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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母亲自从二零一八年看了女排世锦
赛以后，便迷上了排球。不对，是迷上了
中国女排。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女排世锦
赛在日本开打，中国女排第一场对阵古巴
女排，我一个人在卧室里看得正起劲，母
亲进来问我事，由于看得入迷，我并没听
清母亲说什么，母亲见我没答理他，就静
静地站在一边，一边盯着电视，一边等我
回话。不想，母亲就是这样一站，便被电
视里精彩的比赛给吸引住了。她先是站
着看，后来不知不觉间便坐在了我的床
上，和我一起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那场
比赛，中国队很快以三比零轻松获胜，比
赛结束了，母亲却意犹未尽：“这就打完
了？”我戏谑母亲道：“你以前不是不爱看
打球的吗？”“那群女娃子打这个球好看。”
母亲不好意思地说。

九月三十日，巴西女排对阵多米尼加
女排的时候，我又叫母亲来看。不想母亲
进屋瞟了一眼就要往外走，我问她为什么
不看，她说：“没有那一群女娃子打球，不
好看。”我问她哪一群女娃子，她说中国那
一群，原来她只喜欢看中国女排的姑娘打
球。有时候，我在看其它国家队打比赛的
时候，母亲会进来问我，“那群女娃子”还
有好久打，当我把确切时间告诉她以后，
她才安心出去做其它事情。

为了测试母亲对中国女排的喜欢程
度，有一天我故意在卧室里往外喊：“那群
女娃子来啦。”母亲听到我的叫声，一下子
便从外面走了进来，满脸挂笑。母亲进屋
一看，结果不是中国女排，脸上的笑容瞬间
消失了：“外国人和外国人打球有啥子好看
的。”话还没说完，人已经到了卧室外面。

看来，母亲真是喜欢中国女排。以至
于中国队在那届世锦赛上的所有比赛，母
亲一场不落地看完了。虽然中国女排只
在那届世锦赛上获得了季军，可母亲却并

没因此而感到遗憾，在她看来，拿不拿冠
军都无所谓，只要有中国女排队员在上面
打球就行。想来在中国女排的众多球迷
中，也许母亲是最不在乎成绩的一个。哪
怕是最后一名，她也开心。因为，她喜欢
的是中国女排队员在场上打球时的气质
和精神，而不是名次。

就是在那届世锦赛上，母亲迷上了中
国女排。

只是那届世锦赛以后，中国女排好长
时间都没有比赛。有时候，母亲见我在看
其它体育比赛，就会问我“那群女娃子”怎
么不打球了。看来母亲被中国女排迷得
不浅，于是我从网上找来二零一六年中国
女排在巴西里约奥运会上打的所有比赛，
一场一场地回放给母亲看。这样还不够，
母亲看完一遍还要我再给她放一遍。本
以为，母亲看完第二遍就不会再看了，结
果过不了多长时间，她又要我给她把“那
群女娃子”弄出来看，真是百看不厌。

去年看女排比赛母亲可谓是过足了
瘾。先是瑞士女排精英赛，紧接着就是世
界女排国家联赛，接下来还有东京奥运会
资格赛，女排世界杯，这些比赛只要有电视
转播，母亲几乎是场场必看。中国女排每
打完一场比赛，她都会问我，下一场好久
打，遇到时间不凑巧的时候，她就会来一
句：“可惜，又看不成。”不过，没关系，遇到
这样的情况，如果有回放我就给她看回放，
没有回放我就随便找一场以前的比赛糊弄
她。母亲没有文化，她根本不知道是现场
直播，还是电视回放，所以很好糊弄。

有时候，和母亲看中国女排打球，我也
会给她介绍一些女排队员的情况。当我告
诉她，朱婷在国外打球，年薪两千万的时
候，母亲眼睛瞪得大大的，惊讶得半天说不
出话来，而她好半天才开口说出的话，差点
没把我从沙发上雷到地上，她说：“那你也
去国外打球嘛。”母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

为我打排球，也参加过一些市级比赛。我
还对母亲说，里面那个个子最高、扣球吼得
最凶的女孩叫袁心玥，是我们重庆人，她的
妈妈也打排球，我去重庆打比赛的时候，还
和她妈妈合过影。听我这一说，母亲对袁
心玥喜欢得不得了，她总会在我不经意的
时候问上一句：“她妈妈有没有她高？”“她
长得像不像她妈妈？”“她爸爸打不打球？”

