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新时代文明之风吹进老百姓的心坎上把新时代文明之风吹进老百姓的心坎上
□通讯员 金丹

日前，“学四史 守初心 践文
明”2020年书院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巡演暨文化三下乡启动仪式在
书院镇文化中心二楼剧场正式启
动，进一步传播新时代健康文明
生活方式，弘扬共筑美好生活的
时代新风。据悉，这场活动将在
书院所有村居、文化客厅、家门口
服务点等进行巡演，届时老百姓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精彩“文化大
餐”。

伴随着欢快的舞蹈，演出正
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除了传统
的表演项目如小品、歌曲、舞蹈
等，还同“四史”学习教育、新时代
文明实践、浦东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等相结合，各类贴近老百姓实

际、贴近生活的喜闻乐见的作品
被融入到了整场演出中，真正做
到把优质文化送到百姓身边，把
文明新风吹进百姓生活，让老百
姓在“家门口”就能欣赏文艺演
出，让文明实践理念寓教于乐。

活动现场，一些由村民原创
的作品也被搬上了舞台，亲切的
乡音、真挚的表演充分展现了老
百姓的新时代新风貌，小品《公
筷公勺》用接地气的本地话，用
身边人的身边事，唱响新时代文
明实践新风尚；《爱，就在身
边》则讲述了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基层党员干部、志愿者，
舍小家为大家，坚守防疫一线的
感人故事，感人的事迹让台下观
众感动万分，一曲《听我说谢谢
你》更是引得大家一起合唱，向奋

战在一线的天使们致敬。此外，
女声小组唱、器乐表演、杂技魔术
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博得台下
观众的阵阵喝彩。而在“学四史”
知识问答环节，观众们更是竞相
举手回答。演出结束，观众们还
意犹未尽，居民王阿姨说：“这种
以文化演出的方式对我们老百姓
宣传、普及、倡导文明新风，伲觉
得很新颖。”

多年来，书院镇一直把文化
“三下乡”活动作为密切联系老百
姓的重要纽带，并以此为平台大
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弘扬
民族精神，把美好的精神追求、健
康的生活方式送到基层，动员和
激励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乡村振兴新
局面。

□通讯员 周攀峰 记者 王平 摄/徐网林

唱一段淮音醉人心，奏一曲锦瑟淮扬
情。10月12日下午的浦兴文化公园内琴曲
交错，美不胜收。第四届上海（浦兴）淮音艺
术节的大幕在此徐徐拉开，长三角的戏曲精
英将在浦兴再次携手为居民群众奉献一场
文化盛宴。当天的开幕式以展示“新时代梨
园风采”为主题，所献演的曲目题材紧跟时
代步伐，从建党百年、红色上海到浦东开发
30周年；从精准扶贫、全面小康到致敬白衣
天使，不仅邀请到长三角地区各剧种的戏曲
名家倾情献唱，还能看到青年戏曲人的传承
联唱以及浦兴路街道辖区内中小学生与老
师们同台共唱淮音，充分展现了淮音艺术节
这一文化品牌的时代性与文化传播力。

10 月 14 日，本届艺术节的“三进”活动
如期来到浦兴路街道的各居委、学校及敬老

院受到了社区居民、学校师生及敬老院老人
的热烈欢迎。戏台就在家门口，艺术传进千
万家。戏曲进“家门口”活动能让戏曲文化
更具普及性，能让观众更有参与性，有利于
培养更多的戏曲爱好者，真正做到淮音悠悠
传万家；戏曲进校园活动意在让学生了解戏
曲艺术的基础上，培养和提高他们对戏曲艺
术的兴趣及鉴赏能力，对于提升民族文化自
信大有裨益，对弘扬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戏曲进敬老院向老人们展现传统戏
曲艺术在传承中结出的累累硕果，丰富老人
们的文化生活，给他们带去精神上的愉悦，
以达尊老、敬老，爱老之意。

据记者了解，上海（浦兴）淮音艺术节始
自2017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其品牌效
应已在不断显现。艺术节始终坚持正确的
文艺方向，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
更多群众接触并深深爱上传统戏曲文化。
同时积极推动专业院团与社区居民联动、与
戏迷票友互动、与兄弟院团的交流，形成了
专业与非专业，台上与台下，戏里与戏外，相
得益彰的良性循环，为深化经典传统戏曲艺
术的传承与创新助力。

