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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生活报我以诗意

夕阳没入篝火燃烧
那个祁连山上的老号兵
又吹响了号角
野马以嘶鸣回应
注定此时，我的魂魄
飘落至王维的长河落日边
完整的人生拼图里
有一座阳关

这才觅得生之诗意
当然啊，还有月下的萤

火虫
废园的刺玫瑰
金黄色田垄，岭头耸峙

的孤树
被露珠沾湿衣角，闪电
照亮高楼，风恋落叶
枕边卷叶的书，礁石晨语
尝杯默契的茶与酒

我行我素的艺术气息
是悄然做个永远热烈的

爱人
在你经过的每一个
时间路口，捧鲜花伫立
洒满青春花瓣
也许我的面容已渐现曲折
脚步依然把经纬线
快乐地弹拨

芍药开了

离草啊，开在
云下，五月花语
枝头述说着久别后的惦记
纤指拂过花瓣
花儿呀胀红了她的颜色

将离，最是好风景
叹阳关古道朝雨
人生相逢时，便生别离情
漂泊如心急促
才尝得沧桑的烟熏

何妨沿溪独语
唯勿忘植数株红药疗治

请遣飞鸟远行，衔花
赠一朵给他
赠一朵给你
再哟，遗一朵予我赞美

寻觅那一行美丽的句子

栽秧时节，梯田的绿
无边际地衔接着云雾的

天上
田埂边的秧苗
是兴奋的字词与标点

符号
在你的手指间跃动
吹过的风有蜜一样清甜
阳光却炽热得要烤去思

绪的水泡

看着大树底下歇会儿的
你呀

双腿沾的泥土微干
呈现些斑驳的冰裂般

纹理
青草，和野花们绕着你

的快乐
像昨夜的闪电，也似

蜂蜇
那行梦想的句子
插落到五月的稻田中
长一亩诗，收几挑散章

记得曾相逢春天的玉龙
拉措

一起走过雪山旁的峡谷
青春世界的耳语，迷信

经度纬度
等高线会编织成辞赋
翻 涌 的 海 浪 ，欢 跳 的

溪流
水牛下田了哟
踩出来好听的家园净土

的声响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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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红扶桑 吴晓蓉

搬新家之日临近，繁忙中仍抑制不住
内心的激动。环顾家中一切，哪些东西搬
往新家、哪些东西原地不动都基本确定
了。当我的目光透过玻璃大门停留在阳台
时，不由得一拍脑门，新家的阳台都是开发
商事先封好的，我亲爱的大个子红扶桑肯
定不能随我前往新家了，怎么安排她让我
很茫然很纠结，立消先前的激动！

八年前的五月份的一个傍晚，暴雨如
注，情绪低落的我自午饭后一直蜷缩在沙
发上心烦意乱。一阵敲门声，心想不会是
物管上门收取物业费，难得起身。又一阵
急促的敲门声中还隐隐约约唤我的名字，
我趿着拖鞋并顺手打开了房灯。开门一
看，是近八旬的老父亲，全身都湿透了，上
身仅着背心，地上却是用他的外衣遮盖得
严严实实的一株盆栽红扶桑花。高约50
厘米，主干之外有参差不齐的5条枝丫，枝
尖挂有不少的花蕾，主干正盛开着一朵红
花。我急忙小心翼翼地把她移至约六平方
米的半封闭式空旷阳台，在终年不向阳的
阳台上寻找安放她的最佳位置。自此，我
开始了与她的相识相知和真心相恋。

在我国的神话传说中，扶桑是海外太
阳初升处的大桑树，是神树。扶桑为美丽

的观赏花木，为锦葵科属常绿灌木或小乔
木，又名朱槿、赤槿、佛桑、红扶桑、红木槿、
火红花、状元红等等。花大形美，色彩鲜艳
且丰富，有大红、粉红、橙黄、黄、白色等；花
型有单瓣和重瓣之分；其花期长，朝开暮
萎，次第开放于一年四季。目前全世界已
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扶桑，早已成
为世界性名花。

唐代诗人李绅在《朱槿花》中生动形象
地描绘了朱槿（即扶桑花）的风姿与色彩：

“瘴烟长暖无霜雪，槿艳繁花满树红。每叹
芳菲四时厌，不知开落有春风。”我家单瓣
红扶桑花娇艳欲滴地特别惹人怜爱：五片
大红的花瓣簇拥着一条细长的大红花柱，
柱头有五颗深红色的小米粒，柱头下方约
两厘米内是密集的花丝，或艳黄色或中红
色，以此区别雌雄花；我家扶桑花红得喜
庆、红得彻底、红得通透、红得热烈、红得富
有激情、红得高贵。我每年都在台历上准
确记录她的开放情况，从春天的第一朵计
数到初冬的最后一朵；特别的情景，还会晒
照片于微信朋友圈并配文表达喜悦心情和
独特的感受。因此，收获了“扶桑花痴”的
美名。

