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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 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偶读宋代诗人葛天民诗“咫尺春三月，
寻常百姓家。为迎新燕入，不下归帘遮。”
忽然想起 5 年前的一件事：有天清晨，我打
完“太极八段锦”，突然听到一声响动，细
看，发现小池子里有一只落水的小鸟在扑
打挣扎，我立刻用手网捞出一看，原来是只
雏燕！赶紧将它捧出放在铺瓷砖的地上。
小家伙拼命扇动翅膀，试图飞走，也许是羽
毛打湿增加了重量，任它怎么努力，就是飞
不起来。显然，它是刚刚学飞，可能因为体
力不支，或许迷了路，才一头栽进池子的。
想想小鸟肯定饿了，于是进屋抓了一把小
米撒在它面前，谁知它根本不吃。不仅不
吃，还凄厉尖叫，正在我疑惑之际，枣树上
疾速飞来了两只成年燕子。从它们那急切
的叫声和关心的神情，不难看出是小燕子
的双亲。我知趣地回到房中，悄悄躲在玻
璃窗户边偷窥。这时，燕父母已双双飞到
小燕子身边。有只嘴对着嘴在亲密呢喃的
明显是燕母，有只不紧不慢在梳理小燕子
打湿羽毛的肯定是燕父。过了一会儿，燕
母又对着张开大嘴的幼鸟喂食虫子之类的
食物。这时，太阳升起来了，朝霞被对面高
大的梧桐树枝叶的缝隙织成金丝银缕洒进
花园，小燕子望望父母，欢快地飞了起来。
随即，燕父燕母陪伴左右慢慢消失在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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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刘家坟
艾万忠

歌乐山下，水色苍苍的嘉陵江畔，一条
石板路的千年磁器口，这些年海内外来重
庆的人，一般都会到这里“打卡”，说它闻名
遐迩已不为过。在磁器口东边千余米曾经
有一个叫刘家坟的地方，恐怕重庆人知道
的就不多了。
今年春节，我跟我姐我妹在母亲那说
起这事，都感喟不已。磁器口是我小时候
打酱油必去之地，刘家坟是我与小伙伴隔
三差五捉迷藏的地方。
如长城般厚的环形墙体，堪称当地一
方标志性建筑的刘家坟，精雕细琢的龙凤
与一对狮子在门拱和前面的石柱上，栩栩
如生。据说这是一刘姓大户人家主人寿终
后，后人专为他而建的豪华墓地。不知什
么时候就成了地名。
那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刘家坟，百
余米的西边是二钢厂冶金三校，近在咫
尺的北边是红岩开关厂。若问起这两
个单位所在地，人们都会说是刘家
坟。学校地势高出刘家坟 10 多米。
从学校旁的“礼堂”舞台那头望去，刘
家坟就像是座宫殿，矗立在菜地粮田中
十分耀眼。
说到那时，谈兴愈浓。趁兴，吃罢午
饭，我们仨径直就去那找寻曾经留下我们
童年时光的住所，找寻刘家坟现在何在。
由双碑站乘轨道交通 1 号线，到烈士墓
站下车后，从阳光水城小区边马路往里，步
行一会儿就到了一处工地。
碰巧这处工地正是我们要找寻的住所
——
“礼堂”，只可惜已被拆除。所幸“礼
堂”舞台下十几根水泥桩基还立在那。看
着一地的红色残砖碎块，半个世纪前的“礼
堂”
仿佛浮现我眼前。
所谓“礼堂”，是一栋 20 多户人家居住
的房舍，东西坐落，舞台朝东，正门朝西。
记得我们家先是住“礼堂”东南端，后
来住“礼堂”西北端。距我们家 20 来米的 1
栋和与它北端呈垂直阵型的平房，是我和
姐上学的教室。妹还小，还没到她上学时，
1970 年我们家就搬离了刘家坟。
站在已成废墟的“礼堂”旧址，我朝东
边继续找寻当年刘家坟的墓址，完全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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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窝燕子
陈益

