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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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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是需要阅读的，尤其是金佛山这样雄奇灵秀
的山！

金佛山，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书，以雄、奇、幽、险、
秀为主线，将108座山峰和漫山遍布的杜鹃、方竹、
奇洞、飞瀑……连缀成气势恢弘的篇章，翻一翻，篇
篇精彩，读一读，句句美妙。

金佛山，有着奇特的书名，唯一一座以“佛”为名
的山。“金佛何崔嵬，飘渺云霞间”，不仅仅是夏秋晚
晴，落日斜晖把层层山崖映染得金碧辉煌，如一尊金
身大佛映射出万道霞光，异常壮观美丽得名。还因为
金佛一直化身于大山的自然形态之中，不靠有形的庙
宇，直指心性，却让游客得以寄身托志、心灵栖息。

金佛山，扉页上记录的是追逐梦想的历程。
1988年荣列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4年获国家
森林公园，1999年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2000年获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1年入选世界遗产预备名
录，2013年获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14年6月，成
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她是经过了千年万年的
风雕雨琢、日光沐浴，以独特的自然风貌，品种繁多
的珍稀动植物，雄险怪奇的岩体造型，神秘幽深的洞
宫地府等自身魅力征服了中国乃至世界。

金佛山，是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小说序言是
6亿年到2.7亿年前的古生代时期，一片温暖的浅
海。精彩的开篇是在距今约1.8亿年前的三叠纪末
期，它从海底升起成为了陆地。经喜马拉雅山造山
运动和千万次的痛苦分裂、生死轮回，成就了具有典

型喀斯特地貌的金佛山。如七彩锦屏，连绵数十里
的锦屏峰；如母子相携赶路，惟妙惟肖的母子峰；似
天降神兵、雄奇伟岸的石人峰；似巨鹰振翅，令人荡
气回肠的鹰嘴岩……这些形态各异的自然景观把长
篇小说推向了新的高潮，一字一句都张扬着坚韧和
挺拔的力量。

金佛山，是一篇灵动飘逸的散文。外圆内方、雨
后秋笋的方竹；花冠硕大、花色艳丽的乔木杜鹃；俊
秀多姿、银光闪闪的植物“活化石”银杉；苍翠挺拔、
气魄雄伟的珍稀植物古银杏是散文的佳句。波涛翻
滚的云海、如梦如幻的雾海、五彩缤纷的佛光、晶莹
剔透的雾凇则是散文最美的点缀。它们以无言的力
量接受着天地日月精华的洗礼和锤炼，让散文的每
一页都回味无穷，每一句都摇荡心旌。

金佛山，是一首情真意切的诗。每一座巍峨的
山峰、每一块灵性的石头、每一声清脆的鸟鸣，每一
缕淡淡的花香，都是长短妙句。悠扬着诗情画意的
不仅如此，当你随便走进一户农家，热情好客的金佛
山人邀你上桌，肥而不腻的酸渍肉，色泽金黄的油茶
汤，清香脆嫩的方竹笋，稻草清香的热灰粑……原汁
原味的农家饭菜有母亲的味道，纯朴热情的乡村气
息有久别故乡的温馨。你会发现，自己的前世今生,
和金佛山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缘分，金佛山，原本就是
一首永无句号的抒情诗！

