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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两江

嘉陵江下游，有块凸起于江心的巨石，
历经千年激流不倒，曰碚石。江畔这座城
因而得名，叫北碚。但让我最爱的，并不是
它，而是遍及大街小巷的梧桐。

第一次踏足北碚时，是盛夏，前后左右
的绿意，呼啦啦一下子拥了上来。在迷蒙双
眼之际，也让炎炎烈日躁动而起的闷热倏忽
远去。四下望去，吸引我眼球的不是街道两
边竞相叫卖的商家，而是一棵又一棵叶阔干
壮的梧桐树。那一片又一片阔大的树叶，以
及白中带点粉绿的粗大树干，让我油然而生
一股喜爱之情。此后，留足北碚的我爱上了
一件事——踯躅在铺着一块块彩砖的人行
道上，头顶一片片心形的梧桐树叶，拥抱最
安静的那个自己。

在我国，被誉为最美的梧桐树城市共
有七个，除了青岛和常德还未落下我探寻
的脚步外，上海、南京、杭州和武汉，我都先
后抵临。我发现，惟有北碚的梧桐才能触
动我心。但我爱的，不是梧桐的植株本身，
而是北碚的梧桐。

漫步在北碚的街道上，可以清楚听见街
道边行人的私语呢喃。或许，正是因为这样
的街道，北碚的梧桐才别有情趣，才意味深
长。它们本是沪上来客，树龄都比较长，大
多在70岁以上。上世纪30年代，著名爱国
实业家卢作孚心血来潮，从上海运回了36
株法国梧桐幼苗，种植在了北碚的土地上。
从海滨来到山地，梧桐幼苗们没有水土不
服，长势保持旺盛，通过一茬又一茬繁育，不
几年就覆盖了北碚的街道。街道这边的梧
桐枝丫，伸向街道那边，街道那边的梧桐枝
丫，伸向街道这边。它们在车行道上空，你
侬我侬，亲密地拥抱到了一起，撑起一片独
属于北碚的葱绿阴凉清新的小世界。

这样的北碚梧桐，自然会收获到我最
真挚的爱意。但即便真爱，我也糊涂地没
有搞清楚北碚街头到底有多少棵梧桐。只
记得在街头漫步时，入眼最多的树种是梧
桐。北碚的梧桐不像武汉杭州的那么高
大，让人生出只手摸天的感觉，但它自成一
派，在离地两三米高的地方伸出少则三四
根，多则六七根分枝，像摊开的巨大手掌一
般，等着你去亲近去爱慕。

几乎所有在北碚的人，不管是常驻居
民，还是一晃而过的旅人，都会情不自禁地

爱极梧桐，即便春夏，它会制造不少瑕疵难
掩的飞絮。这种爱，或许源于北碚这座城
市因梧桐栽后而兴吧。在上世纪30年代
前，北碚只能算江畔小村，少有外人知道。
但梧桐带来的兴荣，使得它在抗战时期吸
引了数以千计的文化教育界名流巨擘驻
足。在这里，老舍留下了《四世同堂》，梁实
秋写下了《雅舍小品》，林语堂疾书出《风声
鹤唳》。名流巨擘的争相蜂拥，为北碚这座
江畔城市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北碚的梧桐自带的诗书气质，赋予我
爱它的各种饱满理由。我爱春天的北碚梧
桐，在和暖的春风里，它的枝丫上会在一夜
间冒出一颗一颗嫩绿的芽孢。我爱夏天的
北碚梧桐，它用阔大的绿叶，舍身忘我地为
人们挡住灼热的日光。我还爱冬天的北碚

梧桐，脱去一身绿装后，干净整洁的身影，
总让人情不自禁去拥抱。我更爱秋天的梧
桐，它的深绿被秋风一下又一下地吹成淡
绿，又被涂染成鹅黄色，再到亮眼的金黄
色。各种颜色交织变换，像神奇的魔法师，
营造出千变万化的自然之美。

