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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

玩儿 他想说的东西，跟钱关系不大

“当你真正决定要养一个宠物的时候，你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因为这并
不是它单方面为你带来快乐的事儿，而是双方互相取悦。这有点儿类似于交
朋友，你要读懂它的内心，学会和它交流，经过互相磨合达到心灵相通，这期
间你要付出很多。说白了，养宠物的过程就是个付出的过程，你的快乐是在
这个过程当中找到的。再说白一点儿，和养孩子一样，甚至更难。”——于谦

作者：于谦
出版时间：2018年3月
定价：49.80元
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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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即便这样，从上午十点开

始，一直到下午两点，连个兔子的

影儿都没见。哥儿几个又渴、又

饿、又热、又累，这时才想到放鹰真

是不容易呀！甭说没有兔子，即便

很多兔子，你也得架着鹰一步步地

往前蹚，绝对是个体力活儿。记得

有一次钓鱼，住在鱼塘边的老乡

家，晩上尿急问厕所在哪儿，老乡

对我说了一句俏皮话儿：“老头儿

放鹰—出门儿就撒。”当时没在意，

现在可真是领会到其中的幽默了。

回到家已经是晩上了，几个人商

量着：“哪儿有兔子呀？”驯鹰成功的

标志就是抓到兔子，如果这项没做

到那就叫功亏一篑，之前的努力都

白费了。猛然间，我想起了一个地

方。两年前和朋友去延庆逮鸟，有个

地方叫沙梁子，山区，离北京市区很

远，大概要四个小时的车程。当地气

温寒冷，昼夜温差较大，有哥们儿在

那儿种西洋参，当年去时住在他家，

逮鸟时山上的山鸡、野兔不计其

数。记得聊天时朋友曾和我说起，

自从禁枪之后，小动物繁殖很快，每

到冬闲，当地老乡上山下套捕野兔、

山鸡，一冬能卖五六千元。我们要

到那儿去，保管黄鹰能有用武之地。

我把这情况和大伙儿一说，哥

儿几个顿时来了精神，摩拳擦掌准

备大干一场，大有即刻出发的意

思，只有七哥低头沉思没有表态。

一会儿他抬起头对我说：“那你和

你当地那朋友联系一下，咱们马上

出发，今晚就住他们家，明天早晨

逮兔子去，逮得着逮不着只当玩儿

一圈呗。”大家一听全都表示赞成，

谁也没有留意到七哥的犹豫。我

马上打电话联系好地方，五个人草

草吃了点儿东西，架着鹰上路了。

到沙梁子的时间是夜里一点

左右，记忆中这是身处大山之中的

一片广阔洼地，一条黑水河横穿而

过，河的两侧零星地散落着几个小

村子。虽然人在崇山峻岭中略显

孤独，但却有一种远离尘世的喧

嚣，置身世外桃源的超凡脱俗之

感。而现今，山区的夜里一片漆

黑，黑得已经看不清四面大山的轮

廓了。山谷中的村落灯光尽灭，所

有人都还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农耕习惯。四周静悄悄的没

有一点儿声音，借着车灯，凭着记

忆，我找到了朋友居住的地方。

一下车，一股寒气扑面而来，让

我们当时就找到了严冬的感觉。我

后悔轻视了这里的温差，没有多带

些厚衣服。朋友一家还在等着我

们，他们看见车灯的移动，迎着灯光

走了过来，手里还抱着厚厚的军大

衣，真是太善解人意了！就下车的

这么一会儿，我已经冻得开始打哆

嗦了。我们顾不了许多的客套，先

把棉衣穿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

主人来到了屋中。屋内倒是很暖

和，煤炉烧得旺旺的，上边的水壶嘶

嘶地冒着蒸气，更增添了屋中温馨

的感觉。房间正中央摆放着一张老

式折叠圆桌，桌上堆满了热气腾腾

的饭菜——简直太周到了。一阵寒

暄过后大家各自落座，边喝酒边聊

天，屋中充满融融的暖意。新朋友、

老朋友，都是说得来的朋友。你聊

会儿，我说会儿，都是彼此喜爱的话

题，大家坐在一起，没有烦心之事，

没有利益关系，没有钩心斗角，没有

高低贵贱，有的只是共同的爱好，同

样的心境，轻松的状态，欢快的气

氛，这就是我最喜欢的生活。

这一顿酒一直喝到凌晨四点，

尽欢而散。主人把我们带至客房，

还有两三个小时的觉可睡，怎么着

也得眯会儿呀！

客房是和主人居住的卧房并

排的一间屋子，屋里设施简陋，屋

中只交叉摆放着八张上下铺的铁

架子床，有一张老式三屉桌，两把

破旧折叠椅，一个城里已经淘汰的

脸盆架子，就再无其他陈设了。可

是，铁架子床上整整齐齐地已经铺

好了五套干干净净的超厚棉被，被

子不是新的但已经拆洗过。三屉

桌上早就摆好了茶叶罐和一套茶

具，桌旁的地上放着两只旧暖瓶，

里边灌满了开水。脸盆架上搭着

两条干的被洗得漂白的旧毛巾，半

盆温热的洗脸水旁放着一块刚刚

拆掉包装的灯塔牌肥皂。整间屋

子一尘不染，简陋的房子中透出主

人的精心、周到，让你立刻蹦出的

想法是：这绝不是五星级酒店能够

与之相比的，有朋友真好！

我们是早晨七点钟起床的，毛

巾、肥皂、牙刷、牙膏，烧饼、油条、

豆浆、馄饨，一切安排不必细说。

我们吃饱喝足，精神饱满，迫不及

待地架鹰上山。

临上山时七哥并没有把鹰交

给任何人，而是自己架在胳膊上，

慢慢地跟随大家往山上走。刚上

到半山腰，黄鹰一改往日缩头蹲伏

的低迷状态，而是抬头四下张望，

两眼炯炯有神，双爪抓扣有力，身

体也呈紧张状态，仿佛随时要出击

捕猎的样子。 (连载14)