金佛山，韵味十足，百读不厌！
（作者单位：南川区委宣传部）

阅读金佛山 唐利春

一
这是一首协奏曲
曲调的高音部，在智慧二字
鱼复园，仰卧两江新区，用

颤音伴奏
绿草如茵的部分，曲调舒缓
智慧大楼，把一个个科创

梦幻的音符
挂上了上弦月的两端
汽车城，软件园变换着身姿
掀起行业的涛声和浪花，

圆舞曲，协奏曲
在夜色里，把天空美饰成

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舞台
二

两江新区是一匹锦绣
被智慧镶嵌上玉石珠宝
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经

济，绿色生态

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美
学词汇

像一个个健壮的婴儿，呱
呱坠地

智慧加产业，智能加城市，
智慧加协同

不断推波助澜，与两江新
区有关的新词

不断抒写着满江红，蝶恋
花，沁园春

忆江南，永遇乐

两江新区是一匹骏马
它蹄下的春风一遍遍，吹

拂大地
我听到一声裂帛之音，
它华美幽深，浩荡繁复
恰似雷霆给人间演奏的

《锦瑟》，闪烁着光芒

智慧的礼赞 田勇

老家的屋后，曾长着一棵高大的杏树。
这棵杏树当年和我年岁相仿，枝繁叶茂，是母
亲亲手栽种的。

据父亲讲，在我出生之前，我是有一个哥
哥的。但后来疾病缠身，不幸夭折。父亲说
母亲在怀哥哥的时候一心想吃杏子，只可惜
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栽种杏树，在哥哥夭折
后母亲一直觉得有所亏欠，所以在母亲生下
我之后便在屋后种了一棵杏树。后来我逐渐
明白，她是在种一种寄托，一种希望。这棵杏
树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长得愈发茂盛。在
我读小学时，树干已有碗口那么粗，枝繁叶
茂，勃勃生机。

我记得每到杏花初绽之时，我便会搬个
凳子，采摘几朵杏花扎到母亲的发髻之上。
每每这时，母亲都会假装生气地说：“娃，那花
等着长成杏子呢？你怎么那么讨厌要去把它
掰掉？”而我总会格格地笑着告诉母亲，这花
扎在她头上真的很漂亮。这样的次数多了，
母亲索性也不“责骂”我，而且每当我把花扎
到她头顶的时候，她总会习惯地用手一捋，脸
上便会洋溢着微笑，如绽放的杏花。

一到杏子成熟的时候，母亲便会第一时
间采摘下来，放到一个密闭的陶罐里，然后等
待着她放学的儿子回来，品尝这带有母爱味
道的杏子。而我也心照不宣，一回家就会迫
不及待地去打开柜子，踮着脚尖，扒开盖在陶
罐上的罩布，然后轻轻移动陶罐，小心翼翼地
掀开盖子，这时便会有一股略带酸味的清香
飘然而至，然后我伸手抓上几颗软软的，黄黄
的杏子，双手一挤，反手轻轻一抖，那杏仁便
掉落出来。这时你将杏子放进嘴里轻轻一
抿，沙沙的伴随一股浓烈的清甜味塞满整个
口腔，格外香甜。而那掉落的杏仁还成为我
当时最喜欢的玩具，邀上三五个小朋友，把玩
一番，特别有趣。

后来我到乡里的中心小学读书以后，一
个月就回家一次。有时候赶不上趟，杏子早
就熟透了，但母亲总会给我留一大袋杏仁。
虽然没有享受到杏子的清香，但我依然能感
受到母亲给予我浓烈的关怀。

在母亲身染重病的那年，我刚上小学六
年级。据邻居说，那年我们家的杏花开得特
别娇艳。尽管母亲身体十分虚弱，她依然会
拖着病痛的身体去照料那棵杏树。她说她从
未见过杏花居然会开得如此娇艳，所以她一
定要让这棵杏树长满又大又甜的杏子，等待

她的儿子回来品尝。那棵杏树在母
亲的照料之下，果然没有辜负母亲
的期望，结了满满一树又大又圆的
杏子。当父亲把我从学校接回来的
时候，母亲已卧床不起，身体不能动
弹，一天要昏睡好几个小时。见到
母亲那一刻，我趴在母亲的床上痛
哭，母亲被我的哭声吵醒后，她艰难
地掀开被子，用那骨瘦如柴的双肘
支撑着身体，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娃别哭，妈没事儿，会好的……”顿
了一会，母亲恍然大悟的样子：“对
了，娃，妈给你留了杏子，又大又甜，
就在床头……”母亲一边哀叹自己
记性不好一边用微弱黯淡的眼神示
意父亲去取。父亲在旁边一句话也
没说，红肿的双眼凝视着母亲，然后起
身拿出母亲留给我的杏子。我依偎
在父亲的怀里嚎啕大哭，母亲一边艰
难地用手抚摸我的额头一边轻轻地
对我说：“娃，喂妈妈吃一个……”，我
赶紧掰开杏子的一半塞进母亲的嘴
里，母亲的嘴微微一张，泪已从眼角无
声滑落，只见她瘦弱的身躯慢慢地、慢
慢地倾倒在床上，而那微微张开的嘴
唇再也没有合上……