梢的远方。
大约过了月余，有天早晨，我还未起
床，就听见小院里叽叽、啾啾欢快的鸟叫
声。以为是喜鹊临门？赶紧起床，直奔后
花园。结果令我大吃一惊！当时的心情不
是欣喜而是狂喜。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两只燕子！且极
有可能是上次接走小燕子的燕爸燕妈，
它俩
正忙着衔泥在花园二楼外的一转角处壁上
筑巢呢！它俩筑巢时配合默契，心有灵犀，
一个衔草，一个衔泥，粘牢后双双欢唱着飞
去。返回时，它们先落脚在枣树的一枝丫
上，歇一歇，才飞到转角处继续筑巢。有时
它们会停在枣树上，相互梳理羽毛，耳鬓厮
磨，
情意绵绵，
俨然一对新婚夫妇在度蜜月！
它们筑巢很利索，两天就垒好了。第
三天进行内装修，就是衔些小布条、羽毛、
软草等铺在窝里，提高舒适度。第四天开
始，雌燕就在窝里下蛋，之后就是孵蛋，这
期间吃喝的重任就落在了雄燕的身上，它
每天不知疲倦地捕虫喂食爱妻。一个星期
后，4 只雏燕就破壳而出了。因为它们在窝
里，看不见身体，只见喂食时，4 只嘴张得特
别大，仿佛要把这世界呑下去一般。随着
燕子父母喂食的节奏加快，小雏燕在半个
月后就能飞了。
那些日子，我的后院天天热闹非凡。

踪影。
刘家坟留给我的印记，除了我从那儿
开始记事开始上学外，有件事令我记忆犹
新，是解放军的爱民情怀。
1967 年，艳阳高照的夏日，一支解放军
医疗队进驻红岩开关厂，为聋哑人免费治
病 ，也 免 费 为 刘 家 坟 地 区 各 种 病 患 者 治
疗。父亲替我报了名。
之前，我几乎年年都犯气管炎，犯病时
喘气都很困难。第一次去治疗，看见那又
细又长的银针特别害怕，军医阿姨一边开
导我，一边自己扎自己给我看，我才同意让
扎。每天晚饭后我在那扎 3 针，一针扎喉咙
部位，还有两针扎左右手腕部。这样持续
扎了一个月，从此我再没犯过气管炎。这
年虽然我才 8 岁，便萌生了长大后也要当兵
的梦想。
搬家后头一两年我还回刘家坟看过儿
时伙伴，再后来邻居陆陆续续搬走，就没再
去过。
古往今来，但凡能成其为一个地名的，
定有说法。
以山水命名的黄山市、九江市，以工矿
业生产场所而得名的大庆市、鞍钢市等等。
还有以商贸业经营场所、农业活动场
所、水利工程、关塞港口、民间神话传
说、皇帝年号以及陵墓等命名的地
名。这些大大小小的地名，
要么涉及
自然科学，
要么涉及社会科学，
可谓是
不胜枚举。世人皆知的陕西黄陵县，就
是以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陵墓命名。
刘家坟虽然我还不知它有多少历史渊
源和什么传奇故事，仅看用他的姓氏和墓
地作地名，我想刘家在当时当地的名望一
定 小 不 了 。 说 起 坟 ，可 能 会 令 人 有 些 发
怵。但如果这坟与某一姓氏或者称谓合成
为某地的符号时，便与史同在，甚至名噪一
方。西安小寨到长安之间，有个叫吴家坟
的地方，尽管在那的西北政法大学、陕西师
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还有高耸入云的
电视塔，也没能淹没了它的名。若是在北
京乘坐地铁 1 号线，过了军博再往西走，或
是从万寿路往东走，当列车启动后，每节车
厢都会听到同一个声音：
“列车运行的前方
是公主坟站，有在公主坟站下车的乘客请
提前做好下车准备。
”
一个地名或大或小，都是一处地理坐
标 。 可 以 说 记 住 了 坐 标 ，就 不 会 迷 失 方
向。无论去何地、走多远，什么时候回来都
能找到。
（作者单位：
重庆市经信委）

大清早就听见它们叽叽啾啾叫个不停。先
是老燕飞在枣树上对着燕窝叫唤，小燕子
们赖在窝里不动，后来叫急了，才懒散地飞
出安乐窝，当它们一家子聚齐了，才一起飞
向后山。
转一大圈后，才飞回枣树，歇歇，又飞
走。临近黄昏，它们更忙，而且飞得很优
雅，有点像战斗机。一会拉高，一会俯冲，
一会低空盘旋，4 只小燕子紧紧跟随着老
燕，做着同样的动作。我猜想，清早是老燕
带着孩子练飞翔，下午和黄昏是教本领，带
着它们练习捕捉飞虫。每当下雨，这一家
子就安静了，它们全部趴在窝里，只露出 6
个脑袋。我至今没有想明白，那个小小的
燕窝怎么容下 6 个身体？
转眼到了夏天，燕子们一下子忙碌起
来！原来它们的收获季节到了。据资料介
绍，一只燕子一个夏季会吃掉 50 万只蚊子
和苍蝇！那时，晚上在花园乘凉根本不用
担心蚊子叮咬。天上一轮明月高挂，把清
辉洒满庭院，阵阵微风轻拂，让人想起外婆
轻摇的蒲扇和唱的摇蓝曲。此刻，燕子们
特别懂事，它们在窝里静静地看着你，不吱
一声，
然后带着一天的劳累慢慢入眠。
当秋风吹落第一片梧桐树叶，我那天
下班回家，发现燕窝空了，燕子们全部飞走
了。我不甘心，等了一晚未见回来，第二晚
也未回来。显然，它们举家迁徙到热带过
冬去了，因为它们是候鸟。我想，没关系，
来年开春它们一定会回来的，因为它们的
窝还在。可是，它们再也没有回来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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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名字

