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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徐志摩的春夜

新月初升，二十四番花信风

正在远处轮番吹过

仿佛有许多话语

可以向你诉说，当我的手

和你的手轻轻相握

而我为什么突然失语

星河不宽，却难以渡过

就像激情的手指

刚刚触到琴弦

又顿时变得沉默

你美丽的长发在夜色里

闪烁着迷人的光泽

你羞涩而迷醉的目光

比花瓣上的露水还要清澈

啊，今夕何夕，仿佛

昙花一现的精灵

天空无痕，而鸟儿已经

从梦中的天空轻轻飞过

那么，许多年后的

某一个夜晚，谁将

重新记起古老的北京

这个美好的春夜

那微微战栗的一瞬

像记起错过季节的

一朵落花。像记起

从时间之树上飘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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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轻轻地在城市上空落着

$毛 尖

当年轻的兰波试图表达爱情时，他突然丧

失了勇气，只写下了这么一句话：雨轻轻地在

城市上空落着。他的同性恋人魏尔伦接着写

道：泪洒落在我的心上，像雨在城市上空落

着。魏尔伦遭遇兰波，刚刚因婚姻而放弃放荡

生活的他重新上路了，他们一起去比利时，一

起到伦敦，二十七岁的魏尔伦在十七岁兰波的

脸庞里完全沉沦了。两年后，他开枪打伤了兰

波的手臂，因为兰波说不愿意再一起漂泊。接

着他们就分手了。后来魏尔伦就痛苦地生活在

巴黎，往来于酒吧和医院，经常，人们听到他

默念兰波的遗言： “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把

我送到码头⋯⋯”

在两位天才诗人的爱情中，雨是其中的重

要主题。雨轻轻地落着，落在托马斯·曼的笔

尖，淋湿了痴迷的阿申巴赫，因为日日夜夜跟

踪威尼斯美少年，他的体力被透支了。 “雨稀

稀落落地下着”，他感到 “海洋的鸟身女妖正

在追踪那些注定要毁灭的人”。后来，这雨声

渐渐地大起来，在 《春光乍泄》中，何宝荣4张国荣 5、黎耀伟 4梁朝伟 5要看到 “大瀑布”

才能平静下来，才能重新开始，整部影片的颜

色像被雨淋过似的，张国荣的脸像被雨淋过似

的。好像是，文学和电影中，当 “男色”主题

出现时，背景里总是有雨水。这么说，是因为

我想借此解释今年五月的浪漫雨天。

五月，在上海历史上一直是阳光明媚好时

节，但是今年不同。今年五月下了那么多的

雨，每天早晨，拉开窗帘，城中飘细雨。我们

谈论这些大大小小的雨。我们和卖肉的谈，

“下雨天，肉容易坏吧 6”我们和公共汽车售
票员谈， “车上都是水，很滑啊6”我们在电
话里谈，在互联网上谈。在起床的时候、在睡

觉的时候，我们谈着这场无休无止的雨，这场

!
佳 作 邀 赏7 ’((’ 年散文年选作品 8



!"#$%
&’

())*+,
-./-01

023.4
0567-

/+*.*8
90*:6

!" (379 ; < =!!#

名作

欣赏

"""""""""""""""""""""""""""""""""""""""""""""""""""""""""""""""""""""""""""""""""""""""""""""""""""""""""""""""""""""""""""""""""""""""""""""""""""""""""""""""""""""
"""

"""
"""

"""
"""

"""
"""

"""
"""

"" #

##
#

不应该在五月出现的雨。气象专家没有充分地

解释这些雨，市民们被含糊地告知——— “气候

异常而已”。城中飘细雨。不耐烦的父母打孩

子——— “还哭，还哭，天都要给你哭塌了>”
看着女友的眼泪，男孩子们失去了控制———

“够了够了>”城中飘细雨。
然后，这场雨的因果突然现身了——— 3$

到上海，就在五月。这是四个花一样的男人，

有令人昏迷的资本——— 黄金的身材、灿烂的笑

脸和美好的肤色。用 “他们”来称呼他们好像

粗鲁了点，稍合适点的代词是 “她们”。这四

个美人是妃子一样地从芸芸众生中被偶像剧的

制片选出来的，都是一米八，都是七十二千

克。极品加批发，四款联动，没有一个城市的

少男少女可以幸免。借了 (4+*-,.1 &+.5/8 的
创意，这四朵玫瑰在上海的大大小小报刊亮

相，美艳不可方物。联想电脑为他们换下了章

子怡，形象大使舒淇、王菲、巩俐一个个面临

他们的挑战。这是男色的好时代。

四张脸都还相当纯洁，眼神还有点茫然，

他们的动作和姿态都是被匆匆培训出来的，有

时候会流露出男孩自己的手势和顽皮。但是，

慢慢地，他们被一点一点地收编，他们被打扮

得精致夺目，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去兜售他

们的好颜色。所到之处，他们总挑逗起无数青

春的尖叫，无数倾慕、无数热泪。在上海，媒

体问他们： “同性恋?双性恋?自恋?”回答一
律：不，不，不>

但是，五月的淫雨泄漏了这个城市的情

欲。虽然，男色没什么不好，任何恋情都应该

被允许，但这些都不可以承认。报道必须是正

面的——— “3$ 是阳光男孩”。城中飘细雨。
五月的上海打湿了台北的四朵花，这个城市对

他们的锐利呼喊饱含着前所未有的激情——— 孩

子，你是那么美， “像盛开的大百合花”。关

锦鹏的 《蓝宇》闪过，美丽稚嫩的蓝宇被一个

成熟有钱的男人看上了。再次相遇是冬至夜

晚，下那么大那么大的雪，他的同性恋情被激

发出来，人海茫茫，年轻的蓝宇向爱情缴械

了⋯⋯

美丽的男孩来了又去，他们以后会有心爱

的女孩，或男孩，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雨轻轻地在城市上空落着。而在这个城市撒谎

的报刊上，五月还是这样被定义着——— 阳光灿

烂，万里无云。虽然，我们拿到的报纸是被雨

打湿的。雨轻轻地在城市上空落着，就像很多

年前，它温柔地包裹了魏尔伦太太的谎言———

是的，魏尔伦爱我，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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