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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在行动

生/ 活/ 随/ 笔

诗/ 绪/ 纷/ 飞

不知何时，西风悄然而至，家里的橘园正
聊得热火朝天，娘早早便起了床。爹找来木制
的楼梯，爬上高高的房梁，挂在上面的背篓经
过烈日的烘烤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分量。正是
这分量的丢失，才让背篓用得恰到好处。

娘的动作很轻，轻得让我的梦十分甘
甜，待到我醒来，时常不知道娘的去向。我
披散着头发，穿着娘用毛线编织的拖鞋顺
着田埂往橘园摸去。

高高的木油树上住满了鸟儿，叽叽喳
喳地吵个不停，等到我快要走近的时候它
们又都飞往更高的树枝上去了。听到动静
的娘把脑袋伸出茂盛的橘园开始吼道：“你
来搞么子，穿那么点点，等哈又要咳。”

面对娘的斥责，除了害怕，我从未妥
协。我顺着田埂悄悄地往娘摘橘子的方向
梭着。边走边对娘说：“娘，娘，我去鸡窝里
掏鸡蛋被鸡啄了，你看我手上还流着血呢。”

娘一听便骂道：“你这个砍脑壳的，哪
个喊你去掏鸡蛋，早就跟你讲了，那个鸡窝
里的母鸡在孵小鸡，掏不得鸡蛋，你偏偏不
信，这哈子该遭，老子懒得管你，去找你爹。”

爹正拿着箩筐在橘树上摘着橘子，不
一会箩筐就满了。爹把挂在脖子上的箩筐
拿下来，看着我还在流血的手道：“怎么不
听娘的话，孵小鸡的鸡窝不能掏鸡蛋的嘛，
这哈挨痛了噻，快，爹给吹吹。”

这个时候的我开始憎恨这橘园里的橘子，
娘的眼中只有这些饱满而又橙黄的橘子。爹总

说这些橘子是娘用血和汗浇灌而成的，听到爹
这般说以后，我对这些橘子的憎恨又多了一分。

娘是不理会我的，她把爹从树上摘下来
的橘子装进大麻布口袋里，再用箩筐里的橘子
把背篓填满，而后出了村口。整个童年里，我
基本上都在村口那座木桥上等娘。说到底是
等娘把背篓里的橘子换成其他的糖食果饼，但
大多数时候等来的都是半背篓橘子。这个时
候的娘总会格外大方。娘会把背篓里剩下的
橘子留给我们，尽管这些橘子看起来不那么饱
满，有的稍微有点酸，但我们仍旧十分开心。

回家以后的娘对爹说道：“过两天把橘
子全部摘了，不然越往后越冷越不好卖，再
说娃子们开年了的书学费全指望它们。万
一落个雪一压的话损失得更多。”娘每每这
么说的时候，爹总会嗯的一声做好摘橘子
的准备工作。什么去楼上取箩筐啊，找扁
担和绳子啊，洗麻布口袋啊……

我始终无法忘记摘橘子的日子，阳光暖
暖的从山坳里照射下来，有些刺眼。爹拿着
梯子和箩筐，娘背着背篓和麻布口袋，我们
几姊妹像馋猫一样跟在娘的后面。等爹和
娘开始摘橘子以后便满橘园里钻。我们掏
过橘树上鸟儿筑着过冬的巢；抓过还未冬眠
的青虫和蚯蚓；捡过知了褪下的硬壳……

这个季节田野是那么的空旷，山野是那
么的寂寥，橘园是那么的热闹。挑着水从娘橘
园里经过的孩童要几个尝尝鲜；背着红薯的妇
人要两个打口渴；从未谋面的赶路人要拿两个

填饱饥饿的肚皮……爹和娘从来都不吝啬，但
却不许我们几姊妹摘橘子吃。娘总以白天橘
子吃多了晚上要尿床之类的作为借口。因此
我总认为娘的橘园里的橘子是给别人种的，好
长一段时间我都从心底埋怨娘。

直到村庄里下了第一场雪以后，我看
到娘耳后的第一根白发才知道自己的这个
想法是有多么的可恨。娘把火塘里的火烧
得很旺，从屋子里拿出藏着的橘子在火塘
里烤热以后分别剥给我们吃才说道；“那天
卖橘子看别个的橘子比我们家种的要好吃
些，就用我们家的橘子两斤换了一斤，带回
屋给娃子们吃吃。再说学费什么的凑够
了，剩余的钱打算给娃子们买几身衣裳。”

窗户外的风越来越大，雪花越下越密，吃
着娘剥的热腾腾的橘子，整个冬季都是暖的。

（作者单位：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

夜已深，还有三五不寐之人，在山间穿行。
我一言不发地走着，不说话是因为，深

山里，万物都在发声，我乐意做一名听众。
头顶的星空灿烂，星星眨巴着眼睛的

声音，亮晶晶。远处赶夜路的山泉，跳跃
着，叮叮咚咚。身边，有虫子的倾情弹唱，
有小兽弄出窸窸窣窣的声响。而那些沉默
的树，它们的呼吸沉稳而轻匀。便是那丝
丝缕缕的薄雾也是有声音的，它们游移着，
飘飞着，绵缈而轻柔，如呢哝，如叹息。还
有，几位诗人正在用白月光一般的诗歌，恰
到好处地呼应着石笋山幽谧的夜晚。

