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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作 者 发表时间

诗词如酥 耕 夫 2月25日

漫步黄桷垭 罗光毅 2月27日

多读纸质书 刘德奉 3月15日

素食记 谭 萍 3月19日

“东方”风来马布都 禄兴明 3月25日

重庆晚报副刊月度好稿奖
（2019年3月）

标题 作 者 发表时间

李花开 冯 茜 3月11日

多读纸质书 刘德奉 3月15日

素食记 谭 萍 3月19日

“东方”风来马布都 禄兴明 3月25日

用陪伴见证一场生死别离 李燕燕 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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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文

诗/ 绪/ 纷/ 飞

我小时候在金川沙尔生活了很长一段
时间，童年、青少年的读书时光大部分都在
那里度过的。现在虽然很少回去，但是思
念依然如江畔葱茏的梨树梨花，在流逝的
岁月里摇曳生姿、吟风弄月。

清晨，阳光早早爬上山头，我们从马尔
康城沿梭磨河一路向南前行。走过一个又
一个村庄，当偶尔能看见一两株开着粉白
小花的梨树时，离梨乡的距离就越来越近
了。也许是沿途峡谷美景扑面而来的缘
故，90公里的路程感觉很短，我们驶到金川
庆宁乡时，大渡河沿岸的山间梨园已是繁
花似锦的海洋了。快要到达声名远播的神
仙包沙尔乡时，两排梨树下的公路上洒落
一地的白色花瓣，一路踏雪而过，仿佛漫步
在仙境里。游客纷纷下车站在洒满花瓣的
路旁摄影留念。沙尔乡南面一侧有一个巨
大的圆形山包，突兀在茫茫梨乡峡谷中，显
得尤为玲珑可爱。人们相信那是神仙遗落
的一颗珍珠在山间，于是给山包取一个美
好的名字——神仙包。

我们穿过错落有致的沙尔乡村庄，沿
着蜿蜒的盘山公路一会儿就到达山包顶上
了。游人出奇的多，上上下下的车辆穿梭
不停。随着赏花的人流来到山包顶上了，
视野一下子豁然开朗，一株一株百年老梨
树依旧繁花似雪。目光穿过层层朵朵的花
族，瓦蓝瓦蓝的天空如一块巨大的幕布挂
在天宇之间，清风徐来，令人心旷神怡。爱
美的人们摆出婀娜的姿势，抱着梨树，依着
梨树，望着梨树上空的蓝天疯狂的拍照，美
极了。

神仙包山顶上其实就是一个很宽阔的
平台，这个平台上梨树成荫的景致应该很
上镜头，因是上午时分，光线柔和明亮。

站在神仙包的观景台远眺，对面的咯
尔梨乡也是一片银色的世界，朦朦胧胧的
素色花海溢满咯尔山乡，大渡河哗哗地穿
过梨乡的盛景一路南流，奔向远方。世间
万物的美丽无处不在，只要你拥有一双发
现美的眼睛，美好的东西就会充盈你的心
间。记得一位资深美女曾经对我说过：如
果你无比热爱那些细微的生活事物，就一

定会懂得如何善待自己。
正午时分，我们到达喀尔复兴村近距

离观赏金川梨乡又一美景之地。树树梨
花，年年盛开在梨乡人民葱茏的菜地里、沟
壑间、房前屋后，最后形成梨花包围房舍的
趋势，那些小小村落若隐若现、星星点点，
随意散落在一片香风漫卷的花海中。

村人的世界，宁静在山乡狭窄的地理
时空里，没有喧嚣与繁华，只有犬吠声中的
静寂，适合疗养都市人嘈杂浮躁而又疲惫
的心。我们依旧缓缓穿行在梨花雨纷飞的
阡陌小巷里，一路走一路享受空气中飞扬
的甜香与温馨。

