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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天印村是一篇美文
王明凯

爬格子的我
看天印村是一篇美文

有一行文字叫幸福长廊
笔划阳光明媚
句读鸟语花香
水花高扬的图画中
桂花和杜鹃花业已成昨
荷花和三角梅，却争奇斗艳
幸福老人在廊头观鱼
脸上的笑容，比迎风摇曳的藤蔓还长

有一个段落叫农民新居
婀娜在碧波荡漾的倒影里
头上的云闲庭信步
脚下的花竞相开放
像极了俏佳人芙蓉出水
让打马而来的目光，熠熠生辉
掌声在小叶榕的花语中响起
有姣容美女，举镜头高过眉梢
高呼着一二三的节奏
让村民的微笑，与诗人们快乐同框

有一个章节叫乡情馆
翻修出铺满阳光的碉楼院子
安顿记忆与乡愁
图片和文字贴在墙上
磨子和纺车站在屋角
用年迈的风车与生锈的犁耙
述说劳作的艰辛和年景的美好
木柱上，老马灯的魂还发着微光
照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照耀远方游子，心心念念的回家之路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

我们站在村子最下沿，身前是数百米
深的峡谷，大家才从谷底攀绕上来；身后是
村庄，散落的民居延伸到山坡很高的地方，
连接着莽莽苍苍的密林；村庄两侧各一条
陡峭的山脊逶迤而下，与我们身下的悬崖
一道把村庄从峡谷里椅子般高高抬起来，
如悬半空之中。我们的站立点海拔一千一
百米，距谷垂直落差四百余米，两边山脉巍
峨，目测高程两千米以上。从谷底到山顶，
除去占比很小的黄褐色耕地、星星点点白
色民房，漫山都是由浅绿到深黛的植被，大
自然的调色板，没有词语可以描述。海拔
最高地带，颜色略显浅灰，春天应该才刚刚
抵达。

而我们是半小时前，踩着春天的尾巴
刚刚来到。早晨七点半自重庆主城出发，
为赶时间在巫山县城简单用了午餐，到达
山下的乡政府所在地，已是下午四点。一
处陌生之境，阳光难得的透澈，环境与空气
难得的清爽，同行几人与我一样自然毫无
车殆马乏之感。于是车辆又沿着一条狭窄
险峻的之字形公路向上爬去，最后转过前
面介绍的一道山脊，到达半山处，山势豁然
敞亮，一座村子魔法般显现在眼前。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实在难以想像这
悬崖峭壁之上，竟然还隐藏着人烟。我们
所站之处，政府专门搭建了一个观光平台，
视野开阔，适合揽胜。对面大山一览无余，
高大的山体上，森林与崖壁勾画了一幅壮
美的山川图。脚下的峡谷名曰当阳大峡
谷，奇峰壁立，幽深如幻境，据说很有名
气。我们所在村落叫红槽村。红槽村，以

及管辖它的当阳乡这两个名字，如果不是
因为这次扶贫之行，不亲临此地，能否有机
会知晓它们的存在都是未知数。

工作在这里的人看起来都年轻，一问
却也或过或近不惑之年。书记、乡长都有
基层工作经历，来当阳任职有多年，二人一
直不停作介绍，兴致颇高。从他们口中，我
得知全乡已经整体脱贫，现处于巩固提高
阶段。说实话，这样的环境条件，能够有这
样的成就，实属不易。

下午的春阳照耀着山川峡谷，那些大
片耕作过的土地与浅色民居，泛着金黄色
的光辉，尤其几栋别墅般的楼房十分醒
目。红米与黑土豆是村里的两大特色农产
品，壮实的土豆苗已经长出十几厘米高，长
势喜人。随行的该村农业合作社创始人胡
华是一名退伍军人，三十五岁，身材敦实，
脸庞黑红，浑身透出一股精明实干的劲头，
总是一副给人好感的谦和笑容。退伍后多
年在沿海打工奋斗到管理岗位的他，三年
前带着外地妻子及年幼的孩子回到家乡，
开始在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上打拼。他说，
选择回来的理由，在于当下政策好，政府对
农村农民是真心实意的扶持，同时自己在
黑土豆和红米种植上看到了发展契机。我
问，去年收入多少？胡华答道，黑土豆三百
余亩，亩产一千至一千二百斤，每斤价格五
元；红米二十余亩，亩产三百斤左右，每斤
近三十元。大多是网销，供不应求。我说，
收入还是可观的啰！他满意地笑道，还可
以。指着村前的一大片较为平整的土地，
今年计划再把三十亩旱地改为水田，扩大

