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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断想 邹安音 2月4日

裤衩河情缘 张树金 2月12日

风雪年关 郑劲松 2月12日

文明的脚步 高兴明 2月24日

正月十四过大年 梦桐疏影 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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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建行龙支付

乡村故事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国家精准扶贫惠民政策
的这场春雨，滋润着家乡那片神奇土地。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春之计在于勤。土
家人世代传承着勤劳朴实、热情好客的传统
美德，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
明。而每场春雨，是农人企盼风调雨顺的永
恒话题。春雨是关系到农家收成的大事，春
雨贵如油，春耕、播种、播秧，都渴望生命之
水，春雨成为农耕文明的甘露，催生万物复
苏。雨水、清明、谷雨，是春季重要的物候节
气，饱含人们对丰收的殷殷期待。

沉睡的村庄在春雨和鸟鸣声中醒来，
大地春回，万物复苏，春风已剪裁出丝丝杨
柳，故园的春色渐渐变浓。桃花开得锦绣
如云，在春雨中飞着红雨。

草长莺飞，红肥绿瘦的时节，我回到故
乡，刚踏上村口，家乡山水草木，铺满浓浓
的乡愁。此时，是春耕大忙季节，“一犁春
雨趁农耕”。只见山民头戴斗笠，身披蓑
衣，鞭打着耕牛，在辛勤地劳作。山寨吊脚
楼四周盛开的桃李花，在春雨的洗润下更
加晶莹剔透。时近中午，家家户户青瓦屋
上空飘升起袅袅炊烟，随风飘来饭菜清香。

走到全家院子山寨，正遇一对新人在
淅淅沥沥的春雨中举行婚礼。门窗和楹柱
上贴着大红喜字和婚联，这是一家长女出
嫁的婚庆，土家人称之为轿龄出阁“红喜”，
又称“打发酒”。吊脚楼大门处用红纸张贴
着帮忙人员分工榜，各负其责。民间乐队，
在堂屋前吹奏出欢快的喜曲，屋檐下挤满
了帮忙和贺喜的人流，透出浓浓的喜庆祥
和气息。农家有喜，喜在春风春雨里，又一
代土家人播下了新陈代谢的种子。

“古院风竹雪添色，堂前老树雨润花。”
故居房门紧锁，蓬蓬松松的野草已长到了
窗台，房前屋后的花木果树，花开花落，无
人问津，院落人去楼空。春风如剪，故居四
周的老树被春风刚梳理出嫩绿的枝条，桃
花红李花白，在田野迎春开放，冬田已灌满
春水，春雨渲染出一幅水墨画卷。人在画
中游，鸟在林中唱，哗哗流动的山溪水合奏
出一曲动人的原野乐章。“绕楼一河山溪
水，隐窗万树桃李花”，这是故居临河而居
的真实写照。故园在如诗如画的春雨里，
展开一幅神奇的画卷。

那天我看到，乡亲们正在耕地里冒雨

栽树，政府给农民免费送的枇杷、枣子、樱
桃、核桃、银杏等树苗，作为退耕还林项目，
免费让农民栽植。

走进三层岩下的菜花坪古村，这座土
家人集聚的山寨，保持着原汁原味的青瓦
房、木质吊脚楼。山寨前临大风堡、狮子
岩、挞斗岩群峰，背靠三层岩、牛路口，官田
河从大风堡林海里淌出，如碧绿的玉带缠
绕村庄峡谷。几十户集聚的山寨，形成三
合院、四合院、撮箕口形制的传统村落，几
株古树掩映着山寨。

这里仍保持原生态的面貌。青壮劳力
都外出务工，原来1000多人的村庄，现仅
有400多人守望着家园。在古寨，只见有
的老人坐在门槛上，端着饭碗吃午饭。有
的老人斜靠在木窗下打瞌睡，几只小鸡在
院坝觅食，不时传来几声犬吠，打破了山村
的静。

吊脚楼四周的李花雪白，在春风中飘
来缕缕清香。黄澄澄的油菜花开满田野，
蜂飞蝶舞。春鸟在几株古树上鸣唱春歌，
春色在大地五线谱上与鸟语花香、高山流
水合奏出一曲动人的原野乐章。

