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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两江新区
追梦人 (外一首)

——献给祖国七十华诞

徐捷

两江的黎明。我在照母山森林公园
看云层猛然闪开一条缝隙
暴露蓝色天空

天际线辐射着岁月的广度
它的梦是深沉的

在苍茫的背景中
我似乎听见了岁月的静默

从最初的神话传说开始
直到今天

天空浮现了多少沧海？
大地升起了多少桑田？

而风未曾做出解释
在这个两江的黎明

朝霞满天。我在森林公园
以狂热的执著面对东方
等待心中的王者

我注视时间的深渊里
再一次升起的真理——
天空除以大地
唯一辉煌的得数

血红色的肌肤的火焰
是真实的

我看清楚了至高无上的光芒
苍翠林海的深处
先民那卓尔不凡的气质
从根子到树梢贯彻人的一生

沉寂的灵魂流泄在现实的前沿

啊！太阳
我在这里

在这个两江的黎明
在与天际线平等的岁月里
我心有万物

是新时代的追梦人
激荡七十年，而今迈步从头越

我在这里，在两江新区
以狂热的执著面对东方
伸出双手紧紧抱住世界

纵情歌唱，直到精疲力竭
但我仍然像梦想家一样渴望着、向往着！

嘉陵的朝阳
你是天空除以大地
唯一辉煌的得数！嘉陵江的朝阳
我在岸边踱步或小跑
一把抓住的空气就是透亮的金子

我想到赞美。那个
在嘉陵江畔练声的人，其实
并不会歌唱。真实的嗓音
暗含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

你使种子迸裂，使英雄诞生
你的光芒给思想以尊严，给热爱
以疼痛的理由
你真理般的面容
让多少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作者简介：徐捷，196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诗
集《无法抵达的宁静》等四部，获得《诗刊》社
中国诗歌网2018年度十佳诗集等多种奖
项，现供职于湖南省祁东县文化馆）

最近跟朋友去了个葡萄园，在这座城
市的边缘。

葡萄这东西，气人得很，阳光充足就
甜，太充足又晒蔫了，雨水多了就酸，一直
下雨就彻底坏掉，难伺候。这个果园的主
人应该是成天把葡萄当小姐太太似的伺候
着，自己做了个听差的，果然丰收了。

我喜欢葡萄。但以前我只吃西瓜，过去
的每一个夏天，我都反复吃这种水果，狠狠地
贪恋这种单调，它甜。后来偶然吃了一次不
知道哪里来的葡萄，甜得惊人，彻底刷新了我
的认识。从此，我的夏天一半继续迷恋西瓜，
另一半便沦陷在葡萄里。

我此前几乎没去过果园，曾被拉去摘过
一次草莓，也不知道算不算，总之兴奋得很。
这个葡萄园很奇怪，四周都是树，祖母绿的草
地，玫瑰红的凤仙花，精致特别，还有一个巨
大的棚屋，就是见不到果园。

朋友安排我坐在棚屋里吃葡萄，端上
来的，我高兴坏了，心想这真是不错的待
遇，啥都不用做，只负责吃。朋友似乎跟
这里很熟，不一会儿这园子的主人便兴奋
地跑来问我：你居然是作家？我指指朋
友：她才是，我是爱好者。他顿了一下又
问：那你能形容下这些葡萄吗？我说：看
起来很像假葡萄。然后看他一眼，赶紧补
充：假葡萄是我对葡萄的最高评价。他语
塞两秒，点点头说：是有点像。

凡是清甜的果子都会让我心满意足，
但这葡萄让我目瞪口呆，它翠绿如玉，硕大
无比，甜得让人想哭，如果非要找缺点，那
只能是太甜了。如果说，所有好吃的水果
都源于物种进化，这葡萄不是，它源于阿拉
丁的神灯。

我很好奇，问他能带我们参观葡萄园

吗？主人很热情，当即决定带
领我们参观。他一边走一边介
绍：我专业种葡萄20年了。我说：
专业种20年的多了。他又说：我是专
心认真地在种植葡萄。我说：专心认真的
种植者也多得很。他突然不说了，干脆转
身盯着我，我赶紧解释：我是想说你运气
好。他看起来松了口气，理直气壮的说：什
么运气，这是技术！接着，转身继续领着我
们向葡萄园深处走去。我多少有些惭愧，
感觉拍马屁总拍在马腿上，于是自觉地走
在了大家的最后面。

