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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诗/ 绪/ 纷/ 飞

一
天然风景林达成了一致

理想
鹅掌楸、香果树和南方红

豆杉都在天天向上
摘一片木叶可以把木叶溪

吹得山响
吹出几片瀑布挂在天上

相见八十次还是很陌生
陌生里藏着女大十八变的

诱惑
木叶溪站在通往三道坑的

路上亭亭玉立
对她侧目心仪的路人有如

过江之鲫

一株花叶地锦攀爬到悬崖
上山盟海誓

话未说出口就被一只斑鸠
抢了风头

斑鸠躲在树丛中大声朗诵
千古不变的爱情

我听出其中一句似乎是
“君子好逑”

二

都说木叶溪会吹拉弹唱
我却听出了叮咚山泉的弦

外之音
有美丽的风景就有美丽的

心情
美丽的心情自然迸发出万

种风情

猴面鹰斜飞在空中假扮孙
悟空

它要在西游的路上续写西
游记

瀑布的奔腾声里发出了虎
啸龙吟

乌鸡变凤凰并非只是美丽
的神话

红豆杉和榉木、水杉结伴
而行

果子狸邀约穿山甲去穿越
古今

中华小鲵向往着有朝一日
长大成娃娃鱼

事成之日必付出一串婴儿
般啼哭的欢喜泪

溪水白得像天上飘落的
云团

在流经恶滩村口突然变得
乐善好施

免费地掬一捧甘甜的溪水
今生只留下一个念头
——真的不想走！
注:木叶溪天然风景林在

湖南省芷江县境内，系三道坑
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

崇木凼花瑶古村
当一个民族崇木为神
人与树都获得了天地的

垂青
1900 年的树王亲率 1900

棵古树
福荫着载歌载舞的人
因为有大片大片的水青冈
高山上的梯田文明百世

不衰
因为有大片大片的枹栎和

中华槭
鲜艳的花瑶服饰上百凤朝

阳百鸟争春
即使遭遇了最严重的倒

春寒
桃花也与冰凌在同一枝头

上热烈盛开
虎形山作为古村的大背景
让人影影绰绰地感受到四

处是虎啸龙吟
四季在这里生长快乐幸福

生长鸟语花香
刚刚出席了一场花瑶喜宴
醉眼朦胧中我看到了群山

舞动
突然的一幕在我眼前定格
万千条古树的根筋阡陌纵

横蹦出了地面
霎时构就了一大片令人扼

腕的沧海桑田
注:雪 峰 山 上 崇 木 凼 花

瑶古村，位于湖南省隆回县
境内。

黄龙洞
张 家 界 其 实 并 不 全 部

姓张
内部大股东还有袁家界杨

家界天门山
不过黄龙洞邀请我去重温

美景是真实的
两旁的红枫和桂花树在夹

道欢迎
在鼠年的金秋表现得还算

热烈
而皱皮木瓜扎成的篱笆

拱门
正好容我去躬身朝拜
我发现齐天大圣在一块石

头上独舞
似乎从石头里蹦出还想回

到石头里去
这倒要看石头答不答应
他的金箍棒已做起了万众

瞩目的定海神针
石笋石柱石钟乳肃然林立
任凭巨大的海螺吹翻了天
不到关键时刻又怎么暴露

出个中隐秘
多少人踌躇于幸福门与长

寿门只能二选一
百步云梯上过客如云
匆匆地来来去去

我和我的家乡
李晓

家乡是什么，是萌芽你生命的地方，是在远方一
想起，就汩汩汩冒出井水灌溉滋润心田的地方，它给
灵魂源源不断提供着养分，充满了生命的丰盈。

家乡是什么，是伫立与守候在生命血地上的那一
群人，他们，为在心上悬浮的乡情，沉甸甸地打底。

乡下亲戚

我家的亲戚，大多扎根深山，日子清贫，他们如狗
尾草一样生长在山间，在风中摇摇摆摆，似在遥遥颔
首致意。这些老亲戚们，在山中发出芝兰之香，让温
暖的亲情乡情这么多年来一直陪伴着。

在老家时，这些亲戚间的往来，串起了日常生活
的藤藤蔓蔓。我妈进城那年前夕，这些亲戚们提着篮
子里的山核桃，抱着滚圆的冬瓜，扛着麻袋里的新米，
挨个来我家探望。亲戚们千叮咛万嘱托，进城以后，
不要忘了我们啊。我妈说，常走动，常走动。

