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1
2018年12月26日 星期三

主编 胡万俊 责编 钟斌 严艺菲 美编 张文敏
制图 张文敏 责校 罗文宇 张文敏慢生活·夜雨

两江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投稿邮箱：cqwbfk@163.com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让生活 下来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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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宣传部宣传部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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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传媒有限公司
重庆晚报重庆晚报

联合联合
主办主办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邮箱：cqwbfk@163.com

一滴雨，一捧土，一粒种，在我的家乡都很稀罕。
上世纪七十年代，从记事起，父亲总是起早贪黑忙碌，在

贫瘠的土地上，带领村民们披星戴月地劳作，日子却依旧过
得紧紧巴巴的。过完年，多数家庭吃了上顿无下顿。不得不
走出大山去亲戚那里借粮食。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常常都能
见到走亲串户借粮的乡亲。

我家位于大娄山主峰金佛山下，层层大山的包裹，不通
公路，不通电，只有两条山路通往山外。独特的喀斯特地质
地貌，石漠化非常严重。浅薄的泥土依附在坚硬的石头表
层，庄稼种在不规则的地里，既怕天干也怕水涝。勤劳善良
的父老乡亲们守着脚下这片薄土，辛辛苦苦绣花般侍弄庄
稼，却常常因天灾而颗粒无收。

父亲是村干部，他朴实的想法：带领大家依靠脚下这片
土地，辛勤耕耘而不至于让乡亲们忍饥挨饿。他常常挂在嘴
边的话：天上不落，地下不长，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在他看

来，农民老老实实种好庄稼，那才是本分。
父亲是个固执的人，他觉得队里人多地少，就带领村民开

荒种地。他觉得土地瘦薄，就率领乡亲从柏枝溪河谷挑土上
山。坚硬的岩石时常露出狰狞的面孔，一不小心脚下打滑，身
上某个部位咯个瘀青，撞个青包，划道口子都是常有的事。

记得有一年，眼看绿油油的玉米快要抽穗了，老天持续
连晴40多天。火辣辣的太阳，蒸烤着大地，嫩绿的玉米几天
就被烤得卷了叶，整个村庄遍地焦黄。父亲跌跌撞撞跑进玉
米地，抚摸着遇火就能燃烧的玉米秆，神色凝重，他蹲在地里
无奈地叹气。

我读大一那年暑假，洪水肆虐，洪水从金佛山顶咆哮而
下，整个村庄泥土裹挟着树木从庄稼地呼啸而过，乡亲的土
木房屋顷刻倒塌，我家二层土坯房也难幸免。在暴雨中抢险
的父亲，全然不知家里发生的情况。傍晚，父亲回到家，站在
一片狼藉的房前，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大眼。我远远站在土
坡上，搂着瘦弱的母亲，喊了一声“爸”。父亲直愣愣瞅了我
和母亲一眼，抱着头蹲在淌着泥水的地坝边哽咽哭泣。我茫
然无措，傻瓜一样看着如此伤心的父亲。

绵绵阴雨整整下了半月，滔天洪水吞噬了大片良田沃
地，冲毁了不少房屋圈舍，也好似冲垮了父亲坚韧的内心。
尽管，他仍带着村民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但父亲从此语言
明显变得少了。为能给我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父亲独自
一人默默地清理淤泥，早早起床到山上背石头，进沟里砍木

料，他要用当家人的肩膀重新为我们撑起一个家。
半年后，一幢泥石房建起了。可父亲却因此病倒了。父

亲看上去明显老了许多。我鼓足勇气向父亲表达，让他辞去
村主任跟我进城，他瞅我一眼说：“年纪大了，本想辞去村主
任，但又怕年轻人心野，在村里扎不下根。”

后来儿子要上学，我动员几姊妹轮番做父亲的工作，父
亲才勉强同意进城。接替村主任职务的是我儿时的伙伴，叫
腊元。我去接父母那天，腊元专门赶来送父亲。他一再向父
亲保证，再不会到外地打工了，他要安下心来，带领村民们守
好这方土地。