为了方便我们参观，主人特地打开了几
串葡萄的保护层给我们看（之前葡萄们都被
纸包起来了，也不知为什么）。那些葡萄晶莹
剔透，好看得就像是……假葡萄。

他让我们集中品尝其中的一串，并告
诫大家千万别采摘其他的葡萄，否则那串
葡萄就毁了。我由于之前的惭愧，赶紧帮
腔：保护生长期的葡萄是有一套科学方法
的……他打断我的话说：啥子科学，主要
是摘了几颗就不好卖了。

我向上看去，巨大的葡萄藤在我的头
顶上方交错，相互纠缠着一直延伸到我的
视野尽头，那些叶片巨大，果实已近成熟，
沉甸甸地坠向地面。阳光洒满整个葡萄
园，顶部的叶子拼命护着底下的葡萄，但终
究还是柔软了些，抵不过阳光坚硬。

葡萄晒着太阳，使劲从酸葡萄长成好
葡萄。突然又想起某只狐狸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是酸的；但我们吃到了，我们是
幸福的狐狸。

葡萄藤的中间，不知是什么管子一排
排串过去，主人走过来说是人工降雨用
的。夏季的正午阳光太烈，人工降雨可以

给葡萄降温。
这回我没空瞎说，我正忙着嫉妒那些

葡萄并恍然大悟。每一天阳光最盛时，它
们都将在人工降雨的彩虹中华丽变身，它
们返回阿拉丁的神灯里，去到神话里最绚
丽的故事中，去到最古老的街市上，那里
有一场盛大的婚礼，只摆放鲜红欲滴的玫
瑰和这种缤纷七彩的葡萄。

多么奇幻的场景，甜美的爱情和旖旎
的神话交织成的水果在彩虹中完美地成
长，某种巨大的感觉从我的身体中经过，
果园里最普通的人工降雨，在我的想象
中，好似一次盛典那样盛大而恢弘。

我们从棚里一直吃到田里，又从田里
一直吃回棚里。我一边吃葡萄一边猜测，
葡萄有没有爱情呢？这样甜美的果子，经
过炫丽的生长，经过盛大的洗礼，成熟得
晶莹璀璨。然后被我一口吃掉，结束了它
们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阳光下的葡萄园美到了巅峰状态，风
吹过安静的果子在果园尽头处折返，天空
开始倾斜，光线从叶片的缝隙间透下来努
力地想要照耀些什么，那些被打开的葡萄
亮光闪闪，像是这座尚未开启的宝藏中无
意间透露的秘密。

（作者供职于重庆凯赢金融公司）

初到佛影峡，我曾惊异于她的清幽。
出了圣灯山场镇，一路往南，原本开

阔的视野，逐渐变窄。公路两边的山峰越
靠越拢，最后，汽车完全进入了一条峡谷，
被夹在两山之间。正是树木疯长的季节，
只看得出它们你挨我挤，连成一片，肆无
忌惮地把绿色泼得满坡满山都是。那些
绿色倒也别致，浓绿、浅绿、墨绿、翠绿、灰
绿，还有许多说不出的绿，既层次分明又
浑然一体，把整个峡谷打扮得绿意盎然。
两山之间，夹着一带蔚蓝的天空，上面白
云飘飘，长的如丝，圆的似棉，高的像山。
当地的朋友说，佛影峡到了！

我不敢相信，这就是佛影峡——因漂
流而闻名的佛影峡！河呢，那条供人们漂流
的河呢？在朋友的指引下，我终于发现在公
路一侧，茂密的竹林里，传来隐隐约约的流
水声，小河就隐藏其中。真是个清幽的地
方。想象着这水声潺潺的小溪，一定温婉无
比，她能带给人们怎样的激情漂流呢？

漂流的起点，隐藏在茂密的竹林里。
圣灯山的群山之间，无数的涓涓细

流，最终汇聚成一条小河——丝柳河。河
水欢蹦乱跳地流到这里，被一道石堤一
拦，汇成一池碧波。石堤一侧开一道口

子，不宽，刚好够一条小艇通过。一
池碧水争先恐后往外奔涌。一位师
傅站立水边，熟练地操起一根长篙，
把一条条小艇拉过来。两位游客分
坐小艇两头，刚刚坐定，师傅将手一
丢，小艇便如离弦的箭，向下冲去。随着
一声尖叫，小艇已冲进堤下的小河中。随
着一条条小艇被放进河道，尖叫声此起彼
伏，幽静的山谷顿时喧闹起来。

