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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我之于槐花，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情
绪。看着四月天里槐花在山野间成串地开
放，就莫名的亲切，就要寻着花香，看着白
里夹杂着翠色的槐林，移步过去，在槐花开
满的树下，静静地站一会儿。

站在槐花下，我并没有多少心思，只像
是遇到了老友，或者亲人，彼此问了声好，
又独自离去。

小时候，我乡下的住房背靠着山峦，屋
后一小溜的平地上长满竹子，再往后延，是
石谷子的山坡，石谷子的山坡上浮着一层
浅土，浅土上，旺盛地生长着丛丛的槐树。

一到四月，满坡的槐树就开满了白色
的槐花，从远处望去，就像是雪下满了山

坡。再走远一些看，又像是一大块白云飘
在半山坡，如果有风，飘飘逸逸的。

槐花开的时候，我们就像林间的鸟儿，
一天到晚在林子里叽叽喳喳地喧闹、追逐，
摘食槐花。我们有时从槐花林出来去远
处，我们身上沾满了槐花的香味，闻到花香
的孩子，又央求和我们跑回槐花林来，和他
们一起在槐花林里嬉戏。

槐花开了，大人们也会来采摘些槐花。
他们把槐花采摘后，混上五谷杂粮磨

成的粉或浆液，做槐花糕，槐花饼尝鲜。此
时，如果家里刚好来了客人，也会来采摘些
槐花，将槐花切细，混上鸡蛋一起炒，我母
亲做给我吃过，那个滋味，直至今天，想着
都会流口水。

四月一过，槐树的花就谢完了。它的叶

子，就羽状地疯长，从树根一米以上，你挨我
我挤你的。槐树的叶子是很好的饲料，我们
去摘来喂猪喂牛，喂不完的，就晒干后打成
粉储存起来，等到了冬天，青饲料缺乏的时
候，混在一些杂食里饲养猪牛等牲畜。

在我没见到高大的槐树以前，我一直以
为槐树就是我屋后的模样，只比我身边的大
人们略高些而已。等我见到了高大的槐树，
我才明白，我们那里丛状的槐林，是因为我
们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每年一到冬天，
槐树叶子落尽，我们会来到山坡，将满身有
刺的，比大拇指粗一点的槐树砍了做柴火，
年年复年年，以至于槐树来不及长高长大。

我见到高大的槐树是上高中了。
我就读的高中学校离我家几十华里。

在学校的操场边，一溜碗口粗的槐树挺拔

着，我惊异于他们的高大，它们和我屋后的
槐林一样，在四月开满了白色的花，或许是
高大的原因，风吹过，树上的槐花簌簌地飘
落，像雪花撒向大地。我们常在槐花飘落的
时候，伸手接住槐花，幻想它就是南方不易
见着的雪花，看它飘落在手心里，在温暖的
阳光里“化掉”，然后在我们手上留下馨香。

后来入了社会，山南海北地走。
有一年，去一个地方出差，听见当地有人

在唱民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
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我听
着，总觉得歌声里溢满了乡愁。后来细细考
证，才知道了山西洪洞大槐树，是我们这些人
的根，我们是那棵“槐树”散落出来的子孙。

我们这群子孙，有了适合我们的地方，
就会高大挺拔，就会成簇成丛；就会在人间
的四月，开出如雪的花来，用馥郁的香气，
给世间添出无穷的意味。

我更是越来越清晰我为什么对槐花有
莫名的情绪了——我就是曾经的一粒槐花
成就的种子，落进了土地。

又是四月，槐花如雪，香气馥郁。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油菜花开
搬空梦里的黄金
我不怪它
油菜花迎着阳光
纤细的手指在田野泼墨
我这贫穷的人
收到了
春天豪华的请柬

油菜花的海洋
一定是听到了号令
一棵棵油菜花
高举记忆闪光的碎片
装扮着沉默的原野
它们相互照耀，迎风轻舞
仿佛在召唤游子
又像在替游子，赞美着
故乡的山水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1
我是巴山的儿子，第一声啼哭便是那

江水的呐喊。
春雷轰隆。巴山夜雨。大地抖颤。那

时，我的肌体还连接着母亲的心房，黑暗给
了我渴求光明的眼睛。我听见了先民们开
山凿石的铿锵声，我看见了栈道在我的肌肤
上开裂，我感受到了钻心的疼，我却没有哭
泣。我还看见了巴人赤裸的肩背、佝偻的身
影，泪水滴进了我的心房，便咸湿了这方土
地。历史的足音渐行渐远，马蹄声，刀剑声，
枪炮声，花开声，乐音……由远及近，由里而
外，伴随着我成长。于是，每一棵树，都冠盖
如云；每一丛草，都绿色成茵；每一朵花，都
惊艳无比；每一个孩子，都可爱美丽。

