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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那是太阳对群山的演说
接近尾声
夜莺的合唱正在排演
可以清场了
当风停在手上
我们只有一次鼓掌的机会

那是最后一次试图和解
闭上眼睛，假装脚下没有悬崖
你的笑声还能够折叠起来
像鸢尾花
在五月的某一天
总有人与你不期而遇

来一次长谈吧
关于天地，植物，往事
已经不需要修辞
我们用最简单的语音
去描述一些细节
假装我们久别重逢
还能认出彼此眉间的风沙
当风停在手上
我们若无其事地说：世界真小

小得像不开花的木屋
门前的风车搅乱了郁金香
泪就挂在眼角，不滴落
带着某种誓言或诀别

都默契地不作声

只是把衣角牵了一下
像是抚平时光外
起伏的褶子

起风了
五月八日的这个凌晨，起风了
我写诗的手
停在字面
无法去探究起风的意义

去叫醒一颗星星，说
起风了，我们去造一场雨
造一道虹
在长满麦苗的田野
落脚的地方全是蛙鸣

栀子花说，起风了
我们的故乡已然入夏
那些裙裾恣意地摇曳着
所有的水都开始清唱关于爱情的歌谣
谁的声音最柔软
谁就可以掀起第一朵浪花

就可以在月亮之外拥有一亩田
种下所有的房子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银行）

往/ 事/ 回/ 首

月亮凝望大地 谭岷江

夜色中，月亮凝望大地，当我仰头看它
时，它会专注地凝望大地上的我。在它的目
光里，大地上似乎只有我这个孤独的旅行者。

其实，我并不是孤独者。在与月亮互
相凝望的时光中，有许多人和物陪伴着我
行走在人间，漫步在大地，这里面蕴藏着大
地上所有的爱，卑微而又伟大——譬如来
自遥远岁月和乡村的母爱。

在有记忆之前，我偷吃过家里的许多
蜂蜜，这让从小便长着一张圆脸的我显得
胖乎乎的，远比大我三岁的二哥更为强壮；
那时我淘气，总不懂事，为了避免我欺负二
哥，母亲总是喜欢带着我，跟着她，亲历她
白天黑夜的艰辛劳作。关于童年绝大多数
月亮的记忆，都集中在母亲的背影与声音
里，而这些美好记忆，竟让文盲母亲成为我
认字的“导师”。月亮的凝望，更像母亲望
着我，她的眼睛深邃而又温暖，即使事隔经
年，我仍能感受到这伟大的爱依然像电流，
如果击中心脏，我必须情不自禁地颤抖。

童年时的夏季，我和月亮凝望次数最
多。在院外的地坝乘凉避暑时，几乎每天
晚上它都会望一下我，我也会悄悄望一下
它。即使是临近凌晨才升起的下弦月，我
也会在晨曦来临前的鸟鸣中，看到它悬挂
在柳梢处那张温馨的侧脸，甚至因为夜深

露凉，母亲抱着我进屋睡觉时，透过母亲的
青春黑发，我也能发现那弯残月在微笑，在
凝望，在爱着我。母亲的爱，远比月亮更专
注、博大与真切，甚至可以用陶醉与铭记来
刻碑于心间。

有我们的欢笑在，贫穷便很简单，甚至
显得宝贵。那时，乡下人多半一日两餐，村
小的民办老师也是如此。村小里最美的味
道，便是他寝室兼厨房里弥漫出来的米饭
清香。于是，每到下午饭的时候，母亲只准
我吃小半碗饭，或者干脆带着我来到劳动
的田野。假如无雨，到了黄昏，生产队收工
后，母子两人便一起翻山越岭，到三里外的
外婆家去蹭饭。外公去世后，外婆一个人
挣工分，本来存粮也不多，但三个结了婚的
舅舅正是壮年，挣的工分不少，对外婆也很
孝顺；三个舅妈知道我们家穷，总是力所能
及地接济我家。大舅妈对我们特别好，我
们总能前去蹭一顿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
——她叫黄宗英，这是一个著名艺术家的
名字，正是因为大舅妈，我才一直对这位素
未谋面的女艺术家很有好感。

