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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4日 晴 渝中区枇杷山单位办公室

今天，我国庆节日值班，除了正常的值守没有别
的事务。正好可以写点文字。

今天写了一篇短文，题为《文明与便捷》，批评了
云南昆明一家酒店不文明行为。这是一家集住宿、洗
浴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酒店，但是为了增加洗浴项目的
收入，把本来路途便捷的二楼早餐厅，改为非要经过
浴池拐弯抹角的通道后，才能抵达用餐。当时，我就
给酒店留了言，其目的是想让他们引起重视，文明与
便捷、与效益是成正比的。但是，十多天后，这情景仍
未抹去，不吐不快。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巴金的话，
他说他写东西是因为有话要说，《家》《春》《秋》就是他
诉说的结果。

单位楼下正在拍摄电视连续剧《重生》，这是一
部刑侦片。从10月 1日起已经连续三天布景，今
天 100 余人参与拍摄，早上 4点就已经开始进场
了。不过，他们一点没有影响我，我也没有去围
观。因为，我想我们都是在用文化碾动假日的时针
往前走，只不过我用的是文字，而他们用的是综合
艺术。

重庆这几年拍摄了不少电影、电视剧，一年大概
有二十多部，这也提升了重庆的城市人文形象。所
以，我们单位也十分支持。

2018 年 10 月 6 日 雨 南岸区弹子石老街、渝
中区枇杷山单位办公室

上午去了南岸区的弹子石老街，虽然是一个老
街，却开街不久，好在真是建设得古朴淡雅。在一个
大城市有如此静地，有如此可以修身养性的地方，实
属忙碌的城市人之幸。

我去了其中的一家书店，书店是我最爱去的地
方。不过，今天的这个书店却让我非常不舒服。因为
一眼就让我看见了书架的顶端插满了假书。这些装
饰性的假书是近几年才兴起来的，主要用于餐厅、茶
楼、家庭等布置。我本来就对这假书不满意，如果真
想有文化，何必假装，好好的买几本回去不行吗？但
是作为一个图书的卖场，你本来就是卖书的，何必要
假装呢？对此有些意见，下午就到办公室写了一篇
《书店里的假书》。

二十多年前出现过盗版书，我对于盗版书亦是可
恨。但现在更可恨假书。盗版书可恨，但不至于像假书
欺人到一个字都没有，只剩下一个空壳，还装着斯文。

我曾经要求自己，多写一些快乐的，或者文以载
道的散文。但是，不知怎么的，近来却多写杂文了。
因为见着那些不文明现象，见着那些违反事实或规律
的问题，不说几句心里不舒服。

（作者系重庆市文化研究院院长）

2018年10月1日 阴间小雨 渝中区通远门老
城墙

作家曾宪国从东瀛归来，约十月一日聚会老城
墙，称有礼物赠送。余眼前一亮欣然应允。今夏天
气热得吓人，茶友四散，小说家宪国旅居东京，诗人
华东西去蓉城，鄙人也不能任由老天欺虐，油门一踩
上四屏镇之老四面村乘凉去了。那地方夏天气温
20来度，负氧离子每立方米5万，山民们又厚道，食
材还环保绿色，高速路又通了，去来太方便。故好几
个月没去老城墙聚了。老城墙可是我们几个老友退
休后的户外会客厅，一碗清茶几块钱，随便坐，可以
从清晨一直呆坐到黄昏，只要你屁股稳得起；何况坐
在历经千年沧桑的城楼上吹牛聊天，历史感穿盈胸
腑，自豪感油然而生。

喝着苗品记汤色清澈的永川秀芽，吃着宪国带
回来的北海道铭菓＂白色恋人＂（其实就是一种巧
克力夹心饼干），我等几个老朽睁大昏花老眼，打望
一对对新人穿着各色婚纱在通远门上下往返折腾，
瞅着一拨拨外地游客顶着细雨在老城墙里外顶礼膜
拜，忽然发现这地方已经不再只属于茶客，它已然焕
发了青春。

午后时光，正在城楼上饥肠辘辘地吃着宪国和
老焦给我端来的豆芽肉片干拌刀削面，晨报原副总
冯泽田先生，突然来电说要给我送天下最好吃的盐

菜烧白。幸福感倏然爆棚，差点泪奔。呵呵，原
来在很久很久以前，冯总吹嘘说他亲家做的烧
白非常好吃，有机会给我送一碗。我随口应
了一句，好啊好啊，我等着。也没当一回事。
今儿不是他提醒，我还真把这事给忘了。泽
田兄出身大别山老区，高中生当兵，常常自
称穿草鞋的翻身穿上了皮鞋。他乃军中才
子，驻守林芝，因文章常上《解放军报》而享
誉边关，后来被《西藏日报》社直接调入。这
回冯总放下身段亲自做了一次快递小哥，居
然乘自家车亲自给我送来一大碗烧白。今

