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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群英荟三周年
重晚副刊群英荟（微信群）

晒稿时间 周六晚20:00-22:00缘，有一种解释，即人与人之间命中注定的遇
合机会。因为喜欢写作，我与重庆晚报在20年前
结缘。因系老作者，又有幸成为晚报副刊工作群

“群英荟”的一员。
2015年11月进群，群里尚不过几十人。随后，

我惊喜地看到，以前只能景仰却无缘近晤的文学前
辈大腕们，如吕进、傅天琳、李钢、王雨、邢秀玲、吴
景娅……都进来了。随着一些线下文学活动开展，
我真的见到了他们，且有了当面求教的机会。我开
心，激动，但并未产生写的念头。

这10年，工作的压力、育儿的劳碌，令写作激
情与灵感消失殆尽。虽出版了两本作品集，但我很
少参加文学活动，也很少投稿发表，作品数量质量
乏善可陈。尤其2013年至2016年，写作几近停
滞。我曾经爱好的文学创作，正渐行渐远。

进入群英荟成为重要拐点。初入群，并不太关

注。群很多，有事则聚，无事则散，而已。不久后一
件事，颠覆了我的固定思维。

2016年春节，我值班。儿子和他爸爸去了海
南。我们都是警察，许多节日是过不完整的，不差
这个就差那个。虽说职业特性如此，但在特定时空
环境中，人是容易伤感的，何况我一个女人。

除夕之夜，下班后，我纠结是回家还是在备勤
室呆上一晚，即便回家也打算晚些回去。孤零零望
着远处街上的灯火。张者、罗光毅、赵瑜等一众群
友的新年祝福突然撞入眼帘。得悉我在上班，大家
纷纷从群里送来问候。我居然流泪了。我明白，这
眼泪，已与伤怀无关。

温暖的群体，从此牢牢抓住了我。无论创作抑
或生活，群里的文学前辈和朋友都给我许多启迪与

鼓舞。我把傅天琳老师《星期天山就长高了》、曾维
惠《老唱片咖啡屋》、雨街《棕熊哈根》等等抱回家，
让儿子阅读，告诉他有这么一个群，群里有好多著
名作家，你简直不用发愁该选什么课外书来读了
……真的，儿子贪玩，以前不爱阅读，课外书几乎不
看，常念错字别字，对他灌输读书的道理也是对牛
弹琴。

而因为那些好书，他渐渐喜欢上了阅读，这两
三年词汇量突飞猛进。他的大变，老师也欣喜地看
到了。

孩子在进步，母亲自然要跟上。没有大把时
间集中阅读，便利用每晚碎片时间。一些优秀作
品，白天收藏，晚上夜深人静时读。每天，也许
一二小时，也许就半小时，几年下来量的积累不

可小觑。我由此又有了动笔的欲望，也真的动笔
了。

2016年起，我的创作数量呈回升态势，与群内
作家们真正开始互动。得提到市散文学会副会长
常克老师。2015年底，通过群英荟，他邀我参加他
资助的公益活动“嫣然一笑”第四届中学生原创校
园文学大赛。其时我们还未曾谋面。他在电话里
说，举办此公益大赛，源于自己中学时代的文学梦
想，源于多年来对文学的跋涉与坚守，源于内心那
份纯粹的情怀。他想帮助孩子们在文学梦想中一
路前行。

在渝北中学颁奖现场，我带上了儿子。我希望
他能在积极奋进的氛围中受到熏陶。

目的达到了，活动非常成功。对于数百名天真
纯净的孩子，对于台下睁大眼自豪地望着我的儿
子，都可谓受益无穷。儿子正学写作文，之前只能
歪歪扭扭挤出两句话。那以后，通过老师和我不断
启发，结合他自己大量阅读，如今已不是那个拿起
笔就想哭的小可怜了。