大概，北碚梧桐的诱惑，不仅在于它妆
点的无私绿意，更有它在喧嚣的尘世里，让
人回归宁静后，又生出一股跋涉欲望吧。

▲秀丽嘉陵江 陈廷远 摄

重庆晚报副刊月度好稿奖
（2018年5月）

标题 作者 发表时间
金黄的五月天 刘云霞 5月1日
洋槐之怀 龚会 5月2日
赵妈妈和她的“三胞胎” 汪渔 5月12日
幸福的520 蓝焱 5月20日
警魂长存 程华 5月25日
曲艺剧的璀璨魅力 刘德奉 5月28日

大鹏若止步，焉能升腾？十年厉兵秣
马，只为今朝。人生能有几回搏，又是一年
考试季，此刻不搏何时搏？

当考生怀揣着期待已久的梦想和努力
自信走入考场，作为一个看客，考场门外的
我们，也曾像他们一样披荆斩棘。

每年此时，主角当然是参加考试的学
子，但也请别忽略那些自愿当配角的老师
以及学生家长们，他们都甘当绿叶。其间，
不乏许多奇闻趣事。

比方说，高考前，有些学校的老师以及
领导都要穿红色的衣服照相，为学生加油，
寓意开门红。红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是
吉祥的颜色，精神面貌肯定是积极乐观的，
引起围观的学生和家长会心一笑。

每年的高考，都是中国好妈妈们的集
体旗袍时装秀，她们纷纷穿上风格各异的
旗袍，争奇斗艳，希望孩子们“旗开得胜”。

很多爸爸穿上红色的耐克T恤，红色

的大勾表示全对。要不就穿马褂，或马甲，
祝考生“马到成功”！为了孩子，老爸也是
拼了！

还有的地方，第一天上午穿红色，开门
红；下午穿绿色，一路绿灯；第二天上午穿
灰色，下午黄色，表示“走向辉煌”！恍若进
行一台时装秀。

进校门前父母给孩子递了粽子，意为
考中。

当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这么做。其
实无论父母走心不走心，爱孩子的那份情，
是永远不变的。嗷嗷待哺到殷殷盼望，都是
他们爱的付出。考得好不好，他们的爱是永
不变的。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可靠的后背！

考试的过程中，考生拿到试卷以后，先
亲一下，叫吻过——稳过。

对于高三同学来说，这是他们人生中
最重要的时刻；对于我来说高考已成过去，
满满的都是回忆。我那匆忙又充实的高中
岁月，说着那些年青春所特有的豪言壮语，
不知不觉到了高考季。

记得30多年前我高考那天，进学校之
后，爸爸在校门口一直笑着看我进了教学
楼。上了楼看着爸爸远去的身影，那一刻
感觉自己真的长大了。

第一堂考语文。开考之前有个男同学
为了提神在太阳穴涂了风油精，但涂得太
多后劲太足，整个人被熏得泪流满面。监
考老师看他独自流泪，就问他怎么了，他说
没参加过高考，太激动了……害得我刚开
始没有集中精神考试，在暗自里乐。

有些选择题，我有点儿似是而非。一

摸，兜里有一盒点蚊香用的火柴，上面正好
有合川两个字，大概是合川火柴厂生产的
意思。就把火柴盒放在桌子边沿，轻轻往
下一推，落在地上，看见合川两个字就打勾
勾，看不见就打叉叉。监考老师看到了，以
为有什么理乱。从地上把火柴捡起，里里
外外看了看，没发现什么，也就什么都没
说，把火柴盒带走了。这下可苦了我，原来
还有几道题没选完，只好凭感觉去选了。
说来奇怪，后来标准答案出来了，一对照，
用火柴盒选的全对，凭感觉蒙的全错了。
所以，我一生对合川都怀着美意，觉得合川
对！不过，信不信就只好由你了！

