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 胡万俊 责编 钟斌 陈志刚 视觉 张超 图编 陆晓霞 责校 刘玛利

两江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投稿邮箱：cqwbfk@163.com

慢生活·夜雨

2020年11月24日 星期二

04
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开放两江、智慧之城与区域价值
主题征文

指导单位：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单位：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宣传部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重报传媒有限公司 上游新闻·重庆晚报

投稿邮箱：cqwbfk@163.com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邮箱：cqwbfk@163.com

副刊 头条大赛（第8季）

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城/ 市/ 漫/ 记

凡/ 人/ 素/ 描

夏日清晨，天刚麻麻亮，太阳躲在山下睡懒
觉还未“上岗”，路边的浅草还带着露珠，福打滚
唱着山歌，开着他的“板板车”快乐下山了。“板
板车”上载满了他精耕细作的七彩糯玉米。这
糯玉米真是好：有红黑白黄橙紫多种颜色，人称
七彩糯玉米。

赶早拉拢城区农贸市场不到两个小时，满
满一车七彩糯玉米被抢购一空。福打滚哼着山
歌又快快乐乐地回到村里……

福打滚文化不高，二十多年前初中毕业即
辍学在家。但他个头不矮，脑壳儿聪明，鬼点子
多，两眼炯炯有神，双臂孔武有力，皮肤黝黑，人
称“非洲帅哥”。

其实，福打滚不喜欢村里人叫他福打滚。
渝东一带把小混混、赖皮的人叫“打滚匠”。本
来，福打滚有一个好听且寓意吉祥的名字，叫大
福。大福住的地方叫金鼓岭，海拔在1000米左
右，大福家住在山顶上，因基础条件差，他家的
一日三餐往往是将就过，想挣点钱硬是“霉得起
冬瓜灰”。于是他开始不安分起来，调皮捣蛋混
吃混喝的，村里人改口叫大福为“福打滚”了。

福打滚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几年。五年
前，镇里脱贫帮扶干部吴博士花了三天时间，在
全面了解他家情况后，建议福打滚种植高山西

瓜。因为金鼓岭海拔高，早晚温差大，西瓜甜度
高。吴博士为他精选了西瓜种。

福打滚种西瓜是懒人种瓜。他一不“按图
索骥”比照书本进行，二不像别人一样架起大
棚，调节温度科学种西瓜。到了西瓜成熟的
季节，其他瓜农的大棚里，叶是叶，瓜是瓜，而
在福打滚的西瓜地里，竟是杂草一片，且西瓜
大的大，小的小，很不匀称。好在福打滚的西
瓜追了不少农家肥，加之海拔高，温差大，西
瓜倒也很甜。

“福打滚碰上了贵人。”熟悉他的人都这样
说。这不，帮扶干部吴博士又来了。“要想多挣
钱，奔小康，还得靠科技和勤劳发展产业才行。”
吴博士告诉福打滚发展种植业不能单靠运气，
并鼓励他以科技作撑杆，种植高山土李子扩大
战果。

福打滚拿出了英雄气概，毫不犹豫干起来
了。镇村干部帮他协调流转土地，很快近200
亩适宜的土地栽上了土李子苗。两三年光
景，李子树沐浴着春风刷刷刷长粗长大。但
不能让李子树长得太高，树高了水份汲不上
去，李子小且品质差。福打滚从帮扶干部那
里学到了绝活，他剪枝、刷白、施肥、疏果……
忙得不亦乐乎！

福打滚种的李子叫青脆土李子。待到第四
年七月底，他家的土李子进入丰产期。矮化后
的李树上枝叶繁茂，成熟后的土李子圆圆的，半
个鸡蛋大小，满满的压弯了枝条，青翠欲滴，连
一米高的小朋友都能采摘到。小心翼翼地摘一
个细看，淡淡的一层白霜点缀其上，太诱人了。
咬一口，嘎嘣一下，直甜到心里。

福打滚兴奋了几个晚上，请回儿子为他掌
管财务，算盘一响，毛收入直逼7位数。与此同
时，福打滚又在房前屋后种上了七彩糯玉米。

今年春暖花开后，福打滚又乘胜追击，办起
了生态农家乐，取名“筷乐人家”。

福打滚由逆境走向顺境，腰包鼓了，眼界宽
了，境界更高了。他想起自己“打烂仗”、走弯路
的日子，镇村干部给了他太多的恩情。他一骨
碌扎进地里，搞起了土李子种苗基地，免费为村
民提供土李子苗，帮助乡亲们一同行动起来，一
起富起来。村民们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在村民大会上，村党支部书记试探着征求
大伙的意见：“是不是不能再叫大福为福打滚
了？”没想到，村民们齐声应和。村第一书记小
宋脑筋一转，立马为他取了一个响亮好听的名
字“招福哥”，赢得了大伙满堂掌声。