刚到城里的时候，父亲对城里充满了新鲜感。母亲做
饭，他的任务是送孙子上学。每天，他把孙子送到学校，就和
大院的几个老头儿相伴逛街，晃晃悠悠地今天到这里，明天
去那里。但没过多久父亲就厌了，在家里，除母亲叫他帮忙
做点家务，多数时候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闷闷地像个木头人。
当村里有人来看他，他一下又鲜活起来，不但陪乡亲满街跑，
还拖人家到屋里吃顿饭，喝杯酒。我家一度成了村里人的落
脚点，也成为父亲获取村里消息的情报站。

最先告诉村里通电的，是当乡村医生的二舅。我陪父亲
回到老家，村里像过年一样，放了很多鞭炮，村里从此结束了
油灯照明的历史。

那年春节，很多在外地打工的年轻人，开着越野车回家
过年，整个正月，村里十分热闹。

2008年，已当村支书的腊元，专程来告诉父亲，政府出
资，对全村整体规划，实施退耕还林，高山生态移民搬迁。

听到那个消息的早晨，父亲站在阳台朝老家的方向久
久凝望，窗外的燕子在斜风细雨中呢喃。我轻轻走向父亲
问：“想回家看看？”父亲点点头答非所问，自言自语：“不知
燕子是不是又在家里屋梁上做窝？”父亲的话，让我心里感觉
难受。

第二天，我向朋友借车送父亲回家，车在崎岖的山路上
颠簸，父亲好像根本感觉不到，一路上滔滔不绝显得很兴
奋。回到家，父亲没有直接打开门，而是反剪双手领我沿河
岸绕了大圈。一路上，到处看到村民们正在翻修房屋。父亲
不停给乡亲们打招呼，脸上堆满了笑容。

我们在邻居杨大爷家吃了午饭准备返回。父亲说：“还
想在家多住两天。”我拗不过父亲，只好一个人开车返城。

两周过后，仍不见父亲回来，母亲有些担心，让我回家看
看。黄昏，落日把大地照得金黄，我把车停靠在路边，见大门
紧锁。便四处寻找父亲。在油泥坡，我见父亲满头大汗正在
帮村民植树。我嗔怪父亲，一把年纪了，还那么要强。父亲
呵呵笑着对我说：“闲着也是闲着，活动筋骨，出出汗水，心里
舒坦。”

那夜，我睡在宽大的木床上失眠了。月华如水，宁静的
夜色中，传来父亲均匀的鼾声。

星移斗转，岁月更迭。坚强的父亲还是被病魔夺走了生
命。

又是清明节，我回老家给父亲上坟。车从南道高速出
发，一路上，粉墙黛瓦的川东民居从窗外掠过，曾经两个小时
的车程，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老家的出口。

连接老家的路，也变成了宽敞的柏油路。在村口等我的
腊元硬拽着要我去他家坐坐。一路上，腊元自豪地说，他已
将政府改造后的石漠化荒山，全部承包了。我和他站在碧波
荡漾，清澈见底的柏枝溪畔，遥望苍翠葱郁的大山，我明白，

父亲不愿意离开农村的老家，最终落叶归根，其实他生前最
大的愿望还是带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如今这个愿望不是
实现了么？

腊元告诉我，经过持续不断投资，马尾溪、涪南桥、梅子
溪等石漠化重灾区恢复人工造林，采取山顶植树，山腰育果，
下山种粮的方式，大面积实施退耕还林，森林覆盖率已达
60%左右。每当春暖花开时节，放眼远眺，昔日光秃秃的乱
石岗，山顶林木葱郁，山腰果花绽放。曾经的荒草地，被整治
为田成方、沟成网、路成行的产粮区。

周末，城里人纷纷驱车前往感受森林氧吧，吃地道的乡
村鸡，尝鲜嫩的方竹笋，品正宗的高粱酒，喝野生大树茶。邻
近的金佛山山王坪景区，更是水杉柳杉错落有致，交相辉映，
形成一半是春天一半是秋天的童话世界。

