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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看云去

问路的人，你的蓑衣已经千疮百孔
风雪还沉积在额头
从大河以西走来，那些礁石
足以让你的船，和你的路，都碎

为齑粉
我知道你的伤口已无法愈合
如同我们的味蕾，正在一天天疲惫

你看见那些云了吗？变化莫
测，游移不定

要学会把头抬高一点
再高一点，看云去
哪怕因此引起眼睛疼痛
头晕，胃部开始痉挛
我们都是经过变形的动物
是云层之下，哭过的、走失的蚂蚁

习惯性的离家出走，又凭着气
味寻找回家的路

挣扎在光明与黑暗之间，食物
与洞穴之间

在飓风形成之前，我们有一次
拥抱的机会

之后，你是山外独行的问路人
而我留在原地，等一只熟透的

柿子掉落
——那是我整个雨季的索引

如此悲伤地记得：你认真的样子
可能是我的黑眼圈，引发了你

的病

看云去吧，陌生的问路人
去看，闪电如何形成，如何把一

棵老树
拦腰劈断，露出时间的虚弱
而你是劫后余生的草，从烟尘中
探出头来

我是你带不走的一朵云

事到如今，只能以一场暴雨
湮灭你的踪迹
把远山推得更远一些，那些莲
就让她们盛开着，佐证这个夏天
珠帘一层一层地交织着离别
我是你看不见也带不走的一朵云

如果没有闪电为引，你的书页
至今也翻不到一帧插图
是的，我早已逃离了文字、话

语、秋千
逃离了这雨幕中，最后的那个吻

除非你站立的地方升起新的彩虹
你的脚下，开出一朵新的莲
困我于其中，困流水、砂石、古

树于其中

那些涟漪，就让她们绽放吧
我们已远离了瀑布

从飞鸟的角度看去，我们是越
走越远

越来越模糊的线条，掌纹一般
一条路，是你的命中注定
一条河，是我的云中高歌

云啊，不知所云的云

从凌晨出发，可以抵达无梦之境
抵达不可知的沧海，阳光
是金色的箭，射穿层层的霾
层层的山峦

云啊，不知所云的云
这不是我的呓语
也不是我昨夜数过的星辰
没有谁能记载：某年某月某日
一匹马拖走了整个夏季

我看见椿树，梳理着风
长出一行一行的蜻蜓
薄得像经文
它说：世人，你们走吧
这不是谁都能触碰的禅语

也不是谁能留得下的灰
反正我不会苏醒
在春天到来之前
在斑竹还没有形成泪痕，那些云啊
就这么缓缓的，划过一条河
（作者供职于重庆三峡银行）

孩子，在你18岁生日的时候，想要写
封信给你。不为别的，只为你走进大学，走
向工作岗位的时候，回想起在你成人的季
节里，爸爸曾经给了你一些人生的指引。

曾几何时，年少的你，是多么开朗，有
什么喜怒哀乐也愿意一起分享。长大后的
你，反而变得沉默，有什么心事，有什么不
开心，总一个人闷到心里，不表露，不求助，
不分享。

孩子，正如和你谈心时候说的，你18
岁略显稚嫩的肩膀和心里担不了太多的负
担，有什么压力，有什么困惑，跟爸爸敞开
心扉，爸爸愿意和你一起分析，一起分担。

别把别人的帮助和对你的好看作理所
当然。孩子，一个人愿意对你好，说明你们
缘分匪浅，能够彼此视为朋友，坦诚相待，
要珍惜这种得之不易的缘分。你要知道，
没有谁应该对你好，因为你对别人好，别人
也才会伸出热情之手，催开友谊之花。包
括长辈对你的好，也不要认为是理所当然，
特别是八十高龄的奶奶对你无微不至的照
顾，要心存感激，更要学会感恩。感恩生活
中对你好的每一个人。

学会照顾自己，爱惜自己。你人生最
初的18年，都是在父母、奶奶的照顾下成
长起来的，很少有机会动手做饭洗衣，基本
上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学生生活，不
知肉价多少，不知菜钱几何。即将进入大

