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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迈出大门，左拐，有一条人行路。它
短，不足 300 米，站在起点，一眼可见尽
头。路两侧，一边是四季苍幽的小叶榕，一
边是贴满爬山虎的灰色围墙。这样的路在
重庆有许多，毫不为奇。

但我尤喜这里。机压砖铺道，一块块
呈褐红色，长方形身体上数不清的小小凹
凸，防滑、吸水，表面附着绿莹莹的湿润苔
藓，无论晴雨，都呈显亚光的古旧感，一脚
踩上去，凉意透过鞋底沁入肌肤，微微松软
的舒适感不露声色弥漫全身。于是在钢筋
水泥丛林里已臻麻木的大脑渐次甦醒，快
活呼吸，有了跃跃律动。心如被清晨唤醒
的孩子，在一缕丝般柔滑的微风中慢慢睁
开惺忪睡眼，欣欣然漾起一朵涟漪般浅笑。

这里的清晨是新鲜的，水灵的，活泛
的，如胶原蛋白饱满的素颜，无需过多妆
饰。尤其雨后，薄雾蒙蒙仿如打了柔光，俨
然半山云岚飘来，将一条不长的路笼成一
块自成一体的小生态园。所有喧嚣、尾气、

刺目的光，都被毫不客气挡在外面。
身型魁梧的小叶榕，足有好几十棵，呈

等距离沿路伫立。绿棕色树身，粗细如胖
子的腰。树干从人够不着的高度开始分
杈，弯弯扭扭各自伸展开去，又在更高处摆
出依依不舍若即若离的姿态，有点藕断丝
连的意思。许多姜黄色气根从有些寥落的
枝丫间直直顺垂，风稍一逗弄，它们又悠然
地飘逸起来，像耄耋老翁的长髯。

越往上越枝繁叶茂，尤其树冠硕如绿
伞遮天蔽日，这使小叶榕更具备了雄性气
质，十足精血健旺的壮年男子。这群壮年
男子在几层楼高的半空使劲探头，伸手，顽
强伸向路的另一侧，直到与灰色院墙里伸
出的同类缱绻成巨大的绿色拱门。它们于
空中彼此颔首，握手，寒暄，在有风的日子
里，淅淅哗哗，摇曳，嬉戏，谈天说地。

它们属于天空。它们的使命是一路向
上，除非倒下，死去。但上扬的姿态不影响
它们俯瞰地面并与之遥相呼应。地面上有
它们的邻居：性情倔强一脸冷冽的铁树、姿
容平平温和亲善的女贞，甚至——有点贱

贱的长于借势攀援的爬山虎。铁树整日挥
舞着一柄柄小剑，幽绿色躯干中心探出浅
绿新枝。新枝尚未硬朗，毛茸茸剑尖还卷
曲着，如硬汉的柔软内心。

女贞如小家碧玉躲在铁树坚硬的躯干
旁，怯怯地探头窥视偶尔路过的老人、幼童与
短腿博美。爬山虎精力旺盛是出名的，秋天
红得深深浅浅，冬天呈萧瑟枯瘦的灰棕色，看
似气若游丝，却一刻不肯松开紧扣墙面的吸
盘，一俟春夏回归复又招摇成一面绿色大
旗。风偶尔路过，能听见旗帜猎猎作响。

邻居们如此活色生香，小叶榕怎肯错
过亲之友之近之的机会呢。借着哪怕不算
强劲的风势，小叶榕的胡须忽东忽西飘啊
飘，飘成了陆地版诗人水母。还嫌抒情得
不够，它干脆摇下一大把叶子哗啦啦劈头
盖脑撒下去。那些浅金色、明黄色、黄绿相
间的小叶子轻盈地打着旋扑向褐红地面，
扑向深绿浅绿油绿苍绿的邻居头上、脚下、
怀抱，无比善解人意地实现了它们的主人
与大地亲密接触的夙愿。

此时，日头西斜，余晖嫣红。一地小小

的叶，像旋转跳跃起舞的碎金。长长的影
子拽着我，将它变形的样子丢在榕树躯干
上。我吃惊于自己竟有如此高挑细长的身
姿。缓缓往前几步，我看到自己轻易就爬
上了平常想都不敢想的高处。而榕树，也
一脸迷醉望着地上的斑驳影子，俨然已分
不清自己身居何方。

光，是神奇的东西，能帮人于恍惚间实
现远大理想，让他们在光怪陆离中迷失，误
以为幻景即现实。比如，我一度认为我迈
上了从未企及的高度，而那些不知来处的
小叶榕，以为自己从空中扑身俯向地面，最
终成功拥抱了它们的根系。

是的，不知来处。这里不是它们的故乡，
它们不是这里的原住民，它们来自或远或近
的他乡。地上那些规整冰冷的方形铁盖保护
它们，也桎梏了它们，让它们寸步难行，再不
能回到故乡。但它们忠于职守，沉默着源源
不断地给人输送他们需要的氧、绿意、清凉。
至于故乡，它们或在梦中与之重逢，或只能憧
憬欣快着哪怕来自空中的似有似无的拥抱。