2
我成长的誓言，在巴山背二哥的歌谣

里，在三峡纤夫的号子声中，在山道弯弯的
哭嫁女路上，在林丛中老人故去的地方，在
砍柴背篼孩子的襁褓……江水拍打着我的
身体，裹挟着卵石的沧桑、土地的沉默、大
山的厚重；也翻卷出鱼儿的欢笑、森木的气
息、溪流的奔涌……

一条清澈的江源自秦岭，我想象着它
流过米仓山的古栈道，流过武皇故里的昭
化古街和红军渡，流过阆中的古城和锦屏
山，流过周子古镇的相如长歌和濂溪祠，流
过合川的钓鱼城，流过洪崖洞、流进朝天门

……它叫嘉陵江。
一条龙脉叫长江。它自世界屋脊，一

路披荆斩棘，一路栉风沐雨，过险滩、跃峡
谷……万里迢迢，昼夜兼程，奔袭而来。带
来雪山的圣洁、雄浑，带来峡谷险滩的气势
和魄力，也带来山川草木的俊秀和朗逸。

我踏歌而舞。山是一座城，城是一座山。

3
黄葛树是我的根。那遒劲的枝，粗壮

的干，婆娑的叶，编织成了一幅画，装帧在
山城的某一个路口，或者某一面窗下；它庞
大的根系中，包裹着一个个故事，储蓄着一
点点温情，写意着山城人的豪爽和热情。
黄葛树下的故事，流传了一代又一代。炮
火不曾摧毁它的根，硝烟不曾殒没它的叶！

4
小巷子是我的血脉。它饮江水，吸朝

露；它跨石桥，过涵洞；它接高楼，连地沟。
它一如黄葛树发达的根系，就那样缠缠绵
绵，弯弯曲曲，层层叠叠。由最初的原点，从
东向西，从南到北，延伸、跨越，与世界相
衔。它大清早醒来，醒在大妈的菜篮，醒在
姑娘的高跟鞋；它深夜沉沉睡去，梦在鹅岭

不眠的灯火，梦在恣意飘香的山城火锅，梦
在长长的重庆小面……青绿的苔藓，便是它
的汁液吗？想要喷吐心中的幽香和花蕊！

5
高楼是我的肌体。它以山作骨，把树

作趣，在小巷子中凌空而舞。当解放碑的
晨钟声敲响时，当金色的朝霞涂抹开来，当
江水拍岸的涛声传递上来，它笑了。它傲
视环宇，你永远不知道，在每一栋高楼里，
究竟有多少人在工作；在每一面窗子后，究
竟有多少双眼睛在打量城市；而一栋栋高
楼间，正发生着多少故事和传奇。

6
歌乐山是我的灵魂。
山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火热的。那是

历史的血液在沸腾、在烧灼。
山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滚烫的。那是

历史的火焰在燃烧、在飞扬。
山上的每一个浮雕人物都是鲜活的，

燃烧的历史赋予他们永恒的生命力。
白公馆的每一个石阶，就是一首山城

恋歌的音符。渣滓洞的每一棵小草，就是
一曲红色之歌的音调。

从大禹治水的千古传说中走来，从红岩
英烈的不朽精神中走来，从山城巨变的历史
风云中走来，歌乐山，亦歌亦舞，承载千年。

歌乐山，一座山的高度，一座城市的温
度，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

7
磁器口是我的眼睛。我的远方是历

史，我的前方是现在。
历史的尘埃不曾遮掩那一扇窗花，有多少

动人的故事，在古镇的街口讲述；有多少百姓的
生活，在古镇的四合院演绎。一簸箕、一扫帚、
一斗篷、一蓑衣……巴山儿女，代代承袭。

古镇静默着，江水在奔腾。江绕着城，
城围着江。就像根相牵着叶，叶眷恋着根。

8
我是巴山的儿女。
我是巴山蜀水的守望者。
我有黄葛树博大的胸怀，有小巷子绵

长的情爱，有高楼的雄壮和伟岸，有歌乐山
永不磨灭的情怀。

一根竹棒，一肩挑着风雨，一肩担着忠义。
一盆火锅，一边熬煮着昨天，一边品尝

着未来。
一个洞口，一端衔接着历史，一端通向

了世界。
一座山城，是我流淌的血脉，是我跳动

的灵魂，是我律动的脉搏。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

“那个春天烟雨绵绵，吊脚楼下江水拍
岸；我的孤舟漂过你的窗前，你就像海棠花
开放在南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被
迷住了，诗歌般的词句，慵懒怀旧的旋律，
略带伤感的歌声……我反复听了好几遍，
而后也常聆听并跟着哼唱。这于我是少见
的，无论是词作者与歌唱者，都不是当今音
乐界的知名人物。

