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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心/ 香/ 一/ 瓣

诗/ 绪/ 纷/ 飞

记得少不更事时，最盼望的只有一件
事：过年！那时候住在老屋，每天仰着小
脸儿欢天喜地盼着过年。小小的心眼里
幻想着妈妈是不是要给我添一件大红带
花的冬袄了，姐姐会不会恩赐一份意外的
礼物？呵呵，那时的年啊，充满了诱惑。

进入小年，母亲就开始忙年了。第一
件事情就是把平时刻意攒下来的米面油
肉蛋票券拿出来买回年货，又和父亲商量
着给孩子们添置新衣裳新鞋新袜，还得一
碗水端平，谁都不能少还不能多。然后就
是灌香肠“ ”腊肉，整栋楼就只有一个废
弃汽油桶，一会儿就听到唐姨甜滋滋的声
音：“聂妈，接到你哈。”慢慢地就有三五个
邻居围着边帮忙边喜滋滋地唠叨着过年
的种种琐碎，小孩儿们在周围跑来跑去馋
馋地嗅着空气中的肉香，一串串“ ”好的

香肠腊肉挂在屋檐、窗口上风干，满满当
当红红亮亮，香喷喷的惹人垂涎欲滴。

腊月二十四，父母就带着我们扫尘拖
地抹屋，擦玻璃，拆洗被褥窗帘衣服，清洗
灶台灶具，彻底清扫边边角角。父亲说这
就是民间的除陈布新，把旧年的尘埃、晦
气统统扫出门去。腊月二十五，母亲像变
戏法一样，拿出用红纸剪的喜庆图案贴在
木门上。母亲手巧，记得每年母亲都要亲
自去文具店挑选写标语的红纸，剪出不同
样式的花啊果啊贴在门上，一屋子的喜气
洋洋；腊月二十九，父母一大早就开始忙
灶头了，推汤圆，炸酥肉，炸带鱼，酥花生
米，酥五颜六色的虾片，煮香肠腊肉，用煮
过的水炖一大锅萝卜汤。家家户户都在
走道上边做年夜饭边聊天，年的味道就这
样巴巴适适地溢满了老屋。

母亲说这一锅萝卜汤跟年夜饭一样

是要吃一年的。每年团年饭，母亲都要带
着我们给祖宗敬酒，并不厌其烦地教导我
们：“饭菜要摆成圆弧形，家人要全部围坐
在桌子上才能动筷子，吃饭不能说话，喝
汤不许吸溜，不能扒拉菜，更不能吧嗒
嘴。女孩子要像一棵笔直的树，站就是
站，坐就是坐，不能歪歪倒倒跟歪脖子树
一样。”直到很多年以后，有人无数次赞叹
我生活中的仪式感，这才恍然领悟，母亲
的言传身教，早已镌刻在我骨子里了。

但是，唯有一样东西是有票券有钱也
买不回来的。那就是女孩儿嘴上的零碎。

离过年还有半个月，老家的舅舅就炒
了花生、胡豆、爆米花、红苕条送了来，乐
得我们梦中都笑到流口水。母亲怕我们
等不到过年就馋光了，就用一个方方正正
的木箱把这些好吃的宝贝锁了起来。嗅
着空气中的香气，我们一脸委屈地在母亲

面前磨蹭、撒娇、哭闹。母亲搂着我们，轻
言细语地说：“如果现在就吃光了，过年就
只能看着小伙伴们吃了哈，那时候你们哭
不哭呢？就快过年了，到时候爸爸妈妈都
不吃，让你们吃得小肚肚饱饱的哈！”

可是，那些宝贝太诱惑了。等父母一
上班，我们姐妹就反锁上门把箱子从床底
下拖出来，左看看右瞅瞅，放风的放风，找
钥匙的找钥匙，绞尽脑汁最后还是干瞪着
眼。姐姐蹲下来，生气地把箱子往锁的方
向猛拽，就听到一阵唿啦啦的声响，居然
就有宝贝被颠了出来，我们一阵雀跃。花
生白白胖胖地穿件红衣裳真是又乖又香
啊，爆米花眉开眼笑地看着我们，胡豆憨
厚地裂开了嘴，红苕条则跟个老大爷一样
严肃地直瞪着眼。我们就围着木箱子坐
在地上一边扒拉着宝贝一边笑成了盛开
的花儿。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个个幸福
美满老屋的年啊！

过年，一年又一年。岁月更替中，老
屋的年就这样云淡风轻地洒落心底，融入
我们的血液和骨子里。一家人的相亲相
爱、甘苦与共都绵绵实实地织在了一年一
顿的团年饭里，一开始，就是一辈子！