学的你，要深入社会，更要了解生活，学会
照顾自己，学会安排自己的一日三餐，不挑
食，不偏食，不暴饮暴食，爱惜自己的身体。

要不断学习。高中阶段，由于学习紧
张而无法更多的阅读课外书籍，高考过后，
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空闲期。希望你能
放下手机，拿起书本，多读一些平时没法
读的课外书，填补你目前知识欠缺的大
脑。进入大学，也并非真到了彻底放松的
学习阶段，须知每个人都在努力拼搏，努
力学习，争取考出一份好成绩，博取一个
好前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你放
松对自己的要求，势必会落后于人。学习
会伴随人的一生，只要你不想落后于时
代，不被时代所抛弃，你就要坚持学习，更

新自己的知识积累。
要学会观察，学会思考。在你今后的

学习、工作中，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遇到很
多事，学会察言观色，学会辨别善恶，学会
正确处理发生的一些日常问题。不断在生
活中磨砺自己，不断在观察、思考中积累经
验，学会学习，学会生活，融入到大学、单位
的大家庭中去。

要培养自己的良好品德。要拥有正直
的人品，方能保障自己心态平和，充满正能
量。要心地善良，诚恳待人，予人快乐，于
己快乐。要具有坚韧的性格，会让自己身
处顺境不忘形，身处逆境不放弃，也不管面
对尘世的浮华或人间的痛苦都要保持平静
的心态而坚持恪守正道。为人处事要谦
让，“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不作意气之争，
退一步海阔天空。要学会勤俭节约，“一粥
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以此做一个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的新青年。

（作者供职于奉节县市场监管局）

心/ 香/ 一/ 瓣

想要写封信给你 苏更生

“咯咯！咯！”雄鸡刚叫第一遍，人们还在梦乡里，胡代友
就起床了，开始了他一天的劳动。

他起这么早干啥？用他的话说，他要靠自己的双手，永远
摘掉贫困户的帽子，过上小康生活。

胡代友，渝北区茨竹镇放牛坪村二组人。2016年，因母
亲和他均患重病，导致家庭贫困。两年来，他靠自己勤劳的双
手，于2018年脱贫，目前正处于巩固脱贫阶段。

胡代友的一天，是怎么样的一天？我们选取了他六月的
一天，用故事的形式，讲给你听。

胡代友起床，开始切猪草，煮猪食。他养有一头母猪，正
怀着猪仔。五头肉猪，正是长膘的时候。他计算着，仅养猪的
收入，一年有三万多元。他干起来心里特别高兴。

两大锅猪食煮好。天才亮，他又忙着煮一家四口人的早
饭。他的母亲和岳母都八十多岁了，妻子身体弱，只好让她们
多睡一会儿。

七点刚过，胡代友吃过早饭，带上中午的饭菜，立即出门，
到村上梨园合作社，管理果树。

胡代友走在路上，总会想起这份工作的得之不易。2017
年，他刚治好病，身体虚弱，干不了繁重的农活儿。一家人的
吃喝、老人的凉寒感冒，桩桩件件都需要钱。前两年母亲住
院，家里改造住房，虽说报销了部分医药费，领取了危房改建
补助，可还是借了两万多元。生活重担都落在妻子肩上，胡代
友的心，就像煤油灯上积了灰，灰蒙蒙一片。

这时候，镇上扶贫办公室的干部，了解他的情况后，专门
给他找了这份工作，一月有1800元的工资，可以解决一家人
的日常开支。他还用结余的钱，买了小鸡、小鸭，随后又养上
了猪。一家人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一年后，他家脱贫了。

在梨园，胡代友一边锄草，一边将修剪梨树时散落在树下
的枝条捡到路边，一捆捆扎好。他管理的梨园，梨树下的草铲
得干干净净，梨树枝条错落有致，果子长得大。人们都说他管
理得好。