石笋山，一座盛产诗情和浪漫的山脉。
位于江津和永川交界处的石笋山，又被

称作中国情山，因山中有石笋双峰，江津境内
为男石笋山，永川境内为女石笋山。这一男一
女，彼此凝望了亿万年，审美也不曾疲劳。

是在江津，那么，夜色中的这棵石笋，
就是男石笋了。夜凉如水，伫立于永川的
那棵女石笋，她的目光，是否与他的目光，

相依相偎？
已是四年前的事了，四年后，在永川，

更准确地说，是在雾中，与文朋诗友相聚石
笋山——女石笋山。

白雾茫茫，一团团，一片片，人在雾中，
山在雾中，万物都在雾中，整个世界皆被云
雾吞没，但是，那似曾相识的气息却并不理
会大雾的封锁，一径奔涌过来。是草木的
气息。大雾让我视力模糊，可我清楚，蓊郁
繁茂的浓绿深翠遍布峰岭，年纪一大把的
古树们，正神闲气定地倾吐绿意。

四年前的江津石笋山，杉树、松树、楠
树、樟树……各种各样的树，用清新而深邃
的绿，濯洗世人的眼睛，以及肺叶，以及内
心。山道嶙嶙，清凉阵阵，一不小心就走过
百年千年的树仙树精，在人的头顶上撑起
绿色的穹顶，轻易就屏蔽了太阳的暴脾气。

男石笋莽莽苍苍，与之死生契阔的女
石笋，亦当“青山多妩媚”，雾终会散去，树
始终站在那里。

第二天早晨，仍是白茫茫一片，几个
人，仍在一片白茫茫中穿行。雾似云海翻

卷，人若神仙，飘游其中。
当浓雾渐渐散去，当薄雾扬起若有似

无的轻纱，我已从云海移步于竹海。
一座叫做石笋的山，又岂能没有竹？
每当看到竹，就会想起越剧《红楼梦》

里的一句唱词，尽管人家是唱给贾宝玉的：
却原来骨格清奇非俗流。此刻，骨格清奇
的翠竹们创建的王国就在眼前，翠碧连天，
宁静无边。

因为我一袭绿裙，他们说我是这石笋
山上的一棵绿笋。因擅闯竹的家园而生起
的一丝不安，瞬时消散，呵呵，原来我也是
这个国度的一员。却觉得，我更像是一个
着绿衫的竹仙，于万竿修竹间飘飞。不过
我现在只是一棵竹笋，只有不断吸纳天地
之灵气，日月之精华，才有可能成为竹仙。

石笋山乃群仙出没之地，相传北宋乾
德四年，铁拐李在石笋山邀请汉钟离、张果
老、韩湘子、蓝采和、吕洞宾、何仙姑、曹国
舅等到石笋山聚会，八仙之说由此而来。
倘我有一天修炼成竹仙，会不会遇到那各
显神通的八仙？

不过一愚钝之人，所谓修炼成仙不过
让人笑脱大牙而已，但倘论修炼，确乎该先
修炼一下可怜的眼力见儿。

是下山离开酒店时随口的一句话，引出
了我自以为是的幼稚。我说，四年前我去过
江津的石笋山，现在把永川的石笋山也转
了，男石笋、女石笋都算来过了。谁料有人
呵呵，这山呀，还是四年前你去过的那座山。

怎么可能？我抬高了声音，拜托，那是
在江津，这是在永川。

你看，他嘴角的笑意未去，四年前的那
次诗会，就是在这个情山度假酒店举行的，
只不过那时不叫酒店，叫山庄。

怎么可能？正欲把嗓门扬得更高，但
大门内的过道，以及过道两侧的展板，及时
关停了我的嘴巴。我在那几块展板里，猛
然看到四年前的自己，仰着头，端着手机，
咔嚓咔嚓地，将展板上关于石笋山的文字
装了进去。

四年过去，山庄虽因扩建而变得陌生，
却仍留下些许蛛丝马迹，引人重返过去。

兜兜转转一天多，方才知道，山，原来
还是那座山。那么这棵石笋，到底是男石
笋还是女石笋就弄不清楚了。其实，也没
有必要去弄清楚——当这座山，以无关凡
尘的清雅之姿态、清幽之气息，让你不时睁
大眼睛，又不时闭上眼睛，耸肩、提气，深深
地，深深地，深呼吸。

（作者单位：潼南区发改委）

还是那座山 杨莙

北鱼

曾鸣

暮色从哪里来
夕阳下山，月上柳梢头
此刻纠结于渐浓的暮色
风累了的时候
鸟儿的嗓子干燥的时候
草木把晾晒的美图
折叠到叶脉里的时候
一个人回家
用脚步声清洗掉叹息的时候
街灯睁开眼，想掩遮一座城市
体内孤独感的时候
当我坐在香喷喷的饭菜面前
暮色四合，爱人的脸明亮于一切
涂抹的时光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晨曲
梦，撕开鱼肚白的拂晓
生命向着东方奔跑
汗水淋淋洗涤黑夜
晨曦把身体锻造
一炷明亮
在榆木的灯台
淡淡的发着光