在城里，遇到老家亲戚们的生日，婚丧嫁娶，我爸
我妈都要提前作安排。有次到爸妈家，看见我爸还在
日历本上标注着：农历三月二十八，表弟何久贵生日；
四月十六，表嫂龙万珍生日；十月十九，表叔孙德本家
娶儿媳妇。一年之中的日子，就这样在我爸妈日日夜
夜的惦记中过去了。

我爸对亲戚之间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长辈晚辈
的辈分关系，捋得明明白白，古时怎么称呼，现在怎么
称呼，心里也清清楚楚。

我三姑奶90岁生日那年秋天，表叔提着一篮子
鸡蛋进城来，篮子里还铺着一层稻草，我妈闻到了稻
草气息，兴奋地问：“稻子收割了吧？”表叔回答，割了，
割了，谷子还在晒，新米给你们留着呐。表叔这次是
特地进城，邀请我爸回村去当三姑奶生日当天的知客
师，就是全程负责接待招呼生日那天来的客人，并在
生日宴开席前代主人家发表感谢辞。我爸愉快地答
应了。表叔赞扬的口气对我爸说，你当年在千人大会
上讲话，绝对没问题。我爸纠正说，没有一千人，只有
三四百人吧。表叔这个人说话一向爱恭维，是那种讨
好强迫症，他又接着对我爸说，不要说一千人，就是万
人大会，你也镇得住场子。我爸叹气说，哎呀，现在退
休了，不要说一万人，连一百个人也没机会了。

老家全村户籍上的1800多人，我爸用亲戚之间的
图谱推算起来，全村人之间差不多都是亲戚了。所以我
们老家那个村子一直以来民风淳朴，古道热肠，端一碗饭
随便进哪家的门，都可以夹上一筷子的菜，都可以坐下来
陪那家主人喝上一杯乡上酒坊里酿的热辣辣的烧酒。

三姑奶生日那天，我跟爸妈一同回村，村子里炊
烟袅袅，飘着肉菜香，厨子也是本村的，赶来帮忙的人
都是村里男女老少。我爸与见到的每个乡人亲戚握
手或拥抱，我妈被亲戚们团团围住问寒问暖。那天开
席前，或许是我爸心情激动，他脱稿讲话的节奏有点
结结巴巴，不过让我惊奇的是，我爸居然当场念起了
他作的一首古体诗。我爸的讲话依然获得了全场掌
声。表叔端着一杯酒倾斜着肩膀走过来，向我爸表示
祝贺：“兄弟，你讲得好，讲得好，千人大会完全没问
题！”我爸走上前，他双腿半跪，递上红包，对坐在椅子
上的三姑奶拜寿，90岁的老人眉开眼笑。村头那棵
与三姑奶同龄的黄葛树，那天午间枝叶吹得哗啦啦哗
啦啦响，似在给我三奶奶贺寿。

这些年来，我爸妈家和我家吃的菜，几乎都是这
些老家亲戚们担着筐背着篼挎着篮扛着袋送到城里
来的，新鲜的菜叶上有时还滴落着山间露水。乡下的
这些老亲戚们，他们俨然是山野间那些遍布的草本植
物上，闪耀着亲情和人性美好的晶莹露珠，袅袅散发
着芝兰之气，温存与滋养着我爸我妈日渐苍老的岁
月。我也愿意，在城市里有着这样的老亲戚，让一个

一个的家，在灯火繁华光影迷离的城市，如找到沿着
回家的老路标一样，充满了人世的牵挂与温暖。

城里老乡

那年我妈随我爸进城居住，搬家那天，山梁上站
满了送行的乡亲，黑压压一片，空中一团团白云蠕动
着，也似在给我妈送行。

进城后，乡下老家的宋会计，是我爸妈在村子里
的信使。老家村子里的庄稼长势，一家一户的红白喜
事，宋会计每次进城来，爸妈都要听取他的专题汇报。

这些年，我爸明显老了，他往往坐在阳台那把老藤
椅上就睡过去了，鼾口水打湿了前胸，我妈就给他胸前隔
了一张手帕。我爸有时沮丧得感觉生活没多大意义了，
他目光幽蓝浑浊，在往事的沉渣泛起中搅动一下凝滞的
思维。不过一说到老乡们，我爸就按捺不住兴奋了。