（作者系渝中区作协理事）

童年过年
疏影

想起来很“悲哀”，我和我小哥书航一
起走在外面，别人都会说我是哥他是弟
弟。也许这些年我漂泊在外，炙烤着高原
的阳光，脸上布满了太多的岁月沧桑。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直
爽、率真，有话就说，不爱与人斤斤计较。
我的小哥书航就不同了，或许是他自小跟
着我的母亲生活，接受的都是正统教育，说
话办事都认真而严谨，经是经，道是道，做
人做事从不越雷池半步。

小哥书航身上有很多的光环：高级记
者、作家、戏剧家等。在家乡重庆市合川
区，他任过好多届作家协会副主席、戏剧家
协会副主席。书航还在食品厂当工人时，
就跟着广播电台学习日语。为了不耽误工
作，他买了一个录音机，让母亲每天为他录
好，下班回来后自学。考进合川报社后，勤
于钻研，很快成为了报社的业务骨干，先后
获得了市区“优秀共产党员”“十佳记者”等
荣誉。他作为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在《散
文百家》等报刊发表了很多散文、小说，出
版了散文集《放飞心情》、报告文学集《映山

红的歌》。他的剧本《亲家》《明天我们约
会》《红包·白条》参加全国戏剧大赛分别荣
获一二等奖和金奖。

我对小哥书航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这
些成就，好像关注度不是很够，因为我总觉
得那是父亲的基因遗传。我父亲作为职业
编剧创作过川剧《钓鱼城》，曾誉满巴渝。

我更加感念的是我和小哥书航的兄弟
情义，那就是所谓的“血浓于水”。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在我们幼年的日子，母亲受到
不公正待遇，我和小哥小小年纪就常被人
欺负。一次，母亲又被带到合川师范校去
上“学习班”了，只有我和小哥书航在家。
一天，我两兄弟正在一个小煤炉上，用姐姐
正霞从她读书的地方合川土主乡，托人带

回来的莲米煮稀饭，没想到从外面突然闯
进一群小混混，揭开锅盖就丢进了一大把
沙子。书航忍无可忍，顿时提起门背后的
扁担就一阵乱砍，直至把小混混赶跑……

后来，我的姐姐正霞初中毕业当知青
去了。她去的是一个贫瘠山区，缺柴少
煤。母亲就让十来岁的我和小哥，用竹筐
给姐姐步行抬煤炭送去。那可是有50多里
的路啊！有一次，我们用公路养护工人用
的手推车给姐姐送煤炭，在云门渡口的长
下坡上，小哥书航让我坐在铁皮手推车上，
好让车体擦着地面缓行。没想他年纪太
小，扛不住。车翻了，我甩出来后，爬起来
看见躺在地上的小哥左腿血流如注。我一
面大哭着，一面拦车想搭车去县城医院，可

招呼了很多货车都没有一辆停下。情急
中，我不顾危险，跳到有汽车疾行的公路中
间，叉开双腿，伸直双手，大声地吼叫：“今
天不救我哥哥，哪个也别想从这里过去！”
被我拦下了十多辆车后，终于有一货车司
机愿意送我们回合川县城。至今，书航左
膝盖上还有长长的疤痕。

正是有着这样共同成长的身世，我的
小哥很善于保护我。在我当知青时，小哥
徒步三十多里，给我送来过三斤白糖；他在
当编辑时曾两次各给过我1000元钱，要知
道那时要挣1000元，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在我买新房子特别差钱时，又是我小哥伸
出了宝贵的援手。

岁月悠悠，一晃那么多年就过去了，父
母亲和大哥大姐已经远离了这个尘世，只
有我和小哥书航，还有病重的姐姐正霞，能
够在某一个有月色的夜里遥遥念想一下。
想到此，在小哥书航的生日之际，我在云南
昆明盘龙江畔敲下了这些文字。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
协会员）

小哥书航
任正铭

早上醒来的时候，瞥见了窗外生疏而
刺眼的亮光，时间还不到七点整。天气预
报愈见精准，昨夜果然下雪了。

来到村委会办公室，看见宋书记正在
“十珍园”里拍雪景。竹枝搭建的遮阳棚上
冻出许多自然冰凌，颇有几分意思。宋书
记是市里派到南川庙坝村的扶贫“第一书
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见我到来，他得意
地说道：“还好昨天提前把车子开到镇上，
不然我们就只得走路回家了！”

