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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回首往事

曾经以为，从老街搬到漂亮的住宅小区，
伴随居住环境的改变，自己的生活便有了品
质，甚至人生都会跟着上档升级。现实却告
诉自己，现代小区生活给自己带来安静的同
时，也带来无法排解的孤寂。用别人的话说，
就是丧失了一些生活的温度。

丝毫没有夸张，常常站在自家阳台望出
去，对面无数相同的阳台扑面而来，让自己无
端生出压抑，甚至倍感无聊；还有，出门时看
到邻居正在锁门，接着几乎是同时走到电梯
口，同时跨进电梯，却各自望着电梯的某个地
方发呆。整个过程相互没有说过一句话，甚
至都没多看一眼，比陌生人还陌生……于是，
曾经居住过的老街便会从心底的某个角落冒
出来，带着记忆中的温度和温情。

其实，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条老街，甚至
几条老街。

有人说，老街代表着一种亲密情感的记
忆。记忆就是过往，就是昨天，就是自己丢失
在老街的酸甜苦辣。也许，自己可以找出一
万个理由，说出老街的种种不是，比如它的老
旧与破败，它的脏乱与嘈杂等等；但自己只需
要一个理由，就能道出老街坊的好，那就是人
间烟火。

生活在老街，自己可能会有怨气，但不会
感到孤寂。想想小时候，老街上的铁匠铺、鞋
匠铺、缝纫铺、糖果店，处处都是自己留连忘
返的乐园；还有爆米花、棉花糖、油炸糕，总惹
得自己馋涎欲滴、不忍离开；再有那间老茶
馆，不管天晴下雨都坐满了人，大人们或三个

四个，或七个八个，围成一
桌摆龙阵，天南海北吹
牛。偶尔端起茶碗喝上一口，弄出一副很享
受的样子，而且这一坐就是半天。自己经常
从茶馆门前路过，里面的茶香和嘈杂总是勾
引我的眼睛，总是幻想自己已经长大，就坐在
这堆茶客中间，喝着茶谈天说地，偶尔迸出一
声爽朗大笑。

自己当然不会忘记老街的棉花铺，我家
的棉絮都出自这间铺子。弹棉花的师徒俩，
每天都背着巨大的弹弓，各自手持手榴弹一
样的木锤，不停地拨打弓弦。有节奏地发出

“嘣、嘣、嘣、嘡……”的声音，像老街不断重复
的音乐，让有的人心生烦躁，同时又让一些人
昏昏欲睡。伴随这独特的音乐声，旧棉花会
变成新棉花，死棉花会变成活棉花，像变魔术
一样。师徒俩的衣裤上、头发上、须眉上总是
沾满棉花絮，给人感觉像是能动的雪人。偶
尔，看到师徒俩中途歇气，自己会走进去拿起
木锤弹上几下弓弦，但声音暗哑，没有他们弹
出的声音清脆。不过，他们还是说我弹得不
错，长大了可以当棉花匠。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开始厌烦老
街，总渴望着逃离老街。现在真的逃离了，把
自己从老街连根拔起，却渐渐发现自己似乎
丢掉了一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显然跟老街
有关，跟记忆有关。据说，曾经的老街正在被
改造、被修复，我想自己也许会回到重生后的
老街，让自己重生。

（作者单位：中国中医药报重庆记者站）

心底藏着一条街 何军林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我独自坐在孤立海滩的椰树下，望着无
垠的大海，积淀大半生的心思、心结、心绪，都
渐渐随海浪远去。一种孩提的纯真与空灵，
安释着我的灵魂。

晚年为何选择海岛而居？云游为何滞留
在海边徘徊？因为我喜欢浪花绽放、碧蓝涌天
的大海，和那白鸥翻飞的灵动；也喜欢沙丘沉
浮、波及天涯的沙漠，和那驼铃叮当的生机；喜
欢牛羊追云、葱绿映天的草原，和那马头琴淡
淡的忧伤；喜欢树高千尺、清风逐天的森林，和
那云雾缠绕的神秘。它们是我云游之选择、摄
影之构图、文字所倾心、梦中所追逐，那些元素
几乎构成了我整个的情感世界。如此情有独
钟，想必是源自灵魂。我曾叩问，灵魂至爱的
那一片天地，是不是我生命的发源？

