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适合每个季节的封面
特别是十一月
感动自告奋勇带路
去聆听一场报告
让一颗心被另一颗心打动

毛相林——当代愚公
虽然常年执拗地观天
但坚决不坐在“井”底
于是向四面天坑绝壁抠
向七年时间抠
向八公里长度抠

用六条生命献祭
终于抠出一条“天路”
让四百多位村民踩着云朵出山
然后邀请漆树、蚕桑移民进来
她们最终水土不服
只有柑橘感到盛情难却
留下来开花结果
成了脱贫最重的砝码
继而招呼电商、民宿落户
呼唤小康生活循道而来

陈家秀——养猪状元

贫穷曾是她羞于翻动的页码
“十天没吃一次肉”
“一年没买一件新衣服”
甚至“连电费都交不起”
她清晰地听到了穷困叮当响
但“贫困户”不是温床
并不适宜躺在上面睡大觉
地黄精、小龙虾、小猪崽
都是她向贫困进攻的武器
帮扶犹如一望无际的浩荡春风
她举起勤劳这面旗帜
向着致富的大道阔步前行

欧敏——“90后”村支书
性格与辣椒天然亲近
青春的诗篇写在田坎上
证明“巾帼不让须眉”并非夸口
李建成——大山的亲人
用脚板走出门路
从山东临沂召唤资金技术出发
魔术般变成重庆城口的产业
架起东西部脱贫协作的连心桥

聆听一场报告
就是和一个个故事握手
细节变身抚琴的高手
轻而易举拨动心弦
我仿佛听到春天正在拔节
花草正在疯长
一幅时代画卷正在徐徐打开
（作者供职于潼南区塘坝

镇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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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头颅
七十二年前被残忍割下
用担子挑着走了几十里山路
悬挂在一个小学旁的杨槐树上
你的头
今天仍然高昂着
炯炯的目光远眺前方

走过细雨淋湿的青石板
在山坡一片密林中
伫立在你的墓前
低下我的头弯下我的腰
静静默哀深深鞠躬
献上我无限的尊崇和敬仰

这是初冬的下午
崇山峻岭中的鞍子山
一层层云雾缭绕
雨细细地下风微有点寒凉

我仿佛看见那个黎明
深冬的天空挂着明亮的星
黑沟埫暗洞包杨家土墙屋
油灯点燃柴灶烧旺
一锅包谷粥冒着泡热气腾腾
枪声骤响子弹雨点样飞来
射进土墙射进木门

你率领战友从后门突围
一步之遥就可以冲进茂密的松树林
冲进密林就有生的希望
土坎下你的战友中弹倒下
那可是你生死战友啊
你毫不犹豫转身下坎扶起战友

疯狂的扫射密集的子弹
再次射中了你的战友
也射进了你的胸膛
生命中最后的一闪念
是写有机密的一张纸条
你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将党的机密咽进肚子里
融入你对党坚定信仰

鞍子山暗云遮蔽了星星
暗洞包松林升起万丈光芒

伫立在彭咏梧烈士墓前
仰望你墓碑上刚毅的脸庞
枪林弹雨中定格
威武不屈的永恒雕像

我仿佛看见云天高空
一只苍鹰展翅翱翔

（作者供职于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100张处方
等于100个家庭的痛
等于尹医生的整个白天和夜晚
在璧山广普镇
悬壶济世，年复一年

是谁的哭声刺痛了医者
365日坐诊
用良心配伍，阳光作药引
一张张低价处方
收复旧山河

出生杏林世家的人
尊祖训
不开顺风药
只要有口饭吃
就要去帮助更多的人
远离病痛

升迁的机会高不过
广普老百姓这片天
一院之长，在方寸之间精准扶贫
（作者供职于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党委工作部）