那些绿，那些榕树，离我那么近。我们
都离故乡那么远。尽管，故乡，也许是物质
范畴的，也许，只是心灵意义上的。

默默对视间，相看两不厌。我们慷
慨给予了彼此需要又弥足珍贵的温暖。一
次次晨昏交错中，我们都看到了对方内心
里自己的影子。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榕树的清欢
程华

五月初的夜晚还有些凉，开着窗，清风
静悄悄地送来夜的静谧和青草香；送来月
纯洁的光，清幽幽的光在室内软软地荡，柔
柔地晃，仿佛要人们在她光的摇篮里安适
地睡去。

儿子还没有睡，月光投进他明亮的眼
睛里，他的眼里便有了广袤的夜空和一弯
明月。他总爱在睡前问我许多问题，关于
科幻的、未来的，只是极少问及现实里的
事，现实生活中的事或许于他缺少了想象
力吧。

可是今夜，他问了我一个现实里的问
题，或许这个问题困扰着他小小的心灵。
他说:“妈妈的文章写得好？还是别人的文
章好？”我一时语塞，就敷衍似地回答:“也
许别人的好？”“为什么？”他开始刨根问底
了，于是我便想了想认真地回答他:“儿子，
在这里，你看到的对面的山是不是觉得它
最高？”他点点头，我接着说，“但是假如你
爬上了这座你认为最高的山上去，你会发
现前面还有更高更雄伟的山峰。”儿子马上
反驳说:“为什么要爬上去看，站远一些不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山吗？”我说，“站远你也
只能看到现在的这个范围，只有等你不停
前进，攀越高山，你才可以看到更大的范
围，当你站在更高的山峰，你将能看到最壮
阔的美景。”儿子似有所悟地点点头。

儿子安静下来，窗外的蝉儿发出低低
地鸣叫，它们似乎才从春天湿润的土壤中
醒来，还很孱弱，等到盛夏，它们就会发出
长长的有力的叫声，“叽……叽……”的声
音融入人们夏夜清甜的梦里。

记得小时候，坐在洒满月光的院子里，
我也喜欢问母亲很多问题:月亮为什么长
了毛边儿？世上到底有没有鬼？山的那一
边是什么样子的？小孩子是从哪里生出来
的……对于这些问题，母亲总是乐呵呵地
笑着，并不回答。没有文化的她，或许这许
多问题，她也不知道该怎样跟我解释吧！
但是若要问她:黄瓜开什么样的花？土豆
开什么样的花？西红柿几时才红？蜻蜓长
着几只眼睛……这些问题她通通都能给我
完美的答案。

黄瓜熟了的时候，她会告诉我，不要去
摘别人家的瓜，她说:就像你自己辛辛苦苦
养的孩子，被别人抱去了，是会伤心的；要
吃什么，我们自己家的地里有，自己家种的

果实最甜最香。
仲夏时节，栀子花开了满院儿，白色的

花瓣上停着斑斓的蝴蝶，花香飘到院子外
面去，飘去了广大的田野，用它迷人的香去
捕捉风和更美的蝶。母亲采下几朵开得最
饱满的栀子花，插进我的马尾辫里，而后笑
眯眯地仔细地打量我，直到脸颊上显出满
意的神情。她眯缝着的眼睛仿佛在说:嗯，
我闺女好好打扮一下，还是很漂亮的。最
后她总会抱着我坐在竹藤椅上摇晃一会
儿，时而闻着我头上浓郁的花香，时而轻声
地唱着自己编的歌谣:自己的娃，自己爱，
自己种花，自己戴……

母亲教会我的重要的人生道理，都藏
在这些简单的句子里，藏在她一点一滴的
无怨无悔的辛苦劳作里。

母亲能回答的都教给了我，回答不上
来的也用行动教给了我。

在我走神的这段时间里，儿子也在想
着他的下一个问题，他翻了翻身，又问我:

“妈妈，老师说我写的作文内容空洞，可我
就是写不出，怎么办？”我说:“那是因为你
心急，想着草草结束。”儿子没有回答，他
或是默认了，我说:“你要写一篇作文之
前，首先要在头脑里想好先写什么再写什
么？然后就是细节描写，你要在头脑里有
一个画面，而后细细地将你头脑里的画面
写在纸上，让看你文章的人也看到那个画
面。”儿子听后竟夸奖起我来，说:“妈妈，
你真应该去当语文老师，你讲得太好了！”
我抚摸着他的头对他说:“记住了吗？慢工
出细活。”

“慢工出细活”这句话也是母亲常说的
一句话，她也一直践行着这句话。我想，母
亲何尝不是在作文章？她在属于她的土地
上精耕细作，勤勤恳恳，细细描绘，把她的
文章作得优美流畅。犁耙、锄头就是她手
里的笔，春天的土地就是她挥毫的纸，她一
笔一画地写，从不羡慕别人，也不贬低自
己，只是老老实实地以自己的力量，让笔下
生出果实，开出绚烂的花朵，然后在秋天丰
满的谷仓边，给孩子们展示她所写下的壮
美诗行。