小河隐藏在竹林中间，两岸是高高的
山林，即使在炎炎夏日，也可安享清凉。
有几处河段，林木尤其茂密，坐在小艇往
天上仰望，阳光从从树影间筛下来，在水
面上泛起点点光斑，令人神思恍惚。传说
明朝建文帝朱允炆逃离京城后，曾避难于
此。追兵追至此处，决定攻打其藏身之
处。是夜，雷电交加，风雨大作。闪电之
中，乍现佛影，佛影之下，林中成千上万的
树木随风狂舞，草木皆兵，好似埋伏着千
军万马。追兵不敢轻举妄动，放弃攻打，
建文帝遂得以平安。建文帝感念此处山
水之恩，便以“佛影”命名。佛影峡的传说
很多，大多与建文帝有关。

小艇漂过激流，越过险滩，会迎来一个
个河湾。那些地方河水平稳，波澜不兴。在

竹林的掩映下，一条条小艇停泊其中，正是
个休憩的好所在。伸直双腿躺下，闭上眼
睛，欲睡还醒之间，忽然，身上一阵冰凉，睁

开眼，不知何时，水战已然爆发。先
是两三条小艇，熟识的游人之间打
起水战。只一会儿工夫，旁边小艇
上的人三三两两加入进来。开
始，有些人还有些放不开手脚，只

是等到水花溅到自己身上才被动地
回击一下，随着水花越溅越多，人们兴

奋的神经似乎被点燃。于是，一时之间，认识
的，陌生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纷纷加入
战斗。用瓢舀，用头盔舀，用手撩，只见水花
飞溅，笑声、尖叫声不绝。

佛影峡，这个清幽宁静之地，一下子
生动起来。

意犹未尽之时，小艇已漂达终点。
终点处在一个河湾里。人们都舍不得下
船，抓住这最后的时间，与清澈的河水亲
密接触。水战，似乎一刻也没有停止
过。这里的水战，比前面的任何一处都
激烈，参与的人更多。水花似乎就没有
停止过，好像水底有蛟龙戏水。

最终，还是依依不舍地下船，坐车返
回服务中心。公路一旁仍然是碧绿的草
啊树啊竹啊，河的倩影若隐若现。佛影
峡呈现出来的，又是一副清幽的模样。
回想刚才河上的喧闹，恍若梦中。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我们该怎样跟美好的雨说话呢?首先
我们先打开伞，站在瓢泼大雨里，你看着
伞顶，听雨珠快乐地一颗一颗地滴在上
面，“嘀嗒嘀嗒”感觉，仿佛伞顶都要被击
破了。

没打在伞上的雨，在外面大片大片地
洒落在地上，打出好听的节奏。落在地上
的雨珠变成一朵朵小水花，它们听着这节
奏，于是跳着快乐的舞蹈。不时还有些雨
珠被风吹到我的脸上，凉凉爽爽的，仿佛
雨告诉我，雨天是欢乐而美好的。

这是个美好的雨夜，淅淅沥沥的雨，
在灯光的陪衬下显得格外的晶莹剔透。
我熟悉这一带的雨，它总是在那片林子
里大显身手。晶莹的水珠滚动在香樟树
的叶面，一滴一滴清澈透明。一会儿，又
从树上飞泻下来，仿佛迎来了一场华丽
的流星雨。

我想，雨从上帝眼中流淌下来，它一
定拥有自己的情感。它会伤心也会快乐，
它的诀别换来了别人的快乐。比如说常
常被雨水眷顾的大地就会出现那一道道
美丽的彩虹。它会用情感说话，比如说它
看见自己最爱的人在冲着它微笑，它就会
非常快乐地与他们拥抱在一起，仿佛在说

“我爱你!”雨真是美好的精灵。

淅淅沥沥，是谁在说话?哦，是雨。
当你在雨中呐喊“我是谁?”来抒发情感
时，雨就会下得更大点,给你启示，“先做
好你自己吧!”当你骄傲，在家里对着雨嘲
笑时，仿佛听到一个声音，那是雨的警
示，“不能骄傲哦，要谦虚，否则你会变得
十分的落后。”当你正在想一个几乎不可
能完成的问题而苦恼对，甚至想放弃时，
雨又会给你鼓励，“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办法一定会有的。”

雨的话很多、很生动，至于你能不能
听见，那就要看你有没有美好的品行和
心地了。

（作者系重庆星光学校四年级10班
学生）

葡萄记 冯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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