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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崩土坎是渝东南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地
名，我家祖上曾世居那里。到我爷爷那一
辈后，因为兄弟分家，我家从崩土坎迁到了
几十公里外的另外一个地方安家落户。

虽然我家迁离了崩土坎，但崩土坎人烟
依然兴旺，遇到过年过节抑或红白喜事，我
们还是经常相互走动。毕竟上百年的家族
亲情，血浓于水，绝不会一时半载轻易割舍。

土家族有句俗话说，幺房出老辈子。
在我的记忆中，崩土坎辈分最高的便是幺
爷爷。他身材高大，嗜好叶子烟，时常一边
抽烟一边给幼时的我讲一些我们家族的古
老往事，但事后多半都已忘却。唯有他讲
的关于崩土坎这个地名的来历，却深深地
刻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幺爷爷说，崩土坎这个地名流传下来
少说也有几百年了。据他的祖辈说，这里
是一个极易滑坡的地带，说不定某年某月，
一夜大雨或是一场地震过后，这里就将山
崩地裂，不复存在……

幺爷爷给我讲的那些话，着实把我吓得
够呛。好在我家终于搬离了崩土坎，不再日
日夜夜为此担惊受怕。但我每次去到那里，

总是提心吊胆，生怕有朝一日遭遇不测。
上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多岁的幺爷爷

无疾而终。从此，那些关于冉姓家族的许
多故事和离奇传说，也和他一起永远地融
入了崩土坎的山山水水。

此后，崩土坎依旧坚如磐石，并没有半
点滑坡的迹象。倒是冉姓家族的一些子
孙，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那里：或外出求学
经商，或离乡工作谋生，或举家进城买房。
总之，原本上百号人的一个大村子，就如白
露过后的秋茄，逐渐干瘪、萎缩。到了最
后，竟然只剩下了幺爷爷的两个同样上了
年纪的儿子了——按照辈分，我应该分别
称呼他们为伯伯和叔叔。尽管别人都陆续
搬离，但他们两个老人依旧十分快乐地生
活在崩土坎。其间，他们的儿女几次“组
团”去请他们“出山”，都无功而返。

因为有伯伯和叔叔在，崩土坎还残存
着它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软弱无力的袅
袅炊烟，断断续续的鸡鸣犬吠，标志着这里
似乎还住着人家。但村子里倒塌的土墙，
石板路旁疯长的杂草，又无言地显露出它
的落寞和寂寥。

一个黢黑的鼎罐，一捆金黄的土烟，两
间破败的老屋，两个留守的老人，成了这里

最后一道苍凉的风景。
岁月不曾有半点的犹豫或驻足，大山

里的一年四季就在这两位老人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辛劳中风一般地飘走。

此时，山下的水泥路已变成了柏油路，
新建的居民点整洁气派，握惯了锄头把的
手握起了小轿车的方向盘……改革开放的
非凡成果，滋润着每家每户蜜一般香甜的
小日子。

世事在变，可伯伯叔叔的心没变。每
当农闲下来，兄弟俩就蹲在村口的老核桃
树下，抽着土烟，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崩土
坎以及崩土坎人的曾经和过往。兄弟俩永
远也没料想到，一个偌大的古老村子，就像
自己这辈子一样，就将悄无声息地走向尽
头。而村口的老核桃树，依旧年年开花年
年结果，唯一不同的是，先前树下来来往往
的拣果人已不见踪影。那些熟透了的核桃
果，在山风絮絮叨叨反复不停地催促下，兀
自掉落在地，腐烂成泥。

几声慵懒的犬吠，打破了山里的寂静，
两个村干部走进院子。他们郑重其事地告
诉伯伯和叔叔，经过国土部门的监测，这里
是滑坡地带，极易发生地质灾害，请您们尽
快搬离。说着，便把一个写着“滑坡地带重

点监测点”的木牌插进了坝子的泥土里。
可是，任凭他们怎么劝说，伯伯和叔叔就是
不为所动。

谢过别人的好意，伯伯和叔叔最后还
是留在了崩土坎。岁月在人们的不经意间
缓缓流逝，兄弟俩在崩土坎留守的日子却
在某年的那个冬季戛然而止。

那次，叔叔因事在山下儿子的砖瓦房
里小住了几日。为了取暖，他把一盆炭火
放到卧室后，便上床歇息。第二天清晨，邻
居见他久不起床，预感不详，就破门而入。
此时的叔叔，已经深度中毒。虽然经过医
生全力抢救，终究回天乏力。最后，叔叔在
亲人们无限的悲痛之中静静地离去。