几年前，我的政协提案得到落实，接通
了中益乡建峰村至黄水镇万胜坝村的5公
里断头路，与大黄水连成一片。外出务工
挣钱的农民纷纷在公路沿线建新房。
2016年3月，有8户老屋因失火烧毁，政府
补贴受灾户重建家园。黄云长的老房子早
已垮塌，修建的新房已落成，脸上堆满幸
福，连声感谢政府高山生态移民给他们补
助，让他们的新居梦成真。

润物细无声，家乡中益乡建峰村，在国
家精准扶贫春雨的滋润下，发生了沧桑巨
变：公路硬化到了村里，并接通了到黄水镇
万胜坝村的断头路，建成了这条山民们盼望
的幸福路，结束了肩挑背驮的历史。

如今，中益乡纳入18个市级深度贫困
乡帮扶，正在打造的中益乡建峰村莲花坪、
全家院子民宿项目，将助力脱贫，家乡的贫
困户都享受到了国家的阳光雨露。每户都
细化了扶贫措施，分别以黄连种植、中蜂产
业、劳务输出、乡村旅游等产业，制定了帮
扶办法，农民纷纷在公路沿线建起砖瓦房，
过上了幸福日子。国家惠民政策如一场接
一场的巴山春雨，滋润着家乡一草一木。

（作者单位：石柱县国土局）

前几天打电话回家问候母亲，感觉母
亲说话有气无力的，不像以往在电话里唠
唠叨叨地说个没完。

“妈，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母亲已八十高龄，我有些担心。“没什么，惠
儿，就是这两天人没啥精神。”

挂断电话，我心里仍放心不下。母亲
老是一个人在家呆着，难免觉得孤单，又不
习惯出门和人聊天，一定是闷坏了。天气
暖和了，春暖花开，何不带母亲去外面走
走，感受春天的美好呢。

晚上回家，母亲的气色的确没有以前
好，行动也缓慢了许多，我心里一阵酸楚，
说：“妈，要不我们明天到郊外走走，怎样？”
母亲抬起头，有些顾虑；“春游？行是行，可
我能走得动吗？”我看见母亲眼里闪过一丝
亮光。“妈，你放心，不是还有我吗？”母亲笑
着点点头。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后，我带着母亲
乘车来到郊外。清新的空气绿绿的草地，
小树冒出嫩嫩的新芽，小河里溪水潺潺，阳
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野花这里一朵那里
一簇，到处一片春意盎然。微风吹过，空气
中夹杂着花香与泥土的味道，沁人心脾。

我牵着母亲的手走在小路上，母亲显
得很兴奋，像个小孩子似的，两眼不停地左
顾右盼。走了没几步，她便放开我的手径
直往前走，脚下也有劲了，叮嘱她走慢点小
心跌倒，她却说：“我能行，不用担心。”

路过一片油菜地，黄灿灿的油菜花铺
满田野，一眼望不到头。母亲站在油菜地
里，脸上笑开了花。我拿出照相机摁动快

门，把母亲的笑容定格。突然有一种感觉，
此时的母亲就像是一朵开在春天里的花，
迎着春光，尽情绽放。

走到一块较为宽阔的地势，地里长
着许多野菜，地丁草、清明花、侧耳根。
母亲似乎早有准备，从包里拿出一把小铁
铲，蹲下身子挖起野菜来。母亲低着头挖
得很认真，动作麻利，嘴里念叨：“现在生
活好了，你看这么多野菜都没人挖，真可
惜哟！”

不由想起小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去地
里挖野菜的情形，充满野趣，至今难忘。那
时生活清贫，在春天野菜疯长的季节，人们
挖野菜充饥，老人们说野菜吃了能祛病消
毒。母亲勤劳能干，把挖来的野菜做成各
种美食，用地丁草炖肉，侧耳根凉拌，清明
花和糯米粉做成清明粑，味道鲜美，让我们
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我也跟着母亲摘起野菜来，不多会儿
功夫便收获满满一口袋。母亲额头上渗出
细细的汗珠，我用干毛巾隔在母亲背上，以
防汗湿了背心会感冒。我对母亲说该回去
了，母亲点点头仍意犹未尽。