淮音艺术节作为“长三角戏剧发展联盟
示范项目”，为进一步深化合作，持续加强

“大淮剧”联盟发展，扩大长三角文化领域覆
盖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届淮音节期
间，除了继续开展“三进”活动外，各剧种及
院团将同步开展长三角地方戏青年演员擂
台赛、精准扶贫全面小康——长三角现代题
材群文小戏小品邀请展演、淮剧票友赛等活
动，还将紧跟时代步伐，与网络平台联动，积
极开展互联网线上直播“都市情淮”民乐与
淮剧小型音乐会以及创意戏曲快闪等，全面
传播弘扬戏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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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头条】

第四届上海（浦兴）淮音艺术节精彩献演

戏曲经营走进“家门口”，百姓获得感满满
【社区·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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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浦东康桥的许阿姨
是第一批享受到社区为老中
心服务的老人，在康桥镇为
老服务中心正式落成时，笔
者与她结识，前几日再次遇
见，老人对为老中心的服务
赞不绝口：“好多小姐妹都羡
慕我，又是看戏又是跳舞，就
没有停下来的时候，身体好
的没话说。”

对老人来说，吃饭是个
大问题，老年人买菜烧饭很费
精力。在社区综合为老服务
中心开办的助餐点让老人们
彻底“解放”，不仅种类丰富，
而且价格亲民。以往更难的
是看病配药，但在为老中心内
的卫生站里备有180多种针
对老年人慢性病的药物，日常
需求都能满足。吃饭看病都
能不出小区，甭提多方便了。

为了丰富老年人的精神
生活，为老中心还举办了很多
讲座，既有娱乐性又很实用。
街道文化中心的活动也很丰
富，逢年过节活动也不少，做
月饼、猜灯谜、包汤圆，想参加
哪项活动，报名就行。在此的
老年生活当然不寂寞。

让老年居民共享社会发
展的成果，切实感受到小康
生活带来的便利与舒适在上
海早已不再是口号，截至目
前，上海已建成社区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268家，实现了各区街镇的全覆
盖。全市近六成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建有社区卫生站或护理站，还在社区普遍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家庭病床，
努力让老年人方便获得医疗服务支持。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海，每 10
万人中超过百岁的老人有18.6人，比国
内长寿地区的标准（每10万人中7人）高
了一倍多，生活在此，自然幸福满满。

□小王

走社区
写民生

““石榴花开石榴花开””民族音乐会在周浦上演民族音乐会在周浦上演
□通讯员 禅延玲

周浦是上海市最多的多民族
居住镇之一，这里居住着蒙古、回
族、壮族、满族、朝鲜族等 30 多个
少数民族。民族文化也成为周浦
镇的文化特色。为庆祝周浦镇荣
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一周年，于日前在周浦镇文化服务
中心剧场上演“石榴花开”民族音
乐会。

两场民族音乐会均由著名青
年影视演员宋隽庭担任主持。活
动在熟悉的旋律和高亢的歌声中
开篇，接着各民族歌曲欢快唱响，
有藏族歌曲、维吾尔族歌曲、哈萨
克族歌曲、回族歌曲、彝族歌曲
……还有少数民族舞蹈带着异域
风情在舞台上舞步翩飞。演员们

用声音、用舞姿诠释着不同的民族
文化，每个节目都水平极高，百姓
在家门口享受如此民族文化大餐
实感幸福。其中，由著名蒙古族青
年歌唱家、国家二级演员巴特尔 邓
勇演唱的蒙古族歌曲《鸿雁》、《故乡
的草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音
乐旋律平和流畅、蕴藉深沉，他用豪
迈、粗狂的声音演绎着绚丽多姿的
草原文化，深情抒发着草原上盛开
的最鲜艳的艺术之花。

本次民族音乐会活动除了为
歌唱祝福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演
绎周浦各民族一家亲的和谐景象
外，还为铸牢民族团结共同体意
识，为浦东新区乃至上海市的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为周浦打造一
张全新的文化品牌和文化名片具
有积极推动意义。

