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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两江

夏天去哪里避暑歇凉？何处风景
如画？怕是久居城中人都会思虑的问
题。尤其入了伏，那水泥森林仿佛变
成一座座不知疲倦散发热量的炼钢
炉。闷热、心慌，哪怕多呆一分钟也是
十二万分的不情愿。炎夏漫漫，苦度
三伏的滋味，简直就是煎熬了。那么，
退避三舍吧。

一溜烟上了内环快速路，出双碑大
桥，奔青木关而去。穿过一条冗长的隧
道后，眼前豁然明亮起来。难耐的暑
热，仿佛就在那么一瞬间，被凉爽击败，
哗啦啦丢盔卸甲落荒而逃。

仅仅隔了数座山峰，这里别有洞天
——空气清新，花木茂盛，楼榭俨然，满
眼郁郁葱葱，扑面而来。铺天盖地的绿
浪，裹挾着湖水里独有的清凉，排山倒海，
席卷大地。实在没有料到，仅仅四十来分
钟车程过后，就会有这样一个清清爽爽的
天地出现。这重庆主城西边的璧山，什
么时候，生长出如此爽心宜人的生态来？

一个水天相连、绿肥红瘦、交通畅达
的所在，奢华地铺陈眼前，让人惊奇，令
人惊艳，让初来者情不自禁地抚掌称快。

这里是三担湖水库。不不不，如今
已经是堂而皇之的三担湖公园。于我，
似曾相识，既熟悉，又陌生。

上溯二十多年，曾经离开部队机关
下基层，从白市驿越青龙山去璧山铜梁
隆昌内江，无数次路过这一带。那是一
幅怎样的行进图呢？军用吉普车在七弯
八拐的乡村公路上颠簸前行，车尾扬起
漫天灰尘。彼时，高速公路还闻所未闻，
方圆数百里，仅有歌乐山上一个名唤“山
洞”的小隧道。遇到青龙山这样的莽莽
大山，真的就只有在山林间土路上爬坡
上坎了。四顾那时盆地中的丘陵地，灰

蒙蒙的天空下，是生长着稀松林木的馒
头状的山头和庄稼地。除了赶场天能在
乡镇上遇见穿着简陋、满脸沧桑的乡亲
外，其余时候，鸡犬之声相闻，农人劳作
的身影寥寥无几，偶尔在田间地头闪现。

这样的境况，并未远埋记忆深
处。时过境迁，绿色发展。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号令既出，生态文明建
设跃马扬鞭。

三峡成库以后，波光粼粼，高峡出
平湖。如今，离重庆去武汉、上海，除了

航空，还有高铁。即便自驾，也是半日
时辰，即可“千里江陵一日还”。若乘舒
适的长江游轮上溯下行，已属标准的休
闲观光。水涨船高处，看不够两岸青山
逶迤，赏不尽峡江风光旖旎。相同一条
母亲河，亘古不变巴渝水，沐浴春风，真
真切切旧貌变新颜。

细端详这水域面积达千亩的熟悉的
三担湖，数年不谋面，再见难相识。一路
行来，从璧山天翻地覆巨变的陌生环境
中，我分明读出了万千重庆人“坚韧顽
强、开放包容、豪爽耿直”的人文精神。

凭湖小憩，沐凉风习习。见一湖碧
水，清波微漾，三两只打渔船，在湖心不
急不徐地撒网。湖边竹林下，有悠闲的
钓客握竿抛线，却不见鱼儿上钩。那人
却也不急，依然稳坐湖边，燃烟在手，笑
容可掬。或许，他的心思如姜太公，想
法并不在水中的鱼儿，而是对周遭半岛
上那别致的豪宅园林雅舍起了“逮猫心
肠”，要不就是沉醉眼前的绿水青山，幸
福得忘了今夕何夕？是的，当年丑小鸭
般的璧山三担湖，今日风姿绰约。借用
当下热络的语言，正是一处“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风水宝地呢。

亲亲三担湖。不知什么时候，绚丽
晚霞给这美得不可方物的温润玉佩镀
上了熠熠金色。不舍三担湖！真想择
湖畔而居，濯湖水而醉。安静地，读一
本地老天荒的旷古大书；静静地，享受
这天地山水间的惠风和畅与万物安康。