其实，我们只要付出那么一点点，父母
就很容易满足。看着母亲开心满足的样
子，我心里一阵欣慰，又深感愧疚。我总是
借口自己忙没有时间，带母亲出去的时候
太少了。

母亲一天天老去，在她有生之年，我要
多抽时间带母亲出去走走，陪母亲散散心，
让她幸福地安度晚年。

（作者单位：重庆长运双桥分公司）

阳光穿过玻璃窗，温暖地落在地板
上。靠着软软沙发，我正无精打采地盯望
着电视。

“涵韬，你去床上午休一下吧！”外婆从
储物间提着一袋面出来，关心地对着我
说。“你精神不好，晚上怎么守夜呢？”外婆
的话把我从浑浑噩噩中叫醒。抬头看着电
视墙上倒贴的大大“福”字，我明白，又是一
年春节至。

厨房，此刻是最忙碌的。爸爸拾掇着
鱼肉，拿着炒勺，研究各种菜谱，妈妈在淘
洗理菜，刷碗放碟。外婆把面放在餐桌上，
围着围腰，承担起了包饺子的重任。外婆
的饺子，从来都是纯手工制作的。妈妈曾
告诉她可以去买速冻水饺，或买现成的饺
子皮儿，她总是拒绝。“这年头，什么东西都
要机器做，机器做的哪有人做的好吃呢？
再说，什么都买现成的，这节还过个啥劲
儿，还有啥盼头呢？”

外婆知道我最爱吃白菜馅儿饺子。白
菜馅儿饺子的制作比较麻烦，要先将切碎
的白菜丁在锅里焯一下水，再用纱布包裹
后按压挤干白菜的水分。平时，我喜欢守
在外婆边，看她像个大厨，有条不紊地做饭

烧菜，尤其是包白菜馅儿饺子。望着锅中
那汪绿碧，看着那被白菜汁浸染成的淡绿
色面皮儿，一股淡淡的清香，应和着蒸腾弥
漫的水汽……

“外婆，能教我包白菜馅儿饺子么？”我
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外婆请求。“当然可以。”
外婆笑呵呵地应道。我喜欢和外婆一起包
饺子。

在外婆的指导下，擀面，掐菜，剁葱花
……准备完，外婆递了一张饺子皮给我，自
己也拿了一张。“来吧，涵韬，我们一起包饺
子吧。”外婆用筷子夹了一点馅儿，放在皮
中间，我跟着外婆也夹了一点馅儿放在皮
中间。外婆把皮合在一起，一点一点地捏

了起来，我也把皮合上，跟着捏了起来，可
我却怎么也捏不上。皮在我手里好像很不
听话，我把这边捏上，它那边开了，我把那
边捏上，它这边又开了……皮中的馅儿也
不断往外挤。

这时，爸爸和妈妈从厨房出来，看着我
笑着说：“算了吧，你这也叫包饺子？”我顾
不上那么多，一边捏饺子一边向外婆求助：

“外婆，它怎么不听我话呢？”“你放的馅多
了，怎么捏得拢呢。”外婆说着，又笑着帮我
用筷子挑出一点馅儿，重新把饺子捏好。
我又拿了一张皮，心想：这回，我少放点馅
儿，一定会成功吧！一边想一边小心翼翼
地包了起来。

果然，饺子被我包好了。可是，把饺子
往盆里一放，发现饺馅太少了，看着就是一
张皮！我又包了十多个饺子，有咧开嘴笑
的，有躺着睡觉的，还有穿着裙子的……放
在外婆包的饺子旁，真是特点鲜明，很有个
性！外婆会包很多形状的饺子，月牙边儿
的，双褶子的，裙摆边儿的……那一只只白
得透亮的饺子，饱满精致，像艺术品，又像
是在暖阳中卧躺着慵懒睡去的猫……

晚上，一大盆饺子被外婆端进了厨

房。不一会儿，香气溢满了整个屋子，锅面
咕咚咕咚地冒着热气。透过水雾，我看见
了外婆那满头的白发、操劳的身影和眼神
中对我浓浓的爱。 （作者系重庆南开中
学校高2019级12班学生）

时光流逝
沾一点水在指尖
一页一页地翻看日子

又是春天

暖阳正软
梅的瓣上停驻着雪的魂魄

翻过这一页
字里行间都是春的芽和花

春光里奔跑的孩子
她红色的衣融化着大地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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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物细无声
黄玉才

家长里短

突然有一种感觉，此时的母亲就像
是一朵开在春天里的花，迎着春光，尽情
绽放。

带着母亲春游
徐光惠

生活札记

透过水雾，我看见了外婆那满头的白
发、操劳的身影和眼神中对我浓浓的爱。

外婆的饺子
易涵韬

春光
黄海子

（2018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