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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生/ 活/ 随/ 笔

诗/ 绪/ 纷/ 飞

天下人都知道，中国父母是最宠爱孩子
的。爱归爱，中国家长在大事面前还是拎得
清孰轻孰重。深谙“玉不琢不成器”的古
训。只要有条件，就要将孩子放飞出去，但
那根风筝线却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在澳洲留学，无论是
读大学到研究生或是打工，她是每天都要在
孩子睡觉前通电话的，不管是放学回家还是
打工回家，只有女儿到家了，她才能睡得着
觉。当时没有微信，国际长途电话很贵，她
也不是富婆。但她省吃俭用也要天天与孩
子联系一下。她的作息时间都是和澳洲女
儿的作息时间同步的。那时时刻刻的牵挂，
如同那根若隐若现的风筝线，在相隔几千公
里高远的天空，在南太平洋上空飘着拉着羁
绊着。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
缝，意恐迟迟归”。只要家里有留学生，父母
的那种牵肠挂肚，与交通不便的古代母亲的
惦念之心千古不变。关心那里的天气预报，
跟随那里的作息时间，收看那边的新闻或
有关电影电视剧，都是常规动作。记得当
时儿子在加拿大留学，寒来暑往在太平洋
上飞来飞去的那十几个小时，我的心都没
放下过，只有他落地打来电话报平安，我
的那颗跟随飞机起伏在天空的心才落回
到胸腔里。往后，一切牵挂都在每周的通
话中，通过那个细细的电话线，尖起耳朵
倾听他遥远的声音，根据儿子说话声调气
息判断喜怒哀乐和身体状况。因为一般
孩子都是报喜不报忧的。

今年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球，新学年到
了，国内的孩子们都开学了，留学生们怎么
办？去还是不去？不去就呆在家里闲着

吗？去就有各种风险，但人生呢？难道不都
是要经历很多风险才能够成长起来吗？所
以留学生们还是决定去。

有一个朋友的儿子考取了英国某大学
的研究生。9月份了，新生该报到了。他独自
一人从重庆出发到北京转机飞到法国，又从法
国转机飞到英国，而他在网上预约送他到郊外
学校去的司机却没有来，拖着大包小包的他只
好又现场想办法。终于，从中国到英国大学，
转辗折腾了20多个小时，他才到达了学校。
求学之路不易，一切都是历练。

记得当年我儿子从温哥华转机到蒙特
利尔求学，遭遇北美大停电29小时，被困
在机场。经历了吃惊着急无助后，明白只
有等待。于是在椅子上昏昏入睡，直到来
电、直到航班恢复、直到被机场小姐叫醒，
匆忙中登上了一架飞机，但并不是他买票
的那架飞机，还好，目的地是对的。我觉
得儿子开始懂事，就是出国留学后，那时
联系不便，当面对困难挫折时，只好自己
消化自己解决。

侄孙在澳洲读了几年书，眼看研究生要
毕业了，春节回上海过年，却因为新冠病毒
疫情爆发回不了澳洲。学校说可以回来，也
可以休学一年。侄孙性格软绵胆小，但在大
事上，他一点都不糊涂，还是决定要尽快赶
回去上学。父母支持他的想法，于是他借道
泰国，在泰国的宾馆呆了14天，再飞到澳
洲，赶上了开学。

前不久从视频中，我看到莘莘学子戴着
口罩，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登上飞机，奔赴
异国求学，觉得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都好勇敢
好有担当。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从一年前就开始焦虑，应该怎么应景
自己的而立之年。总觉得应该完成众多小
计划、实现系列小梦想、体现部分小价值，
才有资格迈入30岁这个门槛；或是约上几
个闺蜜，一起忘却躯壳，让灵魂出走，做几
件疯狂的事，郑重其事地告诉自己，你已经
虚度了30年。虽然每年年初都会在备忘
录写下一年的目标，然后像个打鸡血的傻
子，以打小怪兽的热情去一个一个完成，可
逼近30关口的时候，总觉应该是不一样
的，却不知从何做起。回望匆匆而过、碌碌
无为的30年光景，有交错、五味陈杂的各

式情绪，有零星的闪光时刻和长久的低落
失意，起起伏伏、弯弯曲曲、错错落落。但
无论横向还是纵向，似乎都寻不到用几个
合适的标签来总结这一段不知名的年岁，
就这样被无形之手推到了一个个人生节
点。算一算，10000多个日子已经从我手
中溜走。