晚我连吃了五大块冯家烧白，入口即化，香糯无比，
肥而不腻，咸淡适宜。肉下的垫底芽菜微甜中有暗
香溢出，真是下饭的好东东！我夫人也算做菜高手，
她边吃边夸，赞不绝口。难得难得，看来冯总家的烧
白要成网红了，以后每逢过节我都要讨上一份！

2018年10月5日 晴间小雨 江津区四屏镇

节前朋友小Z女儿ZZ发来短信：许伯伯，十月
五号我和ZW结婚，恭请您来四屏参加我们的婚
礼。即复：谨贺大喜，一定前往。入秋以来一直霪雨
霏霏，今日忽然天光大亮，老天爷看来很知趣。与某
驾校廖校长同往，他不是去贺喜的，是去踏勘四屏旅
游地产云山小镇的；他也不是买房的，是去给人家出
谋划策的，而且邀我一起去出谋划策，他知道我在山
上有房有朋友有资讯。呵呵，那我就懒得开我的老
爷车，坐他的新科宝马，又舒服又有面子，还省了精
神与油钱。

只可惜江习高速四屏匝道依然未开通，只好在傅家
下道走凤屏路，赶到镇上已经十点过。立马沿四车道
全新公路去四面山景区新山门处了解云山小镇规划
布局，方知四屏镇的未来不可限量。十万人的容量，
通衢大道两侧全是公园景点、两层别墅和度假小楼，
令人眼花缭乱。待赶到婚礼现场，方知乡亲们都已进
入饕餮状态，没有我等的席位了。别急，据说这是流
水席，先来先吃，不分亲疏主次，凑足八人就开整。

我等坐下入席已是午后。只听见大棚外礼炮隆
隆，鞭炮声不绝，客人围桌而坐，喜气洋洋。ZZ之父
就是一地道山民，我与之相识数年，其人忠厚老实，
纯朴善良，此时一脸悦色。也是，谁都没想到这离主
城百余公里的穷乡僻壤也会成为市级旅游度假小
镇，会有这么多公司单位入驻。他曾经对我说过他
的经历：幼时因为贫穷抱给他家，常常吃了上顿没下
顿。如今他一家生活已有翻天覆地改变，言谈中常
常由衷地感谢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其实，从这一
边远小山村的巨变可见国家发展的势头。

谈笑之间酒肉上桌。全是乡村特色，鸡鱼肉蛋，
传统大菜，杯盘斛碟，觥筹交错。菜品中尤以猪首、糯
团、夹沙肉等抢眼夺目。忽然想起前日与作家宪国、
华东品茶天龙广场，他俩遍寻南坪大小餐馆不得夹沙
肉啖之失望神情，立马向主人索要。主人厚道，速即
让大厨盒装数碗，托我带返主城，以解作家熬心之馋。

我们婉谢留宿之请，驱车返主城，虽路稍堵然心
不堵也。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创委会原主任）

2018年10月1日 晴 万州家中

从我家阳台一眼望出去，是一汪烟波浩淼的平
湖。国庆假日，或许，在这样一个添衣补水的温润季
节，万物澄静，天高地阔，是最适合远足的日子。假
日里，常在微信朋友圈里看见一些风景区长龙一样
卷起潮水的游人，对于我这个喜欢安静的人来说，或
许窝在家中，喝茶阅读，是最好的相伴了。

国庆这天上午，我在书房里挑挑拣拣，如再一
次上路去寻找那些旧日朋友，好多熟悉亲切的名
字又扑入了心扉，再次相逢这些澄静的老灵魂。
找到了一本上世纪90年代买下的书，摩挲着已有
些发黄起皱的书页，如这些年爱人的肌肤，过去那
丝绸般的光滑，已有了老棉被一样的粗燥温暖。