那一刻，父亲失声痛哭。而我
也泪如滂沱，嚎啕大哭。我掰了一
个又一个杏子，放在母亲的嘴边，我
朦胧的双眼看不见母亲的嘴唇有任
何动静，只是父亲紧紧地、紧紧地搂
着母亲和我，那被我掰开的杏子一
个个散落到地上，像是在和母亲作
最后的道别。在父亲把母亲抱到堂
屋的时候，我胡乱地捡起掉落在地
上的一个又一个杏子，一步步，一步
步迈着灌铅似的双腿，慢慢走到屋
后那棵杏树下。暗黑的天空飞舞着
无数只乌鸦，我绝望地跪在地上，徒
手在树底下刨出一个泥坑，然后把
那被我掰开的杏子一个个合上，全
部埋在杏树下。我以母亲最后的关
怀和爱同杏树道别。从那之后，那
棵杏树再也没有茂盛过。在我读初
二的时候，那棵杏树已如枯藤老树，
慢慢枯萎，慢慢死去。

后来，我也尝试学母亲栽种杏
树，栽了很多棵，但总栽不出母亲那
种枝繁叶茂，勃勃生机；也总开不出
那种娇艳欲滴，满树繁花；也总结不
出那种清香扑鼻，硕果累累。

（作者系奉节县作协会员）

消失的杏树 刘书海

村庄记事 梅万林

一
村庄只知道我在村庄的名字
那是村庄给我打上的烙印
有时它是一种动物，叫麻雀
有时它是一种植物，叫南瓜
可我既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
村庄却用来表示一个人物

其实，在村庄
每一个人物都有一个名字
老是生病的叫铜娃
住在石崖里的叫贵娃
做事不利索的叫毛娃
喜欢逗狗玩的叫狗娃
干活爱唱歌的叫银疯子
打铁匠的儿子叫二铁匠
赶场摆摊包皮蛋的叫梅皮蛋

那时候，我不喜欢麻雀
也不喜欢南瓜
离开村庄是我一直的梦想
在城里，没有人知道我在村庄的名字
我把我在村庄的名字遗落了

可现在，回到村里
没有人叫我麻雀，也没有人叫我南瓜
他们也和我一样离开了村庄
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村庄的名字了
村庄把我们的名字都遗落在村庄了

村里的每块土地都姓梅
我姓梅，梅在村里是一个大姓
鼎盛时期，村里住着两百多姓梅的子女
朝夕相处，彼此相敬
村子也因此叫做梅家梁子

这些土地，或者平躺着，或者侧卧着
或者倒悬着，或者斜挂着
犬牙交错，抵足而眠
它们叫瘦大地，它们叫佛崖洞
它们叫庙子山，它们叫望丘田
在这里，在嘉陵江上三汊河的左岸
每一块土地都姓梅，微风吹过
在它们之间露出一些小小的标记
我来到村里时，它们跟着爷爷姓梅
爷爷走了，它们忠贞不渝地跟着父亲姓梅
精耕细作，春种秋收

二
村庄的花铺天盖地
在村庄，没有人
为欣赏一朵花而停下手中的活计
没有花，为等待一个吻而选择开放的姿势
村庄的花，不需要养成家花
村庄的花都是野花
守着本分，只吃露水

风来了，就飘香
雨来了，且滴艳
一年四季，村庄的花
总是铺天盖地
南瓜花爬满菜园，狗尾巴花挂在山坡
地里开豌豆花，田里有水稻扬花
它们记着自己的时令，从不落下
也不鸠占鹊巢

开在村庄的荷花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
原来荷花也可以叫仙子
是圣洁的象征
还可以出淤泥，与士大夫
高贵的品质相连，流芳百世

（作者单位：万州区文旅委）

没有月亮
但晴朗的冷
自带月光的白，月光的亮
天空，院落，气息
都干净，清寂，最适宜
一条小径
与身旁的树一同陷入静思
身心似花园
梦幻如蝴蝶，随即出发
由近向远
由远及近，即便有轻柔交谈
也不必说出某个时辰
只要会心
将目光投向一个方向
就有暖意
恰好一扇窗
被黄透的银杏枝叶簇拥着
惊喜横生

我散发果实成熟的气味
不只因光亮
更像是一个人，一想到是一个人
眼眶就湿润了
独行，伫立
偌大的世界化成一滴春雨
被打湿的冷
如月光照耀，亲切明亮
近和远，灯和梦
看不见的火焰，软软地燃烧
我被隐隐的琴音
拥入怀里

（作者单位：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冬夜随感 江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