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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 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浦里河系老家小镇背后那条河。孩提
时，我并不知道那条河的书面名称，随大人
们一起称其为大河坝。
大河究竟有多大?我的脑海里没有明确
的概念。凭肉眼见河流很长，
一望无际。河
面很宽，站在屋后河堤向对岸的人挥手，却
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河上搭有一座
简易的小木桥，
小时候我曾跟母亲去对岸走
亲戚，走在桥上老听到吱吱嘎嘎的响声，感
觉惊险又好玩。
听祖辈讲，
镇上世世代代的人都靠那条
河养育而成。打我记事起，母亲常对我说，
两位哥哥从小就学会了去河里挑水。最初
因为个子小，
一桶水两个人抬着走。后来大
点了，就一人提一桶水回家。我出生后，家
里已安装了自来水。水还是大河的水，
只要
拧开水龙头，
就会听到哗哗的流水声。母亲
总说，
兄妹三人，
就你最享福。
二伯母家住隔壁，那一年，刚参加工作
的堂姐将男朋友带回家。小伙子家住农村，
二伯母心里极不乐意。堂姐态度却很坚决，
一直强调对方对她好。二伯母没好气地说，
那你让他去大河坝挑几桶水嘛。准姐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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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两江影视城，依然像它刚被创造
出来之际，保留着原汁原味，保留着旧时记
忆。两江影视城，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是
集影视拍摄、文化旅游、度假休闲、历史风
貌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2012 年
因电影《一九四二》选址拍摄，兴建而成。
经过拱形的门洞进城，有一种豁然开朗，别
有洞天，从现代到过去的仪式感，找回那旧
日时光仿佛也是从此刻开始。
蓝天上深情演绎的是一朵朵飘浮的白
云，高高在上的是太阳与盘旋的鸟群，它们
终于取代了我们在大城市里抬首所见的钢
筋水泥。眼前一条老街，除了主街，其余全
是老石板，街道转角随处可见的水缸、石
磨、石凳、猪槽，已经被岁月磨掉了棱角，有
的上面还有青苔的痕迹，这些都是修建时
刻意寻来的几十年上百年时光积淀下来的
东西，也是人们怀念岁月的最好的见证。
想必工匠加工的时候也小心翼翼，生怕一
不留意，就磨掉了它们的灵魂。老街两边
遍布飞檐斗拱、楼台亭阁、酒肆庙宇、朱门
闾巷……洋货银行裁缝店鞋帽店当铺……
应有尽有。尘世远行者们一阵喜悦，身心

我的妈妈是一位亭亭玉立、谈吐优雅、
爱穿粉色连衣裙的淑女。但你如果认为她
是一只温柔的绵羊，那一定大错特错了，她
实际上是一只凶猛的
“母老虎”。
“喂，溪溪，东西带齐了没？”
“溪溪，水龙头关了没？”
“溪溪，眼镜带回来了没？”
听，妈妈又开始唠叨了，话语如同滔滔
江水，连绵不绝。有时，我都有点儿烦她，
多次给她提意见：
“妈妈，别唠叨了，我好着
呢！”
“ 那怎么行，万一出了啥意外，咋办？”
对于我的意见，妈妈却总是充耳不闻、我行
我素，
真够麻烦的。
要把我的妈妈比喻成一匹马，那可是
再合适不过了。她就像一匹马，不辞劳苦
地干活，撑起家中的半边天，每天不但要做