这让我很惊讶也很惭愧！
因为我曾经在南岸海棠溪工作了好几

年，同时在古人歌咏的海棠烟雨溪水旁住
家。我也算是个码字的人，偶尔也会梦到
这里，但却从来没有为这个载入史册的地
方写过一段文字。

无论褒贬。然而，远在万盛的作家简
云斌却为它写了词，土家青年胡海舰为它
谱曲并演唱。其实，我与这里是有缘的。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有一天晚上与朋
友逛了解放碑回家，从储奇门坐渡船过长
江在海棠溪码头下船，然后经过一座石桥，
准备往右沿石梯回山上的黄桷垭家。黑夜
中竟走进了一条沟里，看不到上山的那坡
石梯。平常我们走的是龙门浩码头那边。
从上午下山过河，逛了一天的解放碑，几乎
都是步行，早就是人困腿乏了，走呀走，突
然前面坡上出现一栋两层楼房轮廓，窗户
透出黄色的灯光。我望着那栋夜色中的楼
房，心想，家就在那里就好了。

一年多后，我被分配到海棠溪工作，在
那里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一天，他邀请我
到菜园村他家去玩。随他走过一边是长江
一边是溪沟老石桥，向右拐进一条土路，沿
着溪沟前去，他指着前面的一栋青砖楼房

说，就是那里。我抬头望望又望望，有似曾
来过的模糊记忆，又低头看看那条沟，不就
是那晚走过的河沟和仰望过的楼房吗？这
难道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

上到青砖房二楼，走进他家，见所未
见、闻所未闻的彩色家具惊现眼前。大立
柜和矮柜的门是深沉的钴蓝色，其余部分
是浅浅的粉色，床也是这两种颜色的组合，
好像还有极少的白色与橙色。那时候还没
有打开国门，我的眼界很窄见识也少。后
来我听他说，不止一个人评价他的家具“不
格式”，即不时髦的意思。那天，他家窗户
外花架上那株叠杆海棠花，让我觉得他还
有点意思。那天，我默默看默默琢磨，他是
美工，可以与众不同，应该不是怪癖。我潜
意识中可能也有标新立异的基因，所以，慢
慢接受了他，于是如愿迷路那夜的想法，当
上了彩色家的女主人。

好多年，无论我到哪里上班，都要沿着
溪沟走出走回，路上高坡上有木质吊脚楼，
有黄葛树，溪旁有一处有毛竹，溪沟两边是
荒坡……溪沟底有不太清亮的小水流，只
有每年长江涨水季节，才有河水涌进，溪沟
一下子丰满起来，我们就下水去游泳；有一
次还坐上朋友借来的一条木船，划桨逆行
至百子桥。我们好像是在追寻清人王尔鉴
海棠烟雨的意境：“海棠溪在大江对岸涂洞

之下，溪水出自南坪山坞……江水涨时，兰
桡轻棹，直溯溪源……溪边者多海棠……
淡烟微布，细雨如丝……烟雨神情……”遗
憾的是没有看见海棠花。

大河涨水小河满，最威猛的一次是
1982年7月中旬，长江发大水，据说是有水
文资料记录以来的最大值！暴涨的江水急
速涌进海棠溪沟，有人在楼前斜坡上插入
一根长长的竹竿，眼见得溪水渐渐接近竹
竿，地虱子等小爬虫密密麻麻铺满地面，一
脚踏上去，啪啪直响，让人毛骨悚然。溪水
越涨越快，淹没了竹竿，爬上底楼，漫进了
房间，还在往上往上……好在搬运工人及
时将家具抬到了高处的马路上。

晚上，我们从海棠堡上看大水，只见烟
雨路的大街小巷都灌满了黄色的河水，连
大石桥都淹没得无影无踪，长江水与溪沟
水齐平，整个海棠溪成了汪洋一片。

洪水两天后退去。一切回到原点。
“那个春天花已凋残，黄葛树旁高楼连

天；车流淹没了梦里的小溪，一江春水流不
尽泛黄的思念”……正如歌中所咏叹，海棠
烟雨早已是泛黄的记忆了，海棠溪流也被
深藏在新城下面。如今的海棠烟雨公园百
树林立，百花盛开，其中当然有海棠花。所
谓沧海桑田新桃换旧符就是如此吧。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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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槐花如雪 黄海子

海棠烟雨在梦里
朱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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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山城 邹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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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花开（二首）

泣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