我的创作热情也被激活。2016年初，散文《嫣
然一笑，世间最美丽的表情》刊于《重庆晚报》。清
明节，散文《思念是淡绿色的》又发表。群英荟带我
重新起步了。这两年，业余创作之路，我走得辛苦，
也走得快乐，走得充实，走得渐渐天高地阔。今年4
月又接常克老师电话，希望我参加由市委宣传部组
织的杨雪峰故事集一书的创作。几年了，相互了解
愈多，他认为我是适合创作这个题材的。在他带领
下，王福梅、罗毅、糜建国，我们几位创作组成员历
经数月磨砺，圆满完成创作任务。

金秋10月，书籍首发式在解放碑重庆书城举
行。作为英雄事迹书籍的创作者，那一天，成为我
们足以铭记一生的纪念日。常克老师感慨道：“我
们都是重庆晚报的作者，我们都来自群英荟！当深
谢晚报群英荟！”

百感交集。这是缘，是文学与人、人与人、人与
世界的缘。是文学的凝聚力，是群英荟的向心力，
让我们由素不相识到相互熟知，携手共进一路走到
今天。这缘，弥足珍贵。

文学净土，人文高地。有人如此定位重庆
晚报。诚然，30多年来，重庆晚报正是秉承培
养文化自觉、弘扬文化自信的宗旨，在传承这
座城市历史与文脉的路上，执着前行。

成熟与激情相伴，传统与现代联袂。生机
勃发，且歌且行。不禁想起傅天琳老师的《让
我们回到三岁吧》（节选）：

让我们回到三岁吧
回到三岁的小牙齿去
那是大地的第一茬新米
语言洁白，粒粒清香
……
一只布熊有了三岁的崇拜
就能独自走过百亩大森林
昨夜被大雪压断的树枝
有了三岁的愿望就能重回树上
用三岁的笑声去融化冰墙
用三岁的眼泪去提炼纯度最高的水晶

（作者系重庆公安作协副秘书长）

群英荟，让我与文学再续前缘
程华

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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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按部就班的岁月，会一直像曲曲折折的
小河，平平淡淡地流向终点；本以为不再青春的余
生，会一直像蜿蜒葳蕤的小路，默默无闻地走向尽
头。然而，就在拐角处，就在交替间，不经意，不突
兀，懒懒的时光居然慢慢地泛起了层层波澜。在心
底，在眼前，在每一个迎来送往的日日夜夜，在高高
低低的波峰浪谷之间，推着小船，她跳跃着，荡漾
着，有风，有雨，有阳光，五彩斑斓，欢歌笑语。

这一切都源于重庆晚报夜雨副刊作者群英荟
微信群。在这里，我们拥有一个姹紫嫣红的名字；
在这里，我们拥有一个生龙活虎的班级；在这里，我
们拥有一个沧海一声笑那样潇洒的大家庭。

群英荟已经走过了三年时光，而我进入这个家
庭才刚刚十个月光景。如果说，群英荟是一名小学
3年级的学生的话，那我才读完一年级的第一册。
不过，对于晚报来说，我却是情有独钟的一名老
兵。二十年前，我在宣传部门从事新闻宣传工作，
晚报居然用了一个整版刊登我采写的重庆市优秀
乡镇党委书记谢茂林的长篇通讯，而且评为了“冰
点水”征文一等奖。再后来，我也多次以陵江舟和
蓬舟子等笔名在晚报的夜雨副刊上发表了《三峡闹
房》《三峡娶亲》《三峡拜干亲》等系列文章。可自那
以后，由于工作的变化和岗位的调整，我的笔却不
断地向公文领域延伸，而写副刊的笔却逐渐停下
了。不曾想，这一别就是20年的大好时光。

转折发生在今年的元月2日。我进了群英荟
微信群，当时我的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涌起一股暖

意。望着群里不断闪烁的图标，我是两眼一抹黑，
一个都认不得。是温柔热心的程华细心地告诉我
群规，告诉我怎么投稿，怎么做文档，怎么晒稿。我
凭第六感官觉得她一定乐于帮忙，因而加了她的微
信。