在我们乡下，下麦钓是农民赖以
谋生的一项副业。

麦钓专门用来捉鲫鱼。它是用
一种实心竹枝削成的。我们称这种
竹枝叫钓坯，它粗细如香烟，每节长
三寸左右，把它一切两段，每段一劈
四根，每根用斜凿削细钎光，削尖两
头，中间刻出一点凹痕，扣一根虎口
长的线，系在麦钓线上，就是一只麦
钓了。一篮麦钓线长 1200 米到
1500米，每隔一米多系一只麦钓。
下麦钓的人家天天要装钓子，在每只
麦钓上装一粒蒸熟的小麦，整整齐齐
地盘在格大（一种低口的竹篮）口
上。出手快的人，一篮麦钓也要装两
三个小时，碰到有乱爿结的时候，理
起来更加麻烦。

下麦钓从小麦黄到芦花白，前后
长达半年多时间。晚上，下麦钓的人
划上小船，把麦钓下到隔夜撒过麦食
的河浜里，贪吃的鲫鱼吞进麦钓上的
麦粒，麦钓就会弹开，撑在鱼鳃里，鱼
就逃不掉了。

那些年，一到下麦钓季节，我们
天天装麦钓，夜夜下麦钓，一早收麦
钓，披星戴月，风餐露宿，非常辛苦。
但为了生活，再苦也得干。

记得196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
黄昏时分，父亲叫醒了因劳累一天而
迷迷糊糊困着的我。他一手托着盛
麦钓的格大，一手拿着木桨，让我拎
着用一个小木箱子装着的火油灯，一
起来到水桥边。父亲解开系船的细
绳，跨上船艄坐下，让我在船头坐稳，
只见他伸脚在水桥石上一点，划动桨
板，小船便离开水桥，沿着两岸芦苇
密布的港汊，左拐右转，悄无声息地
来到一条堰头。

堰桩那边是一只四面不通河浜
的园沟。父亲说，这里没有人下过麦
钓，不撒麦食也捉得到鱼。

我们下船上岸，把灯和钓子端到
河滩上放好。父子两人分立在船艄
两边，用劲把船拔上堰桩，然后180
度掉转船头，顺势将船放到园沟里。

父亲让我留在堰桩上，把钓子端
上船，把灯放在船艄，一手划船，一手
下麦钓；不到半个小时，麦钓就下好
了。我们裹着老棉袄，在堰桩上坐
下，一会儿就睡着了。大约过了两个
多小时，父亲推醒我，说他去收钓子
了，让我坐在原地别动。这时半夜已
过，头鸡未啼。一轮皓月斜挂天边，
无数星星在空中闪烁，天地如同披着
一层薄纱，虽没有白天明亮，但近前

的一切清晰可见。芦苇叶子上一层
薄霜泛着银光，河面蒸腾着淡淡的雾
气，稻田里正在抽穗的水稻叶盛棵
壮。万籁俱寂，唯有草丛里偶尔传出
几声虫鸣。

父亲把木桨插到河底，挑几下，
挑到了麦钓的线头，一把一把往格大
里收麦钓线。果然，每收几把，麦钓
线就绷紧了。父亲小心翼翼地将咬
上钓子的鱼拉近船舷，松开钓线让鱼
挣扎几下，就把过了犟性的鱼捉进了
鱼舱。这是一条斤把重的鳊鱼。捉
鲫鱼的诀窍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它
的鳃，它就动弹不得了；而鳊鱼不同，
因为它头小身体大，如果捏在鱼鳃
上，它尾巴一扇就会逃走，而用手掌
轻轻托起，它就像睡了似的，一动也
不动。父亲一连捉到了五六条鲫鱼
和鳊鱼。我站在堰桩上远远看着，心
里喜滋滋的。

小船缓缓向前移动，一会儿被芦
苇遮住了。我离开堰桩，来到一个视
野开阔的牛车基上，继续看他收麦钓
捉鱼。父亲突然发现牛车基上有个
黑影，心里慌乱起来。那时，小四清
已经开始，父亲是大队干部，共产党
员，干不得捉鱼这种所谓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事，只能偷偷下麦钓。他看到
黑影，以为是早起赶水车田的人来
了，生怕被对方发现，就加快了收钓
线的速度，一连逃掉了好几条鱼。他
收完麦钓，把小船划向堰桩，却见我
从牛车基那边走来，顿时气得连声骂
我：“小赤佬，叫你坐在堰桩上，为什
么跑到牛车基上去？”我不知道自己
错在哪里，也不敢回嘴。