（作者单位：梁平区委宣传部）

金刚碑灵魂的气味 梦桐疏影

古镇，大多容颜相似，沧桑衰老。但是
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孕育了它们迥
异的灵魂。有的古镇如悠然隐士，深邃宽
厚，归于沉寂，老是老了，但骨子里依旧散
发着一股特别的幽香。

缙云山脚嘉陵江畔的古镇金刚碑，吸
纳了数百年繁华喧嚣，在一场场大雨中一
点点消隐于时光深处。但是一股神秘的气
息会吸引你不断靠近。

我就是循着这股神秘气息冒雨而来
的，从大巴车上下来，似乎一脚踏入绿野仙
踪。放眼峰峦叠翠，江水滔滔。房前屋后，
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枝繁叶茂的古树，盘根
错节，裸露的根须紧紧包裹着岩石。石板
路长满苔藓，藤蔓植物从树干破檐悬垂而
下，叶尖上还挂着晶莹欲坠的雨水。

依稀来过这里无数次，似梦非梦，似归
非归。忍不住一阵唏嘘：这掩埋于绿色海
洋的古镇，到底隐藏着多少故事？遗落了
多少时光？

一间刚修缮好的小院，被大树簇拥着，
被雨雾拥抱着。房间里的灯盏发出淡淡的
橘黄色光芒，远远看去，像笼着轻纱的梦，
神秘而诗意。

小小的博物馆，泛黄的图片、时间的遗
物讲述着金刚碑温塘峡曾经的岁月。

缙云山林木葱茂，很早以前就盛产煤
炭。煤炭业的兴盛发达，必经之地的金刚
碑自然成为运煤、销煤的水陆码头和中转
站。随着煤炭业的发展，这里的房屋不断
增多，渐渐出现了竹泥土坯房和用石泥建
的小洋房。这些房屋，都极具巴渝特色。
再后来，这些掩映于青山绿水间的房屋不
断排开，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一条青石板
铺就的街道，随蜿蜒曲折的山势延伸出
来。随之兴起的米行、油行、酒坊、茶馆、
客栈、铁匠铺等有数百家之多。到了民国
时期，这里的姚家院子、熊家院子、郑家院
子等颇具规模，显赫一时。沿街河两岸商
店、货栈更是增至千余家。“生意兴隆通四
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这里最为形象的
表达。

几百年来，隐于江边山脚的金刚碑，在
岁月中安静而繁华。抗日战争爆发后，随
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大批著名的实业
家、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辗转来此，
三千名流云集，人文荟萃，热闹非凡。比如
书法家谢无量，大学者孙伏园、陈子展、吴
宓，教育家梁漱冥，还有于右任、熊十力、陈
亚三、周谷城……他们有的在这里逃避战
乱，著书立说；有的在这里兴办书院，教书
育人；也有的在这里创建公司、发展经济
等。此时的金刚碑，酒幡招展，人气兴旺，
成为嘉陵江边的“小北碚”。这个水陆码
头，一时间成为了抗战期间的文化重镇。

仿佛一场淋漓大雨，洒落缙云山，洒落
嘉陵江……曾经的热闹、充满商业味的金
刚碑，一下子充满了另一种清新润泽的气
息，繁华中滋生出儒雅，坚硬里多了温婉。

走出博物馆，走进大雨中，依稀恍惚
间，看见很多似曾相识的人迎面而来。他
们有的戴着眼镜，有的叼着烟斗；有的焦虑
憔悴，有的洒脱自信……他们或行走在金
刚碑的大街小巷，或伫立于树下江边，或静

坐于某间破屋残灯下……风吹来，雾气飘
散，揉揉双眼，哪里是古人，分明是一棵棵
风中摇曳的树木，一块块长满青苔的石头。

站在江边，望着滔滔江水，我不禁陷入
沉思。战火硝烟炮声连连的岁月，金刚碑
孤寂里流淌着相思，宁静中奔涌着激情，繁
华里荡漾着力量。伴着呼啸的山风，一场
场夜雨，让“秋池”的水涨了又涨。无数个
难眠之夜，雨打芭蕉，河水奔腾，这些流浪
至此的人怎么能不思念远方的故土家园，
思念梦中的白发娘亲和妻子儿女？其实他
们更多的人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金刚碑的风听过他
们的叹息，金刚碑的雨流过他们的泪水，但
是金刚碑是一条河的部分，金刚碑是一座
山的部分，就像他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部分。这就是金刚碑血液里的坚韧与
温柔；也是金刚碑骨子里的坚强与不屈！

漫步于清冷的街道，我的脚步尽量放
轻，放慢，让石级上的记忆透过脚心告诉我
过往，听一片潮湿的破瓦、一株滴翠的草木
诉说时光。

登车离去，再次往车窗外望去，山间，
团团烟雾升起，缭绕，仿佛是一场梦。风中
吹来古老时光与新鲜草木混合的气息，我
知道，那是金刚碑灵魂的气味，说不清，道
不明，但让人沉醉……