我压根儿没有想到，此后，我的诗歌、我的散文
通过群英荟的晒稿一次次登上了晚报，而且几次被
评为月度、季度好稿奖。群英荟彻底把我喜欢副刊
的神经元素唤醒了，在我平淡的生命时光里泛起了
波澜。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必是翻看群英荟，每
天晚上睡觉前最后一件事必是翻看群英荟。即使
晚饭后和妻子一同出去散步，也必是手机不离手，
在群英荟里东张西望。每到星期六的晒稿时间，更
是聚精会神，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看着那些不断
滚动的满屏新作，我的心里有别样的畅快和幸福，
觉得自己是和一群大内高手在过招，和市内的写作
大咖站在一起，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豪充盈心
间，第一次有了争先恐后的真切体验。渐渐地，我
的久别的感觉又回来了，以至于满盘复活，我写稿
的干劲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大。

是群英荟激活了我沉睡休眠的心，让我拾起丢
弃了多年的纸笔，也让我对写作有了更多的责任感
和敬畏心。每次动笔之前，我会用大量的时间思
考，力争不重复自己，力争不重复他人，希望每一篇
都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我在心里默默许下这样一
句誓言：我只管扎实地写，你只管选择地用，一切悉
听尊便，绝无半句怨言。

对群英荟，我想我会一直相伴，不离不弃，到了
写不动的那一天，我依然会坐在这里，做一个安静
的小学生，听，看，偶尔也会冒个泡。我虽然是小菜
一碟，但我祝愿群英荟人才辈出，如滚滚长江，一浪
高过一浪。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时光泛起波澜
梅万林

周六又至，晚间有约，赴约晒稿佳期。
是的，这个季节，芙蓉的雍容典雅让我恍惚遇

见春天。“莫怕秋无伴愁物，水莲花尽木莲开。”我矗
立在含羞微醉的芙蓉树下，回想与重晚副刊的相
遇，与群英荟微信群每周的相约，心旗摇曳。今晚，
群英荟晒稿佳期，如此心境，正好。

我居区县小城，就职于乡间校舍。工作之余，
游戏文字，也只是羞羞涩涩偶见于区县报纸杂志或
者内刊，难登大雅之堂。2017年春节前，经朋友鼓
励，将一篇题为《年是乡村的烟火》投稿于重晚副刊
并被及时采用，才算真正体会到了进入一个新世界
的惊喜。因为，从那以后，我在群英荟里找到了让
文字放歌的牧场。

每周六晚上群英荟晒稿，那才叫精彩。最初我
是不会玩这个的，幸亏群英荟里人才齐备，又古道
热肠。如涛哥、爱儿等，很快就教会了我如何晒稿，
如何代别人晒稿。群里活跃分子撒红包雨，晒精彩
篇。一边欣赏群英佳作，一边查看伶牙俐齿插科打
诨。几十篇诗文阅读下来，触及不同的内心独白，
收获不同的人生体验。这里，长辈们也不会端着架
子让人高不可攀。温厚亲切的傅妈，机趣豪达的钢
爷，和70后、80后、90后们畅聊无碍。晚十点整，
榔头敲下，晒稿结束。罗大哥准时红包必现，风雨
无阻。红尘不寂寞，且看郑氏三弟兄。郑劲松、郑
维山、郑洪，他们能于万籁俱寂时，在群里燃起一堆
灵感之火。还有那位嬉笑成文半夜讲鬼的了人吴

丹，接二连三下红包雨，经常让夜猫子们大失风度
哄抢。等到天明，有人睡眼惺忪爬楼看一地的壳
壳，懊恼自己怎么就熬不到子夜呢。黄海子在群里

“每日一诗”，李晓特色独步副刊，梦桐疏影诗文时
显。学院田园，都市乡村，编辑作者，大腕新秀……
群英荟恰如生长在重庆这块文化土壤里的根深叶
茂的黄葛树，兼收并蓄，温暖大气，雅俗共赏。