（作者系第二届重庆晚报文学奖获
得者，现供职于重庆市银监局）

不舍三担湖！真想择湖畔而居，濯湖水而醉。
安静地，读一本地老天荒的旷古大书；静静地，享受
这天地山水间的惠风和畅与万物安康。

一
老人紧拉着凤

儿的手不放：“妹
儿，你们好久又来
啊？”老人那几乎央
求的眼神让凤儿心
里很不好受。“会
的！叔叔，我们还
会来看您的。”这样
的离别场景，在凤儿的记忆中已不是一两次了。

在璧山区河边镇敬老院，凤儿为一位老人剪
指甲。她怕把老人弄疼了，用买来的最大号指甲
剪，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地给老人剪完了脚趾
甲。老人孤独的内心再次感受到了温暖，一个劲
儿往凤儿手里塞政府发的牛奶，催着她赶快喝。

参加公益活动几年了，凤儿熟悉了老人们
的喜怒哀乐。看着老人们因他们这群志愿者的
到来而绽放出久违的笑容，凤儿心里有说不出
的幸福。不管是做一顿可口的饭菜，还是一句
贴心的问候，还是什么也不用说，默默为老人剪
指甲，老人们都会很满足，很幸福，很开心。

凤儿为何做公益活动，当志愿者？一切都
源于几年前的一次变故……

二
那是个黑色的八月，凤儿和女儿一起，守在

丈夫的病床前默默流泪。儿女的哭喊声再也没
能唤醒她心爱的爸爸。

一年前，偶尔喝酒、从不抽烟的丈夫在一次
体检中查出肺癌晚期！为了让丈夫能多活些时
日，凤儿不惜将住房卖掉。她所在公司得知此
事，立即组织员工捐款。90000多元爱心捐款
让丈夫更加渴求着生。他很坚强，也很配合治
疗，在妻子和女儿面前从不喊一声痛。

一年后，丈夫还是撇下她和六岁的女儿去
了天堂。人死不能复生，但那笔爱心捐款却如
石头一般压在凤儿的胸口，让她感到压抑、沉
重，无法释怀。

时间在流逝，要“还债”的愿望一直在凤儿
心里折磨着她。

三
直到几年后，凤儿无意间看见一个好友在

福利院做志愿者的照片，她顿时眼前一亮。
丈夫已经走了四年，她不可能挨家挨户去

还那笔爱心捐款。但却可以将爱心传递，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去帮助更多需要关爱的人。

凤儿加入到了“重庆璧山公益总群”。这样，
她和志愿者们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入群不久，
群里就在发活动公告，是去璧山区来凤敬老院。

凤儿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2015年12月13
日，她起了个大早，天气虽然阴沉沉的，但丝毫没
能影响她的心情，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志愿者活动。

她收拾得整齐利索，跟随一群刚认识的志
愿者们一起，提着水果和毛巾等慰问品热热闹
闹出发了。

来凤敬老院的领导和老人们早早等在门
口，翘首以待，那一双双眼睛里全是期盼。志愿
者们手上还提着两个大蛋糕，组织者提前就打
听到有两个老人当天过生日。

来到敬老院，凤儿跟着志愿者们忙开了：把
黄澄澄的广柑装进袋子里，给每位老人一份；有
的理菜、有的切肉，有的洗餐具，开始准备寿宴；
有的帮老人剪指甲，有的打扫房间，有的和老人
摆起了龙门阵……这群年轻志愿者的到来，让
整个敬老院都沸腾了。

四
几年来，凤儿对做公益活动逐步有了一些

经验，也在团队中挑起了大梁。
后来，群里又组织去来凤敬老院慰问时，她

主要负责活动的财务和文艺活动两项事务。凤
儿的爱心也引来了公司团委的一干人等加入到
他们的志愿者团队中。

为了让活动更丰富多彩，凤儿还特别邀请到
了“快乐阳光健身队”为老人们送去精彩纷呈的
文艺节目。阿姨们表演十分敬业，满满当当两个
多小时的免费表演赢得了老人们的阵阵掌声。

除了璧山区来凤、青杠、正兴等一带的敬老
院外，凤儿和志愿者们的公益活动还在向璧山区
福禄、大路等敬老院辐射。这些年，凤儿一边抚
养女儿，一边做着公益事业。她相信丈夫在天堂
里也会很安慰、很支持的，因为，爱心在传递。

（作者单位：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这些年，凤儿一边抚养女儿，一边做着公益
事业。她相信丈夫在天堂里也会很安慰、很支
持的，因为，爱心在传递。