配套齐全的基础设施条件，错落有致的崭新农家小院，
悠闲舒适的乡村生活环境，传统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变
化。昔日盼温饱，今日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这
就是家乡今天的模样。

天蓝，水清，山绿，处处勃勃生机。父亲在天堂有知，他
一定会很高兴的。乡亲们正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不就是父
亲一生努力追寻的理想么？

（作者简介：熊芯，原名熊昕，系重庆市作协会员、南川区
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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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重庆巴南，我会想起木洞镇的山歌、接龙镇
的吹打乐、花溪镇的民间歌舞连同那山乡回荡耳畔的
儿歌。那是巴渝文化的一部分，既显现历史文化的积
淀，又彰显时代人文精神。

刻下，我拜读了《巴南作家小说选》书稿，这些作
家的作品，述说生活的故事。它没有长篇的体量，则
是用短篇乃至小小说的容量，写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百
姓生活的发展与变化。作家们描绘小说的场景，生活
的再现，组合呈现出一幅恢宏的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
画卷。令人瞩目，且又让人欣喜！

纵观巴南作家群，作家作品的创作题材，具有一
定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作家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对
社会人生的体验，丰富生活阅历，积累生活经验，扩大
生活领域，有意识地深入地体察社会生活。作家创作
以生活经验和素材积累为基础，写自己熟悉的、体验
过的生活，但又注意从中积累与创作题材有关的生活
经验。比如有的作家比较熟悉农村生活，主要写农
村生活题材，就积累农村生活的经验；而有的作家比
较熟悉城市生活，主要写城市生活题材，就注意城市
生活经验的积累。然而，作家们的日常生活积累是
有限的，体验自己不太熟悉的生活领域，扩大自己的
生活经验，而最终呈现在他们作品里的人物、社会环
境、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乃至职业特点，如
此云云，还包括情感体验与思想感情的积累。不难窥
见，在作家们的小说创作中，体验生活还有所感动、有
所思考，而非无动于衷，仅限于搜寻奇闻逸事。有了
情感体验和思想感情的积累，生活经验和素材便有了
活力，作家写作才激情喷涌，创作思想才有了高度与
深度。

巴南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既然源于自己生于斯
长于斯的土地，源于阳光般哺育自己创作的生活，那
么，作家们的小说情节结构，便有了生活化风格。戚
万凯的《唉，我那个老头子》、刘凡君的《您好卡拉
OK》、陈显明的《悠悠跑道》、李华的《出殡》、刘学兵
的《那怎么行》、徐平的《书记做媒》、杨超的《局长与
树》、邹景高的《找书记》、洪德斌的《我不能那样做》
和胡歉志的《补缴党费》及刘明康的《老憨》……让生
活在小说中以自身的结构形态展呈在读者面前。小
说中发生的一切，如同生活一样，现实生活中分散状

的现象，在小说中，仍以分散状的原样呈现出来。毋
须为一个有头有尾的叙事模式设置戏剧化的冲突情
节，其用意似乎不在对主干的描绘，倒在对繁枝茂叶
的涂抹。大量的非故事情节因素，诸如历史地理、民
俗风情、传闻轶事、掌故习俗，以及一日三餐的日常
生活挤入小说，把小说的故事情节线，切割得断断续
续，若有若无。

生活化风格，作者的叙述态度是客观的，情感既
不介入，更不在小说的表层裸露。虽然，不少作品采
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也形成了一种小说的纪实风
格，打破了故事小说的线性因果情节。或许，作者对
一个完整的故事并不感兴趣，其意图是要在看似无
序、破缺、不完整的生活碎片背后，让人们看到一幅全
方位观照的生活立体图。