我感应天地，朦胧于童年，从小喜欢瞭望
远方，陶醉那地平线的平实正直，和它连接天
空的弧形，托起太阳月亮的光彩。不然，我的
性格为何直中有曲、外方内圆、静中有动、纯
中有彩，那是天地注入我生命的精气神吗？

如今天人感应，已进入科技时代的天人
合一。芯片指引人融通万千空间信息，在太
空中就像在大地上一样无所不为，无所不
能。更有量子科学揭示了宇宙空间无数看不
见摸不着的暗物质，影响着人的潜意识和无
意识行为。难道天空中原本有一个世界，那
些人类看不见的精魂，正是带着天上的种种
信息烙印投生人间的？

古人说：一娘生九子，九子不同样。说明
人的遗传基因对生命规制有限，而生命源头
的天地信息植入，生命过程的暗物质作用，对
生命形态、能量及其运行轨迹影响或许更大。

恍然顿悟，何为天赋？即先天具有的本
能本性本质。何为悟性？或是暗物质激活潜
在天赋，顿然释放天性的光辉。

或许，生命的铸就源自天地自然的精气，
激情的天性来自大海；恬静的性情来自草原，
活跃的秉性来自森林，孤寂的生性来自沙漠。
哪一种精气占主导，就形成哪种天性倾向。

我想，所谓天才当来自天上。音乐天才
的生命精气，一定发源于涛声风声鸟啼雷鸣
之天籁。美术天才的生命源头，一定出自天
地山水的美丽线条、日月星辰的亮丽光泽及
大自然的斑斓色彩。舞蹈天才的灵魂，一定
来自浪花沙波、树姿鸟影、天体灵动的千姿百
态。那些看不见的信息早已植入他们的生
命，并赋与他们使命。因而，天才艺术家即为

艺术而生，定会为艺术而
死。不同信息聚合的生命有不同的使命，不
同的形态，不同的运行和结局。

我总在追溯生命的源头，相信我这追求
纯粹、追求完美、遐思纷飞的人，一定源自一
片纯美的天地。我的生命精魂或许兼具大
海、森林、草原、沙漠之质，不然，我的灵魂，为
何有着沉稳恒定的秉性，大气阔远的质地，宏
观大节的觉悟，向往纯美的诗意？这些先天
潜质在后天的机遇中成就了我。但我太执着
而乏灵活，太认真而乏通融，太宏观而略琐
微，太率直而不察小心，这些与生俱来的天性
缺陷，屡经挫折而难改，在很多程度制约了
我。这便是天生烙印，秉性难移 。

我独自在西双版纳的大森林听鸟语闻花
香，在广袤无垠的腾格里沙漠看日落月出，在
呼伦贝尔大草原看牛羊追逐白云。我的心一
片空白，那是一种清空了所有杂质的空灵。

天地好静好净，静得风不啸鸟不鸣，水不
流树不摇，只感应太阳移动的微声，月光放华
的天籁，地球行走的足音，这是胚芽隐约与子
宫的状态？还是胎胚形成前的太空世界？生
命的源地多宁静啊！

这山水好纯好醇，纯得剔透的绿，山绿欲
滴，滴绿浸水，水便碧青胜山。满山植物千姿
百态，一物有一物的姿态，从不隐匿从不卑
微；一物却衬托万物的风采，从不张扬也从不
自贱。相安自得又相得益彰。一切都自信地
彰显个体的微茫，却又谦恭地衬映万物的辉
光！这是盘古开天的原生状态，还是纯洁无
瑕的孩提时节？人之初的生命多美啊！

天地把人从纯净的山水中推送到浑然的大
千世界，让人历尽千辛万苦的拼搏，编织万紫千
红的锦绣；受尽悲欢离合的磨难，享尽醉生梦死
的浮华。在红尘里三番沉浮，七番生死之后，天
地会向你敞开温厚博大的怀抱，抚慰你的创伤，
抚平你的失落，陪伴你的孤独。此刻才顿悟，惟
天地自然能接纳人间不容的全部，能洗涤红尘
滚过的污浊，能疗抚情爱伤痛的冷漠，让一塘死
水再漾微波，万千死结消散于人之初的纯粹！