为防止被生产队的人发现后笑话，更
为了防止瓜田李下被人冤枉，母亲总是带
着我走更偏僻的近路，这条路完全可以绕
过沿途村庄和绝大多数庄稼地，但必须穿

过全是密林的大孤坡。大孤坡太偏僻，方
圆两里没有人烟，传说很久以前有个大孤
寺，寺如其名，寺大，院落亦多，却常年只有
一个和尚，孤独地晨钟暮鼓。和尚的离世
无人知晓，直到连续几天没听到钟鼓，附近
的农人才知道大孤寺的大师已经圆寂。

去外婆家的路上，母亲总说她胆子小，
我是男孩子，又属猪，不像二哥属蛇，睡觉
时双脚冰冷，我双脚却暖得像暖水壶，阳气
重，可以走在前面。我是小孩子，易被人
哄，自然便很开心，仿佛自己就是能捉鬼吃
鬼的钟馗，在前面蹦蹦跳跳地开路。若是
无月，四周一片漆黑，唯有星光隐约，我也
会被吓得背心直冒冷汗，完全不知道母亲
走在后面是多么的更加后怕。假如有月
亮，我和母亲的胆子就会大起来，甚至一只
夜行的兔子走过，我们也知道那只是兔子，
绝不是邻家阿婆几个时辰前谈天说地时提
到的夜行鬼。月光下，我们走过大孤坡的
悬崖峭壁，走过三五个无名坟冢，走过荒林
与荆棘，微风吹来，便有几只夜鸟会在某棵
树上孤独地叫，它们似乎有时很开心，有时
又很悲伤。母亲不停地唠叨，反复讲着她
只能讲的两个民间故事，一个是四川民间
广泛流传的安安背米，另一个则是《水浒
传》里的李逵在山中杀虎，主题全是要爱母

亲的孝道思想。母亲不知道李逵就是黑旋
风，她只是说，从前啊，有一个人在外面当
了大官，便回家接瞎了眼的娘去享福，在路
上，娘口渴了，他去给娘找水，回来发现娘
不见了，被老虎吃了，便杀了老虎，大哭一
场，将娘的骨头埋好，又大哭一场离开。讲
累了，母亲便说，儿啊，月亮真好，它在望着
我们呢，来，我们一起唱“东方红，太阳
升”。母亲不会唱关于月亮的民歌，歌声似
乎让月亮有些尴尬，但它很快便发现了我
们的孤独，大度地一直跟着我们，陪着我
们。直到我们翻越小山，来到外婆家的后
门，它仍在我们头上悬挂呢。

每到冬季，为了防止来春二月粮荒挨
饿，母亲便会在五更时分去找寻山间的大石
板，晒一些从三个舅舅家背回的红苕丝或红
苕干，这些和野菜混在一起，可以成为青黄
不接时全家的“救命粮”。在寒冷的凌晨，母
亲便会出门，只是为了不耽搁一早出工挣工
分，但她依然怕鬼，便会从睡意朦胧中拉起
我，让我迷迷糊糊地走在前面，她背着红苕
走在后面。我们头顶着月亮，翻越山坡，走
过田埂，田里的冬水虽然不多，却闪着寒光，
月亮落在里面，像天上地上有了两道照明的
手电，让我们总能顺利找到坦途。

而今，母亲在城里生活，记忆力越来越
弱，有时甚至让我们担心她会患上老年痴
呆；但是，想到她却能清晰地记着她的童年
少年和乡间农事，记着我们的生日，我就觉
得她的记忆就像一抹月光。因为爱，有些
月光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夜色吞噬的。

——记忆中的月亮依然高挂夜空，始终
坚持凝望大地，凝望着所有生存、生长和生
活的人们……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赵家镇集镇那一带称为赵家场，场
内通往外界的主公路约两公里，一段名
为大桥街，一段为梅池街，背靠公路的那
条由青石板铺就而成的叫凤翔街。

三条街中，凤翔街历史最久，听我母
亲讲，祖父多年前从乡下到场上谋生时，
街上就有了零星的铺面。凤翔街也最
短，从街头到街尾，不过10分钟路程。
赵家场的人们就在这不足3公里的土地
上有滋有味地生活着。

凤翔街没有车来车往，也从不见尘
土飞扬，白天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敞开着，
左邻右舍时不时来串门。有的端来自家
刚做的特色美食，有的家里来了客人，将
买的糖果抓几把送给邻家的小孩。有的
嫌一个人在家吃饭没劲，到了饭点直接
端着碗去街坊家，遇到桌上有喜欢的菜，
毫不客气地夹到自己碗里。

