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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慢生活·夜雨

诗/ 绪/ 纷/ 飞

1978－2018，这是一段不平凡的岁
月。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国家在经济社
会发展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综合
国力日益强大；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出行越来
越便捷、生态环境越来越优良，物质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
富多彩……这些变化有目共睹、触手可

及，并且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为此，我们
特举办“两江杯”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
文大赛活动，欢迎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一、征文内容
（一）以重庆内陆改革开放探索为方向，

以两江新区内陆开放门户等内陆改革开放
探索为重点，反映重庆改革开放40年及两
江新区成立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两江新
区的青山绿水之美、风土人情之美、历史地
理之美、人文环境之美、社会和谐之美、时代
风尚之美……亦是创作素材。

（二）以自己、家人或邻里朋友的切
身经历为主线，忆往昔、话变迁，描绘改
革开放40年来发生的可喜变化。分享个
人感受，讲述中国故事。

二、作品要求
内容健康、主题鲜明，叙述生动、客

观真实，以小见大、直抒胸臆。体裁不

限，字数3000字内为宜（诗词每首不超过
50行）。

三、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2019年2月
四、投稿方式
作品请发至邮箱 cqwbfk@163.com，

注明“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文字样。截
稿日期：2018年12月31日。

欢迎广大读者踊跃参加本次活动。
征文结束后，将评出获奖作品若干，向获
奖作者颁发奖金及证书。优秀作品将结
集成书正式出版发行。

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宣传部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重报传媒有限公司
重庆晚报

2018年11月23日

“两江杯”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文大赛启事

重庆之美（三首）
杨明生

丽日山城
远眺青峰一翠屏，
近观广厦傲苍穹。
两江碧水交辉映，
金色霞光撒满城。

山城夜色
天上繁星地上灯，
楼峰错落夜争明。
霓虹弄影华光炫，
倒映嘉陵碧水清。

雾中山城
江天弥漫雾升腾，
山岳楼峰入空蒙。
望眼虚无藏万有，
繁华原在此中生。
杨明生，广发银行董事长，该作品

系作者今年11月初在重庆参加中新
（重庆）战略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金融峰
会期间所作。

传承
——写给脱贫攻坚优秀干部杨骅

郭小强

爷爷是个老班长
退伍返乡把队长当
带头干事玩命又坚强
积劳成疾倒在工地上

爸爸是个老县长
足迹遍布大山村庄
他说百姓就是亲爹娘
赤子之情铭刻在心上

四十多年弹指一晃
我也走上脱贫攻坚战场
粗瓷碗喝水格外清爽
田坎上泥土异常芬芳

爷爷和爸爸在前方
他们的足迹指引我方向
坚定信仰有无限光芒
情系百姓牢记在心上

乡亲们日子奔小康
再苦再累我也心里欢畅
这是先辈们爱在流淌
我要用尽生命去发扬

““两江杯两江杯””我与改革开放我与改革开放4040年年
征征文大赛文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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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窗外闪过的风景，像一场老电影在回放着往日时光。还来不及梳
理好穿梭机一般往复的思绪，就看见车窗外一个小站的名字：柏林。

绿皮火车去柏林 罗光毅

城/ 市/ 漫/ 记

这是30多年前的化学课堂，那时的资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一个化学
老师在化学课上由化学知识讲到文学，讲到做人，多才多艺的化学老师啊！

记我的两位老师 长江

往/ 事/ 难/ 忘

深秋里，坐着绿皮火车去了柏林。这
个柏林不是德国首都那个柏林，是中国的
柏林，是重庆的柏林，是坐着绿皮火车，从
菜园坝火车站出发，逢站就停，要经过三
个多小时的慢行，才能到达的一个小
站——柏林站。

这是一趟从重庆到内江的慢车，每天
一班。这种慢车，还保留着以前火车的模
样，车身还是绿色涂装配着黄条色带，因
为老旧，因为怀念，被人们称为绿皮火
车。在已是动车和高铁时代，这种绿皮火
车已经不多见了。