2018年10月2日 阴 万州城区

上午，我在家里阅读那本挑选出来的90年代
旧书，望一望窗外雾气沉沉的天空，往日书中文
字，让我与这样一个暗沉的天气，有了心境上的相
遇，这是一个适合怀旧的日子。

下午3点多，初中时期的同学老刘在微信里发
来一个消息，在杭州的初中同学谭大个儿回来了，
同学们聚一聚。谭大个儿是我的同学兼老乡，他
的老家与我毗邻一个村子，上初一时，身高就窜到
1米7多了，鹤立鸡群的他被我们称为谭大个儿。

谭大个儿高中毕业以后参军考入军校，退役
后进入一家机关。我们村子里的老会计宋世福在
全乡访问过，至今，谭大个儿是全乡出去的官员中
级别最高的了。

晚上7点过，聚集在万州城里一家火锅店，火锅
店是村里老乡周四毛开的。四毛一见我们来的10

多个人，全是同学和老乡，豪爽地拍着胸膛：“今天晚
上，我请客！”四毛确实耿直，他几乎把店里的全部菜
都往锅里倒，一杯一杯地自己喝酒，还挨个走一圈给
每人敬上一杯，几个女同学也被他劝下喝了。

微醺过后，老乡同学们开始陷入集体怀旧中，
说的都是那年那些事。在这样一个用老日子的老
杂烩炖出的一大锅怀旧之汤里，我们感慨，我们唏
嘘，有的场景还止不住想流下几滴岁月煎熬过后
浑浊的泪来。最后，还是谭大个儿在席间做了总
结，他端起酒，说了一大段很有感情的话，然后大
家干了酒。

从火锅店出来，同学老乡们相互添加了微信，
其中两个发现了商机的同学还去茶楼开始谈合作
业务了。一个同学给我翻看初中同学微信圈里刚
发的图片，只见我油光光的嘴里还含着一大片毛
肚，贪婪的吃相让我有些难堪，我让那同学赶紧删
了，同学说已过了时间无法删去。

饭后，陪谭大个儿去万州南滨路看城市夜景。
望着满城璀璨灯火摇曳于平湖水中，谭大个儿止不
住感叹说，夜景好美啊。时光里燃烧过的灰烬，突然
在夜风中翻腾起来，还带着火后的微微余温。

2018年10月4日 晴 万州长江边

下午3点，秋阳灿烂，从家里步行来到长江边，
开始我近乎每日的功课，游泳。

江水碧透，一掌一掌划开水波，清晰得能看见
自己的掌上纹路。一气游到了长江大桥下，1200
米。在长江游泳，春夏秋冬，已经坚持了5个年
头。在一江大水的劈波斩浪里，我与一座城的生
活，我与我的时光之水，就这样交融在一起。

（作者单位：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2018年10月1日 阴 南岸区南山九街壹华
里夜景公园

今年国庆长假，我事前征求儿子意见，要他从
外地回来过节，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宅在家里休息，
同时陪伴我们。

俗话说，出门勤探路，鸡鸣早看天。根据以往
经验，我预先也查看了天气预报。国庆七天五雨两
阴，秋风秋雨、阴冷润湿的天气不利于出行。

家人都喜静，因此以宅家为首选。
但是，难得较好的天气，也要有所安排。不然，

这七天长假未免单调了一些。
经商量做了这样的决定：爬山庆国庆。目的是

带家人特别是儿子在家周边走走、看看，认识新城
貌，不忘旧乡愁！

以前看到过一个宣传：九街壹华里夜景公园免
费开放了，给重庆耍娃儿、摄影爱好者们又增添了
一个爬山、摄影的好去处！我们倒要去看看！

这是我计划了好久要去的地方。其实，此地离
我家的直线距离不足十二公里，却难于走到。慵
懒、嫌麻烦，习惯按部就班、好奇心渐失、凡事波澜
不惊，似乎已成为生活常态。

壹华里公园地处南岸区南山街道，属于南山山
脉，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位于南面山脚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市集，约500米长，有房屋建筑3万平
方米，包括老字号商业展示园、非遗产业园、重庆民
俗文化特色街区等，主要以副食品形态呈现。

果然，各种手工制作，如麻花、果酒等食品，豆
腐乳、咸菜等调味品，以及烧烤、火锅等琳琅满目，
芳香扑鼻，吸引我们去打量、去品尝、去细看。最吸
引孩子们的则是挂着“唐僧肉”招牌的烧烤店，一个

