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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征文
沉默也许是最好的怀念

江娃

需要怎样的沉默
让我重返故乡
在宁静的江岸边，在清新的黎

明时
窗户对着太阳打开
每个寂静的乡村、山岗、树林、

院落
与不同形状和颜色的梦
惊喜相逢

需要怎样的沉默
让我寻找父亲母亲
路从远方归来
脚步起自近处的环视与凝眸
诗句中有风
拂动母亲的青丝，父亲的银髭
满树绿色问候，一声轻唤
你们又活过来了

需要怎样的沉默
让我忆起呱呱坠地时的云门老街
忆起血管里
有了嘉陵江的波涛奔涌
是你们，第一次唤起我惊讶
我至今，数十年人生
竟然从这脐带般相连的地址开始

需要怎样的沉默
在文峰寺
因了文殊兰而珍惜两颊上的静晕
因了白茉莉
把皎洁当作依恋，为蓝花楹开了
当父母欣喜地并肩站立江岸
内心，升腾起一个心愿
我要春天回来
与你们同行

需要怎样的沉默
将目光放远
远到千里之外，思念之上
让我站在寂静之中
面对父亲，静观一个字的巍峨
他身上的海军衫
把青岛之忆映得更青，成了深

色的
不可忘却
依偎母亲，两棵玉兰树
一老一少
充满渴求，而不是悔恨

需要怎样的沉默
让我体会岁月如何将我磨损，我

又是
如何被时光擦亮
在快乐或者记住忧伤的秒针上

动步
头顶，路过悠悠白云

需要怎样的沉默
让我想起细雨轻落，似闻父母
谆谆教诲声
蓦然感受到世间只有我和你们
曾经同在费瓦湖畔的清晨
黄浦江畔的黄昏，台北月下访紫

藤庐
张爱玲旧居喝咖啡
不离的相随，深爱的目光
像一种照耀

哦！沉默也许是最好的怀念
父亲母亲
你们诞生了我，养育了我
给了我月亮的面庞
如玉情怀
此刻，天空蓝得玻璃一样透明
江流滔滔
我在内心反复诵读你们的名字
微笑着，闭紧口唇

（作者单位：重庆医药集团）

雨夜想起一个人

陈刚
就像沙漠的骆驼
渴望一片绿洲
就像我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
阅读《填词与品词入门》
渴望那扇厚重的大门
早日找到丢失的钥匙

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胸前挂把钥匙走在大街上
唐风宋韵，窈窕淑女
看风景的人都在看她
她却没有看风景
她穿件红色连衣裙来看我
没有寒暄，直奔意境
交给我一把写诗填词的钥匙
走的时候，天空下起了太阳雨
我却没有送她一把雨伞
望着她轻盈的步伐路过我的

世界
从天而降的雨滴打在我的心上
潮湿的目光期盼她转身而回
然而，她轻轻地走了
正如她轻轻地来
远方，有阳光洒在山岚
猫，却打碎了我书桌上的镜子

“路已远，人无算
何日能还当时愿”
我一遍又一遍默诵她的新作
平平仄仄的格律撩拨着我的

心律
“歌未散，词先断”
歌词的后面还有旋律
路的终点是无穷的思念

立交桥上的电梯

彭永红

假如立交桥是一幅城市山水画
你就是画中河里渡人的小船
假如立交桥是一幅中国龙的

壁画
你就是画中龙的眼睛
因为你
立交桥成为城市最美丽的风景

你拥有世界上最宽厚的肩膀
早晨，孩子们去上学，你宽厚的

肩膀
载着一个个童年放飞的梦想
大人们去上班，你宽厚的肩膀
载着一个个对事业成功的渴望
黄昏，老人们去休闲，你宽厚的

肩膀
载着一个个对生命无限的眷恋
从孩子到老人
从早晨到黄昏
你扛起的是整个人类

我在窗前目送儿子站在你肩
膀上

缓缓上升的背影
想起你把孩子从小学扛到了

中学
像我对他一路的陪伴
不禁眼眶湿润
你感动了我
我感动了自己
我和你，一起感动了世界

（作者简介：彭永红，男，四
川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
业，在中学担任过语文老师，当
过公务员。现专业从事文学创
作，担任中国当代精英文学社小
说副总编。）