因为怀念，不少的人放弃快捷舒适的
出行方式，选择了绿皮火车。出行的人怀
着不同的心情登上绿皮火车，去体验说不
准哪天就被淘汰的老旧火车。

绿皮火车在期待中准点出发。这趟
慢悠悠的绿皮火车之旅，是策划了好长时
间的，好期待。

记忆里第一次坐火车，就是绿皮火
车。那是读中学的时候，学校在万盛设立
了分校，学生都要分批到分校去读一学
期，这就有了我的第一次坐火车。满车厢
都是年少时的欢声笑语，还有对青春的希
望和追求，那时有多少人的声音撞击着我
的耳膜，至今还在耳畔絮絮叨叨。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走着，慢悠悠有一
种穿越旧时光的感觉，用一段闲散的时
光，和以前的自己不期而遇，那不是很美
妙的么。

同行的是一大群儿时一起读书的同
学。我是年初才与他们相逢的，就结伴而
行。在车厢里说着小时候下半城的往事，
不时有人说出一段啼笑皆非的趣事，笑得
大家泪眼婆娑；还有黄桷垭文峰塔下的校
园里，青春的迷茫和冲动，朦胧的少男少
女情愫，话匣子里流淌出来的满满都是真

实情感。
火车在重庆南站停靠时，我的思绪沿

着站台穿越出去，想起了这里的507货场
还有黄桷坪的五一仓库，那些年，这两个
地方都是我工作的场地，留有我青春的痕
迹。我开着解放牌大货车，从货场将货物
运回我们自己的五一仓库，无数次往返，
我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道和环境。

时过境迁，多年后，曾经的五一库已
不再是堆放货物的仓库，变成了美院今日
的坦克库，成为一个景点。去年夏天，随
一个步游群去了那里，办公楼还是旧日模
样，仓库改做了画室，楼前停放着一辆被
淘汰的旧式坦克，触景生情，感慨良多。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
地是哪儿，在乎的只是沿途的风景和
看风景时的心情。

车过马桑溪古镇时，我忽然
看见有一群走着的游人，他们
发现驶过的绿皮火车，欢呼着，
举起手中的相机或手机对着
绿皮火车一阵猛拍。原本是
我在看风景中的他们，一不留
神，我也成了他们镜头里的风
景。

绿皮火车和当今的动车
及高铁在速度和舒适上是
不可比较的。不仅哐当
哐当的声响伴随整个旅

程，且车身在变轨时的摇晃，车轮压过铁
轨接头时的抖动，行进中还会出现类似开
汽车踩点刹时那种短暂的停顿，偶尔出现
的摇晃，就像微醺的汉子，一只脚还没踩
实在，另一只脚就想着要踏出去，真是一
种绝妙的感觉。

绿皮火车沿着江岸慢悠慢悠地行驶，
停过了一站一站又一站，车窗外闪过的风
景，像一场老电影在回放着往日时光。还
来不及梳理好穿梭机一般往复的思绪，就
看见车窗外一个小站的名字：柏林。

（罗光毅，重庆市作协会员，中国语言
文学研究会会员。）

一
曹老师，短卷发，大眼睛，大脸盘，高

颧骨，长相较威严。
据当年考进清华大学的学霸同学回

忆说：“老家高镇中学的老师中我记忆最
深的是曹老师和刘老师。曹老师给我的
印象是严厉。刘老师给我的印象是慈
祥。记得有一次，我中午打球累了，下午
一上课就打瞌睡。曹老师瞪着我，一声断
喝，我被吓醒了，从此我上她的课就特认
真了。曹老师还曾把我的象棋没收走了
一个车。她调往丰都中学时，我们去给她
搬家，竟然还把这个车找到了。”