（作者系璧山区作协副主席）

绿茵圆梦，星耀两江 谭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作为足球爱
好者，能够在自己的城市就能现场观看到
世界级的足球比赛，这无疑是他们最大的
梦想。在物质产品丰富的今天，在一张张
靓丽的城市名片之外，对于热爱体育运动
的重庆人来说，岂能缺少属于自己的足球
主赛场？

时代在呼唤，圆梦就在眼前。两江新
区机场、码头、高铁、城市轨道交通应有尽
有，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在这片工业园区
林立，总部经济、数码经济协同发展，寸土
寸金的土地上，决策者们独具慧眼，抢占先
机，决定打造重庆首座国际化专业足球
场。项目位于两江新区龙盛片区城市功能

核心区，占地面积300亩，总建筑面积约17
万平方米，可容纳6万人观赛。场馆内包括
运动员区、媒体区、贵宾及包厢区、竞赛管理
区、场馆运营及车库区、观众区、商业区等功
能，满足承办亚洲杯、世界杯等国际足球顶
级赛事以及中超、亚冠赛事的需求。是国内
在建的规模最大的专业足球场，将作为
2023年亚洲杯的比赛场地之一。

龙兴足球场设计方案取意为“火凤
凰”，喻意重庆人热情似火、不惧艰难的精
神。足球场的外观塑造成盘旋上升的姿
态，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象征着中国足球
正燃起希望之火。富有张力和动感的线
条，如同振翅腾飞的凤凰羽翼，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象征着中国足球将在未来崛起。

“汇聚、旋转、上升”是它的主题，四通
八达的交通便利汇聚各方人气，主场馆的
顶棚由灰白、淡红、浅蓝色条纹相间，呈现
出一种旋转的趋势，给人以勃发向上的律

动之美，绿茵场静卧其中。临空俯瞰，仿佛
一颗硕大的带着花边的绿色宝石，镶嵌在
火凤凰的发冠上，熠熠生辉。

好的理念需要不断创新，宏伟蓝图更
需要踏实落地。两年的时间，要把梦想变
成现实，建筑工地上早已热火朝天，一辆辆
推土机、巨型的塔吊、各种先进设备、建筑
材料轮番进场。施工人员冒着烈日酷暑、
雨雾风沙，平整场地，夯实基础，铺设各种
管线电缆，搭建主体工程，施工速度以分秒
计，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更是不计其数。脸
庞晒得黝黑，手掌磨起老茧，汗水湿透衣
背，把家安在工地旁更是家常便饭。他们
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圆一个足球
梦，为了不辜负人们的期望与重托。

常言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
山大河孕育出一群坚韧不拔敢于拼搏的
人，一群志气昂扬永不服输的人，赋予了这
座城市独特向上的气质，构筑了这座城市

冲劲与韧劲并存的精神内核。一个小小足
球，系着几代人的苦苦追求，系着冲出亚
洲，走向世界的梦想。

两年之后，当一支又一支球队从四面
八方赶来，在绿茵场上大显身手；当“雄起
……雄起……”的加油声不绝于耳；当胜利
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当整座城市不眠的灯
火与奔流不息的江水为之一起跳动，这是
何等的动感十足，何等的激情四射，何等的
酣畅淋漓！

到那时，大家近距离观看运动健儿们
在绿茵场上纵横驰骋，为喜欢的球队振臂
高呼，为喜爱的球星摇旗助威。此时此刻，
台上台下是一体的，他们的手势、他们的呐
喊、他们的心跳、他们的呼吸都相当一致；此
时此刻，赛场如战场，他们血脉贲张，把心提
到嗓子眼，纷纷瞪大眼睛，生怕错过某个精
彩的瞬间；此时此刻，足球不单单是一个小
球，它的魔力已无限延伸，看客也不单单是
旁观者，他们早已交织在一起，融汇在一起，
彰显出公平竞争、团结友善的体育精神。

绿茵圆梦，星耀两江。我们庆幸，生活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这样一个活力无
限的城市。

（作者系重庆市新诗学会副会长）

一棵垂柳从诗歌中折身
回到现实

不再那么文艺那么轻
飘飘

生活原本是硬通通直
挺挺

哪有那么多病恹恹软
绵绵

一切都像这悠悠太平溪
流水无声

该来的会来用不着你热
切的呼唤

该去的会去你再怎么挽
留也挽留不住

回到现实的垂柳似乎一
下子豁然开朗

感觉自己从头到脚一身
通亮

谁知一阵风儿不知从哪
里吹了过来

根根柳絮又情不自禁地
开始了腾云驾雾

诗/ 绪/ 纷/ 飞

垂柳 三都河

从“福打滚”到“招福哥” 徐文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