽力而为，
是合唱团的主心骨。感谢声乐
常星老师的辛勤耕耘、付出，教
我们学习声乐知识和唱歌技巧，
因学员间声乐知识差，老师总是
不厌其烦，耐心教学。

时光匆匆，一闪而过，留下
了一段欢乐，一份情谊，让人铭
记。期待下学期再相会。

“妈妈，妈妈，是爸爸的电话，快
点接呀！”儿子一个星期没见爸爸
了，看到来电是爸爸的，欢呼雀跃，
按下免提，电话里说：“老婆，快带着
宝宝下来，今天我有空了，带你们去
看樱花！”老公的声音急切中带着喜
悦。妈妈笑着说，“宝宝，爸爸要带
我们去看樱花了，快，赶紧换上新
衣。”儿子一蹦三尺高，转而却没了
笑容，拉长了小脸问：“妈妈，今天是
愚人节，爸爸是不是在和我们闹着
玩呀?”“不会的，爸爸是警察，不会
骗人，会说到做到的！”“可是……”

不等儿子说完，宝妈三下两下
给儿子换上新衣，牵着儿子急急忙
忙地下楼。

“爸爸会不会又要中途扔下我们
去加班啊？”走在楼梯上，儿子还是有
点怀疑，爸爸放他们“鸽子”，不是一
次两次了。比如：一家人约好了周末
去看梅花，可爸爸因为单位里的事缺
席了；节假日说好去长风公园，爸爸
却被单位的一个电话急催，放下筷子
奔着出了门。

想起去年，阳春三月、鲜花盛
开，宝宝嚷着要去公园看花，说幼
儿园老师要一张全家赏花的照片，
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妈妈就提议周
末去顾村公园看樱花，爸爸掰着指

头算，周末正好没轮到值班，答应
可以陪妻儿一起去完成这个作业。
满心欢喜的儿子，找出了妈妈珍藏
已久的亲子装，一家三口幸福满满
地憧憬着赏花之旅。上路了，爸爸
开车，宝宝摇头晃脑地唱着儿歌，
车厢内满是甜甜的味道。然而，车
才开出了几公里，爸爸的手机响
了，铃声打断了宝宝的歌声，只听
爸爸在说：“好！你们先行动，我
马上就到！”

挂了电话，爸爸一脸的歉疚：
“单位有突发行动，我要亲自带队，
看花，等下次，好吗？”妈妈笑脸渐
收，低头望宝宝，“哇……爸爸，你说
话不算话！”宝宝失望地哭了，那种
一下子从山顶滑落到谷底的“过山
车”式情绪，孩子接受不了，他抱着
妈妈腰，渴望妈妈能说服爸爸、继续
愉快旅途。

“宝宝，爸爸是做什么的？”
“爸爸是警察！”
“那警察是干什么的？”
“警察是抓坏人的！”
“现在有坏人在干坏事，你说，

爸爸要不要去把坏人抓起来？”
“嗯……”儿子很不情愿地点点

头。
“所以，爸爸要去加班，以后再

陪你去看花好吗？”
“不，爸爸老是耍赖，我不相信

爸爸了！”宝宝放声大哭，妈妈心疼
地安抚了好半天，最后拦个出租车
回了家。

想起去年的这件事，爸爸内心
很愧疚，自己亏欠他们母子的太多
太多了，但他是警察，必须得舍小家
为大家，这是他第一天穿上警服就
立下的誓言。

“今天好好陪陪你们！”爸爸自
言自语，春日的暖阳照进车窗，车内
暖意融融，这一次，爸爸没有再失
约，一家人在樱花树下，留下迟了一
年的合影。

我的父亲是一名木匠，在我很小的
时候就经常见父亲东奔西跑地干活，我
清晰地记得父亲经常各家各户的干木
匠活，每晚回到家时特别地疲惫。衣服
上总是有灰尘，头上还时不时挂着木屑
和刨花。

金华是个盆地，每家每户人均一亩
地，以种植水稻和棉花为主，单纯的依
靠种田地似乎养活不了我们一家，故父
亲只有在农忙时回家帮忙，平日都以木
工为生！斗转星移，现在传统的木匠活
已经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老家也从种
棉花改种苗木，父亲也开启了打零工的
后半生。

父亲用自己一辈子的苦，支撑起了
我们这个家。没有父亲就没有今天的
我！

我15岁读初三，因为需要到离家较
远的镇上去读书，还要晚自修，学校统
一安排住校。自此，似乎开启了与家渐
行渐远的模式。高中、大学都是在异地
求学。大学毕业后，恋爱、结婚、生子都

按部就班的进行着。目前安家落户上
海，回家看望父亲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平日保持一周两次的电话沟通。

父亲是个少言寡语的男人，仅有的
爱好就是抽烟喝酒，虽然医生竭力劝说
戒烟少酒，但父亲都置若罔闻，笑呵呵
地说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健康着
呢。不能粗鲁的剥夺他的爱好，人活一
世开心最重要，勉强让父亲戒烟戒酒，
只会让父亲难堪。目前，父亲每日两顿
自家酿的土烧酒，3 两一顿，雷打不动，
做女儿的唯有每年带父亲体检一次，防
患于未然！