“她那么高好不好找男朋友？”前面几个问
题我都还能回答，后面这个问题我实在回
答不上来，就干脆不回答。

今年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中国
女排没有什么赛事，我就给母亲看女排姑
娘以前的比赛。我们家智能电视里有几
十场女排的赛事录象，其中有中国女排在
巴西里约奥运上和在日本举行的世锦赛、
世界杯的比赛录象，也有中国女排超级联
赛的比赛录象，还有一些男排的比赛录
象，可母亲唯独只喜欢中国女排队的比赛
录象。而那些比赛录象，真不知道母亲看
了多少遍，反正我每天上班出门的时候，
她都会对我来一句：“给我把‘那群女娃
子’弄出来看哈，不然一个人在家里打瞌
睡得很。”晚上一吃完饭，她又要我给她把

“那群女娃子”弄出来看，有时候看一场不
过瘾，还得追加一场。我问她为什么只喜
欢看朱婷她们打球，她说看朱婷她们打球
有劲些，意思就是国家队的水平高些。虽
然母亲没有文化，但欣赏水平还不低。

母亲患有尿毒症，每周都要进行两次
规律的血液透析，每次透析下来，她总会
感觉身体不适，这个时候，我就给她放中
国女排的比赛录象，以此转移她的注意
力，并以中国女排精神来鼓励她和病魔作
斗争。这样一来，过不了多大一会儿，母
亲的精神状态便又慢慢地好了起来。

感谢中国女排给重病中的母亲带来
快乐！中国女排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
人学习。 （作者单位：开州区公安局）

母亲是个女排迷
刘椿山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
出生地就是一个人的根。我的根在大巴山
深处的王光山村，因为优化建制村的设置，
要与另外一个村合并。合并后改名狮尔寨
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
什么。

王光山，尽管这个名字普通得不能再
普通，但它深深扎进了王光山人的心底，一
代一代，无限延伸……我在王光山村生活
了十多年。那里的一草一木，早已留在我
的生命当中，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如今，
这个熟悉的名字将不再被人叫唤，就要从
地图上消失了。想到这，突然之间，我有一
种说不出的失落和伤感。

我想起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身在
海外的老兵身体不好不能回到家乡，就让
孩子回来寻根，找他生活过的地方。孩子
归来，根据地名按图索骥，却难以找到，原
来这个地名早已消失。最后，找到民政厅，
翻阅档案，才找到原来的地名。这位老先
生写信来感谢民政厅同志，并说：“你们经
济发展得很好，建设也很好，但是地名不要
改。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

是啊，地名，我们回家的路。在所有
寻找乡愁的人们心中，一座村庄的名字不
就是那条回家的路吗？即便不在这里出
生，那也是祖辈的根，后代依旧将心底的
那份乡愁，与那个遥远的名字联在一起。
地名如同人名，与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又
一代人息息相关。因此，每一个游子，对
于自己的出生之地都是充满情感的。即便

远在他乡，也永远不会忘记故乡的名字。
这种情感，是个人的，是家族的，更是地方
的、民族的。

名字已更换，风物故依然。对王光山
村的记忆，我是不会遗忘的。从出生到读
完小学，可以说我几乎没离开过王光山。
儿时的那些个夏夜于我来说永远是鲜活
的。当西天最后一片霞光被姗姗来迟的夜
色抹去之后，吃过晚饭的乡亲，不论男女老
少，都会拎着小板凳陆续地走出家门，聚集
到大院子的天井院坝里歇凉。那时的月亮
很亮，不用点灯，院子也一片白亮。大家南
来北往地摆起龙门阵、侃大山，全然忘了白
天劳作的疲惫。

听蛙，也是夏夜一种享受。在我收到
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夏天，忽然觉得自
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月光下，躺在青篾
编织的簸箕里，望着满天挤密的星星，任凭
柔软的风轻轻地从身上拂动而去。远处的
蛙鸣在一声声叩动我的耳膜，让我的内心
好一阵激动。“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
一片”，这象征丰收的乡村吉祥物总让人欣
喜，让人感恩。