阶级斗争的风声越来越紧，父亲
在大队受到多次批评，就下决心把下
麦钓的活儿交给了我。开头几次，我
不是把整篮麦钓翻到河里，就是麦钓
线兜在船舷上，拖了好长一段路才发
觉。经过几次磨炼，我下起麦钓来也
得心应手了。有一次，我把麦钓下在
一队陈家圈的河里，捉到了五六斤鲫
鱼。

卖鱼也像做贼似的，不敢出面出
量。每次收好麦钓回家，母亲就用竹
篮装了鱼，乘头班火车到川沙、高庙、
塘桥等地去卖。那里没有熟人，价钱
也卖得高。

1965年大四清开始后，公社规
定河道属于集体所有，内河鱼类自然
也是集体财产，任何人不能私自捕
捉。我们下麦钓的人从此也就“失
业”了。

下麦钓
□蔡贡民

周日，妻子与几位同事去
“清风”喝茶。我懒得炒菜做
饭，去小吃店凑合。

目标是马路对面的“沙县
小吃”。怎奈车辆穿梭，只得停
步东看西瞧。咦？吉祥馄饨？
新开的吧。哈哈——蓦然回
首，“吉祥”就在秋叶摇曳处。

望着白底招牌上大大的
“吉祥”两字，惊喜中一阵恍
惚。十几年前，儿子在惠小读
书，所住的小区后面就有一家

“吉祥馄饨”店。那时，我们经
常去光顾。皮薄馅足，口味众
多，均衡搭配，营养美味。尤其
是“全家福”，一碗馄饨五种馅
儿，热气腾腾中散发着幸福、圆
满的味道。那可是我的最爱
呐。

“老板，来一碗！”“哎，好
嘞！”点了“吉祥三宝”中的全家
福馄饨，我打量起小店来，白墙
绿植配上水彩画，米黄色的原
木桌椅错落有致，随着悠扬的
轻音乐，氤氲着简洁、时尚与温
馨的气息。

不到十分钟，馄饨匆匆而
来，顶着薄纱似的热雾，宛如半
遮面的害羞女孩儿。

“故人”相逢，千言万语尽
在双眼中。只见一个个穿着白
飘裙的馄饨随着荡漾的汤汁轻
轻舞动。香菜、虾皮、青葱和水
蛋花，笑伴左右。馄饨，因体积
小，故有人称它为面食中的“小
家碧玉”，而吉祥馄饨呢，相比
个头大些，释放出海纳百川的
气质，可算是家族中的“大家闺
秀”了。

闭上眼，闻一闻熟悉的鲜
香。咽几下口水，快速用勺舀
起一个馄饨，不顾烫，咬下一大
口。当韧性却滑溜的皮和柔脆
兼施的馅儿，在口腔里缠绕交
互时，吃货的心，早已不分东西
南北了。虾仁、蛋黄、荠菜……
五滋六味溢满唇齿，让味蕾欣
喜跳跃，有种停不下来的感觉。

“师傅，慢点吃。要辣油
哇？”面对老板的微笑询问，看
着所剩无几的馄饨，呃，好尴
尬，刚才自己肯定是狼吞虎咽

的模样。呵呵！当然得要，还
要加点醋，才能其味无穷，“鲜
得眉毛掉下来”。

我喜爱吉祥馄饨，不仅是
它的匠心独运，更源于它的好
名字。“吉祥”一词，最早出现于
《庄子·人世间》：“虚室生白，吉
祥止止。”说的是清净心灵自会
生发明亮，吉庆福祥也就自然
降临了。吉祥，寓意美好、幸福
与如意。一听到这个词儿会莫
名地感到舒适与愉悦。吉祥，
还蕴藏着博大的中国传统文
化，如2008北京奥运会的吉祥
物“福娃”、2010上海世博会
的吉祥物“海宝”；如祭灶、
扫尘、贴春联等吉祥习俗；如
藏族的献哈达的吉祥礼仪；如
“多闻令志明，已明智慧增”、
“友贤择善居，常先为福德，
敕身从真正”的吉祥行为……
吉祥文化就像水之于鱼、天空
之于鸟、空气之于人，无处不
在，无人不用，凝结着中国人
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情
趣和民族性格。