儿子均匀的呼吸声传来，我吻了他的
脸颊，捧了一束娇美的月光给他，希望他的
梦里有一株月染的莲花，芬芳开放！

（作者系开州区作协会员）

母爱的馨香
玉清

起风了，有阵阵清香传来。从四楼望
出去，窗外一棵苦楝树的树梢上已是满树
繁花，如紫雾迷漫。去年也是这个季节，
有天下班步行，穿过一片老旧小区。那天
不知是天气好，还是心情佳，只觉房舍虽
然破败，但路道洁净，路边高大的苦楝树，
开满淡紫色的小花，如梦似烟，层层叠叠，
十分美好。驻足，流连，想起小时候住在
老房子里的一些人和事。看久了，眼睛也
雾蒙蒙的。

令人怔目的情形还有一次。几年前的
初春，我过南滨路融侨公园段，看到一排长
着紫红叶片的树上，簇簇粉白粉白的小花
正开得热闹。坐在车上，那一瞬间，粉色的
迷雾带着速度向我扑来，当时第一感觉是
惊艳，不由失神片刻。

开始我以为是在黑山上见过的野樱
桃花。朋友却说，是近年来城市引进的
新树种，叫红叶李。后来，我在小区、公
园、路道，越来越多的见到了它们的身
影。心知人们选择它是有道理的。高大
的红叶李枝干繁茂，覆盖范围大，盛花期
满树都是粉白细密的小花，无限生动，配
上茵茵绿草，落在眼里，真真是幅天地皆
春的景象。

前面提到的苦楝树，和红叶李一样，盛
花期也就是两三周，然后花儿渐渐褪色，枯
萎。经历短暂的辉煌后，这些树重归低眉
颔首的模样。但它们高大，茂盛，作为行道
树也是合格的。况且，它们开花严格依时
节而动，你方唱罢我登场，几乎没让春天留
出空当。在桃花、牡丹、杜鹃等姿容艳丽的
花儿大唱主角之际，它们甘愿退居其后，化
为一片片朦胧的紫、白、粉状背景，把春天
衬托得无限柔美。

诸如此类，还有泡桐、油桐。泡桐我
习惯叫紫桐。以前在论坛上认识一个女
子，网名“紫桐”，这么多年过去，我还记得
她的博客叫做“桐花万里路”，博客背景是
一大片清新淡雅的紫桐花，彰示着她不一
般的人生境界。她的文字风格有着古典
韵味，思绪也灵动奔放。那时我初学写
字，时时光顾那里，流连往复，获益匪浅。
由是觉得，大抵有才华之人，都应该像紫
桐（无论花或人）这样，是低调且耐人寻味
的吧。只是人们常常见到桐花凋谢后衰
败的样子，却未曾真正领略过初生时那份

娇嫩和美好。
小时我在一个厂区长大，那里是一种

刚性的文化氛围。人们性格率直，平日种
树，种菜，却很少种花。说来惭愧，十八岁
以前我仅仅看到过几次桃花梨花。成年后
视野开阔了，我才重新去认识花这一庞大
家族，并把对它们的欣赏作为每年必要的
功课，乐此不疲。

这几年各处以花海经济拉开了乡村
振兴的序幕。但在看多了那些铺排、模式
化的花海过后，我开始厌烦了。那些花，
显然是速生花种，多是草花，虽然场面宏
大，但高不盈尺，人在其中有距离感，并不
能彼此相融。现在我明白了，其实我心心
念念的，是那些开花的树。不论它们是绚
丽还是清淡，都是我所喜欢。只有树伟岸
的身躯，繁盛的枝条，才能烘托出花儿的
娇美生动之态，那是种立于天地间无所顾
忌的美。生机和野趣，当是各种花吸引人
的最大要素。

春天在黑山，原本青绿一色的森林里，
会突然钻出一片白，一片红，一片黄，使层
次显得格外分明，这时，进入了山林最旖旎
的时光。眼睛看向它们，会自带柔光镜。
加之清新的空气，飘浮的白云，水洗过的蓝
天，觉得眼前变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野樱
桃花、梨花、李花自是其中的主角，还有一
种蜡瓣花，金缕梅科，时时在路边招摇，明
媚得好像一束束阳光，觉得心门訇然一下
被撞开了。

有一次，我和一群朋友得知石林镇奥
陶纪公园山顶有几株很大的野山茶树后，
便留了心，相约初春去赏。算到茶花开花
的季节到了，我们驱车到山下，然后开始登
山。1400米的海拔让四周的空气格外的
冷冽，山路湿滑，我们挽着手深一脚浅一脚
地走。渐渐开始有雪的印迹，且有雾淞景
观出现，我们十分欢喜，待到看见那一片玫
红色的山茶花，更是欣喜若狂。虽然花开
得稍过了些，但冰雪与茶花同现的奇观，令
我们大饱眼福，留下终生的记忆。

这就是花开自然的野趣，是我一直追
寻的原生之美。

我喜欢这些开花的树，留心看，各个季
节还有很多很多。它们用一季一季的花开
装点着世界，照亮了自身平凡的一生。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党工委统战部）

开花的树
戴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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