曹老师也给了我另一种记忆与印象。
我读初中时父亲已经55岁。他是个

典型的农民，胡子拉碴的，衣服也穿的破
旧，抽山烟，烟味特别大，还偶尔会朝地上
吐唾沫。

有一次，我父亲来学校送生活费，遇
见曹老师，他们交谈起来，谈了很久。我
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看着他们，很忐
忑，生怕曹老师厌恶我父亲的装束、厌恶
他抽山烟的样子。

当年曹老师35岁左右。她是在大城
市里长大的，又漂亮，特爱干净。但她真
没有丝毫嫌弃我父亲。这让当时心理承
受力极弱的少年娃娃深受感动。这幅画

面让我记忆终身。
曹老师是班主任，学校熄灯之后，她

常来宿舍查夜。她的脚步就像猫一样
轻。每每发现学生有情绪问题或生活问
题时，她总是耐心地与学生谈心，化解我
们的心结。

曹老师也是我的化学老师，从初中一直
教到高中。就她讲的化学课来说，我感觉她
一直在向我们强调一些思想与思维方式，比
如“化学就在身边”，比如“学以致用”。

上世纪80年代整个高镇中学用水困
难。我们常用脸盆去长江装水回来洗脸刷
牙洗碗。大家用明矾来沉淀浑浊江水里的
杂质。曹老师见到后就会给我们讲解明矾
沉淀杂质的原理。她尽量把化学与日常生
活结合起来，让大家觉得化学离我们很近，
让大家觉得化学是一门非常有用的科学。

她曾在校舍建筑工地拿来一些生石
灰教我们。生石灰就是氧化钙，与水反应
生成氢氧化钙，并产生大量的热量。氢氧

化钙有腐蚀性。当时学校正在建教师楼，
刷墙全用的是石灰。操场边上有搅拌石
灰的池子。她叫我们千万不要赤脚踩进
去。赤脚踩进去脚会烂掉的。

在这堂课上，曹老师还联想到了明代政
治家、文学家于谦的《石灰吟》。她讲这首诗
如何以物喻人，如何托物寄怀，如何表现了诗
人的崇高理想。这是30多年前的化学课堂，
那时的资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一个化学
老师在化学课上由化学知识讲到文学，讲到
做人，多才多艺的化学老师啊！

二
刘安涛老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从初

三一直教我们到高中毕业。
他思维积极，性格开朗，幽默，是个乐

天派。
他爱打响指和吹口哨。他爱一边走

路，一边打响指，一边吹《小路》《喀秋莎》
等歌曲。

他特别喜欢唱歌和教学生唱歌。刘
老师是数学老师，但他是老师中最会唱歌
的人，也是老师中最爱教学生唱歌的人。
我至今记得《兰花草》《请到天涯海角来》
《外婆的澎湖湾》《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
歌曲都是他教我们唱的。

他能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弹粉笔头，弹
得远，弹得准，逗人娱乐。他也偶尔在课
堂上对准睡觉的学生弹一下，目的是惊醒
大家，让大家瞬间兴奋起来。

那个年代物质匮乏，教学器具也匮
乏，刘老师就自己想方设法自制教具，比
如用薄木板制作三角板。他很有才华，仅
用一根鞋带就能讲明很多数学问题。

他把鞋带的两端分别固定在黑板上，
然后用一支粉笔拉紧鞋带绕黑板画一圈，
画出了一个椭圆。改变固定鞋带端点的
位置以及鞋带的长度，可以画出不同形状
与大小的椭圆。他结合这个演示来讲解
椭圆的定义，椭圆的方程式，数学白痴也
应该听得懂。

刘老师真是用心在教书。我曾思考
我究竟从他那里学到什么。我从他那里
学到的，除了具体的数学知识外，更学到
了他把抽象问题形象直观化、把复杂问题
简单化、把大道理朴素化、把大道理故事
化。他的这些思想方法让我终身受益。

（长江，本名李见明，重庆丰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