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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也许是外地的湖看多了，一直对家
乡的双河湖不太在意，只认为它是县城
取水和春游的好去处。是否人对最近最
熟悉最容易得到的东西，最易忽视？

初夏五月，与一群文友去双河湖采
风，才认识了她的美丽。

双河湖，其实就是一座中型水库。
文友们认为叫水库档次不高，名不高雅，
就提议称之为“双河湖”，姑且称之为

“湖”吧。
双河湖的美在于山和水的统一，绿

与蓝的协调，人工与自然的和谐。
双河湖的水是来自崇山峻岭、万顷

绿林的万泉之水。它清澈、透底、明亮，
躺在湖里碧蓝而平静。就像年方二八的
青女素娥，美在凉，美在静，美在幽，美在
洁。如果你初去，你会因了这潭湖水而
流连忘返。如果你独自坐在湖边面对湖
水，你定会有无限的遐思。

双河湖四周是山，大坝两侧那两壁

相对、逶迤磅礴、直耸云天的高山与湖后
屏风般的明月山巍然屹立，好似一伙健
壮剽悍的汉子，血气方刚，充满了活力。
与那娇小妩媚的双河湖构成了一幅山高
水小、刚柔相济的绝世佳画。

山上到处是树，到处是林。山的鲜
活，山的生机，全赖于此。新生代的林子
青枝嫩叶，一片翠绿，在阳光的辉映下，
熠熠生辉。林间的老树枝干挺拔、古藤
倒挂，蓊郁勃发，苍古而新生。“苍龙日暮
还行雨，老树春滑又著花”。要不是顾炎
武先生的美言佳句，我真无言表达这古
老山林之美。

双河湖的美还在于那雄伟的大坝。
大坝高六十多米，呈弧形，巍然屹立于两
仞高山之间，好似一位用双手支撑两座
山峰的力士。它静静地站在那里，顽强
而坚定地站在那里，让人看着就生顶礼
膜拜之意。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的
话，那么这座大坝就是双河水库建设者

们战胜自然，为父老乡亲弹奏的最动听
的乐曲！

双河湖大坝之美，还美在溢洪时形
成的瀑布。它虽没有庐山瀑布的俊逸，
但也不逊于黄果树瀑布的宏伟。仰观
之，神奇之水如从蓝天飞跌而下，只见水
雾翻腾，水珠飞溅，犹如雷声贯耳，惊心
动魄，气象万千。身临其境，叫你魂飞魄
散，神志恍惚，飘飘然若化身大自然之
中，不知哪是自然，哪是自我。

伫立湖边，置身于美丽间，顿悟人生
之美，莫过于自然之美，不争不躁，不卑
不亢，我亦自然，自然亦我。此乃人生之
大美也。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
员、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垫江
县作家协会主席）

2020年2月21日，重庆市第十
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出征武汉，重
庆市大足区医院的谢小军就是其中
一员。在队伍中，并不是很高的他
却显得有些独特，因为他是一位男
护理。

往日繁华的武汉街头已经难寻
人影，偶然会有一两辆车急匆匆地
从街的那头出现，又消失在街的拐
角。谢小军坐在大巴上，跟随队伍
前往这次对口支援的病区。经过
了四天严格苛刻的培训，他已经能
够熟练地穿戴防护设备了，虽然内
心还是有些忐忑，但是他知道那么
多姑娘都冲在第一线，自己更不该
掉队。

第一次进入病区时，哪怕院感
老师已经替他们每个人都认真检查
并细心叮嘱过，但是他还总是觉得
自己的口罩没戴好，总是担心防护
服哪里漏气。随着对工作的逐渐投
入，那些恐惧和忐忑也逐渐消散了。

病患大多都是一些中老年人，
很多人都是谢小军父辈的年龄。在
以前住院治疗的情况中，病人会痛
苦，会难过，会开心，会有不同的情
绪，但是这些情感都是由他们的家
属来接纳。医生只需要做好基本的
诊疗工作，做出最理性的决定就够
了。可是如今，那些人身体的病痛，
心理的孤独和恐惧，还有对家人的
思念，只能跟医务人员表达，他们护
理人员便成了病人感情最直接的承
担者。谢小军们因此成为了哄“孩
子”的人。