下葬叔叔的那个坟地，就在崩土坎后
面的一个小山坡上。彼时，寒风萧萧、衰草
遍地，叔叔就像树上那最后一片枯黄的霜
叶，终究回归尘土，和他这一辈子都恋恋不
舍的崩土坎融为了一体。而相距坟茔不到
十米远的老屋，还孤零零地佝偻在那里。
它实在是太孤独了，孤独得只剩下穿过板
壁缝的风声，孤独得让一朵朵雪花纷纷挤
进窗棂，想进去一探究竟……

叔叔就这样走了，永远地走了。随后
不久，伯伯也只好搬走了。那么，人去室空
的崩土坎，你终究也会走么？

我想，在那片曾经炊烟袅绕的土地上，
依然会有星月为灯，会有衰草为庐。而那
沉甸甸的乡愁，也将在我心中恣意生长，直
到永远……

（作者单位：石柱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
员会）

永远的崩土坎
冉小平

花卉园内长有慈竹，现在正是生发秋笋
的季节，可能有笋子虫。记得小时候，我和童
年小伙伴此时正穿梭在家乡那竹林中捉虫。

笋子虫，学名叫竹象，在我的记忆中，
最有趣的莫过于把它们捉来做小风扇，让
我度过几个凉爽的夜晚，那简直成了一个
无与伦比的梦境。

那时，我和小伙伴选择高粱秆下方的那
节，用镰刀截取约莫大人两根手指加起来那
么长，再到灶屋找来竹刷把，抽出一根竹签，
竹签的一头插入笋子虫前腿中。在高粱秆
的末端下方呈“十”字形对称穿上两根竹刷
把签，每一根竹刷把签的两头各穿一个笋子
虫。最后，把高粱秆的另一端插入毛竹筒
中。刚做好的笋子虫小风扇被拿在手中，或
搁放在木桌上，只要一个笋子虫率先展翅，
其它的也会笨笨地跟到飞，随即它们会像风
车那样飞转，很快一阵阵凉风吹来。

父母起初叫我去捉笋子虫，是因为它
们伤害竹笋。特别是它们细长的黑嘴只要

把竹笋啄了一个小洞，那根竹笋无论长得
多么胖都要死。

我第一次捉笋子虫，是在一个午后。
那天很热，从竹林里往外望，天空瓦蓝瓦
蓝。我脚穿凉鞋，头戴草帽，手中捏了一把
柴刀，还背了个帆布书包。只不过，书包不
是装书，而是用来装笋子虫。

笋子虫真多。有在竹林间飞舞着的，
有在竹笋上爬着的，也有正在吸吮竹汁一
动不动的。

耳旁是一阵又一阵的蝉鸣，和几声鸟叫。
没想到，笋子虫的如锯子镰刀般的前

爪把我的手伤了。我一气之下，把它的脚
爪扯掉，把它的长细嘴转动一整圈，再扯掉

它坚硬背壳以及翅膀，这才甩进嘴巴中，嚼
起来居然“喀嚓”作响，像吃炒胡豆。

那味道比吃炒胡豆香多了。笋子虫头
黄身黑，也有黄中略带黑斑点，身体椭圆
形，拇指大小。那天天黑回到家，我把书包
里的笋子虫倒出来，祖母的眼睛都笑眯了：

“炒笋子虫下绿豆稀饭好！”
笋子虫是好吃，但剥笋子虫跟剥小龙虾

差不多，弄不好会伤手，它那细长嘴，会像针
一样插进手指。那天可把我和姐姐剥惨了。

猪油炒笋子虫，那真是一道美味。记
得那天两大盘油炸笋子虫，和一小土碗酒，
让我爸妈暂时忘记了岁月的艰辛。

后来，我每到暑假都要去捉笋子虫。
有时一个人，有时跟着小伙伴。有的小伙
伴还把笋子虫带县城去沿街叫卖，能卖个
好价钱。

说实话，笋子虫给我童年带来的乐趣
不亚于一本本的小人书。在以后的多年
里，我都怀念那生活在竹林中飞舞生风的
笋子虫。有几次在梦里，见它们爬满了我
一身，又感觉在我的房间里飞舞生风，当我
正准备享受阵阵凉意时突感浑身痒痒，这
才清醒过来，原来我被蚊子咬了。