马克思说，男人

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是

最自然的关系。其

实，还有一种关系比

男女关系更加自然，

就是亲子关系。男女

关系要保持纯粹不太

容易，因为都是成年

人，必定会有社会的

因素掺杂进来。不必

说婚姻，因为婚姻本

身是一种社会关系，

两人订立共同生活的

契约，在一定程度上

不能不考虑经济条

件、家庭发展前景等

社会的因素。单说性

爱，不管是否准备结

婚，哪怕是婚外情、一

夜情，单纯因为性吸

引而发生的有多少？

乐园早已失去，今日

的亚当和夏娃多半在

生意场上相逢。

动画片《寻梦环

游记》感人至深，其中

主题曲《请记住我》尤

其让人难以忘怀。剧

中落魄音乐人埃克托

因为相片没有被家人

供奉，死后成了孤魂野

鬼。所幸遇到了梦游

冥界的玄孙米格，最后

将埃克托的照片送回

家中灵坛，埃克托得以

在最后时刻避免了灰

飞烟灭的下场……

关于死亡，一些

世界知名作家写过观

点相似的文章，他们

不约而同地将死亡定

义为两个阶段，首先是

肉体死亡，这并不是真

正的死亡。只有当世

间所有人都忘记了死

者，他才真的死了。

中国虽然和《寻

梦环游记》中的墨西哥

远隔万里，有些风俗却

与之相似。以前许多

人家客厅里都挂着死

去亲人的照片，不过随

着老房子越来越少，大

家住进了新房，已经没

有多少人家保留这样

的传统了。这些年，我

只在老婆娘家老宅看

到过一幅遗像，是她已

故的爷爷。我问老婆，

爷爷是怎样一个人？

她说爷爷爱看书，至于

什么书，她记不清楚

了。另外爷爷爱看历

史剧，什么《雍正王朝》

《康熙大帝》，都看过十

几遍。老婆的描绘过

于粗疏，没有辨识度。

她是爷爷带大的，记忆

都已经有些模糊了。

可想而知，要不了多少

年，她爷爷就会被后人

彻底遗忘，哪怕遗像还

在墙上。

“这本挂历千万

收藏好，以后一代代传

下去，里面有我的光辉

形象……”去年年底的

一天，岳父交给我们

一本挂历。我一看是

他们家族“宗亲联谊

会”印制的。打开一

看，纸张粗糙，照片构

图、清晰度都很糟，哪

里有什么收藏价值。

岳 父 明 白 一 个

理，没有“闪光点”很难

让人记住你。这些年

他一直是个“社会活动

家”，他想让大家觉得

他是个人脉很广的能

人，在社会上是有一定

地位的，但最终别人只

是把他当作富亲戚身

边的帮闲。好在今年

春节，岳父无心插柳却

让人刮目相看了一回。

事 情 源 于 两 年

前，岳父在南郊买了一

套二手房，对外号称位

于“武昌南”，其实走不

多远就进入了相邻的

咸宁市。正因为位置

偏远，他死活不让亲

友去他那儿串门，连

我们也没去过。偏偏

他外甥好奇心重，打

听到地址，依靠导航

自己摸上门去。进屋

之后，他外甥四处参

观，得知这两室一厅

基本是由岳父一个

人，历时两年装修出

来的，顿时惊得目瞪口

呆……此后几天，便有

不少亲戚慕名去参观，

我 们 也 去了。老实

说，装修风格完全是上

世纪九十年代的，设计

上乏善可陈。但视觉

效果很不错，地板铺

得平整，瓷砖也贴得

严丝合缝，吊顶……

最让人震撼的是，这

一切是一个人独自

DIY出来的。

我想岳父的“实

际寿命”一定会比他

父亲长了，以后后辈

们家里要装修，难免

会谈及岳父愚公移山

的装修故事，十代之

内相信没人能创造出

他这样的“奇迹”了。

相片有没有挂在

墙上，其实只是一种形

式，视而不见的存在是

虚幻的。一个人想让

别人记住你，记住你曾

经来过这个世界，你总

得拿出一些表现，让人

受到震撼，久久难忘，

继而口耳相传，让你即

便离世了，还会活在人

们的传说中……

“山雨欲来”，出自

唐 朝 许 浑《咸 阳 城 东

楼》，是“山雨欲来风满

楼”的省略，指预示有事

情即将发生。我说的山