诚然，社会生活就是人在一定环境中的社会活
动。《巴南作家小说选》的创作者，以丰富的生活经验
为基础，小说反映现实生活，则是通过人物形象、人物
之间关系的描绘再现出来的；作品的思想意义和审美
价值的理解和把握，也是读者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感
受、理解、体验而达到的。深刻广泛的社会概括和鲜
明独特的个性的有机统一，使人物既有强烈的时代
感，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不但塑造出各个人物不同
的性格特征，而且，把他们俨然编织到巨幅的现实生
活叙说之中，表达对现实乡村、历史城镇的深刻思考，
充分表现出群体巴南作家把握人物内心彰显人物个
性、揭示生活本质的睿智与能力。无论是战斗在抗洪
抢险一线，舍己救人，不幸牺牲的英雄林大成、大爱施
水献井为民的沈华子，还是退伍军人阿睿的传奇故
事，乃至那山里赶生与村姑沉鱼的秦晋之好，作者都
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来，奏响
一曲曲礼赞英雄、颂扬真善美、讴歌新时代风貌与人
文精神的高昂凯歌。

窃以为，小说家既能以旁观者的身份从外部来
刻画人物，也可以作为参与者，与作品中的人物、
事件发生联系，身临其境，这样也许更有利于情节
的展开、人物的刻画。唯此，《巴南作家小说选》值
得提及的是一部分作品以充满民间习俗的生活图
画架构全篇，以传统的风俗习尚描写，来强化人物
的类型、丰富人物的个性，预示人物命运，展开矛

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徐平的《喜糖》、高光亮的
《月圆中秋》、李彩凤的《彩凤上坟》……作者借风
俗刻画人物，突出人情和人性，在民风淳厚的乡
村，人与人之间似乎都有重人情的传统美德，但作
者通过民俗描写奉献给读者的人情，格外细腻感
人。从人物命运的坎坷曲折，折射出时代的更替，
历史的演变。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历史的烙印，才
获得了它独有的人文气质、性格特征。与此同时，
作者还十分注重对地方人文地理民风民情的描
写，注重对人物生存环境的现实感与历史感的营
造，这样使得在一定的地域发生的故事情节与地
域特色的典型环境，同时成为小说中人物性格成
长的深厚土壤。

而小说选另一部分，就是占有一定数量的小小
说，作品中的人物刻画，也只是露出一鳞半爪，难于
像篇幅长的小说那样，塑造出完整的人物形象。作
家们则用最富典型性的动作、话语，把人物形象凸现
出来。打比方说没有用工笔画，而是用漫画。不限
于传统所强调的人物性格，不少篇什是从人物的心
理、感受，人物的情思、意念，人物的幻想、联想，人物
的命运、遭遇等等落笔。

我以为，作家小说创作要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将人物写深、写透，要使读者感到作者刻求的是小说
人物的骨髓，而非挠痒痒。唯此，巴南作家在小小说
创作的探寻与创新上，让人识见了跋涉者攀登的艰难
与文学理想之光芒！

巴南作家的小说创作，特别是那些植根于本乡本
土，极善描述独特风土人情的作者，在创作中对于民
间传说的利用，情有独钟，民间传说使他们小说文化
底蕴显得更加深厚、地域特色显得更加突出，这也体
现了民间传说作用于当代文化生活和彰显地域特色
的实际意义和价值。

应该说，巴南作家小说作品，在文化意蕴小说创
作中找到了不仅是思想内容的深化，更重要的是找
到了最适合表现这种思想的多元艺术世界。性灵所
至，独特的艺术感受，文学语言、形式及创作个性都
异彩纷呈。让读者在审美过程中体会到作品内在
的、隐性的、强大的主体冲击力。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重庆文学院院长）

中年白发，这是季节带来的风雪，翻卷
着命运的万千滋味，悄然飘落到我们头顶
了。

中年风雪
李晓

前不久，我们当年的高中同学又搞了一次同学会。尽管这样
的聚会大多是心里泛起温情脉脉的涟漪后又很快散去，回归到各
自人生河流里去摇桨荡舟。但我似乎还是有些热衷，因为人到中
年，这样的聚会或许就是见一次少一次了。