这些年，老家的乡亲们也陆陆续续进城居住了。
宋会计捧着村子里那本人口账簿，把进城买房、租房
居住的人一个一个画上红圈给我爸介绍。宋会计画
一个圈，我爸就在旁边叹一口气。我妈对我爸说，你
叹啥气呢，来城里的老乡多了，该高兴才是。我爸沉
默着，只有宋会计摸透了他的心事。宋会计对我说，
你爸是担心进城的老乡多了，没人种地了。我知道我
爸是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有一次读报，他看到距
今46亿年的地球寿命可能也有限，面色忧虑地对我
妈说，哎呀，地球要是真没了，这人类咋办啊。

进城来的老乡，有打工做生意的，也有随在城里
买房儿孙一起居住的。比如罗老三，就是罗伦贵，以
前在村子里是个铁匠，我17岁那年高考落榜，堂伯就
是在罗老三的铁匠铺子里给我打的锄头、镰刀和砍
刀。我在月光下挥舞着那把银亮的砍刀，恍惚间以为
自己是古战场的一个将军。

罗老三进城以后做了菜贩，整天开着一辆电动三
轮车批发蔬菜瓜果。我爸对我说，你应该帮帮罗老三，
有一年在村子里，他家杀了一头猪，把最好的一坨猪尾
肉就送给了我们家。通过我联系，城里两家单位的食
堂，由罗老三供给。罗老三对我感激不已，有天溜到我
办公室，放下一个信封就离开了。我顿时明白了罗老
三的意思，在电话里呵斥他：“罗叔，你马上给我回来！”
我把红包退还给了罗老三，对他说：“罗叔，我们是老
乡！亲不亲啊，老乡人。”罗老三的眼圈红了。我爸对
我念叨过，罗老三把瘫痪在床的乡下老母亲也接到城
里伺候了。我爸和我妈提着水果和营养品去看过几
次，卧床的老人感动得抹了一把又一把泪，有一次还准
备硬撑着起身，结果身子还是稀泥一样瘫软下去了。

后来不久，我爸拗不过罗老三的热情，他在城里
一家小酒馆宴请了我爸我妈等几个老乡。这给了我
爸我妈启发，决定进城的老乡们每个月聚聚，也就是
在一起吃个饭，忆个旧。有时聚会，我也在场，每逢怀
旧达到高潮时，与会老乡们都湿了眼眶。我感觉这些
在城里的老乡们，把村口黄葛树下那一眼老水井也引
流到城里来了，汩汩地灌溉润湿着心田。城里老乡，
也是心里的一片月光。

在这些城里老乡的聚会中，倾诉乡情，回忆悠悠
往事，淳朴情感中也不乏显摆的老乡。有一次，一个
儿子是做房地产老板的老乡带着炫耀的语气说，他儿
子最近又接了上亿的工程。我爸有点心堵，起身欲
走，不过他感觉自己不能失了气度，又转过身，握住了
那老乡的手表示祝贺，是我们村子里的骄傲，人才
啊。那老乡眯着眼笑了。

这些来到城里的老乡们，其实在我心头，他们还住
在那一片稻花满村飘香高粱满天红的家乡土地上。他
们和我一样，在那片土地上长满了生命的根须。

（作者单位：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从偏岩古镇升起的清晨
是从黑水滩河醒来的清晨
它在流经接龙场的小石桥时
有了短暂而深情的停顿

百老泉酒坊的门，破了一个洞
丘二饭庄的丘二，将一盆
石磨碾碎的豆子，滤出
月光的白，浣衣的女人
在桥下拍打，石板光滑

岁月的深红若隐若现

豌豆粉、红糖块、坨坨冰糖
集市的吆喝，在流水的上方
迸出脆甜的声响
糯苞谷、水芹菜、嫩黄瓜……
古镇的清晨，原来可以
如此新鲜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偏岩古镇的清晨 殷艳妮

木叶溪（外二首）三都河

补充氨糖胶囊养护骨关节

秋季来临，天气逐渐转
凉，中老年人除了添加衣物
保暖外，还要注意营养骨关
节。补充氨糖，是中老年人
保护腿脚的不错选择。

氨糖胶囊能为中老年
人提供充足的氨糖，为中老
年人营养骨骼，缓解季节交
替对关节造成的严重负担。

正宗氨糖胶囊，10瓶只要299元
增强骨密度，养护骨关节，本市仅限500个名额

★限时补贴活动通知★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得到实惠，厂家

特举办补贴活动：10瓶补贴后仅需299元，因
体验名额有限，提出两点要求：

1.必须是真正有需求的患者；2.为防止
恶意囤货，每人最多购买4套，活动结束后恢
复原价。

咨询
电话 400-6564-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