板栗树混杂在树林中，粗粗一看，与青冈
树相差无几，仔细观看则不一样，板栗树的叶
子长条形，比青冈树的叶子要长要大。

秋天到来的时节，我们有空便会到树林
里去观察板栗成熟没有，小拳头那么大的板
栗球，外面长满尖利的木质状刺，形成一个
刺球。常常并排两个结在板栗的枝桠上，遇
到结得多的年景，把枝桠沉甸甸地往下压。
在外面的刺都开始逐渐翻金黄的时候，板栗
就差不多成熟了，不断长大的栗瓣会把板栗
球撑破，外面的刺便会随着破裂的口子向后
张开，露出里面褐色的栗瓣，通常一个栗球
里面有三个栗瓣，紧密地挤在一起。

林中的松鼠到这个时候便喜不自胜，
轻盈地跳跃在板栗树的枝桠间，用爪子和
嘴巴敏捷地掏取暴露出来的板栗，两只前
爪捧着，嘴巴翕动着，树底下掉出一堆堆的
栗壳。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便要抓紧时
间和松鼠争夺，选择天晴的时候，带上背
篼、长竹竿前去采摘。

树枝比较粗壮的板栗树，我们会先是顺
着树杆爬上去，踩着枝桠，尽量伸长手臂把

结着板栗球的小枝一同折断，小心翼翼地拎
着板栗枝，扔在地上成一堆。不时会被尖利
的刺给扎一针，“哎哟”地叫着本能地往后一
缩，等到把板栗球扔下去后连忙擦擦被扎的
部位。遇着结得远的板栗球就只能用稍长的
竹竿使劲地打。可站在树上打并不是想象的
那么简单，明明就在前方不远处，手里拿着竹
竿，一边要背靠着树干找到足以安全的依靠
或是一手扶住树干的枝杈，稳定着身子，腾出
一只手来瞅准板栗球打下去，这样的力度就
大大折扣。有时挥出去竹竿遇着旁边发散出
去枝桠的阻挡，消耗了大部分力气，到达板栗
球时，已经失去了力度，软软地击打在连着的
枝桠上，板栗球纹丝不动，真的是无可奈何。
几竿子打下去，空耗了许多力气，板栗没有打
下多少，却也是背心出汗。

击落的板栗球有时会砸出里面的栗
瓣，忍不住会拿起一瓣，用嘴轻轻咬开一个
小口子，顺着裂口剥开红褐色的硬壳，去掉
里面的包膜，米黄色的栗瓣便呈现在眼前，
塞进嘴里，随着清脆的响声，细腻的肉质，
微微的甜味便在口腔里蔓延开来。

板栗球采摘下来只算是完成了一半，
想要把里面的栗瓣取出来还要费许多的时
间。对于比较成熟已经完全翻黄的栗球，
只要穿上一双筒靴，对着栗球一阵狂踩，栗
球轻易就会裂开，栗瓣便脱落出来，这样的
栗瓣颜色呈现出红褐色。不是很成熟的栗
球不会轻易就这样裂开脱落出来，还需要
用石头或是柴刀的刀背使劲地锤击。我们
可吃了不少苦头，有时手会被石头误击，等
到裂开的时候，栗瓣紧紧地吸附在板栗球
里面，就需要用手去抠，一不小心手就会被
扎一下，叫苦不迭。

板栗的美味我们更喜欢在烧熟之后，
找来一个火兜或是守着灶塘，把板栗放进
火石灰中埋上一段时间，随着滚烫的火灰
加温，到一定的时候，只听得滋溜一声，埋
进火堆中的板栗爆裂开来。这时候，板栗
已经熟了，赶紧掏出来，尖手尖脚地剥开烫
手的外壳。包膜连成一片，很容易就去掉，
把带着温度的栗肉抛进嘴里，迫不及待地
嚼了下去。温热中带着甜味，糯性粘软，细
细咀嚼，慢慢品味再吞下去，那种味道，至
今想念，格外好吃。

时隔多年，板栗树带给我的记忆依然
鲜活。现在的板栗虽比以前更大更饱满，
但远远不及童年板栗的味道。
（作者供职于江津区西湖教育管理中心）

心灵的颤音
——聆听重庆市脱贫攻

坚先进事迹报告会
谢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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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摘板栗 邓廷杰