红米种植规模，预期效益可观。
我们身旁就是几丘水汪汪明镜般的稻

田，在到达以及聆听乡、村领导介绍情况过
程中，我注意到有两位农人一直在田地里专
心致志育着秧苗。我说，“走，看看他们。”

同行的县人武部钟政委身兼该乡脱贫
攻坚指挥组组长，已经记不得来过多少
次。他说，“那人好像是老王，两个儿子在
外打工，只有他和老伴在家里。村里就是
他第一个与胡华合作种植红米，尝到甜头
后，其他人才踊跃加入进来的。”

我们走上田埂。钟政委朝农人喊道：
“老王，王叔叔，休息一下！”

农人直起腰来，是一位年纪不小的老
者，脸上布满岁月风霜刻下的道道皱纹，却
一脸灿烂。他抬起头，微笑着面向我们。

“还认得到我不？”钟政委朗声笑问。
“政委嘛！啷个不认识呢，你又来了，

刚才就看到你们站在那边说话。”老人没有
丝毫讶异，乐呵呵地回答。

我接道：“老人家，您多大年纪了？还
种田呐！”

“七十，我今年刚满七十，老啰！不过种
田种地现在还完全得行。”老人充满自信。

“七十岁了？真看不出来呢！不过才
七十岁，还很年轻。”我说。

“你们这里以前可能粮食都不够吃
吧！”我有些明知故问。

“不够吃那是正常现象，那时候要换点
东西，上山下山都要半天，费力死了。”转而
脸上又浮上笑容，“从来没想过现在会这么
好，国家政策好，领导对老百姓也好，没得

一点架子，书记乡长他们一见面都是笑，问
这问那，一心帮助我们，你们也来关心我
们。”

我很喜欢与农民无拘无束聊天，我们
又家长里短聊了一会，然后与老人告别，相
约下次再见。

沿着田地边新修的干净整洁的混凝土
便道，我们向村子走去。沿途，我发现有几
树野生杜鹃躲在林间开得正热烈，崖畔一
株细长的绽放着黄色小花的连翘不惧惊险
直直伸向崖外。远远地看到村中一棵高大
的苹果树一身雪白，在夕阳下分外耀眼。
它们共同悄悄织染着宁静山乡的春色。

村子里，正用晚餐的一户人家见我们
走近，有些不好意思地停下碗箸，性格开朗
的钟政委与他们认识，又是一番谈笑。其
中一人正是胡华妻子，她自江西远嫁而来，
如今选择与丈夫留守在这个远离繁华都市
的山村创业，大家故意开她玩笑，打探二人
当年的爱情故事。夫妻二人除成立生态农
业专业合作社，还把旧房改造，又投资二十
余万建起一栋新房，办起民宿。乡长告诉
我，旅游也是当阳乡打造的重点项目，因为
独特的自然环境，近年来一年四季都有游
客前来观光度假。我们走进胡华家，参观
其带着原汁原味农村风格的民宿，问效益
如何，笑言才开张一年，收入几千块，因为
开始来的多是朋友，都免单了。

在胡家院中坐下小憩片刻，我们也免
费喝了饮料和清冽的山泉，初步讨论了参
与帮扶的项目与措施。此时太阳已转到大
山背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群山与村庄
落入淡淡的暮霭中。几头牛晚归，蹄声嘚
嘚走在水泥路面上；村中传来两个女人大
声对话的声音，像争论又像交谈。它们与
她们是乡村活力的重要组成。我们登车
启程离开，把红槽村和属于它的春天留在
了大山之上。不久之后，我想我还会来，
期待着。

（作者供职于江北区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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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槽村的春天 杨智华

序/ 跋/ 选

窗放群山到榻前
——序蒋宜茂诗集《窗外》 吕进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期盼成为诗人，也
并不是谁想成为诗人就可以成为诗人。然
而，寻求诗意的栖居，却应该是许多人的共
同梦想。就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的
军队也是诗情充沛的队伍，毛泽东、朱德、
陈毅、叶剑英、董必武以及好多前辈都是在
马背上写诗的好手。这就形成了一个发光
的传统：诗的韵味、诗的旋律滋养着向太阳
前进的队伍。

重庆是一座诗城。“下里巴人”出自重
庆，“竹枝词”“巫山高”也出自重庆。重庆
与新诗更是不可分离，臧克家的“一双宠
爱”之一的《泥土的歌》、“太阳与火把的歌
手”的艾青的《火把》、余光中的《乡愁》这些
名篇都和重庆连在一起。