已经是两个孩子爸爸的谢小
军，对待这些病人拿出了他全部的
温柔。5床的一个爷爷，他的情绪
总是不稳定，经常不配合医生的工
作，拔掉所有的针管，嚷嚷着要回家
和女儿一起吃饭。谢小军就总是哄
他，哄他多吃饭，哄他早点睡觉，哄
他马上就能治愈回家。爷爷每次都
会相信他的谎言，也可能没有相信，
但还是会跟女儿兴冲冲地打电话：

“我明天就能回家啦，医生答应我
啦，你们等我回来吃午饭呀。”无论
是爷爷还是谢小军，都多么希望这
不是谎言。

孩子总是很麻烦，但是父母知
道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虽然每个医务人员都穿着厚厚
的防护服，只能通过衣服上写着的
名字才能判断身份。但是这个爷爷
却总能认出谢小军，哪怕他还没开
口说话，爷爷就已经开始亲切地叫
他小谢。在一次饭点，他给爷爷喂
了饭又换好了尿布，还在收拾东西
的时候，平时烦躁的爷爷却突然安
静了下来。

“小谢呀，你累不累呀。”
“不累呀爷爷，我要守着你呀。”
“你们每天都忙到这么晚，一定

很辛苦吧，我今天不急你们了，你去
休息一下吧。”

“没事的爷爷。”
“听话嘛，孩子，歇一下吧，我没

事啦。”
爷爷说话不慌不忙温声细语

的，好像突然就从一个闹腾的孩子
变回了慈祥的爷爷。他停下手里
的工作看着爷爷，突然就说不出话
来了。

谢小军所在的医疗队圆满完成
了任务。靠着这些“美丽的谎言”，
他们开心地“哄”好了那些“调皮”的
病患。

（作者简介：陆煦耳，本名陆沼
言，现就读于兰州大学历史系）

今年元旦放假之际，我坐轻轨回到
北碚小城，去看望年迈的父亲。

我父亲已经退休多年，他以前是铁
路建设单位的一名统计师。他这辈子的
生活态度、工作作风就像那些工程统计
数字，准确无误，一丝不苟。在我年少的
记忆里，许多生活日常用品都凭票限量
供应。后来因为家里又增添了一对双胞
胎弟弟，父亲就果断“戒”掉烟酒，但他又
用节余的私房钱爱好上了集邮。

父亲对集邮痴迷，煞费苦心。
那几年，父亲几乎成了他们单位收

发室的第二个收发员。每当到了单位分
发报刊信件的时间，他都会主动地做业
余收发员，把那些贴着漂亮邮票的信件
热情地送到主人手中，并恳请主人将贴
着一枚 4分或者 8分邮票的信封送给
他。为了一枚小小的邮票，有的时候，他
还得多费口舌，多赔笑脸。

父亲获得那些信封如同宝贝。他下
班回家就小心翼翼地剪下邮票，浸泡在
清水里，在邮票和信封自然脱离之后，捞
起邮票放在干净吸水的一张白棉布上，
用医药棉签认真地、轻轻地擦拭邮票背

面浆糊的残留物，在避开强烈阳光下将
邮票晾干，然后再放在玻璃板下压平。
那些日子，父亲不仅自己收集邮票，而且
还动员母亲去收集她同事们的旧信封，
他甚至也怂恿我去找我同学们的家长要
旧信封。母亲满脸不悦地说，干脆你开
一家旧货店，我们全家人跟你去收集那
些乱七八糟的破烂。

父亲和颜悦色地回答，集邮是一种
修养，一种情操。

有心者，事竟成。多年之后，父亲尽
然收集了几大本集邮册，应该有近几千枚
山水、花卉、瓷器等等的成套邮票。每当
他闲暇之余，要么带着集邮册去以票会
友，要么他就在家里泡一杯茉莉花茶，一
边慢慢品茶，一边细细品鉴收集的邮票。

我们四姊妹长大成人，父亲也退休，
家里经济条件慢慢好起来。父亲就多了
一些其他爱好。比如集报，比如集卡，比
如集币，甚至他还收集邮戳。

如果说，收集邮票比较简单方便，那
么，收集邮戳就比较困难麻烦。一方面，
除了父亲自己孜孜不倦地收集旧信封上
的邮戳；另一方面，他也安排我四处收

集，四处加盖。因为我记者职业的便利
条件，经常走南闯北。我每到一个采访
之地，都会抽时间去一趟当地邮局，把一
张明信片投入邮筒。我想，这不仅仅可
以满足父亲小小的心愿，也做到了我当
儿子的一份小小的孝心。