梦，撕开鱼肚白的拂晓
生命在滂沱大雨中奔跑
脱下五彩霓衫
全裸身体
不粘尘世显得清爽
一朵白莲
远远的馨香

梦，撕开鱼肚白的拂晓
生命迎着雾霜奔跑
朦胧中寻求
脚下的路通往的方向
野菊花的金黄
一群雏鹰
瑟瑟秋风中扇动翅膀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巫山盛名远播，缘于元稹的千古名
句。宋元明清，人们不畏万水千山，只为一
睹巫峡云雨。在看罢峡江孤帆，暮雨朝云
后，不禁发出感慨：巫山高，高以大，巍峨万
丈。巫峡远，晴岚照，江岸人家。

以上这些是我臆想的古时情景，那么
现在的巫山是什么样呢？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三峡红叶，四季
云雨。这就是我给出的答案。

在巫山，碧水、青山、云雾、烟雨这些景
观自不必注解，千百年来都未曾改变，早已
为众人所知。

我想要着重说的是那三峡红叶。
闻名中外的长江三峡由瞿塘峡、巫峡、

西陵峡组合而成。三峡两岸植被丰富，草
木众多，黄栌和乌桕便在其中。它们在巫
山随处可见，散落于巫峡两岸山峦之上，与

其他草木和谐共生。但随着气温下降，这
些黄栌和乌桕的叶片颜色会悄然发生变
化。远远望去，仲秋时五彩缤纷，晚秋时层
林尽染，到了冬季则一片火红。

除了黄栌和乌桕外，据说巫山红叶植物
有近200个品种，总面积超过120万亩，其中
集中连片适合观赏的红叶达12万亩以上。

正是这个原因，每到冬季，巫山境内就会
呈现出十二峰下红叶生，一江碧水云中来的绝
美奇观。巫山红叶无处不在，尤以神女景区、
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和文峰景区最为集中。

观赏期从每年11月开始持续到次年
1月，红叶是巫山冬季旅游的主题词。

巫山红叶红得最早的在山顶，约半个
月后红到山腰，最后红在江面水位线附近，
这近三个月的自然演变过程，像一场大型
的神圣仪式。仪式结束时，整个巫山就这

样被笼罩在一个大自然赋予的红盖头下
面，像一个待嫁的新娘，不胜娇羞。而前来
观赏红叶的游客则像是受邀参加巫山这场
盛大婚礼的嘉宾。

较早抵达的自驾宾客也许在神女景区看
到红叶围绕的神女峰，稍晚一些的乘船游人
看到的美景则是红叶浸染到江面碧水之上。

不仅是游人为巫山红叶之美着迷。在
当地，红叶同样收获了大量粉丝。巫山居
民通常会挑一个艳阳天，以家庭为单位与
红叶亲密接触。在孩子的笑脸上，爱人的
风衣上，都辉映着红叶的光芒。

巫山今非昔比，不仅可以飞机直达，最
近又传来高铁即将完工的喜讯，加上早已
开通的长江黄金水道，水陆空三位一体。
今后将会有更多的游人来到神女故乡，深
入了解三峡腹心、渝东门户。

在神女峰下聆听古老的传说，或在小
三峡的港湾寻找自己。日暮乡关何处，巫
山红叶深处。收藏一段巫山云，采一片巫
山红叶，让它们陪着你度过美好余生。

（作者单位：巫山县公安局）

十二峰下红叶生 赵爽

乡/ 村/ 故/ 事 橘色橙黄 杨小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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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先体验抢先体验

天气转凉，中老年朋友更加注意健康，很多养生的
朋友都认可欧米伽3在日本、美国阿拉斯加，很多长寿
地区对于富含欧米伽3的海洋鱼类，情有独钟。近年，
利用新技术冷链萃取，来自深海鱼油类的欧米伽3也被
国内中老年朋友得到喜爱，欧米伽 3 中富含 DHA 和
EPA，健康养生。

欧米伽3 原装进口特价上市
养护身体，补充营养，欧米伽3鱼油，可是能手，近

些年欧米伽3热销全国感恩活动，关爱老人，倡导老人
健康养生。美国原装进口欧米伽3针对60岁以上中老
年人，进行体验活动，只要您打进电话，美国原装进口欧
米伽体验装特价购，日常保健，好选择，每天一粒高质

量欧米伽3，给身体补充金枪鱼营养精华，有精神，身体
棒。常年坚持每天一粒，有益健康。

美国原装进口欧米伽 3，1 瓶 100 粒 ，1 粒
1380mg。两国双重认证，
品质有保障，今天打进电话
都可享特价优惠，美国原装
进口欧米伽3，自投放市场
以来，优异的进口品质得到
了国内许多中老年朋友的认
可，赶快拨打电话购买吧！
福建康是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食健字J20040020 闽食健广审（文）第220429-00021 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咨询热线：400-000-4936 400-636-3793

美国原装进口
欧米伽-3
鱼油软胶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