推开店门，走进金色的秋
风里。天蓝了，云开了，吉祥已
来临，已来临。叫醒你，叫醒
他，临港的脸，就像一朵太阳花
……

吉祥来临
□袁建章

秋雨像一张巨大鱼网，笼
罩住了整个大地。秋雨连绵不
断，任性地下下停停，停停下
下，淅淅沥沥，没完没了。天整
个儿都是灰蒙蒙，潮嗒嗒，像有
一层扯也扯不开的雾帘，沉沉
而闷闷的，雨丝裹着阵阵寒凉，
路人们穿上了薄薄外套，遮住
露裸的肌肤。真如木心所言

“一夜透雨，寒意沁胸，我秋天
了。”经过一个夏季热汗淋漓的
人们，终于透出了一口舒爽长
气。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
少。”家门前两棵紫薇，经过一
季暮春的绚丽奔放，现只剩下
满树衰败而黄焦颤零的花梢缀
满枝头，垂头丧气的几个圆果
粒，却有种美人迟暮的不甘，曾
经一树烂漫俏丽的玫红紫薇又
浮现眼前，让人心生惋惜。一
场秋雨让一片缤纷落英都归葬
于泥土之怀，灌养着满地草茵，

而吸足了秋雨的肥沃草皮，却
再没了往日的健旺长势，腻焉
焉，软塌塌。清晨里，还听得绿
化师傅的脱草机“突突突”地在
湿濡濡的草皮上割除最后一荐
杂草的拔扈。

雨雾中，所有的建筑，所有
的植被、草坪、喷泉、小道、马路
都蒙着一层雾翳，我们的银灰
色楼宇也仿佛像一个垂暮老
者，沉沉地挂着了一副肃穆表
情，青色黛瓦上也飘浮着淡淡
雾霭，和灰蒙苍穹形成了强烈
呼应，经过秋雨的洗礼，泛着
盈盈光亮。几只白头翁发出清
利尖叫，穿过雾霭的虚空，倏
地栖息在湿湿的草地上觅食。
撩人的蝉鸣忽然都销声匿迹，
不知去向了何方。偶尔从湿潮
的角落里传来几缕蟋蟀叫声，
夹杂着不知名的秋虫呢喃，断
断续续。唯有门前一棵高大如
伞的香樟，富有生气，噌噌地

在顶冠冒出一层层嫩绿的新
叶，在雨中泛着油润润的鲜亮，
氤氲着特有的馨香。紧挨樟树
后一棵硕大的桂花树，汲足了
秋雨的精华，满树椭圆形的青
叶上已饱含了簇簇金黄花蕾，
蓄势待发，勃勃生机，香气袭
人。

“秋雨，秋雨，无昼无夜，滴
滴霏霏。”仿佛一个调皮又黏人
的小孩，特烦又摆脱不了，却也
沉乐其间。这也是个多愁善感
的雨季，老人说：季节的转变，
身子骨也要换一换，我的风湿
性关节炎也提前感受到种种不
适。夜晚听着绵绵秋雨轻轻敲
打窗棂，我做完关节按摩，百无
聊赖时，捧着一卷书刊，似读非
读，却总在走神，节律清晰的嘀
嘀雨声如小妇人在诉说隐秘心
事，絮絮叨叨，温情委婉又催
眠，一阵阵秋乏袭来，我躺在床
笫，享受着“卧迟灯灭后，睡美
雨声中。”一会儿梦魅里的乡思
乡韵乡景，伴着丰庆晒秋，阳光
般的笑靥，收获后的狂欢，甘甜
地，美美地，在梦里缠绕着，延
伸着……

秋雨
□吴毓

诞生于浦东东南这方风水宝地上的惠
南文学社，也许是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
的得天独厚之缘故吧？在短短的几年时间
内，竟然成了众多文学追梦人得以圆梦、得
以腾飞的平台。这其中自然而然有着姚社
长这位“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快枪手”
的引领与榜样的表率作用，有着陈志强这
位“笔耕劳模”甘愿担当声名外扬“吹鼓手”
的功不可没，也有着全体文学社成员的争
先恐后的奋发图强。除此之外，以我这些
年有幸应邀参与了文学社活动的切身体验
来衡量，另一位不仅自己勤于耕耘着的、又
默默地为大家无私奉献着的唐根华，显然
是一位会让人情不自禁肃然起敬的不可或
缺的重要人物。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唐根
华老师是一个头戴着多顶光灿灿“桂冠”的
文学追梦人。