诗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看似无用，
其实像先贤所说：“无用之用，乃为大
用。”有句出自宋人苏轼的《和董传留别》
的名句：“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
自华。”苏轼自长安到凤翔，董传与他在
凤祥相从，回长安前苏轼写下了这首留
别诗：虽然你粗丝裹发，粗布为衣，但是
由于饱读诗书，你就有了优雅的举止和翩
翩的风度。

其实在国外也是如此，并不准备做诗
人，却寻觅人生的诗意的大有人在。我想
起几位外国写诗的“理工男”，德国大名鼎
鼎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是其中的一位。
提出进化论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他那
本著名的《物种起源》的《后记》里写道：“如
果我能够再活一辈子的话，我一定要给自
己规定读诗。要是这样，我脑中那些现在
已经衰弱了的部分就可以保持他们的生命
力了。”

这些年，重庆各种界别与行业都听得
见诗的乐音，公务员队伍里也出了不少诗
人，我为他们好几位写过序。我在一篇序

言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是的，生活中的作
者就有诗人的气质——热情，善感，多思”，
其实这也是我对这几位公务员诗人的共同
印象。

现在，我的书桌上又摆着一本诗稿《窗
外》，作者蒋宜茂，也是重庆人熟悉的公务
员。智商做事，情商做人。在生活里寻找
诗，打造自己的诗意人生，这是一种情商。
现在社会上普遍出现的“有知识没文化”

“有文凭没教养”“有生命没乐趣”的现
象，正是缺乏情商的结果。《窗外》留给我
的印象是，宜茂的精神世界很丰富，很充
实，很有趣，很美，他也是“热情，善感，多
思”的人。

宜茂来自丰都农村。他在《生日感怀》
里有这样的诗句：“寒门童子更事早，劳作
求学放牛郎”。临水人洁，近荷心香，重庆
农村的大地哺育了这位“放牛郎”，教他
以“洁”，赋予他“香”。“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灯”。“放牛郎”成长起来
了，但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他不会忘记关
注窗外。无论守在什么岗位，如同戊戌
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的诗句说的那样，
都是“窗放群山到榻前”。他不但深入窗
外群山，作出自己的奉献；而且，为窗外
群山所动，他要挥动诗笔，热情地记录这

“沁人心脾的诗情画意”。
他在《诗刊》有一首《窗外》。清代李焕

说：“尺幅窗，无心画”。诗里的雨雾，来往
车辆，雨衣，环卫工人，垃圾清运车，宠物
狗，构成窗外的夜景。诗人今夜无眠的悲
悯情怀，构成窗内的夜景。窗外，是显在的
外在世界；窗内，是隐在的心灵世界。的确
是“窗放群山到榻前”啊！

宜茂拥抱人间，品位人生，真诚坦荡，
诗情不择地而自出。他的诗的亮点是理
趣。请看他怎样写夕阳——

如果没有你的谦让，
哪有群星的辉煌？

再看他怎样写落叶——

嫩叶的老前辈，
新绿的营养品。

诗人的诗思，不落俗套，另辟蹊径，
这就带来了诗趣。这个“趣”和智性有
关。理趣正是中国诗歌的一格，“理”不
碍诗，苏东坡那首著名的《题西林壁》就
是范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
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苏东坡由黄州迁任汝州团练副史，
途中游庐山十余日，得此诗。这首诗，把
游山的观感和人生的发现相融合，成了
千古名篇。诗的“理”不是概念的“理”，
它附丽于形象，蕴含于形象，“理”之于
诗，如水中盐，空中音，谷中雾，蜜中花，
无中若有，有中若无。

诗集《窗外》有一首很富理趣的诗，这
就是《视角》，这简直是《论语·子路》的现代
诗歌版。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
不和。”与人友善地相处，但不必在具体问
题的看法上苟同于对方，尤其是原则问题
上。违心地迎合和附和，这不是“君子”所
为。这是诗，所以诗人以象表意，并不明
说，也不能明说，明说就不是诗了。理趣贯
穿《窗外》，带给读者一种诗趣。这和诗人
的阅历、学养、个性分不开。

蒋宜茂既吟新诗，也赋旧体，均有佳
作，在《诗刊》《中华诗词》《人民日报》等许
多报刊发过作品，《窗外》可能是他的第一
本诗集。我很高兴，祝贺诗集的问世。

是为序。
（作者系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西南大

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