一年多来，置身于这个“家”一般温暖的群里，
我慢慢走出个人空间，走出自我苦乐，关注自然与
社会，关注历史与现实。和群里不同个性风格迥异
的文友交流，分享他们的创作体会，学习他们的勤
勉耕耘。苦了累了，有人安慰，哪怕发送一个微笑
一个鼓励的手势，都能带给我力量。受委屈时，群
英荟里好姐妹私信：“做更好的自己，当你达到一定
高度，宵小能把你如何？”感动之余，不再计较琐屑，
心境顿开。我在重晚夜雨副刊里的成长，不仅有我
的老师钢爷的教诲，还引起散文理论家傅德岷先生
的关注。他给我打电话，点评我的文章，指出不足
之处，叮嘱下次应该注意什么，鼓励我坚持创作。
傅老对散文创作的见解，对我的点拨，对我的关怀，
让我感激不尽。我知道，如果不是晚报副刊这个平
台，傅老怎么能读到我的拙作？又怎么能及时针对
我的习作点评指导？是的，在晚报副刊群英荟里，
学习大腕大师作品，品读名家手笔，欣赏新秀佳作，
不仅让我开阔了视野，把握时代脉搏，提升了文质，
还让我变得积极达观，勤勉自律。每天无论多忙，
都要翻看群英荟群聊，谋面的未谋面的，年长的年
少的，稳重的机巧的，都倍感亲切。

一片精巧的银杏叶飘悠而下，从我脸颊滑下，
正好落在衣袖间，惊醒了我痴迷的回忆。赴约今晚
的晒稿佳期，感恩与群英荟的遇见，正好！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让文字放歌的牧场
龚会

加入群英荟快一年了，每周六晚上，有个雷打
不动的活动——晚报副刊晒稿。久而久之，老婆会
提醒。老妈目不识丁，她居然从高频率的重复中大
概知道了意思。晒字，对于一个从小到老都在农村
长大的人来说，太熟悉不过了。晒，可以防止发霉；
晒，有阳光的味道；晒，有展示自己收成的效果。所
以每当这个时候，他们都心甘情愿地给我腾时间，
给我让道。

看到圈内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写出
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文字，看到活跃的思想和勤劳的
小编，对于自己绝对是个不大不小的冲击。未入群英
荟之前，写多少，怎么写，完全是兴致所至，显得有些
散漫和疏懒。现在一想，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勤奋，
你有什么理由怠惰。这样一来，自己手脚就勤快多

了，不知不觉，竟然已码了二十多万字。
晒，就是和阳光进行交流，我以为我重新找到了

大学期间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找到了力量与光芒，
找到了学中文特有的快乐！

是的，群里有阳光的味道！雨欣小妹的晨曲和作
品快递给人以温馨快乐；天下大事，广大为庆按时给
我们准备好；豪气干云的了哥与常克。还有默默为我
们奉献的程华，活跃异常的冯美女和远在石柱的谭师
兄；为我们导航的傅大姐和蒋教授……总之，这是一
个多么有意思、优化组合的大家庭啊！

忙碌了一年的农民，晒粮食可谓最开心的时候。
你想啊，无论是浑身上下自然散发麦芽香的穗子，还
是一粒粒情绪饱满，带着黑土地般芬芳的油菜籽；无
论是带着稻花香的谷子，还是黄灿灿的玉米棒，哪一
样不是浸润自己劳动的东西。因为倾注了爱，所以他
们更可爱。正如我们晒的稿子，是我们目光浇灌长大
的孩子，有天地的大爱，有缪斯的唤醒，熔铸了我们的
生活经历阅历，我们没有理由不倍加珍惜。周六晒
稿，本来就应该是我们最快乐的守候！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守候的快乐
付新民

说到重晚副刊群英荟，就离不开“夜雨”。2015
年11月16日，以“夜雨”为平台，微信群“重晚副刊群
英荟”在欢呼声中创建。重庆市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
王明凯称“群英荟是崭新的交流平台”，重庆市作家协
会原主席、著名作家黄济人赞扬“这个微信群实际上
代表了重庆晚报的一种胸怀与互联网时代的创造
力”，中国新诗学会副会长、著名诗人傅天琳满怀深情
地说“这是重庆文化人的精神家园”，重庆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蒋登科教授表示“这是一个虚拟而又实在的群
体，这是一个温暖而又充满诗意的所在”。迄今，“重
晚副刊群英荟”团结了作者410人，几乎凝聚了重庆
本土最著名、最勤奋、最活跃的作家诗人和文化工作
者。