扮悟空、一个扮八戒的两个年轻人，在强烈摇滚乐
的伴奏下，不停地翻动着手上的烧烤串串……

看了市集，未必这就是那个“好看”的公园么？
有人表现出失望。

别急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嘛。
走，我们去爬山，活动活动筋骨，呼吸森林新鲜

空气，俯看城市风光变幻。那里才是最具特色的地
方。它依山形而建，占地460亩。

循着导示图，我们拾级而上。在长达6公里的
森林步道上，一线线、一堆堆行人，左下右上，侧身
避让，方得顺利通过。

我们依次经过了问天石、南坪钟、槐花港、通天
岭、皇帝位、蝴蝶谷、飞天洞、祈愿壁等八大原生态
景点。

每一个景点，都有许多人停留、排队、照相。更
多的是在欣赏美景。在南坪钟聚集了很多人，他们
在实地验证，是否如宣传所说，能够看到渝中、南
岸、九龙坡、巴南和大渡口五个区的城市新貌。宣
传还说，万家灯火之际，这里比南山其他观景点视
野更开阔，是“主城五区唯一360°夜景呈现地”。

有眼睛好的游人说，还看到了江北、渝北和两江
新区。到底能看到多少？你不妨实地来印证一下。

我的视力不太好，除了远观，更多的是近看。
夜景体验也要留待下次。

远观两江交汇，波平如镜，奇桥飞架，天堑通
途；观高楼林立，造型奇特，风格迥异；观舟楫穿梭、
车辆如织、人如蚁行。

看，那一片繁华的街区，过去是儿子读小学的
地方；那一个大社区所在的地盘，过去是很大几口
鱼塘，周围种着许多蔬菜；那所市级重点中学是建
在过去的一个老厂区；长江索道成为热门景点，外
地游客必至；下浩老街游人趋之若鹜…………

那里是玄坛庙，还有铜元局、广益中学、文峰小
学、下浩猪鬃厂等等，还有刘家牛奶场，离刚才经过
的“非遗市集”不远。

有人对旅游的解释是，从自己活腻了的地方，
跑到别人活腻了的地方去。我不这样认为！通过
旅游，能拉练你的身体和意志；拉伸你的阅历和见
识；拉长你的经验和智慧。让生活增加激情、充满
乐趣和诗意，是间隙性的休整，是阶段性的提高，人
生不可或缺。

不经意间，你的周边是桃红柳绿、五彩缤纷、瓜
果飘香、素裹银装了。虽不能遥望远方的风景，还
可以欣赏周边的清新。只要你用心、用情，融入进
去，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作者单位：南岸区政协）

2018年10月2日 雨 长寿区大洪湖

不赶趟，不添堵，寻找自在与原味，好
像成了我节令生活的规律。

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当喧嚣尘器浮躁
了清澈眼眸时，当时空动荡孤独了宁静内心
时，人们就会回到大自然中寻找本真。若在
万水千山中找到最养眼的一物、一景，触动
此时此刻情怀，就会收获独特的美丽，并念
念不忘。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陶渊明的

“桃花源”与东篱之菊。大自然的四季轮回，
乡村的春华秋实，一朵流云，一片落叶，一湾
清溪，一脉山峦，美，就入目、入骨。

去明月山外的大洪湖，去大洪湖畔的东
篱田园，就是在这样的内心渴求驱动下。秋
雨绵绵已有数日，日复一日繁琐的事务捆绑
着疲惫的身躯。趁着别人在国庆假期中远
游，想起昨日娜说，“去东篱田园吧，那儿无
论是空气还是声响，都是零污染。”

我们就驱车穿过雨幕，翻越城市之西
的明月山。沿途迎接我们的，是湿漉漉站
着、摇着、唱着、跑着的乱石、荻花、树木、竹
丛。九弯八拐盘旋而上、蜿蜒而下的公路
虽然转得头晕眩胃痉挛，但眼前雨雾迷离
中闪过之景还是亲切，久违。

撑伞下车，一脚踏碎条石地坝上纵横
流淌的细浪，一阵风裹挟着秋寒、泥腥、草
味、荷馨、雨息，逼入肺腑，暗含了某种说不
出的古典主义的怀旧气息，潮湿的无声感
开始在心底蔓延——其实身外簌簌、嘀嗒、
沙沙、瑟瑟，雨在风中、伞顶、树间、草丛，交
响。抬眼，雨帘之外，居然是一个连一个的
荷塘，田田荷叶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碧翠
珠滚地铺满水面，粉红的桃红的莲花在翠
碧莲叶间或清高或妩媚地闪现。怪不得刚
才风里有丝丝缕缕的荷馨！我们迫不及待
地走向荷塘，一条木质的水上廊道曲折地
伸向荷塘中心，倚栏赏雨中荷，近看硕大荷

