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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书斋

“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
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汪曾祺在

《昆明的雨》 中写到雨季的缅桂花，继
而忆起当年他租住在若园巷二号时，房
东家有一棵大缅桂。雨季到了，缅桂花
开了一树。房东和她的养女搭着梯子上
树摘花，还时常用盘子盛了，给各家送
去。正值青春年少，怀人思乡的情绪并
不浓郁，心里装着当作家的梦，过着有
上顿没下顿的困窘日子。这就是当年的
汪曾祺。是什么“使我的心软软的”？
是美。花的美，人的美。房东是五十多
岁的寡妇，她和她的养女 （文中没写，
我猜大概十二三岁吧） 摘花、送花，这
不就是一幅画吗？这幅画让一颗年轻的
心为之所动，久久不忘。

《昆明的雨》 起头所写正是一幅
画。画的是倒挂开花的仙人掌和几个青
头菌、牛肝菌。这画是巫宁坤请他画
的。画上题了几行字：“昆明人家常于
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
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
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
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
腴。”

汪、巫二人是西南联大的同窗，昆
明是他们共同的第二故乡。在汪曾祺去
世十周年之际，巫宁坤写过一篇纪念文
章 《花开正满枝》，文中回忆了题赠此
画的经过。1957 年后，两人都被打成
右派，天各一方，直至上世纪 80 年代
才得重逢。蹉跎的岁月、坎坷的经历，
感慨几多？但依然聚少离多。巫宁坤遂
请汪曾祺给他画一幅画，要有昆明的特
点，一来睹画思人以慰离情，二来也可
满足一下怀旧情绪。

“八四年二月，我写信给他，请他
给我画一张画，要有我们的第二故乡昆
明的特色，往我家徒四壁的墙上一挂，
就见画如见人了。三月二日，他回信
说：

画尚未画，因为想不起能表明有昆
明特点的花果可画。昆明最多的是报春
花，但这花细碎，难为布局。波斯菊也
不好画，美人蕉则不成样子也。圆通公
园樱花甚好，但画出则成为日本的回忆
了。且容思之。

时隔数十年，他对昆明的百花记忆
犹新，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他‘思’了两三个星期，画直到三
月二十日才画成：‘右上角画了一片倒
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
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
牛肝菌。’这幅画，从构思到布局和题
词，处处可见匠心，淡泊宁静，炉火
纯青。”

二月写的信，三月二十日才画成。
看来颇费了一番思量。除了有昆明特
色，仙人掌顽强的生命力，想来也暗含
劫难历尽、复又重生的沧桑之感吧。此
画这般格调，送给有同样经历的同窗好
友最恰切不过。足见汪曾祺用心用情之
深。

昆明雨季倒挂的仙人掌能开出花
来，这一意象让汪曾祺难忘，所以当老
友提出要有昆明特点时，他便构思创作

了此画。
由此画便引出昆明的雨来——昆明

的雨是啥样子？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

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
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
里，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
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除了雨中的缅桂花，文中还写了雨
季的菌子、雨季的果子、雨季的经历。

各种菌子，不同形状，不同味道。
牛肝菌、青头菌、鸡枞、干巴菌、鸡油
菌⋯⋯

雨季的果子是杨梅。昆明的杨梅，
果大、味甜、颜色黑红，叫“火炭梅”，为
别处所不及。若只写这些，杨梅只算是
有特色的地方风物而已，但那就不是汪
曾祺了。他起笔所写是卖杨梅的苗族女
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
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
不时吆喝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
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
加柔和了”。这才是神来之笔！文章情
味由此陡增。

雨季的经历是和好友朱德熙去莲花
池玩，中途遇雨，被阻挡在小酒店里。
于是两人喝酒，看屋檐下的鸡，看院子
里那一架大木香花。“密匝匝的细碎的
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
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
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过

去了，犹不忘当年情味，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最后一句是“我想念昆明的雨”。

这样的一首诗，这样的结尾，余味绕梁
三日不绝。

写雨哉？写草木哉？写人哉？文中
散发一股甜甜淡淡的美丽的哀愁，让人
的心柔软温润。套用诗的语言，“打湿
了我的眼睛，我的心”。

雨中的草木，雨中的人，逝水般的
再也回不去的岁月。一篇写雨的文章，
就这样摇摇曳曳，情味无限。

故人黄裳对 《昆明的雨》 评价甚
高：“曾祺写 《昆明的雨》，情韵都绝；
有 诗 一 绝 ， 能 得 南 疆 风 韵 ， 不 易 忘
也。”