记得那时候村上有间很大的泥墙青瓦
公棚，公棚里设有碾坊和油坊，谁家要碾
米、碾麦子、榨菜籽油什么的，都会背到那
里去。一年四季，碾坊和油坊没有停歇
过。这样的光景大约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
末，柴油机开始盛行，碾坊和油坊光荣退
休，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碾坊和油坊，
不仅仅是一处人们加工粮食的地方，更是

承载了王光山人的生活寄托，哪块地的粮
食出面好，哪块地里的菜籽出油多，村民们
都了如指掌。几年前回老家，我特意在面
貌一新的村里四处转悠，试图找寻当年拆
除碾油坊时被遗弃在路旁的碾子、石磨等，
可始终没有发现它们的踪迹。

再也寻不见了，再也回不去了。随碾
坊和油坊远去的，不只难忘的夏夜，孩提时
光。还有，当年那条麻绳般从陈家河甩上
五峰山的乡村小路，如今变成一条盘旋而
上的水泥公路。

那个月光下穿喇叭裤，提着收音机，坐
在苹果树下遐想的少年，也已走出了大
山。还有更多的人，离开了王光山。他们
一边深恋着养育他们的这方水土，一边在
异乡勇往直前地开创着自己的天地。在他
们心中，故乡如同山边那抹温馨的晚霞，在
黑夜里用它轻轻擦拭自己的伤口。王光
山，对他们来说，既是名词，也是温馨的形
容词，还是产生乡愁的代名词；而于我，则
更像是一块创可贴，让我的乡愁完好如初。

对于“故乡”这个词，文化学者王晓渔
认为，主要适用于文艺作品。他说：我几乎
从来没有乡愁。或许，乡愁和对“故乡”的
浪漫化想象有关，但是我对“故乡”没有想
象，因为现实更具想象力。或许，乡愁和文
化有关，唤起内心文化记忆的地方才是有
乡愁的地方。我没有王晓渔先生那样的情
怀，更不会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解读“故
乡”。确切地说，我是一个宿命感很强的
人，这些年的“流浪”，让我觉得人生来就是
一棵行走的树，到底有没有把根带走，我不
知道。

但我知道，在我渐行渐远的人生旅程
中，那个日出山脊，月落树梢的地方恒久不
变。从老屋旁流过的那条永不干涸的小
溪，是母亲清亮的呼唤……

（作者单位：广东省清远市委宣传部）

飘不散的乡愁
马忠

凡/ 人/ 素/ 描 诗/ 绪/ 纷/ 飞

生/ 活/ 随/ 笔

（作者
系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
四川省南充
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

当船长的父亲
风里浪里
你最欣赏嘉陵江的蜿蜒
喜欢潜泳的方式
读懂河床的宽容
水声的悠远
哪里深又哪里浅
哪儿暗礁
哪段险滩
当船长的父亲用自己的命
拧开全家的日子
铸就一生的平安

帆一直是你的笑脸
走不出的甲板
也有心烦愁肠的云烟
故事总没有结尾
心酸急流里冲淡
顺水而下，逆流而上
心中的航标灯
亮在母亲的期盼
一碗回锅肉的团聚
背靠两岸的大山
又苦又甜

父亲不习惯上岸
银河的另一端
一边看我们长大
一边紧拽着舵盘破浪向前

猫儿滩
你一脚踩上落差
陡转直下三千丈
风与浪的交响
镇住汉时的惊雷，明清的闪电
顺水，还是逆江
命如一根草
站不稳自己的想象

这是苍天的脸
面对过往
浪尖上独舞的水手
才品得出你的味道
浪花结出的果
有时甜得蜜人
也会苦得悲伤

卵石心安理得
躲进暗流汹涌的河床
为一些坠落深渊的灵魂
默念转世的咒章
在平水的滩口
一尾鱼突然的回首
惊心断肠

读水手
大浪滔天
你置身江水的渊源
不赏风景，品水的心情
不恋家，只恋
浪尖的云烟
飞鸟没读懂风帆的意境
你一眼洞穿
水鬼的阴险

三尺甲板，竹篙
舞成通天的利剑
过峡，走滩
你隆起的筋骨
峰回路转
左行还是右舷
绝妙的手语
撩开迷茫的眼帘

水路的蜿蜒
爬满你今生的梦幻
纤夫的号子里
起舞翩翩
亲人的心间
你是日子的航标
期盼总在温馨的时刻
抵达圆满

我的嘉陵江(组诗)
邓太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