像有句话说的那样，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与不幸哪一个先来。
去年秋天的同学会，一个同学还邀约我们第二天去他家看阳台上
的多肉植物，结果在当天晚上回家的路上，他就突发疾病走了。
当时在这个同学手上，还拿着一袋盐、一包花椒，是他准备明天晚
上在家里招待我们做菜用的作料。

那天同学聚会上，让我们几个男人喝酒时突然惊叹出声，发
现大伙儿差不多都已是两鬓发白，发际线也抬高了，秃顶的男同
学就有四五个。彼此打量着白发，有望着朦胧远山顶上皑皑积雪
的感觉。中年白发，这是季节带来的风雪，翻卷着命运的万千滋
味，悄然飘落到我们头顶了。

中年男人的情感，是否还依然如当年滔滔流水，或已是大水
走泥后的河流，深沉之中流得凝重缓慢。

我认识一个苏州的中年男人，这个喜欢在灯火阑珊的街头独自
喝上一杯的男人告诉我，他想念一个女子，她叫小乔，小乔在常州开
一刺绣店。苏州到常州，坐高铁半个小时，坐火车，也就50分钟的
行程。男子偶尔坐着火车去看小乔，去了常州，有时就默默站在店
铺外，望着小乔在店里一针一线织绣，却不打扰她，一个人在常州的
馆子里，喝了米酒就走。一个寂寞男子坐在回程火车上，一闪而过
的景物都如幻觉。男子有次在微信里对我说，他那些悄然爬上去的
白发，霜降一样，是想念小乔而变白的。

50岁的鲁迅已有了白发，他的大多文字如匕首，头发也是根
根竖立着，刺猬的样子。有天，许广平要给他拔白发，鲁迅走开
说，男人的发是不能拔的，那是气血。这么一想，就明白鲁迅的一
生，为什么总是气场逼人了。

看见那些旧日光影中的民国大师先贤，他们到了晚年，大
多鹤发童颜，双目炯炯，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哪怕是
一生沧桑，到晚年却活得充满了童真，这才是人生大境界。白
发人生并不是你的魂魄气血发白了，是把那些裹挟着奔流的
杂质、淤泥沉淀到更深的河床上去了，所以水才更清澈，天才
更悠远。

老韩有了白发那年，起初有怪怪的觉得不自然神情，每个
月去理发店染发，还求乡下亲戚去深山挖何首乌，尔后把何首
乌反反复复蒸煮晒干，泡成药酒每日喝上几口，却不见效果，白
发还是倔强生长。有天妻子对他说了一句话，老韩，我跟你一
辈子过下去，不就是看你从黑发到白头了么，你染了发，我倒看
着不自在。有了那句话，老韩从此再也没去染发。最深情的伴
侣，最持久的相守，是本真的相处，不靠整日甜言蜜语，有时反
倒是围绕着你嘀嘀咕咕。

人到中年，各种人生的交集，纷繁命运的降临，我们最终都得
去坦然承受，它们将凝固成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历史。白发人，我
们一起抬眼相望，这是人生24节气里的漫漫风雪，在天幕中缓缓
铺开成沉默的风景，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

（作者供职于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巴南作家小说作品，在文化意蕴小说创作中找到了不仅是思想内容的深化，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最适合表现这种思想
的多元艺术世界。性灵所至，独特的艺术感受，文学语言、形式及创作个性都异彩纷呈。

生活化风格与社会图景
——巴南作家群小说枝叶谈 邓毅

文/ 学/ 评/ 论

生/ 活/ 随/ 笔

中华民族的辉煌永存，这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梦想。这不
只需要中华魂的支撑传播发扬，还考验着心性，考验着耐力，
考验着精神，一直追求，一直努力，耗尽热血和热泪，让整个
的时光都为我们晴朗透亮。

辉煌与梦想
吴丹

岁/ 月/ 抒/ 怀

“我有一个梦想”，这世纪的最强音已为梦想
构筑了辉煌的黄金台。这应是梦想的本真模样，
时间的长河将这与生俱来的高贵打磨得愈发熠熠
生辉，梦想翩跹而至，携来不变的真理。