大渡河畔的梨乡在觥筹交错之后醉意
朦胧，把一群诗人和摄影师送入浅浅睡梦
中了，白天游人如织的喧嚣潜隐于乡村隐
隐约约的犬吠声里。我们并没有在小开东
的梨园下搭建帐篷，川西北高原的三月应
该还是乍暖还寒的时候，更深露重的夜晚
不适合野外露营。我被分配住宿在静静妹
儿的二婶家里，可能是白昼太兴奋的缘由
吧，躺下后久久不能入眠，最终在手机播放
的《故乡情》音乐声中不知不觉沉沉地睡去
了。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小时候的我
们几兄妹，在梨园下母亲的菜地里偷吃酸
涩梨儿的情景。

一夜春风吹过，梨树梨花开！
忽如一夜春风来，梨花开得很矫情。
在德胜，在复兴的村庄，空气中弥漫着

淡淡的甜香。还是那条伸向梨花深处的小
路，东东家的老墙和老树都是几年前的样
子，房子翻新得很漂亮。屋前的麦田一片
绿油油的葱茏景象，田野四周都是繁花盛
开的老梨树。突然想起那年秋天老梨树下
满地黄澄澄的雪梨。世间万物，生生不息
的轮回，人生也是如此罢。

我们在河边小餐馆吃过一碗周豆花，
决定向南去河西看看。正赶上梨花节的好
日子，一辆辆州内州外牌照的小车接连不
断的开往安宁方向，末末扎的梨花也是开
放得最灿烂的时候了。很多游客不仅仅是
去看那儿的梨花，更多的是去看看乾隆打
金川后立在大渡河畔安宁山野间的御碑。

这次我们决定不去安宁，因为早些年
都去过，我们走到河西乡的时候，眼前的景
致已是让我们欣喜不已。

河西漫山遍野都是白茫茫的世界，梨
树下的村庄静谧无声。我们把车停在一户
农家的院坝里，房舍女主人热情地邀请我
们进屋歇息喝茶，主人说：昨夜吹风，今天
早上起来一看，村子里的梨树花开一下子
就开到山上去了，白花花的一片晃眼得
很。我们顺着梨花的指引沿小道走向梨园
深处，微风吹来，白如雪的花瓣雨点般纷纷
落下来，眼前飞舞着迷人的景象，仿若梦里
一般。也许是醉了，也许是春天的梨园催
人犯困，我在一株梨树下坐下来，迷迷糊糊
间居然听见了自己打鼾的声音，忽被叫醒，
这万朵簇簇的雪花，白花花恍得睁不开眼，
眯着眼看见三三两两的游人漫步在花海
里。突然，看见两位村子里的老人正在给
路旁新插的柳树树干灌水。和老人摆谈了
几句，老人说儿女们在外地工作，栽好树以
后他们回家开车走在这条小道上有柳树的
庇护会更安全些。老人的话有些让人感
动，他们一生处处都在为自己的儿女着想，
多么善良朴实的老人啊！

山村是宁静的，大渡河水哗哗南流显
得有些聒噪。而对岸藏在山麓里的河东
乡，几栋淡黄色的楼宇被正在开花的梨树
环绕，隐忍却不落寞，山里的慢时光被这
撩人的春染得富有一丝诗意和恍若隔世
的安宁。

又见梨花开，年年花开，年年都带给我
不一样的美丽心景。

（作者单位：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草
地》编辑部）

那年，我的女实习生送了我一个外号
叫“乱头发”。

我的搭档唐榜贵，也是一头鸡窝卷毛。
两个乱头发，一色污迹斑斑的牛仔衣

裤，心情澎湃，那叫一个心潮逐浪高啊！
天儿冷，出发前我们在报社旁边一家

小酒馆整了一点小酒作为热身。这是必须
的，因为我们次日一早就要顺江而下，前往
一个600公里以外的新闻现场，去见证一
个吸引了全球媒体目光的历史事件。

那家酒馆叫正阳酒馆，店子很小，卖凉
切烧卤和温在壶里的白酒。天冷酒热，正
适合“热身”。

万万没有料到，以这口暖身酒拉开帷
幕，我们接下来的三峡奔袭，竟成了一场酒
兴迭起的“壶觞之旅”！

那晚我在榜贵家拼床。当时他家还在
下半城，距储奇门老码头不远。半夜里这
老兄几次翻身爬起来，抱着他的宝贝相机，
听轮船汽笛从长江上时远时近传来，打着
酒嗝儿，傻笑。