往/ 事/ 回/ 首

硕大的广场，这让住在两岸的人们都很兴
奋。白天，
对岸的乡亲们三三两两结伴来场
镇赶集。黄昏，
场上的人们不约而同去桥上
散步，
见了谁都能聊上好一阵。到了夏天，
桥
上的夜晚更是热闹，
人们坐在广场边吹着河
风，
喝着刨冰，
聊着乐事，
再整几句卡拉OK。
周成芳
街头朱叔叔家开了照相馆，
去他家拍照
的人大多要求以大河为背景，
每次他都得挂
话没说，
去河里挑了一桶又一桶。二伯母家
线。没多久，就见河中露出一个小脑袋，朝
着相机去河边。后来，为方便人们拍照，他
的水缸满了，
她的脸上也由阴转晴。
岸上的小伙伴甩甩头，
那姿势简直帅呆了。
干脆在桥上广场支起脚架。初中毕业那年，
大河坝是小镇居民的重要聚集地。天
我们女孩子不会游泳，
就直接穿着裙子
班主任带着我们在河边沙滩上拍毕业照，
他
气晴朗的时候，女人们提着木桶去河边，桶
在浅水段里泡着，太阳光很强，泡在水里却
说就是这条河养育了我们。我也在那天才
里装满了一家老少换下来的衣物。有时需
格外凉爽。为寻找乐事，
我们趁那些男孩不
知道，
河的本名叫浦里河。
要清洗的衣服多，
水桶就会换成大背兜。河
注意，偷偷往他们的脸上洒水，看他们满脸
大学毕业后，
我怀着梦想漂泊四方，
却始
边有很多大小不同，
形状各异的青石板。女
狼狈的样子，
不禁乐而开怀。
终看不清前进的方向。当感觉身心俱疲时，
人们总爱扎堆一起，一边在石板上搓衣服，
我对大河坝也有敬畏之心。那年月，
老
我逃也似的回到浦里河畔。彼时，
家里已修
一边热火朝天地聊家常，
好像每天都有摆不
天爷要是连续发威，
河水就会持续上涨。先
起了三层小楼。我每天无精打彩地坐在楼
完的新鲜事。
是淹没了浣衣石，再没过河岸的层层石梯，
上，
望着缓缓流淌的浦里河，
任思绪飞扬。
先洗完的，却并不急着走，拿过其他人
眼看着屋后的菜地也快被冲毁，
人们开始忙
母亲对我没有半点责备，
她每天精心为
桶里的衣服接着洗，继续刚才没聊完的话
乱起来。
我准备一日三餐。父亲本不善言辞，
却时时
题。遇到谁有洗被子之类的大件，
几个女人
男人们挨家挨户上门，
一些人负责将各
为我分享点古人如何战胜困难之类的励志
一人牵着被子的一角，用双手不停地翻动，
家的老人小孩护送到场外安全地段，
另一些
故事。
在水快拧干的时候，
再将被子往大石板上重
人则将每家的锅碗瓢盆，
桌子板凳搬运到楼
秋高气爽的日子，
我决定背上行囊再次
重一扔，
那声音清脆又响亮。
上。家里住平房的，
就帮他们将沉重的物品
远行。临走那天，
我特意站在屋后河堤上，
背
暖暖的阳光洒在浣衣石上，
也洒在浣衣
搬到住楼房的街坊家。女人们也东家走，
西
靠浦里河拍了一张照片。我带着那张命名为
女的脸上。女人们清朗的笑声和着潺潺的
家看，
看谁家还有小东小西需要清理。大家 “背水一（站）战”
的照片踏上了新的征程。
流水声，
宛如一曲动听的交响乐。
你搭一把手，我出一份力，谁都分不清这是
我在繁华的大都市拥有了一席之地。
大河坝不光是大人们的洗衣池，
更是我
在你家，还是我家。清理得差不多了，人们
但每年辞旧迎新之际，
我依然会回到浦里河
们孩童的游乐园。尤其是炎热的夏天，
男孩
提着随身物品，
浩浩荡荡离开家门。待洪水
畔。我固执地认定，
只有喝一碗养育过我的
子们光着上身，像鱼儿一样，在水里游来游
退去，
又一起返回挨家挨户共同整理。
河水，
才能让我感受到新年的氛围。
去。一些胆大的男孩直接从几米高的河堤
我上初中的时候，
大河上架起了一座宏
随着三峡移民搬迁，
老场镇也位于淹没
上纵身一跳，河水很快划出一道漂亮的弧
伟的石拱桥，
足有 200 米长。桥头还修建了
区。一些老街坊在新的规划区域内修建了
房屋，
将新家仍然安置在浦里河畔。
二伯母已年过八旬，身子骨仍很硬朗，
她说幺儿经常去河边钓鱼，
这是常喝鱼汤的
缘故。她说的幺儿，
正是当年初次登门便去
大河坝挑水的姐夫。小舅在新场镇修建了
漂亮的小楼，房屋距离浦里河不足一公里。
吴丹
他每天推着 90 多岁的外婆去河边晒太阳。
关于浦里河，
我曾特意上网查询过相关
得到了彻底的放松，可以宠辱皆忘了，可以
砂 大 吊 灯 ，周 围 灯 光 是 从 墙 里 夹 壁 中 射
资料。这条河的长度，
发源地，
流经哪些县，
下棋品茶了，可以秉烛夜游了……
出。坐在这里看戏，貌似自己已经穿越时
哪些乡，
我还专门记在本子上反复熟记。可
银行同业工会、
国民政府行政院、
杜月笙
空回到了从前。但我更喜找一个安静的地
记来记去，却总也记不住那些空洞的数据。
公馆、
建国银行、
江全泰号、
中英联络处、
中法
方坐下来，泡上一壶清茶，翻开一本喜爱的
唯有那一段不足 5 公里长的大河坝，我从来
大药房、苏联大使馆……每一个都是值得去
书，享受慵懒的时光。草木一间、网红英式
没去记过，
却必将在我的记忆里永生。
细细品味的地方。门口那些手持数码相机的
茶屋安娜茶屋、中式茶社泽园都是悠闲午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开州区作协
人，
有拍手工海报的，有拍茶馆的，有拍裁缝
后的好去处，安静怡人，洗去尘心。或去肃
副主席）
店的……阳光明媚，光线过强，还会有人特
穆的天主教堂感受虔诚心声，或慢慢行走
意将照片调成黑白或泛黄效果。他们是观
在各个小巷，寻梦里那条熟悉的青石板路，
摩历史在这些建筑上留下的岁月痕迹，
还是
再不然放慢脚步逛逛街边的店铺，抚摸着
在寻觅每个细微之处承载的乡愁呢？
老物件，
心境平和，
恬淡自如。
诗/ 绪/ 纷/ 飞
以前只在影视文学作品中感受过从前
路过老戏台的时候，我被一阵悠扬的
的市井风情，此刻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京腔吸引了。细细听来，竟然是《霸王别
小贩儿的叫卖声，叮叮当当的打铁声，街头
姬》：
“ 汉兵已掠地，四面楚歌声……”不禁
艺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混合着食物的香
望去，台上的人浓墨重彩，盛装在身，眼波
何从花
气，琳琅满目的花灯。如果饿了，众多的餐
流转，这是一对非常年轻的恋人。他们痴
厅饭店，任选一家都是满意的午餐。忽然
迷，他们投入，他们在用全身心演绎这古老
一顶旧草帽
瞥见有穿各色旗袍的袅娜女子走过，像丁
戏剧……一种莫名的情愫在我心里潜滋暗
挡不住席卷而来的暮色
香般温柔娴静，也有学生装的清纯女子，着
长，
也许这就是希望之光吧。
不远的田埂上
帅气军装的女子……看着复古的建筑和身
当夜幕降临，在安静河边吹吹风看看
渐行渐远的老人
着民国时期服装的人们，不觉间有一眼百
灯火迷离的夜景，或是寻一个热闹的地方，
弯腰驼背
年的恍惚之感。
去看看皮影戏、魔术表演是否牵动你的心，
已年过七十
惬意的午后，还有满满一下午可以忘
去皇后歌舞厅感受当年的风流热闹。待夜
情挥霍。去国泰戏院吧，霓虹灯构成的“国
晚繁华落尽，我想醉在两江影视城，枕在两
摇曳的晚风
泰大戏院”五个大字，吸引着往来的市民。
江影视城，等明日日出，这段穿越之旅才能
让他赋予我的四肢
当时，人们尚不熟悉霓虹灯之名，称之为年
算得上完整的一行。
有了活动的天空
红灯。戏院内有座位一千多个，皆为铁靠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南岸区作协
就在这一刻
背椅，金丝绒弹簧坐垫，天花板上有六盏磨
副主席）
我相信
我活了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浦里河畔

