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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浓得化不开的绿下面是如水的温情。
星子被揉碎，落在枝桠上。已经是很

晚了。星，月，还有一束被拉得长长的光在
夜里闪着。是外婆，握着小巧的手电筒，用
稍慢的步子送着我们。从小院，路过池塘，
再到参差茂盛的亭亭的桃树，整个夜只剩
下蝉鸣、装满鸡蛋的塑料袋细微摩擦声，和
外婆柔声的念叨。

一家人慢慢地走。外婆总是笑着陪我
们走，送我们上坡，再停下看着我们的小车
离开。每次探望外公外婆回家的时候，外
婆总是不舍的，但是她又把那深深的不舍
埋在心里。她寂寞又欣慰，乡下时光宁静

而漫长，我们前往探望时又给她儿孙膝下
绕的热闹。送我们回城里的家时，她会把
所有的不舍印在那支手电筒不大的光里，
撒在路上，留下温度，在我们下次扣响家门
的时候，又拖着老去的身子迎接。

走到桃树下边，她就站住，停下，妈妈
的车总要倒车，倒，再倒，才能从不太平整
的斜坡上开出来。她站的地方刚好不会挡
住车的路线。妈妈把车开到平路上，也停
下。这时候，打开窗，高举着手对那棵桃树
下喊：“妈妈——”车的后灯亮过了小小的
手电筒。“拜——拜”她也举起了另一只
手。“轰——”车开走了。坐在后座上，远远
望着外婆，竟不知道月下，她眼里的是月光
还是泪光。只是隐隐听到她说：“有空了再
回来哟。”话里满怀了期待。

桃树翠绿的叶被风吹着，染上了如水
的柔情。

（作者系重庆一中初一年级六班学生）

树下温情
李中艺

小雨，请跟我一起入秋
只要一眨眼的时间，我们坠落
像落叶那样，翻转着
落到秋天的发端

在秋天的眼睫，我们分离
如果你关上窗户
顺流而下，跟随江河
但愿那尽头是大海

是我不曾到过的天涯

那里是不是也有四季，有下不完的雨
有孤独的村落，人们叫故乡
篝火燃起的时候，海浪远远退去
退到时间之外，星星闪烁不到的地方

像我一样退到冷暖之外
会不会隆起一座山，阻挡所有的路
你在山前升起白帆，解开长发
而我在山后，以失眠为交换
走进秋天的第一场小雨

（作者供职于重庆三峡银行）

入秋
郑洪

掠过一望无际的夜空
不知不觉间，月亮挂在天上
照亮远处的房屋、近处的河流
让前方的路
更加宽阔明亮

月亮在高空
听不见其他声响
常常对着暗夜呼喊
也曾铺满，一片片光亮
献给渐行渐远的夜行人

尽管心中有风雨、有雷电
月光坚持每天从暗夜启程
直到天亮结束

一直倾泻亮光
乘着夜色，抵达黎明

月光在夜空里放慢脚步，挥动手臂
把璀璨的繁星
一颗一颗点亮
惯看舒卷的云朵，自由自在移动
月光始终坚持那么耀眼、那么闪亮

一生的时间，月光都在使劲发光
一颗心一直处于
轰轰烈烈的燃烧状态
源自心底，装满欢喜和敞亮
让心灵始终蓄满光芒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月光，让心灵蓄满光芒
左利理

走进青龙村
就走进了梦中的江南
那村，那巷，那粉墙黛瓦的鲜亮
水墨般铺展开来
像极了，李清照笔下的小令

蜜蜂在搬运菊花
三角梅在翻动火焰
弯腰嗅花的姑娘，嘴里还哼着小曲
蓦然抬头，似一株秋阳下的丹桂

笑脸上挂着蓓蕾和花朵
差一把油纸伞
让她，从婉约的小巷走过
定格为一行人，高举镜头的风景

在老渡口停下脚步
让那棵硕大的黄葛树，举一杆茶幡
晃出陆羽沏茶的背影
晃出清朝和民国的休闲时光
再虚构一条乌篷船
从昨天的烟雨中开过来
我们就能渡到彼岸去
小船犁开的倒影里
就会传来尖利的惊叫，和快乐的歌声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