叶上雨珠腾跃弹跳，活蹦蹦地飞珠溅玉入
池，娇媚的莲台莲瓣似乎对这场秋雨毫不
在意，轻轻摇曳，淡淡散香。在这“荷尽已
无擎雨盖”的秋，怎么会有如此盎然生机的
荷塘？许是我们惊叹之声惊动了不远处一
所院落的人们，很快就有一位身着便装的
帅小伙举伞向我们走来。我们抱歉地冲他
点点头，他热情爽朗地笑了：“你们好，我是
东篱田园的主管小许，欢迎你们来东篱田
园。”说笑间，问及刚才我的疑惑，小许说只
是在栽种时延迟了一段时间，与这几池相
连的另外几个荷塘形成夏秋赏荷不歇季，
碧叶粉荷与东篱菊香相映成趣的美感。

小许陪着我们在雨中漫游。赏雨中
荷，穿池边柳，在绿茵草坪中踏着不加装饰
切割的大小交错、形状各异的石板路，看着
雨滴从草尖树叶上滚落下来，打在裙裾边、
鞋面上，绿绿的、凉凉的、清清爽爽的，每一
颤，都落进心尖尖上，神清了，气爽了。远
处的村落，白墙青瓦，半遮半掩在绿树翠竹
中。水稻收割后的农田，一茬暗黄一茬青
绿——秋日里和煦阳光充足雨水正好生长
再生稻。“这儿确实不错，完全没有尘嚣，空
气新鲜得发亮，周遭没有人为雕琢，真正的
田园味道。”我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了。

雨密集了，我们走进一处别致的院
落。院门就是一个木栅栏，藤蔓盘旋在灰
白的墙角，一簇簇秋菊沿着一条蜿蜒小溪
和几十间风格各异的古朴民居，起起落落
开放，在风雨中晃动颤动。白之素洁含泪，
黄而雅淡凝珠，红者润泽含丹，紫之沉稳浑
厚……原来“满地黄花堆积”并非都是黄丝
锦带，也并非都是伤感惆怅。而我今日雨
中，漫步东篱田园，是慰藉沉睡的“乡愁”
么？或许，仅仅是一点小情怀。我只是想
回归，想贴近泥土，亲近家园，享受自然的
细微之处的美好。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由通远门到四面村
许大立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邮箱：cqwbf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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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稿时间 周六晚 20:00-22:00

用文字碾动假日时针
刘德奉

发现周边的风景
胡雁冰

我想有个家
王福梅

最是东篱小情怀
龚会

2018年10月3日 阴有小雨 南岸区

上午十点半时，陪朋友到南岸区购
房。道路比平时通畅，车辆不拥堵，街上
行人减少。

朋友为其子购置婚房，前期已多处看
房，最终选定这个地方。购房大厅正对门
处，楼盘微缩景观静卧着。天花顶上悬吊两
个圆形灯，每只约篮球大。硕大的房间被分
隔成多个区间，来往人多，并不显拥挤。

上午十一点。
售楼小姐领我们在大厅左侧白色沙

发上坐下，静待她办理手续。身旁的年轻
夫妻亦在等待，我主动与他们聊天。

话题从孩子开始。少妇怀抱婴儿，孩
子不满两个月，正酣睡。婴儿娇嫩的皮
肤，红扑扑的脸蛋，真是可爱。

少妇健谈，主动聊她家情况。她老家
在乡下，她跟老公在南岸开面馆，为方便
做生意，在此地买房。她告诉我做生意辛
苦，起早贪黑，但再难也要挺住。少妇办
完手续，离开的时候，哼唱：我想有个家。

中午十二时。朋友还在等待。我肚
子有些饿，遂起身到大厅右侧取些糕点和
水果。趁此环顾四周，看那些来往的人
们，八成为年轻人。

曾经看到这样的话：对于普通人来
说，小的时候，归属感来自父母家人的怀
抱；年少的时候，来自诗和远方；成年后，
归属感来自房子。这是伴随着人的成长，
活生生的现实。

成年后的归属感，其实就是现实。家
在国的怀抱中，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
人生得意还是失意，都要回到属于自己屋
子。你的房子接纳你的全部。