一般来说，大多数有着文学情愫的追
梦者，都是单色斑的，总是心无旁骛地在各
自擅长的文学样式上锲而不舍，力图创作
出令人拍案叫绝的佳作。而唐根华却是一
位多方位、多色彩的文学追梦人：一方面，他

努力地在自己既喜欢又擅长的报告文学领
域三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着，热爱家乡颂
唱闪亮人物的作品数不胜数，为大家津津乐
道；另一方面，他不厌其烦地为众多的文学
爱好者甘作嫁衣裳，想方设法地为他们策划
出书，圆上梦寐以求的出书愿望，迄今为止，
受益者恐怕已是不计其数；再方面，他还极
其热心地组织着各类文学活动，意欲使文学
追梦者的创作水准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中
得以提高，意欲使走进社区村居的文学传播
起到潜移默化的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

凡是认真读过唐根华报告文学作品的
人，不难发现在唐根华洋洋洒洒的报告文
学作品中，蕴含着他自成一体的特点。当
然，报告文学作品是不同于小说作品的：报
告文学作品讲究的是真人真事的再现，即
使是要进行适当的修饰艺术加工，也必须
是要遵循“不违反真实”这条原则的，讲究
的是“生活的真实”；而小说创作，注重的是
符合生活的再创作，是允许根据塑造人物
的需要来选择细节进行虚构的，讲究的是

“艺术的真实”。两者的区别在于：写报告

文学是不能随心所欲的，而小说则是依据
情节展开、人物塑造的需要，是可以有节制
的随心所欲的。两种文体的创作，从某种
意义上说报告文学作品似乎更难写。因为
要把报告文学作品中的人，写得给人毫无
虚假感地栩栩如生，假如对所写人物熟透
得不能再熟悉，假如对所写人物不倾注进
书写者炽热的真情实感，那么出现在读者
面前的人物显然是干巴枯躁死气沉沉的，
显然是引不出读者的共鸣声的。唐根华的
许多篇报告文学作品，则是几乎都呈现出
了他自成一体的特点：比如乡土气息浓厚，
选择的场景，都会让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比如选择的人物，很多是在各自的领域里
很有代表性又是作者充满着崇敬之意的，
所以很容易融进作者的深情厚谊；又比如，
报告文学作品要想具有出其不意的感染
力，也必须要有抓得住人心的故事情节，在
他的作品中，既生动而又曲折的故事情节，
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至于唐根华热心于“杂务”，则是充分
体现了他的追梦心愿：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
千红春满园。故而，多年以来，他不仅自己如
痴如醉地追圆着从小就编织着的文学梦，更
是不遗余力地帮助着众多的追梦人圆上他们
望断眼线的文学梦。这难道不是一个多色彩
追梦人的一种特殊的崇高境界吗？

多色彩的追梦人
□倪辉祥

老歌
□陈连官

有多久没唱歌，忘了。只记得那天在新
场古镇的夜色中，唱完了《雨中飘荡的回忆》
这首老歌，便再也没有唱过。

我是喜欢唱歌的，喜欢唱老歌。记得第
一次K歌，是在南京路上的七重天，是仲哲带
我这个乡下人去的。那天唱的是《在雨中》，
旋律的悠扬，歌词的动感，真希望在雨中，为
一位知性的少女打开一把伞。

这把伞终究地没有打开，但有些老歌留
在了心底。比如《吻别》、比如《其实我已不在
意》等等，至今还记得几句歌词。

我总以为，一首老歌便是一个人的人生
浓缩。有时，写文时听着老歌的旋律抒写，心
会很净很静，一些歌词便写进了文字，成为文
章的引子和底色。

我是喜欢老歌的，看央视的音乐频道，那
些歌唱家唱得绝对真诚和深沉。好多次，听
降央卓玛的歌流泪了，爱人说我心太软，太多
情。

我多情吗？为什么我忘不了那片土地的
深情？那国旗的飘扬。每夜，我在听着的老
歌声中睡去；每天，我在国歌声中醒来，去迎
接属于我的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