迟到，是自己去完成一件事情或者某项任
务要求你准时到达，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到达
造成延误。掐指算来，我从上学到参加工作以
来，无论是上班、出差、乘飞机、赶火车，还是开
各种会议等等自己都没有迟到过。有几次因
为天气原因和大暴雨造成飞机延误，我都在机
场，有惊无险！凡是要我参加、出席的会议我
都提前到，并以此要求夫人及孩子，一定养成
不迟到的习惯。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我要求他提前15分
钟到校，去开教室门、擦黑板、帮老师抱作业
本，养成从不迟到的好习惯。他从九龙坡实验
一小到重庆79中，后在重庆育才中学的12年
学习中都没有迟到过。2017年儿子以理科
672分考入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

夫人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出差。我常提醒
她，提前出发，免在路上因为堵车或其他意外
情况而耽误乘飞机、火车。

可是，近一两年来，身边或者网上发生的
一件件、一桩桩事情，让我茶饭不思。一是参
加高考的学生迟到，超过了规定的时间不能进
入考场。今年6月8日下午考英语，山东济宁
市梁山县的6名考生，住在该县的都市118酒
店，因乘坐电梯时被困40多分钟，超出进场时
间11分钟，6考生被拒之门外无缘参加英语
考试（见2019年6月13日的《齐鲁晚报》），6

人无缘在2019年考上大学，把自己的人生规
划、人生前途都影响了。

二是《文摘周报》2019年6月13日第11
版上的读者故事分享中介绍江苏读者丁东的
文章“那年我高考迟到了”，讲述他参加高考曾
经迟到，在允许的迟到的15分钟范围内，有幸
迟到还参加了高考，算有惊无险！并于当年考
上大学，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感叹到，多少年
以来，他心存感激，如果不是那些帮助他的人，
当年他上大学岂不成了泡影？

我想，迟到不是件好事情，尤其是年轻人，社
会阅历浅，可能会发生各种突发情况，比如：住宾
馆下楼电梯故障打不开门、路上堵车或者发生交
通事故、或者轨道交通故障临时停运，或者天气
原因或者暴雨、泥石流等，可能造成你迟到。凡
上学读书的人，参加各种考试的人（尤其是参加
中考、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职业资格考试、晋
级考试等）千万不要迟到，一定及早出门，留足充
足的时间。养成不迟到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
责，也是对别人的尊重，也让家里人放心！

2014年我有幸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和
全国优秀教师，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座谈会上，
大家对我工作30多年从不迟到给予了赞扬。
作为教育工作者，有义务与责任告诫年轻人：
干任何事情不能迟到！

（作者系重庆科技学院二级教授）

老码头边的
冷酒馆 吴为民

风/ 过/ 耳 不能迟到 吕俊杰

在老家合川及周边地界，只有上了一定年
纪的人才晓得冷酒馆的存在。像我这样五十
多岁的人也仅仅得以经历它最后的残存时光，
算不上对它有多少了解。尽管与它缘分不深，
但它那独特、生动的市井气息却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我曾固执地认为，做地方史志的学
者是不应该忽略它的，它的沿革和状态能够较
好地揭示一个地区的民间性格和风土面貌。

初识冷酒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某个
夏天的某个大上午，五六岁的我拽着一个酒徒的
衣衫下摆，穿过人流，走街串巷。最后来到县城
最热闹的西市场，再抬腿走进了一间喧嚣嘈杂、
酒气熏天的店铺。酒徒找到一条板凳坐下后，埋
头细心地拉起我的小背心，做成兜状，再回头从
桌上抓过一盏装满炒花生的碗，将花生往里面
倒，然后叫我坐在外面的门槛上慢慢剥起吃。