我和我曾经追逐的梦
罗光毅

深秋里，参加“开放两江、智慧之城与
区域价值”采风活动，随一大群作家和诗人
走进两江新区，从水土高新城到两江协同
创新区，从龙兴足球场建设工地现场到果
园港，所到之处，满目新鲜，美不胜收，赞不
绝口。这是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方，
激情迸发，创新智造，闪耀着一个新区崛起
的希望光芒！

在龙兴足球场火热的建设工地，我停
下了脚步，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三百余亩
的施工现场上，挖掘机、打桩机、混凝土灌
注机、运土车等机械设备全速运转着，和着
施工人员昂扬的激情，奏响出一曲高亢激
越的奋斗进行曲！

这里就是在建的重庆两江龙兴足球
场，总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预计将于
2022年年底完工并交付使用，建成后可容
纳约6万人观赛。这个足球场吸引着重庆
球迷的目光，吸引着全国球迷的目光，吸
引着亚洲球迷的目光，乃至全球球迷的目
光。这是因为2023年的亚洲杯将在中国
举行，在公布的亚洲杯承办10城市里，就
有我们重庆，就有重庆两江新区龙兴足球
场。

这是莫大的荣幸和荣耀。龙兴足球
场，是两江新区打造的体育高地，它是
2023年亚洲杯新建足球场之一。前不久，
它的“定妆照”在央视《足球之夜》华丽亮
相，这座以“体现重庆气质的足球殿堂”，汇
聚旋转、上升的流畅曲线元素，塑造和呼应

了城市气质与足球文化，引起广泛赞誉。
龙兴足球场设计总负责人、中建西南院副
总建筑师李峰在接受央视《足球之夜》专题
节目“新设计，新期待”独家专访时表示：重
庆龙兴足球场，我们在南看台打造了一个
超过9000座的主队超级粉丝看台，这应该
是国内目前最大的主队超粉看台，我们希
望在这里形成类似威斯特法伦球场（德甲
球队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的主场）一样的
魔鬼主场的氛围。

我和我的球迷朋友们分享了这个信息
带来的快乐，我和我曾经一起踢球的同学
也分享了这个信息带来的快乐，共同期待
着2023年的亚洲杯，期待着在龙兴足球场
出现的魔鬼主场氛围。

我与足球是有缘分的。
我的中学生活是在位于黄桷垭的广益

中学度过的，学校的足球场就在文峰塔
下。进校后不久，我很荣幸地被选拔进了
学校的足球队，课余时间随队训练，足球成
为我课外的最大爱好，黑白块状相间的足
球，铸进我青春的理想里，奔腾在我燃烧的
年代中，足球场就是我的第二课堂，足球就
是我追求的梦。广益中学的足球是有悠久
历史的，被一届又一届足球队传承着，出成
绩，出人才，是球队的荣耀，在我这一届的
足球队里，先后两任队长都进了四川省青
年队，他们既是学校足球队的骄傲，也是激
励我们努力训练的动力。足球队里一起训
练的两任守门员，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一个

曾被选进省青年队试训，一个后来留在北
京成为著名的文化名人。

高中是在巴蜀中学读的书。因有踢球
经验，便自荐去了学校的足球队，在与球队
简单磨合后，就碰上与同区内另一所中学
的足球队交锋，谁胜谁就代表区里参加市
里的比赛。

那场比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赛
是在大田湾体育场门外的训练场踢的，球
队在我的努力组织进攻中赢了下来，但我
也付出了双膝皮破渗血的代价。赛后还出
了一个奇葩的插曲，我被对方球队质疑为
是“外援”，因为踢球技艺比队友明显高出
一截，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带上学籍证明
前往对方球队验明正身，否则就将上诉，这
场风波在对方球队查实我确属巴蜀中学在
校高中生后才平息下来。

尔后多年，在大田湾体育场和奥体中
心，我和球迷们一起呐喊着，欢呼着，为心
中的足球，为曾经的梦想。

今天，站在两江新区龙兴足球场火热
的建设工地上，已不再年轻的心，再次被震
撼。我期待着，为即将来临的足球盛宴，也
为曾经的梦想……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在方寸之间精准扶贫

杨长虹

艾晓林

谒彭咏梧烈士牺牲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