多少次想给父亲一个深情的拥抱，
却总是在犹豫之间错过。

前几天因为家中有事回金华一
趟。面对日渐岣嵝的父亲，我隐隐意识
到他已经老去。

父亲今年虚岁67了，我希望父亲可
以再活上30年。那时候，不管我是否已
经被生活温柔以待，但能够肯定的是，
我们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民间讲的阵头雨，其实就是阵
雨，尤其是夏天的雷阵雨。常言阵
头雨好过，毛毛雨难过，讲的是下
雨时间长短，雨量大小。的确在从
前，看天脸色的日子，落场阵头雨，
的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凡阵头雨来之前，是要逼阵
头的，是不太好过的。此刻气压很
低，望出去天空灰蒙蒙的，好像罩
着一层雾气；不知何处飞来的蜻
蜓，成群结队，低空回旋，像是二战
时“伦敦上空的鹰”；树上的叶子纹
丝不动，错落着它该有的姿态；刚
才还叫声冗长刺耳的蝉声，在低微
断续里也熄火了；河里的鱼儿也游
在河面晃悠，没了之前的活劲。屋
里的人也张开鼻孔，拼命吮吸，胸
脯起伏不断，像是得了哮喘，大口
喘气，还是没缓过神。随着天气逐
渐闷热，男人赤起膊，女人解开衣
上扣，还是汗流不止；而野外田间
劳作的农民，此时不再弯腰，而是
拄着铁搭杆，眯着眼，仰望天空直
摇头，汗水簌簌滴落禾下土。此番
景象，逼得人们无话可说，只是一
个劲摇头、擦汗、大口喘气。

好长一段时间后，周边“唰”地
一下，回旋一阵风，把地上的枯叶
抛向天空，像是一群惊飞的麻雀。
天空也开始阴暗起来，瞬间由午后
变成傍晚，再由傍晚变成夜晚。这
时天边隐隐听见雷声，轰隆隆，轰
隆隆，声音由远及近，由小到大，人
们戏言说“老天在排台子”，而边上
的老人准会说“来阵头了”。

这时树上的枝叶子不再淡定
了，翩翩起舞，沙沙作响；刚才还吐
着舌头，气喘吁吁的草狗，乱跑狂
吠起来，散落各处的鸡、鸭也飞跑
起来，速速奔向棚屋。在外闲散的
老人、小孩，忽然想起家里还晒着
一竹头衣裳，赶紧回去收衣服。在
外田间劳作的生产队长，抬头一看
天空，发觉情势不对，赶紧对社员
一声令下“收谷去！”这景象像影片

《地道战》里，老村长发现鬼子进
村，马上指挥民兵丢下农具、操起
枪支一样，大伙在队长的带领下，
赶紧往晒谷场上跑去，因为那里还
晒着一场地稻谷。

不过这样的来阵头势态，不多

久可能峰回路转。等到人们收好家里
衣服，收好场地稻谷，天色变亮了，天
空放晴了，一切都回到了原点。这叫

“干打雷，不下雨”，其实老天也会戏
弄人的，对此人们只能摇头一笑。但
这种卯足来阵头劲儿后，更多时候一
场瓢泼大雨会如期而至。

此刻一声“落阵头雨了！”人们
还没回过神来，但见一阵狂风，雨
哗啦而下。开始时雨点稀疏，但很
大，如铜板，接着天地间挂起一张
大大的雨幕，劈头盖脑砸下来。雨
水顺着沟渠、斜坡、屋檐，瓢泼而
下，一时间，街面成了小河，开车行
进，仿佛开了一艘轮船。而阵头雨
中的风是很鬼魅的，忽东忽西，不
可捉摸,此刻撑伞是不管用的，时常
东倒西歪，有时一阵狂风，伞被吹
开反折，人跟着伞拼命跑，让人窘
相百出。

其实阵雨中的雷声，那是人们
最怕的，且不说一道金线闪亮，五
雷轰顶，就拿常常听说的雷劈死人
的景象，就让人惊恐万状，而且这
样的人，还会莫名背上一个罪名

“前世作孽”。于是听到雷声，尤其
是“滚地雷”，人们是不敢怠慢的，
赶紧跑向避雷处，求得片刻安宁。
阵雨中，避雨奔跑是人的本能，没

有雨伞，田野里扯个尼龙片遮头
顶，“野鸡躲个头”也好。不过也有
人在无打雷的阵雨中，笃悠悠地
走，来个“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
雨任平生。”也是颇有闲云野鹤之
情。其实这样时刻，细细详察雨中
人们奔跑的情景，也是意趣无穷
的。

当老槐树叶尖上的最后一滴
雨水滴落，那是去阵头了。雨过天
晴，一道彩虹挂天际，天空如洗，万
物顿显精神。蝉又在树上嘹亮起
来，而且益发清脆；蜘蛛又在网上
攀爬，晃晃悠悠；池塘里的水注满
了，引来一池草色万蛙鸣；地里的
蚯蚓都爬了出来，田埂上满是的，
横七竖八斜躺着，引来奔奔跳跳的
蟾蜍，享受这顿美餐。最开心的是
小孩，提着裤脚管，在水蛋氹里拼
命踩，那快乐劲儿，如溅起的水花，
飘飘洒洒；年轻的小伙则拿着鱼叉
去叉鱼了，或是提着网兜去捉攻水
鲫鱼；老人则在树荫下喝茶聊天
了，任丝丝凉风拂过耳际。

回放一场阵头雨，像是一个大
事件，其间必然酝酿、发展、爆发、
平静。见惯了自然的阵雨，那么也
无惧生活的风雨了，人生要有定
力，处之泰然，想想也就这么回事。

人生百味人生百味

我的父亲
■ 陈美君

望海阁闲望海阁闲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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