《昆明的雨》 写于1984年，而他在
昆明的时间是1939至1946年。这么多
年来，卖杨梅的苗族女孩子的娇柔一直
印在心里。不只写在文中，还画在画
里。曾见过一幅杨梅图，上题：“昆明
杨梅色如赤炭，名火炭梅，味极甜浓。
雨 季 常 有 苗 族 小 女 孩 叫 卖 ， 声 音 娇
柔。”小女孩娇柔的叫卖声，隔着半个
世纪的时空，悠悠传来，把人的心都软
化了。

汪曾祺很会写女孩子的美、女性的
美。她们的美让他难忘，久贮心中。

《受戒》 写的就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
梦，写小英子的健康和美丽。那一串深
深浅浅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都搞乱了。
他很会写女性的脚，写得美。薛大娘的
脚：“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
天，她都是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
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
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
脚。”小说 《窥浴》 中的虞芳：“双脚修
长。脚很美。岑明一直很爱看虞老师的
脚。特别是夏天，虞芳穿了平底的凉
鞋，不穿袜子。”

随笔 《岁朝清供》 篇幅不长，提及
刘旦宅的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少妇的
背影，背兜里背着一个娃娃，右手抱一
大束各种颜色的花，左手拈花一朵，微
微回头逗弄，少妇着白上衣，银灰色长
裤，身材很苗条。穿浅黄色拖鞋。轻轻
两笔，勾出小巧的脚跟。很美。这幅画
最动人之处，正在脚跟两笔。”这个老
头儿，眼光就这么特别——他看到了轻
轻两笔勾出的小巧脚跟的美。虽无缘见
到此画，经他这么一写，那幅画就仿佛
扑面而来：年轻爱美的少妇，对孩子的
爱，对生活的惬意，都有了。

那些美的印象是那么深刻，对此他
不惜笔墨，多次表现。作于 1997 年 3
月的散文 《猫》 中有一只他念念不忘的
昆明小猫。小猫是一位年轻母亲养的。

“这位母亲已经过了三十岁了，人很漂
亮，身材高高的，腿很长。她看人眼睛
眯眯的，有一种恍恍惚惚的成熟的美。
她斜靠在长沙发的靠枕上，神态有点慵
懒。在她脚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绣
墩，绣墩上一个墨绿色软缎圆垫上卧着
一只小白猫。这猫真小，连头带尾只有
五六寸，雪白的，白得像一团新雪。这
猫也是懒懒的，不时睁开蓝眼睛顾盼一
下，就又闭上了。屋里有一盆很大的素
心兰，开得正好。好看的女人、小白
猫 、 兰 花 的 香 味 ， 这 一 切 是 一 个 梦
境。”这只小猫和美丽的女主人最早是
出现在他 1947 年创作的小说 《绿猫》
中：“我的眼睛被一个东西吸引住了：
墨绿缎墩上栖着一只小猫。小极了小极
了，头尾团在一起不到一本袖珍书那么
大。白地子，背上米红色逐渐向四边晕
晕地淡去，一个小黑鼻子，全身就那么
一点黑。我想这么个小玩意儿不知给了
女主人多少欢喜。⋯⋯我看见了那个墩
子，想这团墨绿衬得实在好极了。我断
信这个颜色是为了猫而选的。”而在
1996 年，他也画过这只卧在绿色软缎
上的小猫，题曰：

昆明猫不吃鱼，只吃猪肝。曾在一
家见一小白猫，蜷卧墨绿软缎垫上，娇
小可爱。女主人体颀长，斜卧睡榻上，
甚美。今犹不忘，距今四十三年矣。

四十三年一梦中，
美人黄土已成空。
龙钟一叟真痴绝，
犹吊遗踪问晚风。
这里“四十三年”应为“五十三

年”。这样的画，再配上这样一首小
诗，怎不叫人情摇意荡⋯⋯

（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副编审）

那些久久不散的美那些久久不散的美
——读汪曾祺《昆明的雨》

段春娟

作为“七修·纯粹读书会”的
首场活动，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赓
哲日前携新书 《唐开国》 做客七修
书院，以 《隋唐交替的历史启示》
为题与读者进行分享。