前两天看到花卉园内有几笼慈竹，我
便又想起了多年未见的笋子虫。

笋子虫
樊小毛

青草坪高岗看云

我们的海拔
突然升高到2000多米
满怀豪情
站在青草坪高岗上看云

陕西的云涌过来
重庆的云涌过去

我们夹在云朵中翻腾
有天下英雄浩叹
有野花汹涌
有青草气息磅礴地弥漫
有刺被闪电拔去

这是昨日的乌云变成白云
这是穿白衫
仗剑而舞的侠男侠女
此际，我无闲愁
暂时忘却了小风小雨

蓦然，天空像个大房间
打开了门
放出朵朵巨莲
我对其中的一朵说：谢谢
你吻了我

白云还在奔驰
一群天马行空，蹄音哒哒

似鼓乐
这照耀，让蔚蓝的我们
渐渐地

接近了天堂的圣洁

啊！白云从陕西涌过来
白云从重庆涌过去

我们在这欢乐的交换处
海拔岂止2000多米
可以，再加上900米扶摇

直上的鹰翅
200米凌霄的花香

情人谷

我去过不少情人谷
但都没遇上情人，更谈

不上
幽深的爱

在这里，河魚乡
情人谷不是远梦而是近景
一条鱼即可称为爱人
一朵野花
可以让我和她藏进闺房

以云为瓦，以水为枕
以石壁为墙
以繁星点灯，不仅夜晚睡

在美梦中
即便白日，也可躺在
溪边的石板上，听溪水

潺潺
任凉风拂面

我不要浮光掠影的忧伤

沉重到轻的苦闷
在这里，幸福中的幸福更

幸福
我们有一万个
美好的自己，在体内

她对我说：好花都会盛开
我回应她：嗯嗯
学学花的怒放吧，欢乐
就能欢乐到顶

情人谷是个好地方
我们在神秘的景地神秘，

不在
爱情里受苦
而是，甜美四季
没有花色背叛，花香折磨

她对于我
恰如另一类花开，没有

失恋
我与蝴蝶
既相似，又不相同
因为她的花瓣，每一片，都

有着
阳光和月光下的梦幻

啊！来到情人谷
她的新花让苍老的我容光

焕发
我们久久地爱着
唯风成为过客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河魚，我把你留在了诗歌中(两首)
华万里

前两天的一个上午，一只灰黄略带褐色
的漂亮小鸟飞临，见我家厨房门开着，便信
步穿过厨屋，来到我家饭厅。小孙女见了激
动大呼：“爷爷，鸽子！爷爷，鸽子！……”老
夫闻声赶到，蹑手蹑脚将其擒获，定晴一瞧，
竟是一只花脖斑鸠。

斑鸠在我国属于三有（有重要生态、科
学研究、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保护动物，主
要分布在南方广大地区，小时候在我的老家
湘南山区，就有人捕食此鸟，据说肉质细嫩，
味道鲜美。本人现居小区地处渝北，开发时
间早，绿化较好，鸟语花香，小小菜花源里，
鹧鸪、喜鹊、画眉、百灵、麻雀、斑鸠、布谷鸟
等常能见到，不过它们生性胆小，行动敏捷，
你想随便捉拿确非易事。

然此鸟不请自来，成为寒舍一不速之
客，且待我仔细端详一番：它尖尖的长嘴，细
细的红腿，黑黑的眼睛，鼓鼓的胸脯，圆圆的
小脑袋，长长的大尾巴，全身羽毛黑、褐、灰、
棕、红、黄、白七彩斑斓，配上颈部那一圈黑
白相间的斑纹酷似一条围脖，昂首挺胸，旁
若无人地踱着方步，非常神气，简直是美丽
极了，令人爱不释手啊！

民间还有斑鸠是传统吉祥鸟的说法，认
为斑鸠进宅寓意天赐吉运，平安健康，诸事
顺遂。诚然，传说归传说，不足为信。但是，

人们借用吉祥鸟、吉祥花、吉祥树等各种吉
祥物，表达某种意象情思，憧憬、向往、展望
和追求更加美好的事物，美好的生活，美好
的未来，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花脖斑鸠进人家，这确实要归功于现在
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感恩盛世，不负好兆头，老夫立刻弄来
玉米、小米、芝麻、绿豆等，又到地里挖来两
条蚯蚓，决意将此小精灵悉心喂养，好好照
料亲近几日。

于是，我对孙女说：“这只斑鸠很可爱，
让它陪你玩几天，你给它取个小名好吗？”孙
女高兴得连连点头，寻思几秒钟便回答，“那
就叫小鸠鸠呗！”我说好啊！就叫“鸠鸠”。

鸠鸠吃的有了，夜宿尚犯愁，因为临时找
不到鸟笼。好在我马上想到了“丑丑”的矮木
屋，丑丑是一条百岁高龄的京巴狗（16年×
7=112岁），我把已系上脚绳的鸠鸠送进狗
舍，并叮嘱丑丑不要欺负它。以往，小鸟们来
啄食狗粮时，丑丑会跳起脚脚驱赶，今儿个
奇迹出现了，狗狗好像听懂了我的话，不吠
不跳，竟然与鸠鸠和睦共处，相安无事。

转瞬三日过，今天已秋分。窗外闻鸟鸣，
我把斑鸠放生了，回归大自然，祝它一路飞好！

（2020.9.22，秋分当日）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花脖斑鸠来我家
唐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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