从储奇门到朝天门，微明的晨曦中，一
个好兄弟，把我们托付给了长航“江渝××
号”的跟船乘警。

我们将搭这艘船去宜昌，再转道葛洲
坝前往三斗坪镇，到一个名叫中堡岛的江
心小岛上，采访三峡大坝开工典礼。

时值冬日，长江两岸景色单调。船不
大，下水乘客本来就少，过了涪陵后，甲板
上二三等舱更是空出一大半。那年头没有
手机、船上也没有电视，三天三夜的航程就
很寂寞。被托付照料我俩的跟船乘警，很
愿意对人介绍两个记者的公差使命——
600公里之外，那场必将震惊世界的盛大庆
典。他的昭告，让全船乘务人员都传染了
某种难以言说的陶醉感。

于是就有了喝酒的由头。
酒，是船上大厨自作主张拿出来的。
榜贵和我被当作了贵客。
上世纪90年代，记者证很多人没见过，

开晚饭时，在这条航行于三峡沿岸的老旧
客轮的船员食堂里，两本封皮颜色乌黢黢
的记者证，被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上，
摩挲把玩。

围着一只坑坑洼洼、大得可以给娃儿
洗澡的铝制菜盆，除了值班船长轮机长等
人以外，其他不当班的十几位“水上漂”济
济一堂，用搪瓷口盅舀酒，转圈干。

醉意来得比预计的快。当酒盅又一次
转过来时，我意识到自己喝高了。

轮船舷窗之外，天色已是漆黑一片。
今晚，江渝××号将夜航通过万里长江第
一峡瞿塘峡。

这个冬夜，是我们生平第一次，也许是
最后一次目睹长江三峡亿万年来的原生模
样。三峡大坝一旦建成，高峡出平湖，川江
险滩将永远沉入江底，世人看到的，会是另
一个三峡。所以我们原本计划，要在甲板
上通宵守候。

这会儿，柴油机巨大的轰鸣声，屏蔽了
江涛拍打轮船两舷的怒号，灯影摇曳的舷
窗内，酒香弥漫，舱内这群“水上漂”的酒
兴，才刚刚进入高潮。

喝着喝着，我环顾左右，发现唐榜贵不
知去向。晕乎中有一个声音提醒我，是时

候去甲板上了。
站起身，整个船体都随汹涌的江涛在

左右摇晃。江风怒号，舱门被猛一下拉开
又砰一声撞回去。我踉跄步履朝甲板方向
摸去，半个身子刚探出船舱，就被一个扑上
船舷的浪头劈中，天旋地转地倒了下去。

骨碌骨碌几个侧滚翻后，我双手紧抓
甲板护栏，诈尸一样爬了起来。夜色如墨，
伸手难见五指，江风把我的牛仔衣领吹得
像鼓荡的船帆。也许几分钟，也许十几分
钟，待眼前景物依稀显影出一点轮廓，我才
甩甩满头乱发，努力在甲板上坐稳身子，仰
头朝前望去……

眨眨眼，我一下傻掉，怀疑自己是不是
身处梦境——

此刻，船头正前方，奔腾的峡江骤然收
窄，窄成了一道天缝。天缝左右，陡崖凌
侍，似城垣，似雄关，壁立如削。这黑白两
色的画面，在一轮冲出云翳的冷月映照下，
恍如一个来自远古的梦境，令人浑身颤栗，
没头没脑地想哭。