——写给戍边英雄
杨智华
是谁肩披边关冷月义无反顾
是谁头枕铁马冰河梦萦故乡
是谁背靠界碑面对挑衅张臂怒视
是谁隔着万水千山遥望亲人，
兑现不了
一句承诺：
等我归来
什么样的勇气与无畏
才算得上铁血男儿
不怕死远远不够
骨头的坚度必须硬过石头
信念的高度必须超越雪峰
喀喇昆仑的风雪有多寒
春风不度的生命禁地有多远
除了冰霜的洁白与砂石的荒凉
只有勇士方可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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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两江新区
路琳

被梦想铺开的两江新区大地
漫溢着追梦的汗水
回荡着成功的乐章
绽放着幸福的花朵
书写着奋斗的诗行

这事，我把做清洁的张阿姨给开除了。其
实，这张阿姨做卫生特别仔细，一片小树叶
的背面她都要擦拭干净。那天，她看燕子
窝空着，而那面墙壁上有燕子屎尿痕迹，于
是搭楼梯将燕子窝捅掉，用湿巾费很大劲
才将墙壁擦得干干净净！没想到费力不落
好，
好心办错事。
现在，每到阳春三月，我就会想起曾经
在我家筑巢生活过的燕子。它们背部羽毛
蓝黑色，腹部羽毛乳白色，颈部暗红色，漂
亮而具有光泽，翅膀轻快，尾巴像剪刀，古
时叫玄鸟。
燕子站在树枝上，双眼平视前方，俨然
像个绅士，据说燕尾服的设计师就是受了
它外貌形态的启发。
有句成语叫“身轻如燕”。的确，燕子
身体轻盈，一则因为它的骨骼是空心的；二
则因为它的双翼长而有力，为长时间平稳
飞行提供了保证；三则因为尾如剪，能减少
气流，平衡身体，特别是转弯时也能精准捕
捉到飞虫。
燕子是人类的朋友。是益鸟，
是害虫的
天敌！燕子是勇敢的战士。它不屑攻击站着
的不动的敌人，
而善于在运动中依靠卓越的
飞行技能歼灭敌人！燕子是春天的信使。当
柳丝泛绿，
当小草拱出嫩芽，
它们就来啦！带
给人们健康快乐和好运！燕子是天地的精
灵。它的羽翼之美，
形态之美，
灵巧之美，
声
音之美，
简直巧夺天工，
无与伦比！
遗憾的是，现在人们很难看到“飞入寻
常百姓家”的燕子了。日本鸟类学者调查
指出：
“ 近十年亚洲的家燕减少了四分之
三 ，日 本 和 中 国 甚 至 更 多 。”什 么 原 因 导
致？至今仍然是个谜！我们期待科学家能
够早日破解谜局，让燕子像从前那样飞进
寻常百姓的堂前屋后，筑巢垒窝，生儿育
女，
生生不息。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就有这样一群将士，
年轻的脸庞
与高原的紫外线一道黝黑
与天空的湛蓝一起深邃
与雄鹰的眼神一同尖锐
跋涉在巡逻线上，
祖国这个词的重量
沉甸甸远甚于深度缺氧
即使以一敌十又怎样
你们说，
是因为
“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
你们没有说，
是因为
心里铭刻着：
祖国山河一寸不能丢
你们终是以英雄的方式
用生命诠释了铮铮誓言
在这个春天，
百花齐放的春天
你们的名字从雪域高原
开遍九州大地
绽放成最动人最灿烂的花朵
令我们泪湿衣襟
铭记永远
（作者单位：
江北区人武部）

前行的路上
总是朝发夕至
追梦的路上
有谁会甘心被落下
有谁会甘心被丢弃
我们知道自己的来处
所以我们更加珍惜今天
这叫不忘初心，
这叫牢记使命
在枕木铺就的铁轨上
心连心手挽手肩并肩
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以飞驰的速度与姿态
奋进在追梦的路上
两江人以动车为笔大地为纸
书写下一座城的恢弘诗章
一个个创新的理念
一个个创新的企业
一项项创新的技术
打造出一个地域的速度与激情
这就是两江新区最激昂的咏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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