我家红扶桑花不仅具有让人铭记的外

貌，更有激活我慵懒乏味的日子、感受灵气
和情趣，我在流年中还累积了应景应时的
不少让人肉麻的文字。始于我国汉朝的七
夕节，现在人们一般把它当成中国的情人
节来欢度。2019年的七夕节，我家红扶桑
花特别用心特别用情地以绽放7朵鲜花来
向我表情达意。我惊叹于她对人世间的真
心感应，赋诗：扶桑新妆七朵戴，天上人间
情满怀。

其实，我特别有愧于我家的红扶桑
花。自她来到我家，八年多未换过盆，现已
两米多高，近两年只见其枝繁不见其叶茂，
只见其枝长不见其枝壮，专家诊断为树大
盆小营养不良。第一次修枝，也是唯一的
一次，无凭无据将其主干截断，并未如臆想
般繁茂其它枝丫，反而损毁了她的美好外
形。一次暑假全家外出三天而未将其拜
托，待我们再见时，她似被无情怠慢的小孩
特别委屈，萎靡不振、精神不济、全身的叶
片由平时的油亮舒展而无光无泽无力地内
卷、花朵也比平时小了许多。我特别自责，
来不及换鞋换衣服，争分夺秒地努力补过，
边给她浇水边喃喃地请求她的宽恕，还特
意整洁了她的花盆。

我家红扶桑花用心地施展她的无穷魅

力，给我极富创意性的惊喜。她使出浑身
解数吸引小鸟频繁飞临，奉献出花香鸟语
的美景。当小鸟用力飞离时，她得意地手
舞足蹈、摇头摆尾，久久不能平静，热闹了
整个阳台。她庚子新春的第一次盛放，于4
月20日以三朵献礼，更坚定了我与她的情
缘：“三朵”即一家三口各送一枝。

不能带她搬入封闭式阳台的新家继续
相伴，我能不纠结吗？我在纠结中也有积
极行动，我似替亲闺女寻婆家一样四处打
听八方拜托，终于替她找到了让我特别放
心的三个去处。我的好闺蜜资深花花达人
翘首以盼，她住联排别墅，已计划弃盆土栽
在后花园，前花园现有一株小红扶桑，可谓
妹妹；我家红扶桑花将进入一个更加幸福
的大家庭，姐妹相望相守更快乐。但我还
是忧虑重重，我家红扶桑在我家是唯一的
花花，她入住新的大家庭能排到第几呢？
新主人能不时自制肥料施予她吗？新主人
能坚持记录她每年的花开花落吗？

近日，老父亲来电话建议我把红扶桑
送回老家，他替我尽心照顾。这个建议也
很不错，父亲向来是爱花之人，空闲时间比
较多，房前屋后可精选栽种位置。但长途
运输有极大的困难。我向新家物管申请，
他们同意接收我家红扶桑并植入我新家楼
下的小花园里，续写我们恋情的新篇章。
我又陷入了新的纠结之中。

拜托万能的朋友圈帮忙做最后的决
定，解除我的纠结之苦！

（作者单位：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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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一碗面 李晓

选择一座城，就是投奔一种生活，交融一种命运。
我在万州这座城生活了30多年，它不是我的出生

地，但我把它纳入了内心的故乡。
万州于我，是水波潋潋中高楼倒影中的灯火，是老

巷子里一棵遒劲根须攀附石壁的黄葛树，也是一种食物
发出的殷殷召唤。

深夜里老宋醒来，他咂吧着舌头，是在梦里吃到
故乡万州的牛肉面了。在梦里，老宋坐在万州一个巷
子里的面馆前，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端到他面前，简
直是风卷残云一般，老宋就把一碗面在梦里呼啦啦吃
完了，他正要喊，老板，老板，再来一碗肥肠面……梦
就醒来了。

人到中年的老宋，20多年前就从万州来到了北方
的都市里安家。那年秋天，薄雾中从万州城当年的老
码头乘船离乡，那是一艘从万州开到南京的慢船，一
艘慢船，出了风急浪高的三峡，到南京的旅程，花了3
天3夜的时间。老宋先是在南京做生意，后来又辗转
去了北方的大都市，事业上干得顺风顺水，他把家也
安顿在那里了。这些年，让他魂牵梦绕的，是故乡万
州的一碗面。

