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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诗/ 绪/ 纷/ 飞

春之舞
雪原。寒冷高墙轰然倒塌
光阴四溅
惊醒沉睡的暖风

鹅黄的芭蕾回归舞台
季节追光
足尖灵动地跳跃和旋转

鸟鸣开始飞翔。鸽哨流畅
次第晕染
冬天的留白……

大地仰望着深海。三月在枝头
奔放荡漾，还原
走失的经典

春天来了 吴凤鸣

风在季节中追逐
成片的思念
被安放在一朵朵花的枝头
盛开成你的模样

我欢喜着与你的每一次相遇
把幸福种下
用你的眼神给予营养
打开心门的窗

于是
我隐藏所有的羞涩
你最初的甜言蜜语
让姹紫嫣红敲击成行

是的，春天来了
我们的约定才刚刚开始
时间有多长，故事就有多美好
一切都会陪着到地老天荒

（作者供职于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三月，去南山看樱花 杨骏

昨晚，有个梦约了我
明日大晴天，我们步行着
去南山看樱花

清晨出发，带着自己的天空去了
清风为我拂散疫尘
引着小路上山

哇！满目樱花，请我回到爱中
我把她们认成姊妹
不仅面庞似我，粉红的腰身似我
连轻轻摇动时
也似我在春色深处，为他甜蜜战栗

你看那一树微笑着的樱花
忧愁不敢靠近
她有柔情满怀
另有一树樱花
她不相信：情到深处蝴蝶死

又有一树樱花
花影比我的诗句绰约，她托付给我
几个佳人梦
再有一树樱花，说是为我准备了

一壶听雨酒
不醉不许开花

而更多的樱花，像红云绽放，没
有怒气

只有和蔼
在这暂无鸟鸣的时刻可傍着樱

花树身
让欢乐小憩，可以
坐在樱花树下，听山泉低语
她要的幸福不是清汤寡水

三月，去南山看樱花，梦未诳骗我
我对樱花赞颂着讲——
不能伤了风景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踏着春风上苗寨 田金梅

春风吹拂着树木和花草
我正赶往一片不曾去过的
心里向往的地方
在万壑之间，道路相望

盘山涉涧
越往上走，视野越开阔
光线越明亮，天空越高远

几朵炊烟变成天上的流云
一棵古树高高托举
聚集的鸟巢
它的留守是一种呼唤

飞架的桥梁连接江河两岸
纵横的公路向大山深处延伸
山里所有的村寨
被联系起来

太阳湖，月亮湖
苗王山下天池苗寨
靠山而居，临湖而伴

你回与不回
山在变绿，水在变清
校园已新建
周围一栋栋房子
被设计成独特的苗乡民宿

归来吧，别再浪迹天涯
乡村振兴
家乡已准备好
再等，乡愁也会老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春咏 张奎

风柔柳细沐春烟，

万道曦霞染幕天。

滟滟江波沉旧梦，

欣欣气象润新年。

高枝鸟唱芳声醉，

翰墨椽挥彩画鲜。

布谷催号醒冻土，

犁牛壮硕好耕田。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万州分行）

岁月窄缝里的奶奶
梦桐疏影

对于泥土，我们漠视，践踏，不敬。其
实，无论怎样，它总在无垠的缄默里长出
爱，盛开美。

那个黄昏，我邂逅这样的美，一种素朴
而震撼的美。

美人蕉开得无厘头的艳。郁郁青青的树
林尽头，不是庄稼地，是一大片汹涌的花海，闪
烁的波光，映亮了黄昏黯淡的额头。从未见过
如此景象，我尖叫着，奔向它的怀抱。

太美了，拍张照片吧。
好，你站进去。
其实过了疯狂拍照的年龄，此刻，突然

心血来潮，只想要留住那些惊艳的花。
站进花地，花叶和泥土的气味开始全

方位袭击我。
拍照，是一种无奈的挽留。留得住光

影，又怎留得住花香？留得住记忆，又怎留
得住岁月？

叹息的片刻，突然看见花海尽头的泥
路上坐着一位老妇人。黑，瘦，小。脸上密
布刀刻印痕，眼神混沌，白发凌乱，风微微
吹起她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裤。安静沧桑的
身影，映在身后一望无际的绿幕上，有着触
目惊心的渺小和疼痛。整个人像是被岁月
忽略、被土地遗弃的干瘪老树，长在缝隙
里，没有一丝声音，比此刻的晚风还安静。
她淡淡地看着我。