2016年12月，贾平凹、叶辛、舒婷、柳建伟、梁红
鹰、雷达、黄济人、吕进、傅天琳、孟非等著名作家、学
者欣然受邀，成为重庆晚报的首批文化顾问。2017
年9月，“夜雨”副刊作为融合发展项目，获得重庆市
渝中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重庆晚报竭尽全力办好文化副刊，非常鲜活地体
现了一种义无反顾的文化坚守，其本质就是文化自信

的表现。
所以从本质上说，群英荟的出现绝非偶然，它透

露出一群人的激情，却代表着一家有责任感媒体的文
化自信，一直没有懈怠，从来都在前行。

这让我想起自己十多岁的时候，少年懵懂，我竟然
怀揣了整整三个梦想：想当解放军、想当作家、想当画
家。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年少轻狂，当然是不敢对任
何人讲的。也是老天爷垂顾，后来在18岁那年，我真
的穿上了绿军装戍守边疆；22岁，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
豆腐干文章；又过了10多年，我作为画家开始参加各
种画展。我本愚钝，从小就对自己信心不够，虽然心里
头偷偷的斗敢去梦想，行动上却是战战兢兢。没想过
吆五喝六的开路，就只有老老实实的攀爬，而我的动
力，说小点，是对文字与绘画的嗜爱；往大了讲，确实就
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膜拜，让我有胆在几十年匍匐前
进中朝前挪动。

再后来，就很幸运地“挪”到了群英荟这个鲜活、
充满动感的家园，不知不觉满三年。

今天来做些回望，有很多感慨，也很让人自省。
有了梦想，就一定要朝那个梦境里面钻，后退不得。
一个人如此，一个团队更是如此。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三年群英荟，值得铭记的东西很多，我觉得，很多
人的真诚与坚守，是底蕴。

其实换一个角度来想，生命中所能够得到的嫣然
一笑，道理都在这里。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

文化的坚守与自信
常克

无论大小，总有收获
——编后语

重晚副刊群英荟（简称群英
荟）建群三年了。

群英荟是重庆晚报于2015年
11月16日建立的以优秀作者为主
的微信群聊，是为重庆晚报副刊工
作服务的官方平台。

群英荟建群伊始，便以服务、
交流、分享、提高为宗旨，并制定了
详细群规，包括严格的准入及退出
制度（目前有群员400余人）。

三年来，在群员们的集体维
护、共同努力下，群英荟为团结写
作队伍，开展文学活动，推出作家
作品，实现媒体融合发展，进而不
断提高重庆晚报副刊质量与水平，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年，时间不长，也不短。群
英荟始终保持着温暖的氛围及旺
盛的人气。无论大小，总有收获，
这几乎成为大家的共识。

斗转星移，时事变迁。这三
年，我们一起走过。我们希望，能
与更多的文朋诗友们一起，携手走
过下一个三年……

作为重庆籍的文学爱好者，能在生养自己的土
地上看到自己登载的文字，心里喜滋滋甜咪咪。后
来我被邀加入到一个微信群——重晚副刊群英荟，
又得到了极大抚慰，更多的还是增强了一种自信。

进入到群英荟，这里果然是一个新天地。在这个
群里，慢慢结识到一些重庆文化艺术界的名家大腕，
往常只能在大报大刊才见到的名字，如今就时常出现
在我的视野里，如此的多，如此的近，如此的平易近
人。还有众多的挚友老师，以前尽管无数次学习揣摩
过他们的文字，但真正能与他们分享写作心得分享生
活乐趣时，确实极度让人兴奋。他们饱读诗书，满腹

经纶，谈文品画，个个见解独特。听他们品鉴，与他们
隔屏交流，仿若馨香扑鼻，也似与住家小院里的各位
亲人相处。慢慢地，这些心中的偶像，我们毫无顾忌，
亦师亦友地探讨，他们又成为我文学道路上新的领路
人。置身这里三年，直教我感慨：这里不愧是重庆文
学的百花园。