下午二点，年轻的售楼人员忙得不亦
乐乎。起初接待我朋友的售楼小姐接待
别的客户，把手里的事情交给一个九零后
妹子办理。妹子长得漂亮，说话利索，温

柔，举止干练。
妹子告诉我她以前在一家小型房地

产公司，一人干几个人的活儿，现在这家
房产公司规模大，人多，事情也很多。

下午三点，签完合同，我们穿过马路，
顺着街市往老街走。

老街位于新建高楼旁边。又想起那
首歌：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
方。这歌不知唱出多少人的心声。

老街入口处，一幢破旧老砖瓦房，孤
零零硬撑直立在那里，人去楼空。破房与
旁边的新楼房看似反差大，又有着某种联
系和隐喻。

高楼与老街相呼应，一个是今生，是
物质的；一个是前世，是精神的。穿越一
条街，从时下，寻觅回到过去，又听得见未
来的召唤之声。时空转换。老街的房子
是用来瞻仰、怀想的。房屋修旧如旧，游
人撩起风铃，铃声清脆，如时光的脚步，似
有似无。

城市的新与旧，过去、现在与未来，在
时空中呈现。年轻时，
忙于奔波，无暇风景；
年老时，犹如老街，
消弭了浮躁，磨砺
出性情，寻觅到归
途。

走出老街，我
的眼前掠过那些
年轻的面容，他
们畅想着，从黎
明出发。
（作者单

位：重庆市
人民医院）

宝宝满月
钟雄

2018 年 10 月 6 日 小雨 江津区
白沙镇

国庆节期间，我们一大家人天天沉
浸在喜悦中。喜悦从何而来？9月6日
中午，在北京工作的儿子给他妈妈打来
了电话。

妻子关闭手机后，一脸惊喜对我
说：“生了，他当爸爸了。”喜讯来得太突
然，“真的——生了吗”？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男孩还是女孩？”
“不知道。”妻子的回答竟然“不知

道”，让人心头悬念又起。“连儿子也不
知道生了个男孩还是女孩，他这时没在
母子身边，他两分钟前刚接到医院妇产
科的电话，孩子生了。儿子马上把消息
告诉了我们，他即刻赶去医院。”

“那，只有他丈母娘在小宝宝身边
哟。”我再次追问妻子。

“他丈母娘也不在身边。”
原来，儿媳妇的预产期还有20多

天，孕妇在医院，医生护士、护工照顾得
比较周到，令人放心。因丈母娘的小女
儿从上海调回北京工作，已在北京租了
房子，过几天从上海搬到北京，我儿子
送丈母娘去帮忙打扫出租房卫生。他
们也没想到孕妇突然就生了。为什么
突然生了呢？

儿子和儿媳都同在北京师范大学
读书，儿子毕业后先工作，儿媳考取了
研究生，工作晚几年。也许是初孕年龄
稍微有点偏大，儿媳血糖时不时出现偏
高等不适症状，遵医嘱，前后住了两三
次医院，母子较为平稳。9月初，孕妇身
子又有些不适，在儿子陪同下，儿媳又
一次住院。没想到儿子送丈母娘去打
扫租房清洁时，医院精密医疗仪器突然
监测到，小宝宝胎音不正常并出现缺氧
症状。妇产科医学专家诊疗后决定并
经儿媳同意，立即作抢救性剖腹产手
术。时间就是生命，结果令人相当满
意，产出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小宝宝。小
宝宝外婆在北京激动地给在重庆江津
的小宝宝奶奶发来宝宝照片，并情真意
切讲道：“孩子长得太好了，皮肤红白红
白的看着真是喜欢。赶紧发给你让你
看看。”

小宝宝奶奶微信中也对儿媳亲切赞
扬：“祝贺你升级当妈妈了，险中母子平安
也是一福气，你是最坚强勇敢的人！”

小宝宝三天才睁开眼睛，小宝宝大
伯婆通过照片看着熟睡中小宝宝可
爱的脸蛋，乐呵呵轻声说：“小宝宝
本来还该在娘肚子里的，被突然喊

醒，小宝宝还想睡哟，让他好好
美美睡个够。”

国庆节假期，儿子从北京天
天发出小宝宝甜甜美美的照片和
小视频来。小宝宝乐陶陶地比手
画脚，吃饱饱穿暖暖后的稚嫩得
意状，让曾祖、爷爷奶奶和外公外
婆几大家人喜形开怀，大家沉浸
在喜气洋洋的天伦之乐中。

小宝宝名字里有个航字，10
月6日，小航航正值满月，几大
家人香茶美酒举杯，祝小航航幸
福健康快乐成长！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