青龙民居
王明凯

我是小学六年级时近视的。那时学校
常常停电，下午五六点钟时学生们还在不
停地抄黑板，昏黄的蜡烛一排儿在粉笔槽
中飘摇。做不完的作业，边走边做，借着还
未完全暗淡的天光，把小本子贴到路上的
电杆、砖墙上写一阵。又看小说，厚厚两大
本《射雕英雄传》，纸特别黄，字特别小，头
埋得太低，书桌上放课本，膝盖上放《射
雕》，老师家长一巡视，膝盖一下子就缩到
书桌下了，娴熟之极。后来眼睛眯呀眯地，
视线就模糊了。

赖着不肯承认近视了，一边安慰自己
是“假性的”，一边猛做眼保健操。后来老
师给调座位了，坐最后一排，眯着眼睛都看
不见黑板上的字，心里才真慌了。妈妈很
严肃地带我去了“精益”。

眼镜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发明，
最初的那副黑边眼镜伴我度过了初中。开
始爱美了，太土的衣服不肯穿，眼镜当然不
肯戴，小心地锁在课桌里，只用它来看黑
板。后来就有风言风语，同学说我这个班长
傲气十足，对同学的点头微笑冷若冰霜，我
委屈得想哭，因为我根本看不清楚五米以外
同学的表情。开始对近视仇恨起来，报上有

“磁疗眼镜”的广告，急急地汇款去邮购了
来。闷热的暑天躺在蚊帐里戴着治疗，被不
知情的室友一掀帐，骇得叫出声来。我心怀
歉意，那磁疗眼镜的怪模样的确太吓人了。

依然没什么起色，功课又一天天紧逼。
是重点中学，明争暗斗得很厉害，又有英俊
的男同学淡淡地说过一句：你戴眼镜蛮有气

质的。这话一直让我心里美滋滋。于是正
儿八经地开始戴眼镜，直到高中毕业。

念大学时我的思想又开始动摇，一些
朋友劝我戴眼镜：“你的眼睛已经开始变
形，戴上还可以遮丑。”一些朋友又力劝我
不戴：“瞧瞧，现在还有哪个女生愿意当小
四眼？”我又只好时戴时取，左右为难，去周
末舞会时最麻烦，戴吧，哪个男生想请这种
书呆子似的女生跳舞？有当一晚壁花之
险；不戴吧，迷离的灯光下，又怎么看得清
与自己拉手的是帅哥还是个龅牙？完全分
不出李四还是张三。

后来横了心，戴！管别人说好说坏，没
男生喜欢就算了，自己要有点个性。同宿
舍的小琳为了爱美戴隐形眼镜，没多久眼
睛就不停地充血发炎，我就讥笑她虚荣，深
深地为自己的朴实求真而自豪。

可我后来还是配了隐形眼镜，正是恋
爱时节，只为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男孩无心
的一句“你的眼睛很漂亮”。于是为了当他
心底的秋水伊人，也不顾什么个性了，昏了
头似的连夜去配隐形。那男孩最终与我形
同陌路，可隐形眼镜却与我亲密无间。

闲时翻看旧物，发现以前一大堆缺胳
膊断腿、锈迹斑斑的有形眼镜，又看看如今
瓶瓶罐罐的“隐形眼镜全护理液”，想起以
前出门时我都要念叨的顺口溜“眼镜、钱
包、钥匙、手机”，突然生出一种淡淡的悲
哀：无疑，这幅框框将伴我一生，究竟眼镜
是我的随从，还是我是眼镜的仆人？

（作者供职于南岸区文联）

雾里看花的眼镜生涯
赵瑜

当秋以饱满的黄抚慰大地的时候，人
们就开始了收割的忙碌。秋从遥远的地方
一路攀爬，来到我的家乡，时序正好是中秋
前后。因此，刻在记忆深处的家乡，飘着谷
香、浸着汗水、洒满欢笑。

清朗的夜空，一轮圆月挂在树梢，柔和
恬淡的月光拥抱着宁静的小山村，拥抱着
大石坝上的父老乡亲笑声。照亮了安静地
等待脱粒的谷草，照亮了人们脸庞汗珠里
躺着的小月亮。

大石坝是一块半埋在土里的天然岩
石，露在地表的那部分，大约200平方米，
长条形，按东西方向呈45度夹角倾斜。尽
管表面不算平坦，一些小凹凼分布在石坝
各个角落，但这丝毫不影响晒干粮食的功
能。所以我们院子里的五家人把石坝平均
分成五份，收割时节自家用自家那一块，各