隋唐交替意味着什么？于赓哲
用哲学家黑格尔的理论为引导开始
了讲座：“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
中提到，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
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
再重复而已，进步很难从中产生。
这句话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特
点，即中国的文化很少和过去做断
崖式的决裂，往往是循序渐进、螺
旋式的上升。”

于赓哲表示，隋唐交替从根本
上来说是一场关陇集团内部的权力
交接，而隋炀帝则被关陇集团视为
阶级叛徒。不可否认的是，隋炀帝
客观上为中国的历史进步作出了很
大贡献。首先，他创建了科举制，
打破了阶级固化，随后唐朝又把科
举制发扬光大；其次，隋炀帝修建
了大运河，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
南移，沟通了南北方的经济及文
化。

于赓哲的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
史、医疗社会史。近年来出版 《唐
代疾病、医疗史初探》《狄仁杰真
相》《上官婉儿》《大唐英雄传》

《她世纪》《平衡的失败——唐玄宗

的得与失》（上下册） 和 《隋唐人
的日常生活》 等作品。

“七修·纯粹读书会”是新绎
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与广西师范大
学 出 版 社 集 团 战 略 合 作 项 目 之
一。据介绍，新奥集团旗下新绎
七 修 书 院 以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为 根
基 ， 以 “ 七 修 ” 养 生 智 慧 为 内
核，将儒、释、道、医、武等传统
养生精髓与现代生活相结合，通过
多种方式弘扬中国传统养生理念。

“七修·纯粹读书会”将举办多种
形式的线下活动，不断深入挖掘文
化产品的多元价值，扩大文化影响
力。

“七修·纯粹读书会”
首讲《唐开国》

缇妮

“听音乐，按照节拍抛起你手
中的气球或者丝巾，控制好在节拍
内接住。”在新书分享会现场，台
湾音乐教育专家郑又慧跟孩子和家
长们一起玩起了音乐。近日，郑又
慧的新书 《心爱的五线谱音符卡》
由东方出版社推出，这是一套帮助
儿童轻松学习五线谱，启发儿童音
乐潜能的图书。

有近 40 年音乐教学经验的郑
又慧认为，音乐教育是全人教育。
想要培养孩子的音乐能力、调动他
们对音乐学习的兴趣，最好的办法
是让孩子随时随地听音乐。儿童期
或更早的低幼期的音乐教育，要以

“启发儿童的音乐潜能”与“培养
儿童的音乐基本能力”为主，而不
是音乐技术的获得。

综合自己丰富的音乐教学经
验，郑又慧认为：基本功五线谱的
学习，是学习乐器最重要的一课。
国内很多孩子之所以放弃进一步进
阶学习乐器，多数都败在了五线谱
上。家长动辄花费一节课几百元钱
的课时费，让孩子学习五线谱。很
多教师的教授方法就是死记硬背，
结果钱花了不少，孩子不仅没有学

会，反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针对这个痛点，郑又慧一直在

研究如何让五线谱的学习更简单
化、有趣化，更符合孩子的身心发
展特点。经过实践探索，郑老师发
现了一个好东西：五线谱音符闪
卡！她结合自己多年的音乐教学经
验、先进的音乐理念，以及儿童的
身心发展规律，专门为孩子们学习
五线谱音符创作了这套 《心爱的五
线谱音符卡》。

音乐启蒙的“暖身运动”
斯陌

纸现场

《昆明猫

》

汪曾祺

作

重视组织
构筑三张网络

建立安全工作网络。学校专门成立了安全
工作领导小组。校长亲任组长，负总责，具体
抓；副校长任副组长，分管安全的副校长负专
责，专门抓；中层干部、班主任为成员。各方
面良好协调，注重合作，形成了上下联动、左
右互动的安全工作网络体系。

完善群防群治网络。学校根据安全工作要
求和自身情况，注重物防技防有机结合。食
堂、财务室、实训楼、学生宿舍、活动场地等
重点区域都设为安全文明责任区，责任挂钩到
人；添置了物防技防设施，建立了完整周密的
群防群治网络。