高考的内容虽然已经不记得了，这些
趣事却记忆犹新。

说到考试，不禁想起看过的古代科举
考试的一些事来。

现在高考场所周围有很多兜售考试用品
的小贩，考生如果没有带考试用具，马上买一
套也能来得及。那么，古代考生们进了考场
后，一住就是几天，碰到突发情况怎么办？

唐宋时期，巡考人除官员外，还有军
官、士卒，他们可临时给考生兜售一些急需
物品，可解决考生的燃眉之急。比如，卖点
笔墨、茶酒、菜肉之类，趁机赚点外快。据
说这是个美差，要靠一定关系才能得到。

这些人中也不乏能人异士。宋朝有个
考生洪景伯，一看考题为“克敌弓铭”，摸不
着头脑着急得不行。这时一个巡查的老兵
因头天卖给他饭菜而小赚，看他为难，便趁
卖给他东西时，提示一个典故：某年月，某
太尉曾经仿照一把神臂弓又复制了一张
弓，献给皇帝，皇帝赐名叫“克敌”。洪景伯
一点就透，写了一篇赞赋。结果，他得到主
考赏识，—举及第。

看来，古代考场在管理上多有漏洞，放
到现在是不可能的事儿。

高考中考这段时间，只有炎热的天气，
枯燥无味的备考资料相伴，或许你感觉苦、
累、烦。但未来，再回头看现在的自己，你
会发现这是一段非常美妙和难忘的时光，
你会感谢这段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时光。

（作者系大渡口区作协副主席）

柔情似水
仿佛推开一扇神秘的窗
那个时候
我以一种虔诚的姿态
温柔的心情
安静地打量水
天空远远地湛蓝着
似乎有叮咚作响的旋律
飘过好多期冀的日子
迎面而来

一次又一次
在风的歌声里邂逅
在关于水的惊喜中驻足
绝色的明媚和妖娆
在眼帘里掠过
注定让匆匆的旅人
把足迹写成了诗行

飘扬的旗如水波渐起
无数的心事就荡漾起来
蓝色的情绪浸染了我
不经意间把自己站成一棵陌生的树
向着走过的遥迢
频频回首

这样的潋滟
其实就是思念的氛围
注视绵软的水
就仿佛望见伊人的眼眸
远在天边望穿秋水
却在眼前诉说衷肠

这个夏天过去
这份似水柔情
注定会在斑斓的梦中
无数次
涉水而来

独坐
坐在工作的屋子里 没有开灯
突然有些落寞
一种月色似水般的情绪
袭上心头

对面那小小的一株植物
也落寞地望着我
于是就有了倾诉的对象
对着它絮絮叨叨很久
我想它听懂了
要不为什么轻轻点了点头

就这样在一个早春的午后
我和小小的一株植物对坐
只是我不知道 它的落寞
是否也是因了思念
思念同一个远方
思念同一个
笑起来很美的人

那一天
到处都是春意盎然
我们的心情也是如此
那一天，一条很随便的路
就走出了找寻多年的
清纯意境

阳光照耀着我们
有歌声远远近近回响
老人和孩子偶尔走过
有些寂寞的眼神
成为寂寞乡村里
最寂寞的一笔

就仿佛从年少的梦想中走来了
一路写诗的日子不再孤单
所有的那些铺垫和伏笔
都为了这一天
一张最美的笑脸

行走在风景里
再没有了小心翼翼
眼前就无比开阔起来
每一步都那么生动
每朵花似乎都在等待
这一天的来临

是的，那一天
我们的心情春意盎然
那一天，因为在春光里行走
所以温暖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最美的你（组诗）
程龙

考/ 试/ 故/ 事 高考中考这段时间，只有炎热的天气，
枯燥无味的备考资料相伴，或许你感觉苦、
累、烦。但未来，再回头看现在的自己，你
会发现这是一段非常美妙和难忘的时光，
你会感谢这段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时光。

美妙和难忘的时光
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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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碚城梧桐情
汪洋

北碚梧桐的诱惑，不仅在于它妆点的无私绿
意，更有它在喧嚣的尘世里，让人回归宁静后，又
生出一股跋涉欲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