海面像碧蓝的润玉，柔化了天空之蓝，草
原之绿；海浪绽开云之洁白花之绚烂；海涛张
扬着大森林的蓬勃生机，海平线一展大沙漠
的旷阔。我深深吸纳着大海森林原野沙漠的
精气，心魂化入辽远……

天人合一的境界多好啊！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独语地天 杨恩芳

感悟人生 脱贫攻坚人物记（组诗）
李自平

“五一”回巫山县福田镇探亲，目睹了
全面脱贫攻坚的真实场面，内心深受震
撼。记录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人物，
以表达对基层广大脱贫攻坚干部的崇敬
之情。 ——题记

驻镇指挥长
他是从县人大抽调
到镇上驻守的脱贫攻坚指挥长

他是爱拍风景的摄影家
架起相机镜头
就是拍摄宏大的场景
记录完美的细节

在辖21个村（社区）
幅员123平方公里的农村大镇
他主动对接
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7个村
白天走村串户
晚上研究对策
他熟悉每个村的情况
他清楚贫困户的状况

“脱贫如穿针，要精要准”
在他的心里
脱贫攻坚是最实在的群众工作
脱贫攻坚是不能用空镜头的艺术品
注：诗的主人公也是一位摄影家

镇党委书记
贫困户人口
散落在全镇各个角落
汇集在镇党委书记心间
他闪电般
跳跃到脱贫攻坚第一线

地理位置闭塞
交通条件落后
煤矿全部关停
产业不成规模

“福田”这个镇的命名
只是美好寓意的象征

春节不放假
五一不打烊
他带领全镇干部
在高山丛林间
寻找脱贫的引子

低山建果园
中山养桑蚕
高山喂牛羊
他在辖区的每个角落
都种下致富的种子
为百姓群众
开垦出一大片福田

金子村驻村队长
他是退伍军人
金子般的信念
散发着金子般的光芒
照在金子村的人家

漏雨的危房
年幼的孤儿
病危的五保
成群的留守老人
100多贫困户
户户都揪心牵挂

“脱贫先修路，致富产业帮”
文化水平不高的他
把党的政策
很接地气地落实到了每家

公路一通信心来
思想一变天地宽
产业一兴腰包鼓
山里人的日子
正闪着金光
注：金子村即福田镇一个高山村。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静观
花木香

张家涛

美丽中国 系列宣传活动 北碚 篇

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宣传部 主办
重庆市北碚区文联、重庆晚报 承办

美丽北碚
征文大赛两江创新高地

生态宜居北碚

▲嘉陵江畔嘉陵江畔 卢瑜卢瑜 摄摄

想一想
五百多年的腊梅
在北碚静观的枝头上
将开出怎样的神话
怎样的传奇
想一想
一万多亩热土
花木的清香
让天下怎样的香醉
怎样的抒情

花朵一簇一簇
一年一年无尽绽放
送到全世界
几多声名鹊起
这是静观花木的品质
这是美丽北碚的问候

即使北泉风景绝佳
即使缙云山绿翠挺立
即使胜天湖碧波荡漾
即使金刀峡高崖峻峭
都忘不了梅香浸染
都忘不了静观花木风韵
那一条条探胜的山路中
那一片片浓密的红叶间
可有着花木的期盼
北碚乡村的美丽
有静观花木亿万次作证

腊梅深深懂得爱恋
是对北碚风彩的展示
大学校园朝曦的黙读
总是于梅林里寒窗磨砺
从古至今
点缀心灵的梅香
长留在静观这花木之乡
（作者系江津区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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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老街正在被改造、被修复，我想自
己也许会回到重生后的老街，让自己重生。

海面像碧蓝的润玉，柔化了天空之蓝，
草原之绿；海浪绽开云之洁白花之绚烂；海涛
张扬着大森林的蓬勃生机，海平线一展大沙

漠的旷阔。我深深吸纳着大海森林原野沙漠的精气，心魂化入辽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