中午，胡代友吃完带来的饭菜，休息片刻，又回到梨园。
他要赶在下班前，把计划的工作干完。胡代友说，这份工作，
是扶贫办干部对他的支持，对他的信任，必须干好。

下班后，胡代友扛着一捆梨树枝回到家，用来当柴烧。他
放下树枝，马上来到稻田边，挽起裤脚就下田，帮妻子扯田里
的草。“杂草要及时扯掉，不然跟水稻抢肥。”他对妻子说。

“烂泥巴不要嫌，翻来翻去就是钱。”这是胡代友经常挂在
嘴边的话。最近几年，他种了4亩田，5亩土。就是他利用空
余时间，与妻子一道种植的。不但解决了吃的问题，还解决了
养殖家畜的饲料。

天快黑了，胡代友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割鱼草，他
把草倒进鱼池，天完全黑了。去年，他听从镇扶贫办干部小刘
的建议，除了养猪喂鸡鸭，还养上了鱼。鱼塘有三亩多大，全
靠胡代友抽时间割草喂鱼。现在，每到周末，城里人三五成
群，来鱼池钓鱼。妻子为客人加工鱼、熬土鸡汤，做地道的农
家菜，增加了不少收入。

晚上九点多，胡代友感觉有点累，他躺在床上，坚持看完
喜欢的战争片才休息。

夜深了，胡代友做了一个梦：他胸前挂上了大红花，评为
巩固脱贫成果先进户，走上主席台，用他带有茨竹方言的普通
话，向大家讲述着他用自己的双手，实现小康的故事……

这就是胡代友忙碌而又快乐的一天。这一天，只是胡代
友一年365天的缩影。他的每一天，织成了他的小康梦。

（作者供职于渝北区仙桃街道办事处）

凡/ 人/ 素/ 描

胡代友的一天 杜春成

诗/ 绪/ 纷/ 飞

吹口哨的鸟儿（外二首）
屿夫

风来若袭，雨落若洗
把精致花瓶献祭，雷声中的
自由落体，碎成了地上
依然好的拼贴作品
庭前端然而坐的寂静
观风雨如戏

目送归去，枝头鸟儿
抖擞出浴精神
娇痴的口哨吹起，清亮婉转
悠扬，山岭的欢喜坦白
天真并无故作神秘
吹口哨的鸟儿迷倒众生
枯叶啊，挥洒似浓墨淡彩
沉醉比五百年之窖池
轻颤钻进心底
微酸的甜，谁知音情深

这个林子里的居民
自在隐士呀，望不见你羽毛
与眼睛，你却顽皮地瞧着
被自己圈粉的人
拖长的哨声，雨后瓷片
似花，天边锦绣乱飞

且伴仰天长啸之岩
这两山夹峙的一条线上
向导，用嗡嗡的腔调引我
花傍脚下，草缠衣角
往左边山头竞走
弃逍遥之态，书读半卷
茶饮半杯，蜜蜂呼唤快来吧
与你越过山谷

此山，熟悉得像我的兄弟
而一瞥间的远方山头
可是那凭栏的豪杰
若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岩石啊
似识得出少年时
父母教我景仰的古勇者
飞瀑，如气吞万里如虎的阵中鼓
云彩仿佛当年旌旗
三尺剑，应化作峰岭
激扬绿浪，云雾里飒飒呜咽

你呀，停翅花蕊深处
我则将倚靠石壁，欲听见啊
以土地为胸腔发出的吼声

流水犹凉，夕阳犹温
旷野碧色犹浓

被风雨造访的书房
这个夏天，雨水仿佛
缠绵的情人，不愿离去
在远方忧伤成灾
今天，又撞开书房
褪色的木窗
悄悄地冲刷掉过去的印迹
毁灭些他命运的证据
或者正如他所愿
从此放下记忆制造的
隐秘的压力

雨丝把蓝墨水融化，洇染
曾洁白的信笺，书页的纤维
裂解，犹如泥像坍塌
旧时光留予他的
若尚未逝于岁月的沉默
就让风雨捕获
带到生活的垃圾站里终结
过去所有的美好，所有的忧郁
因这个突来的闯入者
唤起新悲欣

假如我还是一个诚实的人
我将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梦境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云·意（组诗）

郑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