一个人的胃对食物是有记忆的，它是人体里最诚实
的器官。老宋的胃，没有因为岁月的漫漫风尘而变得健
忘，一旦被某种食物唤醒，它就会在肚子里奔涌激荡，翻
江倒海。老宋爱吃面，有时一日三餐就是一碗面，他依
然胃口大开，食欲旺盛。据说爱吃面食这种高热量食物
的人，大多是热情豪迈的性情中人，我觉得这一点感性
的判断用在老宋身上是合适的。

有一年腊月，老宋回万州过年，我到机场去接他，一
路上他催促开车的朋友，开快点，开快点。到了城里，老
宋就来到一家面馆前，用地道的乡音连声喊，周娃，周
娃，整3两豌杂面，多放点蒜泥、芝麻哟。一碗香气袅袅
的豌杂面端来，老宋埋头吃面，一碗面被他一扫而光，老
宋抬头，忽见对面楼房似在波光粼粼中晃动，原来是老
宋流泪了。

老宋的爹妈，原来就在万州老城里的街上开面馆，
就靠这一个面馆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老宋的父亲，平
时不爱说话，常叮嘱儿子的一句话就是，吃饱点，穿多
点，走路慢点，不要跑。开面馆后，父亲往往是凌晨4点
多就起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老宋的父亲，性子平和，不急不躁，我那时侯叫他
“宋大叔”，我叫他时，他头微微一抬，喉咙里咕噜出一个
“嗯”，算是应答。馆子里当臊子的炸酱，大多时候，宋大
叔不在绞肉机里搅成肉末，他要用手工在菜板上一刀一
刀剁细。宋大叔家那块结实厚沉的菜板，是他用老家的

柏树木材做成，可以嗅到一股古柏的沉香。宋大叔说，
这样剁出来的肉末，原始的肉味儿才不会跑掉，不带机
器里的“铁味儿”，那样用各类佐料翻炒出来的炸酱，浓
香扑鼻。老宋家面馆里辣椒的制作，首选的是那种长一
两寸、气味微呛、香而微辣、色泽鲜红的干辣椒。宋大叔
在铁锅里翻炒烘干，冷却后放入臼，再用木槌捣制，用油
熬炼，辣椒的魂魄，在一碗万州面里得到了最畅快淋漓
的释放。

老宋还记得，小时候清晨在面馆里吃面，一些乡
下人咿咿呀呀挑着蔬菜担子，菜叶上还颤动着露水，
乡下人佝偻着腰走到店门前问“老板儿要点菜么”，父
亲就会点点头说，你随便抓几把过来称秤。老宋家的
一碗面条上，浮着几片青翠菜叶，浑然天成就接上了
地气。有一次，老宋看到一个来卖菜的乡下老头儿长
长的白色眉毛，像极了刚离世的爷爷模样，差一点让
老宋喊出声，恍惚间以为是爷爷又活过来了。宋大叔
对儿子说，我们要对农村人好一点，我们祖上也是在
乡下种粮的。

早晨上学，宋大叔就给儿子煮一碗店里的面，每
天轮流来一碗酸菜肉丝面、炸酱面、牛肉面、肥肠面、
鸡汤面、蘑菇面……有一天早晨，老宋上学前正在店
里吃面，父亲坐到他面前说了一句话：“儿子啊，我现
在不收你的面钱，你今后要还给我和你妈。”这话顿时
让老宋心里微微一惊，后来他才明白，是父亲敦促他
好好读书，长大后要有出息，起码能够“偿还”得起从
小到大吃的面钱吧。

老宋家的面馆，来的都是老顾客。那些年，城市
里的公共汽车从老宋家门前经过，停车站点也还不太
规范，乘客在车上喊，师傅啊，在××面馆下车。老宋
家的面馆，也差不多便成为这个城市里一个小小的地
标，那是一个香气四溢的市井味浓浓的亲切地标。

老宋17岁那年高中毕业了，他不想去工厂上班，他
在日记本上这样写，自己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来。所以当宋大叔想把面馆的家业传给儿子时，遭到了
老宋的坚定拒绝。而今，老宋已是两鬓泛白的人了，他
父母早已离开人世，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那种深深遗憾痛
楚，在一碗故乡的面里发酵了，蒸腾了。

如今，大多数万州人的一天，在晨光熹微中，一碗最
地道的万州面打开了天幕，开始了对肠胃的温柔抚慰，
对生活的一往情深。或许，在万州一碗最家常的面里，
也翻滚着气象万千的人生，流淌着平凡人家的命运长
河。见“面”如归乡，在万州这座湖城的波光里，吃上一
碗面，心如归航小舟，轻轻荡漾。

（作者单位：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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