身后，一个沙嗓门的声音飘来：夔门醉月。
回过头去，我的搭档不知什么时候立

在甲板一侧，正手忙脚乱、偏偏倒倒地企图
把加了长焦镜头的相机在三脚架上扶稳。
这是李白写“山随平野尽”时看到过的夔
门，他眼神迷乱地说。

这是杜甫写“即从巴峡穿巫峡”时看到
过的月亮，我抹一把脸上的水珠说。

醉意袭来，胃里的灼热顺着血管蔓延
全身，竟让人感觉不到冬夜江风的刺骨。
夔门洞开，两岸绝壁几乎触手可及。月影
下，一对“乱头发”如同中了魔咒，在甲板上
手舞足蹈，絮叨喧哗，从一个梦境坠入另一
个梦境。直至次日上午醒来，一睁眼看见
的，却是跟船乘警那张笑嘻嘻的脸：醒了醒
了，终于醒了！他松一口气说，昨晚你和唐
记者都麻了，横扯扯倒在甲板上不省人
事。还好哦，我们守到你们的。

这场醉，只能算我们这场“壶觞之旅”
的一个序曲，真正的高潮，还在后面。

两天后，当我们告别“江渝××号”，辗
转葛洲坝抵达中堡岛时，置身这个辽阔如
旷古荒原、四面八方均被江水环绕、号称世
界第一大工地的岛屿，看到数千辆如史前
巨兽的斯太尔载重大卡列成蚁阵，在天际
线上卷起滚滚黄沙……你心头迸出的豪
情，唯有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刘邦在垓
下、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可以一比。

上岛采访三天，我们跑遍了工地各个
角落。结束采访那天恰逢周末，工地的几
个工程师陪“重庆来的记者”下餐馆。所谓
餐馆，即一溜板棚大排档中的一间。菜是
一锅被称为“盘龙”的活烹鳝鱼，酒是53度
的孔府家。时至中午，天清气朗，江风拂
面，云卷云舒，视野所及之处，满是金灿灿
的阳光。各家大排档的老板争相把桌子支
到了板棚外，那场面就很壮观。天地之间，
以突然安静下来的世界第一大工地为背
景，几十张大小不一、形状不一的木桌首尾
相连，拼成一个随意组合的阵列。阳光下，
东北话，四川话，湖北话……你大体听得懂
的各地方言此起彼伏，从一张桌子转换到
另一张桌子；身上散发着汗味儿烟味儿柴
油味儿，穿各式劳保服，来自天南海北的男

人女人在你周围发出爽朗的大笑。重点是
酒。三天采访把我们变成了中堡岛大家庭
的一员，随着一杯杯酒下肚，桌子和桌子之
间就开始了互动，轮流来我们那一桌敬酒
的人，也添出很多陌生面孔。一条40来岁、
已然半醉的精壮汉子紧挨我坐下，把我面
前的小杯换成了大杯。我做了一个推挡的
姿势，他按住我的手说：记者是吧？见过大
场面的是吧？知道哪些酒能躲、哪些酒必
须喝是吧？

我有些发怵，目光在汉子黑红的脸膛
和那只大了许多倍的杯子之间游移，忐忑
不安地点点头。

那好，汉子把一条胳膊搭在我肩上，
说，我给你讲个事儿，讲完，你觉得该怎么
喝，自己定。

我是东北佳木斯人。汉子说，今天一
早接到我姐长途电话，说头晚我爸在医院
走了。我爸退休前，也是建大坝的，也爱喝
口酒，喝了就好吹个牛，说他这辈子走南闯
北啥也没干，就建了三座大坝：丰满水电站
大坝、新安江水电站大坝、刘家峡水电站大
坝。姐说，爸临走前留话，不要我回去，叫
我在工地上好好干，这样，等我孩子长大以
后才好给他吹牛，说老爸比你爷更厉害，这
辈子啥也没干，就建了座世界第一的大坝。

话落，他两眼发直，老僧入定般望着
我，望着悬在我头顶的一团云絮。

觉得一股热流从胸腹涌出，直冲天灵
盖，我把面前那只杯子斟满，又叫店老板再
添一只，也满上。对汉子说，这杯是敬老爷
子的。而后，我运气，起身，举杯，正准备左
右开弓，就见一个留齐耳短发的大姐手握
酒杯挤过来，大声武气地说：莫忙莫忙，我
也碰一下，这杯酒，我们一起敬老爷子。