那天出门前，酒徒问我想吃花生么，我说
很想吃。酒徒就眼巴巴地望着外婆，说，你外
孙想吃花生了。外婆脸色很不悦，说，是你的
酒虫爬出来了吧，扯啥子扯？去嘛！

这个酒徒是我外公，当地出了名的破落小
商人。他带我去吃花生的地方，就是冷酒馆。
后来跟随他去冷酒馆的次数多了，便对这里的
环境和酒客熟悉起来。

冷酒馆的格局和现在一些旧街旧巷中保
留的老茶馆差不多，一间敞亮的店面，门口边
立着一张高高的宽大柜台，上面摆着几个装满
老白干的酒坛子，旁边码放着一叠叠土陶小酒
碗。柜台靠里面摆满了四方桌和条凳，酒客或
疏或密散坐其间。冷酒馆之所以叫冷酒馆，是
因为店铺里根本不用生火，这里除了卖老白干
酒和花生、瓜子、胡豆等几样现成的炒货外，连
茶水都不提供，更没有煎炸蒸煮之类像样的下
酒菜了。也许正是因为冷酒馆没有烟火和油
荤，便呈现出了与其他热菜馆不同的景象，没
有情绪激昂的猜拳赌酒和酒后的放浪形骸，只
有酒客寡言的独自品尝和聊不完的时局变化、
天下奇闻轶事，以及张家的长、李家的短……

冷酒馆与水码头休戚相关，也可以说冷酒
馆本身就是水码头的组成部分。

老家合川三江汇流，水运发达，历来是重
庆通往川北的主要门户和重要的物资集散之
地。老城沿江建有不少大大小小的码头，并因
水而兴。其中的西市场最靠近嘉陵江和涪江
的汇合处，因此得地利优势而繁盛一时，商铺
林立，车水马龙。有钱的大商贾住大客栈、吃
大酒楼、逛大戏院，而更多的贩夫走卒则只能
挤在一些简陋、廉价的场所打发清苦无聊的光
阴，冷酒馆就成了他们的最好去处之一。他们
用几张毛票便可换来一碗烈酒，那些赶路的毛

躁的酒客站在柜台边一仰头
就倒进一碗，然后乘兴大步
而去；有清闲的酒客就斯文
得多，要了酒，点了炒货，坐
在桌上慢慢喝。和其他酒
客慢慢聊，醉眼迷离地看
街头过往的人事与是非。

冷酒馆不仅是供人消遣的地
方，还是低层买卖人谈生意的
场所。我外公当
年就是靠在冷
酒馆获取
的商业信
息起的家
——年轻
时他收集大
米贩运到武汉，
之后办起了粮栈、
酒厂和染坊。他发
达之后仍然经常光顾这里，说冷酒馆里有情义。

在所有的酒客中，外公与陈老幺最亲密。
两人共端一碗酒，共抽一杆烟，一起说笑，也一
起掉泪。陈老幺光头，个高，膀大腰圆，声如洪
钟，衣着脏兮兮的。一见我就要逮住我，一边
拉我的小雀雀，一边喷着酒气天真地笑：扯消
闲、扯消闲、扯消闲。一旁的外公不但不制止，
反而跟着呵呵地乐。

我后来从外婆平常的只言片语中得知，外
公与陈老幺是儿时玩伴，外公曾在陈家帮过
工，虽然是雇主关系，但两人关系一直很好，陈
老幺一直很关照外公。外公是一个感恩的人，
两个老人经常凑在一起喝干酒，有时说笑，有
时叹气，有时抹泪。记得有一次，我问他们喝
的是啥东西，外公看了一眼对坐的陈老幺，沉
默了一会，回答我说：它叫忘忧！

时光进入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家乡老城
开始在改革开放中迎来巨变。原来老酒馆一
带的马路、房屋被刨掉重建，取而代之的是宽
阔笔直的街道和高大整齐的大厦。老城中的
最后一间冷酒馆，几乎也随着外公、陈老幺们
一代酒客的离世而消失。这样的变化是那么
的急促，那么的不经意，以致于人们还没来得
及去谈论它，就已经把它忘记了。

时光荏苒，往事依稀，但冷酒馆里的那些
事、那些人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前不久回到
合川，我特意去到原来的西市场附近转了一圈，
一切都是那么的盎然，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顿
生隔世之感。这时候，耳边分明清晰地传来了
外公略带沙哑的酒嗓音：忘忧、忘忧……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