雨欲来，是山将欲雨。

要体验山雨欲来，

自然是要在山里，最好

有个完整不受作业羁绊

的暑假。我念书时的暑

假，便是这样完美的暑

假了。暑假作业有倒是

有，但远没有如今学生

的作业多，对我来说，暑

假作业总是被敷衍，一

天两天囫囵对付一下就

被束之高阁，待开学时

候拿去交差。剩下的时

间就是作为农家孩子悠

闲自在的日常，或者假

装念书躲在家里睡懒

觉，或者负责家里的日

常三餐，或者帮助干些

农活儿……大晴朗的天

气，自然是不愿意在家

里对付锅碗瓢盆儿的，

于是就要装模作样当个

实在的劳动力。父母自

然也不舍得真把我当苦

力差使，于是一会被差回

家去取个篓子，一会儿被

差回去看看煤火上炖的

腊肉是否软烂，或是被

差回家去取点茶水之类

的做点杂役活儿……而

这些能在田野里打杂的

时候，就是体验山雨欲

来的好机会。

有时候，山雨欲来

是惊心动魄的。特别是

在盛夏，看着骄阳似火，

正带着草帽在锄草或者

施肥呢，不一会儿不知

从哪个山头飘来一朵

云，正惊喜于这朵云能

遮阳蔽日，给人带来片

刻清凉，不经意间又飘

来几朵，然后聚在一起，

就真遮住了太阳，天空

就像盖了锅盖，整个人

都像在蒸笼里一样，溽

热而透不过气来。不一

会儿，山边乌云压顶，黑

压压的如千军万马压境

而来，继而，听见松涛阵

阵，远望去，松浪送着风

浪和热浪一波一波如潮

涌而来。正想着大雨将

至，刹时，山风骤起，近

处的树木被吹得东倒西

歪，大风大有揭瓦掀房

的架势。山边，闪电将

云朵撕开，接着雷声炸

裂，凌厉刺耳，就像天崩

地裂一样。接着从山边

黑压压的云脚开始，大

雨倾盆而下。起初，雨

并不齐刷刷地一次性铺

天盖地而来，而是像钱

塘江涨潮时的潮水，先

推来一波，如大幕将起，

先拉开序幕，然后雨才

一波一波从风源处赶

来，再全部铺开，密密地

织成雨帘。

这样的雨，我们总

能大致判断他的速度，

在我妈“雨要到了，快

跑 ”的 指 令 发 出 的 时

候 ，我 们 已 经 拎 着 锄

头、篓子等家伙什儿迅

疾地往家跑，等跑到屋

檐下，刚好大雨就到阶

前，好像大雨着实被我

们捉弄了一番，心里惬

意得很。

有时候听雨到了山

前，我妈说，糟了，场坝

里还晒着猪粮呢！然后

风一样地跑回家，拿着

大扫帚三下五除二将猪

粮扫成一堆，也顾不上

石头木块渣子混杂在猪

粮里，一股脑儿装在麻

袋里，看到雨到田坎了，

手上就加快了速度和雨

抢时间。有时候雨来得

太快，豆大的雨点说着

说着就来到场坝里了，

不过是零星的雨点先洒

下 ，像 是 给 人 警 示 一

样。夏天衣服穿得少，

雨点打到薄薄的衬衫

上，背部被雨点打得生

疼，但全然顾不了那么

多，全力抢收猪粮，等终

于把猪粮收拾好，或者

刚巧松了一口气，大雨

已瓢泼而至，于是搬来

椅子坐在屋檐下看雨，

劳碌过后的疲惫和跟雨

抢时间的紧张都随之烟

消云散了，笑嘻嘻地看

着一根根水柱从瓦沟里

流下来，在地上又变成

箭头，落到台阶上。就

像和雨打了一场胜仗，

成为得胜的将军站在城

头看着残兵败将溃不成

军，成就感爆棚……

不过，云聚风疾则

雨急，这样的雨来得快，

雨势凶猛，一会儿功夫，

山下就水流成河。然而

这样的雨退得也快，雨

过之后，云消日出，碧空

已洗，艳阳高照。

如果晴空慢慢有云

聚集，没有闪电，听到的

雷声则是轰隆隆的，不

疾不徐缓缓而至，如同

负重的卡车远道而来。

这时的风也是徐徐的，

不急不缓，雨也将至未

至，三点两点，没准儿下

起来没完没了。这样的

雨前，自然是体验不到

山雨欲来那种惊心动

魄的感受了，想那诗人

许浑登楼时，如果遇到

的是阴雨连绵要来之

前 的 气 象 ，断 写 不 出

“山雨欲来风满楼”那

样的佳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