是的，梦想的魅力不在于实现，不在于达成的
沾沾自喜，而在于它的高度，从而赐予我们不懈的
追求之毅力与勇气。梦想因追求而拥有了价值，
而我们也于这追求中收获了满足与无悔，自信与
昂扬。

是否曾因谈及梦想而满面激动，内心雀跃？
是否曾因谈及梦想而跃跃欲试？是否曾因谈及梦
想而觉得人生精彩，力量无限？我想每个人的回
答都是肯定的，一个有梦想点缀的人生才能在茫
茫无尽的前行路上收获希望的曙光，才能以更加
坚定的姿态高歌前进。

我们无法一帆风顺，我们不能一举成功，因为
梦想追求从无坦途。那么，我们是否甘于选择做
那将龙门降低高度后才跃过的鲤鱼？当然不！少
年心事当挐云，我们理当以仰望之态，以追求之
态，守着危乎高哉的梦想，许自己一个初心不变，
便觉得希望与成功永恒在前。

考验着心性，考验着耐力，考验着精神，一场
一场与梦想的追逐之战，因奔跑而精彩纷呈，因追
求而脚底生花，风景自来。与其急于一时，退而求
其次地达成目标来假称实现了梦想，不如一直追
求，一直努力，耗尽热血和热泪，让整个时光都为
我们晴朗透亮。拼搏来的无悔，奋斗来的酣畅淋
漓，是立于险峰的梦想对我们最无私与最慷慨的
赠予。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
从未停止对梦想的追寻，书写着她永不停息的对
美好幸福的追求。她延绵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从
来就没有中断过。

中华民族早形成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所在，它集中
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用于战
胜艰难险阻、艰苦奋斗的品格。中华民族以坚强
勇敢著称于世，革故鼎新、变法图强，一直是中华
民族历史的主流。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历史责任感，这都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自立自强
的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崇高的民族品格和伟大
精神的真实写照，还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
神。中华民族历来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的主
体性和能动性，极力倡导对主体的自觉性和自律
性的高扬。这是人应该自觉地承担起道德的责

任。中华民族具有“厚德载物”“崇尚德义”的重德
精神。强调把道德作为整个社会立足的基础，主
张让道德观念渗透到人的各个方面，并以道德观
念为标准来判断当褒还是当贬，判断世事的是
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力求积极进取，不听从
命运摆布，一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中华民
族精神中注重伦理道德建设，塑造理想人格，这种
精神，像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受到人的景仰……所有
的这些都构筑起中华民族的精魂！

正是这种崇高的感情使人们为祖国的繁荣
富强终生奋斗，为了捍卫祖国的独立和尊严而
奉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历史上这样的仁人
志士数不胜数。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五千年
的文明历史得以延续，是和中华魂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古有晏子“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
之”的高声疾呼，有屈原“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
魄兮为鬼雄”的悲壮高歌，有诸葛亮“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
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磅礴气势和舍生取义
的生死观……

站在时代的今天回望，一个民族要独立，要生
存，要富强，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需要坚实
的物质基础，还需要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
需要一种更为博大深沉的民族精神。这是支撑一
个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与支柱。千百
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
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越加坚强，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魂。传承了五千年的
中华魂，正等待我们去发扬光大。

中华民族的辉煌永存，这是我们一直追求
的梦想。这不只需要中华魂的支撑传播发扬，
还考验着心性，考验着耐力，考验着精神，一直
追求，一直努力，耗尽热血和热泪，让整个的时
光都为我们晴朗透亮。拼搏来的无悔，奋斗来
的酣畅淋漓，是立于险峰的梦想对我们最无私
与最慷慨的赠予。

古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我们，也该有这样的
体悟与恒心。梦着，想着，追求着。因梦而激情四
溢，因梦而未来可期，因追求而酣畅淋漓！仰望的
梦想才最美丽。中华魂祖国的灵魂，深深铭刻在
每一个人心中，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我们每一个
人都会为祖国奋斗终生。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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