30年旅程，步履驻足，在渝26年，赴京
求学4年，简单一出“双城记”。进阶历程，
懵懂无知13年，奋发苦读6年，孤独觉醒4
年，知油米贵7年，循规蹈矩。自我认知，
妥协从全0年，偏执固执30年；从容徐步0
年，焦虑丛生30年；放浪形骸0年，约束顾
虑30年，人格分裂。

人生而不平等，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唯
一公平的是什么，我认为是时间。无论你
是庙堂之上的权贵、游弋商界的富客，还是
青灯古刹里的禅师，或是游戏人生的浪子，
只要心脏还在跳动，每天时间都是相等的，
不外乎一天24小时、一小时60分钟、一分
钟60秒。所以你是否能过得精彩，能否过
得让自己满意，在于你怎么用好每天分配
给你的时间。

如果我今天悲伤了1小时，那我这一
天就有24分之一是悲伤的，如果我今天开
心了1小时，那我就有24分之一是开心
的。突然想到阳明先生的心即理，心外无
物。你要怎么过好这一生，最后的落脚点

就是你怎么遵循内心，用好这一生的时间，
分配到每一天，就是你怎么用好每一天的
时间来抚慰内心的平和。

特别喜欢一句歌词“谁都是造物者的
光荣”。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谁都
不是为谁而活，也没有谁离不开谁。没有
谁比谁差，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生活、为
自己的时间负责，只有自己对自己负责，才
是对别人负责。请时刻记住，我们自己最
珍贵。

人生的每一段路都既是终点，也是起
点，迭代前行。虽然10000多个日子没有
了，但请继续拾起行装，步履平稳，坚毅平
和，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心负责，用好手
里不停流淌的时间。愿你在被打击时，记
住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
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
心，活一次让自己不后悔的人生，送自己一
段热气腾腾的人生。

30而立，30而已。
（作者供职于璧山区委办公室）

致30岁的自己 王越新

歌乐山烈士陵园里，靠近白公馆处，有
一块平缓的地方，矗立着十六面震撼人们
心灵的灰白色诗墙，墙上镌刻着烈士蔡梦
慰在狱中写下的长达二百五十行的长诗
《黑牢诗篇》。

诗墙的制作是颇为讲究的，诗墙的长
度都是7.2米，但高度却有1.65米和2.17米
两种，各八面，相间地排列在草坪上；八面
矮墙上镌刻着《黑牢诗篇》的诗行，八面高
墙也镌刻着《黑牢诗篇》的诗行，唯一不同
的是，八面高墙上都开着近两米长的天窗。

我琢磨，这高墙和矮墙是否代表着英
烈们的性别，高墙象征着男性，矮墙象征着
女性，高墙和矮墙相间地排列，不就是象征
着英烈们的紧密团结么；高墙上天窗的开
设，当有更深的意义，透过天窗望出去，巍
峨的歌乐山矗立眼前，庄严肃穆，一个山峰
叠加着另一个山峰，像一群硬汉挽着手臂，
昂首挺立，不就是英烈群像的写照么，高大
巍峨的歌乐山，令我肃然起敬！

错落相间的诗墙，像行进的队列，一行
一行地排列着，分明就是行进在歌乐山下
的英烈群像，正接受着祖国的检阅，也接受
着后来者的敬仰。

《黑牢诗篇》是烈士蔡梦慰的遗作。蔡

梦慰，新闻记者，诗人，革命烈士。1924年
出生于潼南大佛乡蔡家大院，童年时随父
迁居四川遂宁。八岁开始上学念书，在遂
宁、北碚等地读小学和初中，中途因缴不起
学费而停过学，进入成都大同中学念高中，
特别是在四川大学短期旁听后，开阔了眼
界。他喜读进步报刊，关心时事，思考社会
问题，主张“多出些进步的、革命的书籍，去
改变人心，从而改变社会”，表现出不满黑
暗现实，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思想。他以
泳虹、蔡琨等笔名写了许多揭露黑暗、向往
光明的文章，以鲜明的民主观点和大胆揭
露当时黑暗现实的内容，吸引了不少进步
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立志做
一个正直诚实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重庆
期间，他在地下党组织的指导下，积极从事
秘密的革命活动，直至被捕入狱。