夏季的傍晚，繁星闪烁，家家户户都
在门前摆几把椅子或搭上凉板歇息。大
人们摇着蒲扇，你一言我一语开始聊天。
一个话题半条街的人都能一起参与。孩
子们则躺在凉板上数一数天上到底有多
少颗星星，数累了，就一起背童谣：折耳
根，折耳根，我是外婆的好孙孙……

梅池街那一带相对偏僻，除过往的
车辆外，少有人居住。后来场镇扩建，两
旁新修了一些铺面和住房，才慢慢有了
烟火气。

大桥街是场镇的核心路段，最早没
有名称，因邮局、医院、商场、学校、车站
全都集中在那一块，为图方便人们直接
称那一段为车站，后来政府在学校旁边
修了一座大桥，这才有了正式的名字。

新修的大桥有200米长，这让赵家
场的人们很兴奋。每到黄昏，人们不约
而同到桥上散步，见了谁都会停下来寒
暄几句。有些明明前几天才见过面，却
仍感觉像久别重逢。

场上的人们大多是外地搬迁而来，
但人人似乎都能扯上亲戚关系。小时候
跟我母亲一起外出，她每遇见一个熟人，
就让我叫表叔、姨妈、姑姑或舅母。我已
分不清到底有多少姑多少姨，只是叫的次

数多了，我还真感觉很亲近。那些姨妈、
表婶们见到我，也会爱怜地摸摸我的头，
热情地向身边其他人介绍，这是我侄女。

两位哥哥考上大学那年，离我家附
近的舅舅给他俩一人做了一套新衣服。
那舅舅家其实才刚搬来不久，以前并不
认识，母亲说他和我伯母同姓，就叫舅舅
好了。后来舅舅家搬去了梅池街，两家
人仍然频繁走动，走着走着，就真走成了
亲人。

场上的女人们时不时聚在一起闲
聊，但她们偶尔也会发生口角。住在街
头的有位姓王的女人，母亲让我叫她表
婶，但小孩子们却私下叫她“恶婆”。她
家开着服装店，人胖，见谁都笑容满面。
可谁要是惹火了她，她就双手叉腰站在
家门口扯着嗓门骂个不停。有一次，我
见她端着饭碗冲到刘婆婆家门口，吃一
口饭，骂一句娘。听说是谁谁告诉她，刘
婆婆背地里说她坏话。

我一直讨厌那个恶婆，母亲说，她其
实口恶心善，是热心人。果然没多久，被
她骂过的刘婆婆家娶儿媳，“恶婆”主动
跑前跑后热心张罗。

赵家场的人彼此间是没有秘密的，
张家的女儿今年该考大学了，李家的儿
子快30岁了还没娶媳妇，得为他张罗张
罗，刘家夫妻最近感情好像不和，得想法
去劝劝。要是哪家门口响起了鞭炮声，人
们会第一时间丢下手中的活儿前去打
探。无论谁家婚丧嫁娶，他们都会主动去
帮忙，一家人办大事，几十家人一起忙。

如今赵家场的人们天各一方，但彼
此间的联系却从没间断。我常听母亲接
电话，大多是以前的老街坊打来的。有
热心人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将天南地北
的老街坊聚集一起，群名就叫“赵家
场”。他们大多分别多年，有的甚至从不
曾谋面，但只要提及曾在那片土地上生
活过，谁都能亲切地聊上半天。

赵家场的微信群友之间都毫无血缘
关系，但群里的每个人都仿佛一辈子的
亲人。

（作者系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乡/ 村/ 故/ 事

赵家场 周成芳

诗/ 绪/ 纷/ 飞

满庭芳•记产业大军抗疫复产（外一首）李顺

荆楚江潮，涤除浑浊，一望工厂渐忙。
疫情能控，医护斗猖狂。叹鄂春寒料峭，历
四月、遍及城乡。经雷火，瘟神败去，朗照太
阳光。

无双。生死际，全民迎战，打马沙场。
市街失喧嚣，暂敛锋芒。又恐疾来搅局，忧
发展，横扫迷茫。今全国，复工达产，奋发更
图强。

江城子•众志战疫
庚子江城遭祸殃。不寻常，疫情猖。病

毒扩传，黎庶众心慌。勇士临危冲一线，行
博爱，勇担当。

阻击严防剿孽障。固城墙，志坚刚。万里
施援，大德谱新章。待到烟消云散日，歌一曲，酒
千觞。 （作者单位：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

当风停在手上（外一首）郑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