设立安全报警网络。学校设立 24 小时安
全报警网络，在宿舍值班室等显眼位置张贴安
全接警人员名单及手机号码，每个班级信息表
和宿舍信息表上均有专业部主任及工作人员的
接警电话。值班老师手机 24 小时开机，一旦
接到报警电话，5 分钟内就能赶到现场，及时
有效地处理突发事件。

重视宣传
增强安全意识

及时传达安全文件精神。学校通过各种会
议和培训，组织广大干部、教职员工认真学习
上级有关的综治、安全工作文件，明确每位教
职工的职责和义务，力求做到人人知晓、个个
明白，都能积极响应号召并自觉遵守。

宣传安全防范知识。学校充分运用校园电
视台、广播站、板报、展板等形式，全方位立
体式宣传安全防范知识，安全宣传活动做到了

“五落实”：经费落实、资料落实、时间落实、
人员落实、阵地落实。

开展安全宣传活动。学校围绕“综治”
“严打”“禁毒”“消防”“交通”等主题进行宣

传，把综治、法制、稳定等文件精神辐射到每
一个角落；每年邀请消防大队宣传员普及消防
知识，每年指导师生消防应急疏散演练不少于
4 次；成功承办了全区学校的消防应急疏散演
练。

重视制度
落实安全责任

完善细化安全制度。学校在完善原有安全
制度基础上，根据职业学校的特点，细化了实
训场所的安全制度，建立了各个实验室、实训
室和车间的管理规范与安全操作规范，弥补了
安全制度漏洞。

层层签岗位责任状。学校每学期都与各处
室、教研组、教师、班主任层层签订责任状，
按“一岗双责”“人人有责”的要求层层落实
安全管理责任。年终进行安全考核，实行安全

问题一票否决制。
明确班主任班级安全管理责任。学校确定

每学期开学第一周为“安全教育强化周”，要
求各班主任组织学习安全知识。各班级还举行
安全知识竞赛，评比校园安全之星，使安全教
育内化为学生自觉的意识。

明确教师课堂安全管理责任。学校要求教
师课前清点学生人数，对未到课学生进行登记
并及时上报，对课堂上出现的异常现象或突发
事件进行及时有效处理。同时，把安全教育效
果检测与学生素质检测结合，效果良好。

重视执行
强化安全措施

实行半军事化封闭式管理。根据校情和学
生特点，学校实行半军事化封闭式管理，严格
来客登记制度。学生一律凭胸卡和请假条、出
门证出校门，凭胸卡和进门证进校门。

实行“三个 24 小时”值班制。学校平时
值班由一名校长室成员、一名中层干部和 6 名
专业部人员组成，对全校的安全等进行全面检
查，每晚安排专人值宿。在五一、国庆节、元
旦等节假日，实行全天候领导值班制度。值班
要求为“三个 24 小时”：人员 24 小时不离校，

手机 24 小时不关机，报警 24 小时随喊随到。

重视整改
消除安全隐患

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在学期初、学期
中、学期末组织三次全面安全检查，各处室在
分管校长的组织下每月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隐
患进行一次彻底排查，摸清可能存在的安全隐
患和潜在的矛盾，要求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班
主任及其他教职工在自己管理范围内发现问
题，须随时上报。学校在第一时间解决安全隐
患，将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为学校顺利开展
各项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办学 40 年来，学校成绩显著，先后被授
予“国家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江苏省德育先
进学校”“江苏省职业学校德育工作 30 强”

“江苏省平安校园”等荣誉称号。
安全工作永远没有胜利的时候，站在新时

代的起点，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学校将以
“敢为人先，发展不已”的豪情，进一步凝心

聚力，不忘初心，抢抓机遇，谋求发展，齐铸
安全铜墙铁壁，共享幸福平安校园，奋力再创
盐南职教事业发展的新辉煌!

（李金松 周金宇 刘 兵 王 磊）

齐铸安全铜墙铁壁 共享幸福平安校园
——江苏省盐南中等专业学校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纪实

学校安全工作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关系到无数家庭的安宁和幸福，关系到学
校的改革和发展，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深知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江苏省盐南中等专业学校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安全教育与
管理工作之路。自 1978 年创办起，学校坚决落实安全工作主体责任，坚定树立“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坚持安全工作“属地管理”“一岗双责”和“人人有责”
三原则，全校上下联动齐抓共管，铸造校园安全的铜墙铁壁。多年来，学校安全工作
成绩突出，从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师生违法犯罪率一直为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