父亲在自己收集邮戳过程中是辛苦
的，是困难的。以前，他可以利用工作出
差机会，收集外地邮戳；可现在父亲退休
了，只是偶尔旅游顺带收集。他曾经为
了一枚特色古镇邮戳，冒着风雨步行了
几十里山路；也为了一枚名胜古迹邮戳，
冒着酷暑坐了几百里路的长途汽车。有
一年，他在内蒙古工作时，为了收集一枚
民族风情小镇的邮戳，竟然在小镇上整
整等了邮递员一天。

最令我感动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
开始，父亲根据我们全家人不同月份，不
同生肖，在我们生日那天贴上生肖邮票，
去邮局加盖了邮戳，以示纪念。而且，他
这样做就坚持了十几年。

这天，我回到北碚小城，父亲拿出一
本崭新的纪念册送给我。那里面是我母
亲、我妻子、我弟弟、我妹妹、我弟媳、我
妹夫、我儿子、我侄儿、我侄女的贴着生
肖邮票的加盖生日邮戳的纪念册。

告别过去一年，这是耄耋之年的父
亲送给我最好的新年礼物。

我捧着纪念册感慨万千，眼眶湿润。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您或许不知道江南贡院，但您一定
知道这些人——唐伯虎、郑板桥、吴敬
梓、施耐庵、翁同和……这一个个在中国
文化史、思想史上闪烁着灼目光彩的人，
都曾在那儿的某间号舍里冥思苦想，健
笔如飞地书写他们的人生梦想，他们的
经世治国理论。

来到这儿，就是江南贡院，是中国古
代最大的科举考场。

仰望贡院大门，牌坊上，那个被后人
通过反复比对，最终确认为“全世界文艺
界最多才多艺”，但却连乡试也没过的落
魄文人李渔书写的楹联很是醒目：“圣朝
吁俊首斯邦，看志士弹冠而起；天府策名
由此地，喜英才发轫而前。”朝廷的揽才
主张，才俊的人生理想，全寄寓这儿了。

进得贡院大门，一道两端雕着金龙

头的门横亘在面前。这是有说法的：这
道门，叫作龙门，跨过它，就是跨龙门。
是莘莘学子的梦想，也是旅游的重要卖
点。进来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要跨过这
道门，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

贡院里面的塑像林林总总，有满腹
心事、低眉垂首的考生，有春风得意、踌
躇满志的状元，也有峨冠博带、展卷细鉴
的主考官。而那幅象征文运、意蕴深长
的《魁星点斗图》，更是让游人驻足细看，
感慨连连。

明、清两代，江南贡院得以不断扩建，
最终成为拥有考试号舍二万零六百四十
四间，另有官房千余间，再加上膳食、仓
库、杂役、禁卫用房，以及水池、花园、桥
梁、通道、岗楼，规模之大，占地之广，房舍
之多为全国考场之冠。所有的设施设备

都为着印证李渔的另一副对联：“十载辛
勤，变化鱼龙地；一生期许，飞翔鸾凤天。”

细看那号舍，每间也就两平方米左右，
一条供放试卷并书写的木板，一只供考生
落座的木凳。考生在里面绞尽脑汁伏案书
写，官员在外面张着警惕的眼睛监督。

20644间号舍，也是20644块梦想
生长的乐园。这梦，先长，后落；此长，彼
落；小长，大落。进去时都在恣意地长，
出来时很多人却是黯然地落；看到考卷，
有的踌躇满志，梦又疯长几成，有的大失
所望，梦已消减大半；待朝廷的红榜一
张，只有少数人的梦还持续旺盛地长，大
多数人的梦迅疾沉郁地落。

梦长与梦落，就在那贡院内外，就在
那号舍之间。

到了清光绪年间，科举制度废止，江
南贡院停止开科取士，人们又按照新的
用人要求，涌向新的考试（有形或无形）
地点，种梦，浇灌梦，收获梦。梦总是会
长，在不同的人身上。一天又一天，一年
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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