见我面露诧异，汉子豪气顿生地说，这
是我家属，东北那旮瘩长出来的女乡长，来
探个亲，就把自个儿不当外人了……

一口酒呛出来，我知道，今天这一醉，
是逃不掉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资深媒体人）

为了多年前的那一曲小提琴独奏“阳
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还有老电影《冰山
上的来客》，一大早，我们兴冲冲地从喀什
出发，奔向帕米尔高原。

没有想到上行的道路这么艰难，正巧
遇到公路大修，坎坷颠簸尘土飞扬！爬了
100多公里的烂路，感觉寸步寸行，人颠
得七荤八素，车簸得哐啷哐啷，几次都觉
得人和车都扛不住了。更绝望的是汽油
呈黄色警示，天苍苍野茫茫，就是不见加
油站！我都拟好了乞求分油的话语了，但
前后都不见来车！车都加不起油了！蜗
牛般翻上山顶，哇！眼前简直就是另一层
天地，蓝天白云、雪山连绵、碧水如玉，平
坦的柏油路如飘带延伸再延伸。

我们仿佛从地狱一下子跃升到了天
堂，更让人惊喜的是一栋独一无二的平房
上红底白字写着“阿克陶县布轮口乡加油
站”！一边感谢老天爷，一边赶紧驱车过
去，用提壶加满油，元气满满地奔向美景。

被誉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雪峰与
卡拉库湖出现在眼帘，皑皑的雪峰与朵朵
白云与蓝蓝天空，倒映在清澈的湖水中，
上下两个相同的世界无缝连接。灰蓝的
湖水边，是白色帐篷，牦牛、骆驼、骏马、游
客，这么好的风景，这么少的人，让我这个
爱清净的人都觉得遗憾。

帕米尔高原的风景是不容辜负、不容
被冷落的。

还好，天堂般的风景中，渐渐出现了人
间气息，有牦牛在草甸上啃草，公路两旁的
行道树叶片金黄……突然晚风中若隐若现
传来音乐声，我们加速向前，看见了前方的
街道和楼房，看见广场上一座白色高塔耸
立，塔尖上是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雕像。

“帕米尔雄鹰”几个金色大字映着夕阳，闪
耀在蓝天白云下，音乐声来自这里。

这里美似天堂，却是人间。这里是塔
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即石头城的意
思，沿用的是城郊古代“石头城”遗址的名
字，县城平均海拔3700米，主要居民为塔
吉克族，被誉为“天上人家”。我们低海拔
的人在这里头是要痛的，走路气是紧的，
其中一位男士脸都肿了。

顶着火红的秋阳，我们去拜谒了“石头
城”遗址。这座兴盛于唐代的城堡，如今只
剩下大致轮廓，但敦实厚重的残垣断壁仍
然彰显了过去的庄严辉煌。石头城是“古
丝绸之路”上极其重要的中枢，几条到帕米
尔高原的山路皆汇集于此。另外，西去中
亚的几座主要大山，从这里都有天然峡道
可通达。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边防检查站拿了
通行证，便驱车前往边境口岸。一路上，
雪山连绵，草地广袤，偶见牦牛不见人。
我看着窗外的景象，想，人类为什么非要
到这看起来很美，实质却很苦寒地方生活
繁衍呢？

突然被路旁的一个黑色大理石碑与大
片石滩秋草几股流水所吸引。下车细观，
原来这里是“吉日朵勒文化遗址”，距今约
一万年。早在旧石器晚期这里就有了人类
的痕迹。我双眼灼灼地望着眼前的秋草和
碎石块，妄图窥探出丁点古人类的痕迹，眼
前流着的清澈细流，人类祖先喝过吗？在
天地生物间，人类是最强的，至古至远至高
至冷处都能生存并延续至今。