2016年4月，我迎来了人生中重大的收获——
被评为首届重庆晚报文学奖获得者。成绩的取得，不
仅是这些名家、评审团队以及各位挚友给予的肯定，
也是对自身坚持写作的一种激励，更是新的起点新的
方向新的目标新的动力，自然而然，这里成了我默默
坚守的一个伊甸园，更是丰富思想内涵的精神家园。

俗话说：一个人的富有，不光有物质的满足，更有
心灵的依托。

今生，我虽不富有，但我得到栖居身心的两个家
园，温暖的家庭和重晚副刊群英荟，如此，足矣。

（作者单位：大足区农委）

家园
邹安超

来到群英荟是不久的事，开始我便做了一个
躲在角落里赏花的人。说是赏花，实为读美文，
各式各样好文章每周贴出来，看得人眼花缭乱，
我只管欣赏和学习。日子长了，却也有了些相熟
的朋友。

这是个美好的空间，色彩斑斓，文友相互鼓
励，一颦一笑中使人忘却了距离的存在。近日得
知群英荟三周年纪念，忍不住牛刀小试，撰文纪
念这些暖意洋洋的日子。印象最深的，是群里的
女性作家们，散文诗歌各有所长，高手如云，可怜
我加入的时日尚短，只识得相熟的几位。

读人文章，总喜欢用颜色去区分，赤橙黄绿
青蓝紫便是她们给我的印象，时间一久，各人的
性格便清晰了起来。这样的情怀算是我对文字
的执念，常常在单调的人生中给予我绚丽的色
彩，包裹着我，久久不曾散开。

紫，这个颜色让我想到的是傅天琳老师。傅
老师并不认识我，我对她的印象，读到她的诗句

“在母亲博大的清芬里，我只有一粒绿豆的呼吸
和愿望”一句，让我停驻。于是，我这颗小绿豆在
诗歌的氛围里，开始学习和理解如何去深广，如
何去慈悲。这便是前辈的力量，也是从那时起，
我又重新开始了诗歌写作的学习和探索。紫色
是最厚重的颜色，由温暖的红和冷静的蓝幻化而
成，一如辽远的海岸上升起的那抹朝霞。

黄，这般的明朗，我首先想到的是笔名叫胖
向日葵的程华，这是我读了她的文章给我的印
象。就像是在某个春日的晴天，一串笑声中一个
黄衫女子分花拂柳走了出来，令人眼前一亮。她

爽朗招呼着各位，并一边说着：“我喜欢读书，因
为它能带给我快乐”。这样的明媚，即使是在最
寒冷的冬天，也能让人想起最鲜亮的颜色。

蓝，泣梅。“天空空的蓝着，牛羊就要启程”，
这一句让我对她有了蓝色的印象。这是个安静
的女子，我们有过一面之缘，即使是在最热闹的
聚会里，也能保持着冷静和端正。之后我总喜欢
偷偷去看她的博客，一边欢快想象，蓝是原色，不
由任何颜色组成，那么，她就是一朵印在蓝色天
空的白梅，随时都会启程。

赤，这样温暖的颜色只会是爱儿，那个总写
着温暖片段的诗人。某次我们一起测试是金庸
笔下的哪个女子，她的答案是黄蓉。我笑了，其
实我总觉得她应该是盛放时的阿朱，那样的俏皮
灵动让人羡慕，只可惜那时我测出自己的答案是
赵敏。

橙，红色和黄色的叠加才会是橙，此人必定
是温暖而明媚的。在我的感觉中，她是赵瑜。前
些天她给我看了一篇她写的群英荟，字里行间的
温暖无人可比，那一刻橙色的印象便鲜活了起
来。赵瑜的散文好，还总喜欢夸我，受了她的鼓
励，我也重新开始写小文，总算是没有辜负。

青，在老一辈的眼中，青是黑色。殊不知其
实这是一种很玄妙的颜色，介于蓝于绿之间，最
接近平日的天空。这样的妙人是梦桐疏影，她是
一个老师，有着天然的沉稳和柔和的妩媚。能说
这话是因为我见过她，而且还有幸读过。“在星星
的怀抱中睡去，从一朵花蕊中醒来”，青色的妙
人，非她莫属。