爱心在传递
杨长虹

这一等，又是4年。这一届，是第
21届。

在这个夏天清凉的风里，风里传来
一个中年男人对我殷殷的呼唤：俄罗斯
世界杯来了，准备看球啊。这个早早邀
约我的男人，是陪我看球多年的鲁老
四。他在一条巷子里卖卤肉，已经同老
婆商量好了，世界杯期间的生意，全部
交给老婆打理，让他忘我地看上一个月
的足球赛事。我真想给老四那平时有
些强悍的老婆送上一面锦旗，上书四个
大字：贤妻良母！

世界杯开始了，平时恹恹欲睡的鲁
老四成了一只“战斗鸡”。他在发给我
的微信里安排了足球之夜的下酒菜：卤
猪头肉、猪肝儿、鸡菌子、卤鹅掌……一
看那些油腻的食物，我还是有些犯晕
了。我回复老四，我还是喝咖啡吧。咖
啡，是我傻傻写诗那些年月每日必喝的
饮品。那时喝着浓咖啡，从窗外望出
去，恍惚以为天上一团白云是缓缓行走
的白色骆驼，一步一步抵达我的窗口，
让我骑着“骆驼”去天上遨游。

鲁老四，有你这样的朋友作伴，我
就尽量少靠怀旧来喂养生活了，这不是
还有足球么？

活着活着就老了，走着走着就散
了，说着说着天就黑下来了……用这样
的语气造句，你可以一口气说个不停。

这些庸俗的句子，其实表达的是事
实。比如还有，你再不看足球，就真的
老了。

人来到这个星球上，有人乐观地说
地球就是一个村庄。这个倒也是，不像
古代，比如郑和下西洋，第一次出海，还
是满头青丝。下了7次，等28年航海归
来，头发已全白了。

我人到中年，酒已很少喝了。但真
要想喝酒，找一个恰当的人，不敷衍地在
一起，发觉那个喝酒的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兜兜转转若即若离。看足球，给了我

们这样一个集体眺望的机会，给了我们
这些男人，一起看球，一起喝酒的机会。

足球有伤有喜。整整20年过去
了，还记得1998年老榕发的帖子《大连
金州不相信眼泪》吗，惹得多少人飙泪。

当年的那些球迷，而今好多年不看
球了。国内联赛、意甲、英超，欧洲杯，
世界杯，他们早被生活这个球，踢得漏
了气，瘫瘪在了尘垢积满的墙角。多少
赛场上如狼似豹的球星，也像那些走向
迟暮的英雄，流着鼾口水，做着怀旧梦。

我已经说了，我其实是一个伪球迷，
当年那些球迷为球狂时，我迷茫着眼神
去追寻人生的意义。而今，那些老球迷
们大多没了兴趣再来看球，除了勉强说
得出当年几个叱咤风云的球星，让他们
再说出几个今天的球神，都几乎哑了。
很明显，他们是
老了，起码
是在心态
上先衰竭
了。倒是

我这样的人，像是打了鸡血，摩拳擦掌准
备为足球疯上一个月。

再不为球疯，就老了，再不为球狂，
倒在路边死在床上，谁说得清楚。在这
个时代，还有什么，让你从深夜被窝里
爬起来，盯着电视，呼吸急促，血压上
升。还有什么，让你这样熬更守夜，呵
欠连天却不忍离去……足球啊，世界通
享的强心剂。

我是1998年才开始看球的，那年有
世界杯。起初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感觉，
但看着看着就进了门道，就联想起了足
球的旋转与神秘命运的摆布。那年阿根
廷队本是最大热门，但东道主法国队横
冲出来夺冠。我忘不了阿根廷队“战神”
巴蒂那痛苦的诀别表情，我扑到电视机
前，就想拥抱一下亲爱的巴蒂。

而今我和一些人在斗室之内横刀
立马、呼朋引伴、大呼小叫，或
是沉默寡言泡一杯老荫茶，就
着几只鸭脖子鸡翅膀几瓶啤酒
边啃边喝边看球。其实是摆明
一种态度，我们，是要把平时
生活中那些世故世俗唯利

是图、表面热烈心
如死灰、患得患失
郁郁寡欢、花花心
肠爱恨情仇，把一
切衰老之态之相，
在这个足球季里统
统抛开。让从前那
个披肝沥胆的阳光
男人，怀着一颗赤
子之心，在足球季
里，魂兮归来。
（作者单位：万州区
五桥街道办事处）

让从前那个披肝沥胆的阳光男人，怀着
一颗赤子之心，在足球季里，魂兮归来。

看球
李晓

▲三担湖四季花海 朱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