家把自己的粮食一批一批摊在石坝上任太
阳烘晒。看似互不干扰、和谐共生，实则晒
的是一年到头的丰欠、晾的是各户家底的
厚薄、比的汗水付出的多少。

父亲夜观天象，预测今天是收割的好
天气。凌晨三点，母亲起床摸黑走出家门，
走进如水的月光里，走进金黄的稻田中，娴
熟地拿起镰刀，弯腰把站在田里的稻穗拦
腰截断，站着用三两根稻草当绳子将稻穗
捆成一把把沉甸甸的“草把”，转身把“草
把”在谷茬上摆下“八字阵”。镰刀“嚓嚓
嚓”的声音和着浓浓的月色陪伴着孤独劳
作的母亲。俯站之间，一块块田里的稻子
就躺在了谷桩上，静静地等待黎明的到来。

吃过早饭，父亲抱着“草把”，深一脚浅
一脚穿梭在谷茬的缝隙之间，把背篓装成
一座座小山。母亲瘦小的身体，被埋在这
一座座小山里，在稻田和石坝之间的乡间
小道上来回奔波。我扯散“草把”，均匀地

铺在石坝上，让它享受阳光的惠顾，等到太
阳下山，谷穗早晒得干焦酥脆了。

小山村像个惦记着糖果吃的娃娃迟迟
不肯睡去。一家人简单吃过晚饭，就着月
光，母亲用连枷敲打着一家大小的温饱和
希望。连枷在母亲手中旋转出美丽的空
翻，均匀而有节奏地落在谷把子上，稳健有
力而又郑重其事。轻快的蛙鸣、柔韧的蛐
叫和连枷起落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时而浅
吟、时而低唱，在母亲双手的指挥下演奏着
丰收的歌谣。谷子从稻穗上纷纷落下，它
们是母亲另一群孩子，暮归时分，随着母亲

“一个都不能少”的呼唤，依依不舍地离开
金黄的稻田，回到渴望已久的粮仓。我常
常心疼被打中的谷粒，问母亲：“它们会不
会疼？”母亲笑着说：“傻孩子，它们疼但也
很快乐，因为长大了就得去该去的地方。”

稻穗被连枷熨得平顺服帖后，母亲就
拿起一把大镰刀反复勾抖谷草翻茬。我学
着母亲的样子，左一镰刀右一镰刀，一会儿
高，一会儿低，鲜活的稻香，飘进我的鼻腔、
胸腔和快乐的童年。转眼间我们就像弹棉
花一样让平顺的稻草蓬松起来，我兴奋地

跳进去打起滚来。父亲笑着责备道：“小猴
子真调皮，等会儿身上痒不要哭啊！”母亲
把我吼起来拿起连枷，举高、放下，再举高、
再放下，又一次重复着“丰收的歌谣”，直到
母亲认为已经把所有谷粒敲打下来后，才
满意地掳走轻飘飘的谷草，留下一层厚厚
的黄灿灿的稻谷，反复梳扒、筛捡之间的零
碎稻草、石子杂物。

月已偏西，母亲把清理干净的谷子刮
到石坝中央堆成一座锥形小山。父亲蹲在
石坝边缘，一粒一粒地捡起躲进草丛里、石
缝中、杂物堆下的谷子，轻轻一扬扔进谷
堆。我也跟着跟着父亲一颗颗寻找躲猫猫
的谷粒，迎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太阳慢慢升起，父母与邻居在石坝上
谈论着接下来的计划安排，收下稻谷，割掉
稻茬，挖完干田，种上土豆和油莱。

重复着稻谷收割、脱粒和晾晒的程序，
追赶着日升日落，跟季节赛跑。在秋月的余
晖中，我们一家人席地坐在温热的谷堆旁，
父亲拿出一个透明油纸包裹的切成三块月
饼，小心翼翼地把最大的一块儿递给母亲：

“今年又丰收啦，你的功劳最大，你吃大块儿
的。”母亲不伸手：“你身体不好，最大的这块
还是你吃吧！”最后父母一致决定给我吃最
大那块月饼。父亲一边吃着月饼一边说：

“今年稻谷收成好，够咱们吃一年啦！咱们
冬天再好好种一季油菜。”母亲跟着说：“等
菜籽出来，张平娃明年的学费就有着落了。”

（作者系九龙坡区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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