绿，小绿豆自然是绿色的，那就是我。加入
群英荟以来，从边走边看，到如今的边走边唱，其
中的快乐不言而喻。这样温暖的学习和成长是
最初不曾想过的，乐在其中的我有如在一片绿荫
中赤脚而行是我对绿色的交待。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群英荟女儿行
冯茜

11月 16日，是重晚副刊群英荟建群三周
年，而我进群也就几个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
丁。

进群还是靠人“传、帮、带”，师友“羊驼高铭”
拉我入群。我不是文学圈子的人，也没有那个天
赋，忝居了一个南岸网络作家学会委员的位子，
我是太想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分享给更多的人了，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这是第一个缘分。

看一看，群里熟面孔还不少嘛！“琪朵正在纠
结”“玉壶丹心”“执字之手”“重庆姐儿”……都是
网络作家学会结识的。

待一待，“重庆嘿多好心人，今天要说哪一个
啊”？“了人吴丹”“郑大光明”“茜”“土地”……天
天都活跃在发红包的第一线上，让诸群友都能一
沾喜气。

晒一晒，群里每逢周六都有晒

稿会，中了！《打卡清宫剧众小主归宿地——探秘
世界文化遗产、皇家山水福地：清东陵》《金庸先生
笔下的“明教”在重庆有遗存——浅谈南岸弹子石
摩崖造像》两篇文章被重晚副刊微信公众号采用
了，特别有满足感。

第一篇被采用的文章就跟清史相关。国庆
倒数第二天刚从北京回来，一下飞机就看到群里
在约稿，让写国庆见闻，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写
了一篇，然后就中了。这是第二个缘分。

我并不是科班出生，只是业余爱好，涉足清
史领域也不久，还是个新丁，半吊子罢了。

仅仅在三年以前，我对清史并不怎么热爱，甚
至都没什么概念。2015年去了清东陵，特别是
2016年，结识了一些清史专家及爱好者，便一发不
可收拾，每年都进京一趟。每次回来，都会形成一
些文字，还在书店、社区等场所和群众一起分享。

关注清史，也希望借助群英荟这样的平台，
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这算是第
三个缘分吧。

（作者系南岸区网络作家学会会员）

三个缘分
毛宇剑

我闻到那香，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
活。

芳香萦绕，从一个又一个文字里萃
取；报香缱绻，在一份又一份真情里升
腾。

萃取着，升腾着。重庆晚报稳健地
淌过时间的河流，越来越大方，越来越成
熟。

汗香，墨香，都是报香，沿明朗的大
道，在传承，在弥漫。

我沉迷那香，它深入生活，并熏染着
生活。

平凡岁月的点滴，心海起伏的浪涛，
从如泉的笔尖出发，跃上晚报精美的脸
庞，盈盈泛香，直沁心脾。

这就是晚报的魅力。她伫立在精神
的家园，仿佛一棵伟岸的树。有人栽种
了她，有人浇灌了她，他们成为她粗壮的
树干和树枝，而众多写作者围着她，长成
她碧绿的叶子，不断吸取着她的营养，又
时刻精心装扮着她。这棵树根系发达，
风吹不倒，雪压不弯。她越来越高大，越
来越繁茂。而这棵树的体香，一直清新
怡人，幽远绵长。我们亲吻着，迷恋着。

树枝伸进了千家万户，树叶摇响的
轻音拨动着千万心弦。在日子浓密的枝
叶间，我们看到了诱人的果实。那是晚
报人捧起的奖杯，投稿人捧起的奖杯。
奖杯在发光，眼眸在发光，光在发散，光
在凝聚，照着那香飘荡，飘远。

三年了，一千多个日子，我们团聚在
群英荟，团结在群英荟，朋友一般，家人
一般，亲近着晚报，阅读着晚报，呵护着
晚报，像用岁月抚摸那香，像用记忆珍藏
那香，执着得不可救药。

夜深了，梦翻开晚报，月光在读着，
清风在读着，我们在报香里卷曲，像回到
母体的婴儿。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报香幽幽
泣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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