在渣滓洞监狱里，蔡梦慰遭到敌人的
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渝，对敌人的官禄收

买，更是严词拒绝。在狱中，他与爱好诗歌
的难友组织了“铁窗诗社”，以诗歌作为战斗
的武器，与敌人进行不屈的斗争。他用竹签
子作笔，蘸着棉花烧成灰烬调作的墨汁，在
废纸屑或废烟盒上写下了《献给母亲》《祭》
《悼屈原》和震撼后人的《黑牢诗篇》。

重庆解放前夕的1949年11月27日深
夜，蔡梦慰在由渣滓洞押赴松林坡刑场途
中，将其未完成的长诗原稿《黑牢诗篇》抛
留荒草丛中，蔡梦慰烈士牺牲时年仅二十
五岁。重庆解放后《黑牢诗篇》原稿被发
现，这一珍贵的诗篇终于被保存下来，流传
至今，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我多次来到诗墙，接受灵魂的洗礼，接
受灵魂的震撼。

小草绿的时候，我来到诗墙，和煦的春
风轻拂着诗墙上的每一个字句和诗行，我
轻轻地吟诵，感染着诗歌的力量。

“热铁烙在胸脯上/竹签子钉进每一根

指尖/用辣椒水来灌鼻孔/用电流通过全
身/人底意志呀/在地狱的毒火里熬炼/像
金子一般的亮/像金子一般的坚。”这是信
仰的力量带来的意志坚强。

炎炎夏日里，我拜谒过被阳光照耀的
诗墙。青青的草坪簇拥着诗墙，簇拥着诗
墙里琴键一般的石板甬道，我在这儿沐浴
阳光的灿烂，聆听着树上鸟儿的啁啾，就像
吟诵着烈士的诗篇一样。

“为了花朵开放得完美/为了果实结垒
得丰盛……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
要，要把这牢底坐穿！”字字铿锵，句句震撼。

小雪时分，在临近烈士祭日里，我踏着初
冬的小雨，怀揣一颗打不湿的敬仰之心，又一
次来到诗墙，在风雨里拜读烈士的诗篇。

“铁窗里的等待/像笼里的鹰/梳理着
他的羽翼/准备迎接那飞翔的日子！”这是
蔡梦慰烈士在《黑牢诗篇》最后一章里寄予
的热切希望。

历史虽然远去了，但英烈们的形象就
如同巍巍歌乐山一样，矗立在我们心里，接
受着我们的敬仰。英烈们留下的诗篇，永
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字字闪耀着永恒的
光芒。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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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的诗墙 罗光毅

喜欢的事情，是做一只
居延海的水鸟
白云为友，碧水为侣
快乐无忧地观天
戏浪，风中芦花荡和着歌唱

我们呵，凭栏静静相望
藏匿秘密的心意
诉说今古英雄
听先民逐水草而居的神话
感慨时，便凌空舞蹈
呼喊光荣的额济纳

幸福的事情，是做一只
居延海的水鸟
还你三千年的守望
纵情骋目，栖胡杨林深之高

访古长城遗迹
千年归来的勇士
浑身斑驳，唯筋骨呵
还得见故园之颜色
他们曾经有的姓名久已失落
戈壁滩的河流
不老，血红的夕阳下
犹发出当年苦战的咆哮
惊醒羁鸟
飞越了河西的山岭

刀枪箭戟将杀伐气消磨
埋没黃土，荒漠
变成一粒粒的种子
春天里开花，在秋天里收获
征袍化做沃土

后代子孙繁衍的田野
香火旺盛的村落
虔敬地绕你而歌的人们啊
高亢激昂又百转温柔

我呀，走过风沙的无名路
寒冷冻疼脸颊
寻找从未曾见记载的
那场冲锋，跨进威严的军阵
与祖先站在一起
向往着擂响胜利的金鼓

把我的皮肤浸染胡杨颜色
沙丘顶，夕阳坠如驰
似怀抱急切心情
欲返回家园温馨的客厅里
弯月锁了胡杨林的门扉
拉上青黑之帘
夜缠住旅人的步履

红柳在灯影中炫舞激情
风将芨芨草的头压低
水鸟呵，展翅掠过，作别
今天的最后飞行
如果我的皮肤能浸染胡杨颜色
就把钓竿抛进流水

星辰照我穿过不朽的丛林
积千年故事，留一分好精神
听屋外的风吼
玄想遥远的动物世界
跳跃于这片林间的野马
野鹿，与野骆驼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幸福地做一只水鸟（外二首） 屿夫

人生的历练 朱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