“现在山路结冰，小车出村多半困难，
只有先走到‘独树子’去搭车。”我说。

我和宋书记顺便看了一下园子里药材
的生长情况，“十珍园”亦即“庙坝村中药材
种植示范园”，里面分区块种植了十种药
材，顾名思义“十珍”。百合的枯枝已经冻
成“冰棍”，重楼、党参、白芨的残叶不见了
踪迹，只有黄连和冰球子的绿叶还依稀可
见，土里的积雪看着有三五厘米厚。

我有点忧心说：“这示范种植看着有些
失败呀！”宋书记宽慰道：“从表面看来，好
像是这样，毕竟寒冬已至。从另一方面来
讲，我们将一片荒地变成规范种植的示范
点却是一大进步。白雪下面正积聚着蓬勃
的力量，目前看似残败，开年后又将是满园
春色。”我心中暗喜。

村口的水泥路上有些积雪，坑洼处可
见冰块，我和宋书记一道徒步出村。寒冷
是从头开始的，虽然没有风，但走得稍快就
能明显感觉到脸上的刺痛。越往上走路面
的积雪越厚，还有车轮印子，估计是昨天留
下的。路中央打滑不能走，我们只能沿着
路边踩着积雪慢行。

走到村“三道拐”处，发现了几只红鸡

在路边觅食。可能是红腹锦鸡，又或者是
红腹角稚，都长有大片的红色羽毛，村民统
称其为红鸡。红鸡的体型不大，成年的也
只有鸽子般大小，但它们尾巴特别长，可能
超过它四个身子的长度。红鸡不像黑叶猴
那么神秘，在我们这里时常都能见到。来
庙坝村驻村之前有朋友曾说：你要是能看
到黑叶猴，那运气之好，就像买彩票能中五
百万一样！去年我们驻村工作队那场黑叶
猴救援让我至今难忘，为此区里专门拍摄
了一部《黑叶猴情缘》的短片。

冰雪笼罩着庙坝，野外食物匮乏，红鸡
才在路边觅食。此刻看来，红鸡不但长得
漂亮，且与人类和谐共处，而松鼠就有点
调皮了。最近老听见村民抱怨松鼠，改变
了我对松鼠的原有认知。据蜂农讲，松鼠
一到冬天它们似乎只做一件事：喜欢在
蜂箱上掏洞，然后钻进去偷吃蜂巢。中
蜂蜂蜜是我们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
一，为应对松鼠对蜂群的骚扰，蜂农不得
已在蜂箱边安装老鼠夹，但效果不太理
想。我边走边惊叹着大自然的魔力，万物
相生相克，都需遵循生态平衡这个总则，
社会发展过程中更要处理好人与自然这个
大生态平衡。

步履蹒跚将近一个小时，我们终于到
了“独树子”。“独树子”是出村的必经之路，

也是沿路海拔的最高点，此地的积雪更厚，
防护栏上结满冰凌。放眼望去，远处的高
山银装素裹，雪、雾、云交织在一起。

郑老师已经在“独树子”等着我们，看
见郑老师停在不远处已调头的汽车，我和
宋书记瞬间提起劲儿来，感觉回家在望。
郑老师是我们驻村工作队的一员，是位优
秀的人民教师，也是位摄影爱好者，二十几
年来扎根基层把青春奉献给了山王坪的教
育事业。

不一会儿，一辆小汽车向我们驶来，我
们正要告诉来车前路难行时，那车径直呼
啦呼啦地疾驰而上，我们一脸愕然。

“前面应该过不去，那司机待会儿肯定
要调头回来！”郑老师说。

果不其然，那小车调头而回。庙坝通
村公路修建以来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出
行，今日虽冰天雪地小车通行受阻，但比起
过往的“蜀道之难”，显然是一种超越。

一年很短，两年不长，但庙坝从此不一
样了。我脑海中时不时地闪现我们驻村并
肩战斗的点点滴滴，我在，你在，我们都在，
相信岁月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

郑老师和我们一路行车到镇上，临别
时，他说教我们拍雪景，让我们永远记住庙
坝村的靓丽和脱贫后的巨大变化。

（作者单位：南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庙坝雪中行
刘席瑒

小女孩的头发
都是妈妈的小花园
她黑亮的头发，自然卷曲
小时候
两根粗辫子生动成
三股，四股辫，发梢盘旋
刘海打着葡萄藤卷
有时披散腰间，任波浪翻滚
梳个小燕子头，就古典舞翩翩了

头上，开满四季
一个发型，一种花朵
月季，牵牛，茉莉，海棠
醋加白面粉，妈妈的秘制花肥

清洗比浇灌费事
先漂几次，再冲几道
反复淋透，水灵灵的白昼

接下来，落雪天气
也是，春的心情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落雪天，春的心情
王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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