终于到达了海拔4733米的红其拉
甫，看见了庄严雄伟的国门和坚守国门的
边防战士。

“万山堆积雪，积雪压万山”是红其拉
甫的外貌，而“死亡之谷”则是它内在的厉
害，氧气含量不足平原的50%，风力常年
在七八级以上，最低气温达零下40多摄
氏度。在如此高冷的地方，我居然没有强
烈的不适感。国门总是让人感觉特别，一
脉相承的山水，有了国门，就有了神圣不
可侵犯的权利与尊严。

红其拉甫国门外是巴基斯坦领土。
突然，国门外来了好多巴基斯坦人，边防
战士招手让游客过去，运气太好了，我们
赶紧奔向分界的铁栅栏处。双方近在咫
尺，笑脸对笑脸，主动握手，还互相将上身
与头靠近，用手机自拍合影。也许，潜意
识中，双方游客都在为中巴友谊尽力。

神圣高远的帕米尔高原，一生只来一
次，却记忆一生的地方。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我家养了三条可爱的金鱼，一只叫小
黑，一只叫大白，还有一只叫小红。

小黑全身黑不溜秋的，像一颗耀眼的黑
宝石，因此取名“小黑”；一身雪白，说的肯定
是我家大白，大白像一颗有光泽的白珍珠；

“小红”的颜色呈血色，如一颗光彩照人的红
宝石！

三条金鱼的眼睛颜色各不相同。小红
长着一双可爱的黑色大眼睛，配上红色的

“长衣裙”，美丽飘逸；大白长着一双蓝色眼
睛像一颗璀璨的星星，挂在夜空中；小黑有
双琥珀色眼睛，晶莹透亮，充满了希望，紧紧
地凝视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三只金鱼的嘴巴长得也有特点。小黑
长着一张血盆大口，非常贪吃；小红不太能
吃，嘴巴不大不小正好；不能吃的大白，嘴只
容得下一颗小小的豌豆，看起来十分文雅。

三只金鱼都很有个性。我每次放鱼饵

的时候，贪吃的小黑总是以光的速度第一个
冲到鱼饵前，犹如饿了好几天饭似的；大白
是三只鱼中体型最大的，但食量却不及其他
两条鱼，它总是等小红和小黑吃完后，才开
始吃，娇滴滴的，颇像个小姑娘；小红喜欢收
藏，像个收藏家，我每次往鱼缸里投放贝壳
等装饰物时，小红就会把东西全部推进自家
的“卧室”里，日子久了，小红便收集了很多
稀奇古怪的东西。

这真是三只可爱的金鱼，我喜欢它们，
每天放学的时候都会飞速回家看它们生活
得怎样啦。每当我走到鱼缸旁，它们会摇着
尾巴欢快地游过来，似乎在迎接我。于是，
我会给它们讲白天在学校的一些有趣事情，
还会唱歌给它们听。如果十几天见不到它
们，我会在梦中与它们遇见，一起嬉戏玩耍。

我爱你们！三只憨态可掬的鱼儿。
（作者系重庆沙坪坝小学五年级学生）

（一）

十里桃花怒满堤，
一湾碧水泛红漪。
农家又见春阳景，
种下辛勤捡富余。

（二）

沿河潋滟红波漫，
笑看桃花自赏容。
岭北山南蜂鸟醉，
连阡累陌展农功。

桃花·新韵
三木

把那些花花草草的往事给放下
把那些虚无缥缈的梦幻给放下
让我安静下来
向我的先辈叩首

遥远的唢呐，亘古的苍茫
我轻轻地聆听
岁月渐行渐远的足音

还有来自大地深处的
多少代人的感恩

这一天，我的那些走远的先辈
他们是否能读懂我的真诚
读懂我的怀念
他们会不会在某个我看不到的地方
为我呐喊助威

其实我不孤单，我们都不孤单
头顶有星星的光芒
照了我们的前世
也照着我们的今生

（作者单位：重庆市丰都县职业教育
中心）

怀念
蒋兴明

奔向帕米尔高原
朱一平

中堡岛之醉
傅小渝

大渡河畔梨花开
周家琴

三只金鱼
魏嘉君

美/ 丽/ 中/ 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