两江影视城一游

稻草人

作/ 文

妈麻马骂
黄南溪

家务，还要辅导我的学习。
这天晚上，我正做着香甜的美梦，突
然，
“哗哗哗……”一阵水声响起，搅乱了我
的梦。
“谁呀，大晚上的，非要打搅别人的梦
吗？”我睡眼惺忪，一边嘀咕着，一边穿上拖
鞋，打算出去看个究竟。然而，当我来到
水声的发源地——阳台时，忽然愣住了。
因为，我看见妈妈正站在阳台洗衣槽旁，
拿着我白天穿过的那几件脏得不成样儿
的衣衫，一件一件孜孜不倦地搓洗着。顿

时，我的心涌上了一股暖流，像吃了蜜一样
甜……
别看我妈妈有时像匹马，勤勤恳恳，有
时却像一只老虎，胆大凶狠。记得去年期
末考试，我的语文考了 96.5 分，在全班看
来，这是个十分不错的成绩，得到同学的羡
慕和老师的夸赞。可是，当我美滋滋地将
成绩告诉妈妈时，妈妈的反应却让我出乎
意料。
“96.5 分，这么差，闭门打手！”
“ 人家
成绩不错了！”
“对自己要求太低了，打！”大
约十分钟后，
我的手上就起了斑斑的红痕。
这就是我美丽、唠叨、任劳任怨，却也
严厉的妈妈。不过我知道，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
我爱我亲爱的妈妈！
（作者系南岸区金山路小学四年级 3
班学生 指导老师：
吴晓蓉）

萤火虫点亮迷糊的黑夜
一点一点地剖析着星河的意义
眺望茫然的夜空
我选择沉寂
暗暗收集天地之间的能量
让自己变得强壮自信
像人一样地活着
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
不管别人怎样嘲笑和讽刺
我守护着脚下的这一亩三分地
不管清苦的红尘
掩埋了多少快乐踪迹
我也要替老人
拓展岀一片希望的绿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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