不熟悉，亦不陌生。
奶奶好！您……怎么在这儿？
我在歇凉。她回答。
身后，一把锄头。新翻过的疏松菜

地。地里的葱子、豇豆、茄子，长势不错。
一角，堆着刚刚拔下的野草。她应该刚刚
忙完地里的活。

您这么大年纪，还干活？看到这一切，
心头一酸，忍不住想掉泪。

哦，累不动了。年纪大了，做一阵就要
歇一阵。

好像卸下了岁月重负，此刻的她轻松，
惬意，轻轻对我说。

奶奶年过八旬，儿孙满堂。不算福薄
之人，可好多年，一个人住在对面山岭下。

都搬走了。你看大院中间那幢房子就
是我的。后面山岭上最高处的房子是幺儿
的。但他们全搬出去了……

那是一片错落有致的土坯房。一幢一
幢断续相连。想必曾经是热闹的大院子。
现在房子破破烂烂，裂痕累累。墙体斑驳零
落，一块褐，一块白，像身患怪疾的垂暮老
人。整个院子不见一个人影。好半天，我才
发现，远处的树林里有个修剪树枝的女人。
除了蝉唱虫鸣，四野一片寂静。远处，一望
无际的稻田，一群白鹭飞过淡青的暮色。

你干嘛不和他们一起搬走呢？
哦，不习惯。街上都几十年没去了。最

远就到过公路边。对面的树林都没去。听
说现在已开发成公园，风景很好，也很好玩。

我知道她说的是水库对面，几千亩地，
目前正在打造重庆最大最美的乡间公园。

哦，不对，也去过街上，20多年前，老头
死了，我大病一场，儿孙们将我抬到镇医院
住了三天。

想起我90岁的奶奶，一直生活在闭塞
而安静的村子。整天伺候她的鸡鸭和院子
附近的蔬菜。像是被泥土定根，从我记忆
里，她几乎没有上过街。虽然老家距离街
上不过10多分钟的路程。

老头的坟在池塘边山堡上。走出屋
子，站在地坝，都可以看见他。顺着她的手

指，我看见前面树荫原来是一片坟山。一
个挨一个的墓冢，像打地铺熟睡的亲人。

晚霞越来越淡，大地被神秘之手涂上
凄凉的色彩。不远处的池塘边，数丛美人
蕉映在水中，像火焰在燃烧。

人到中年，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也慢慢
飞出了乡村。几个儿子都找了钱，在街上
买了房子。只有小儿子外出打工，这么多
年，音讯渺无。他三岁的儿子留我照顾，那
一年夏天，他和几个小伙伴去池塘玩耍，看
见大点的孩子都在游泳，自己也跟着下了
水，结果没人注意到他就这样滑进水中，再
也没起来……她说这话时，望着波澜不惊
的池塘，无悲无喜，似乎早将生死洞穿。

儿子们要接她出去住，可她说什么也不
肯。她说都走了，老头在这儿不孤单吗？你
三弟万一回来，怎么找得到家？……

她说这话时，我一下想起《唐山大地
震》中那位为爱倔强到固执的母亲。丈夫、
女儿在地震中失去，城市发展改造，她不
搬。儿子在外有房有车，她不去。一辈子
守着自己的窝，不肯挪动。看影片时，我的
泪湿了很多纸巾。而今天，面对奶奶，我强
忍着，不要自己的泪掉下来。电影是虚构
的，而眼前的她真实得让人不敢相信。

我自己种花、种菜、种庄稼，自己做饭、
做菜，简简单单地活着，够了！这大热的
天，太阳阴了才下地干点活儿。累了，歇歇
气，吹吹风。天黑了，回去喝点稀饭，要得
了！她说。

她的人生如此简单。不，如此不简
单。80年，一定有着我们无法想象的苦难
和艰辛。而她，承担，丢下，放开。一切看
淡、看轻。或许，一世风雨悲欢，只有脚下
这块土地才知道。

别摆龙门阵了，奶奶一定饿了，该回家
吃饭了。林在一边提醒，打断我的默思。

能和你拍张照片吗？奶奶慈祥地微笑
着，露出光秃秃的牙龈。

好啊。靠近，林迅速按动了快门。
可以取不？她好奇地问我。
啊，不可以。这是数码相机，不用洗的。
奶奶依旧微笑不语。
有一天，整理相机，我又看到那片花

海，看到老奶奶。于是我飞奔下楼，到一家
打印店，打印出了那天的合影。晚饭后，又
去了那片花地。

一切那么安静，不见一个路人。
再后来在老房子边上终于遇见一个男

人。他告诉我，这片花地被花木公司征用，
正在扩建。这里的住户陆陆续续搬迁走了。

奶奶不知是否被儿孙接走？
遗弃的村庄，如今，过不了多久，它会

慢慢变成车水马龙的旅游胜地。生存于时
光夹缝里的老人，突然消失，是不是已被迫
住进了冰冷的水泥丛林？而执着的她，该
如何守护心中最后的家园？

网络里读到一首名叫《村庄》的诗：
……把每一寸土地爱个够，你不知道

种子/在哪发芽/把墙角晒太阳的老人爱个
够/有一天，你再也看不到那样慈祥的笑
容/把田野、田野里的庄稼爱个够/它们会
被工厂、公路挤占/把每一滴水爱个够，它
们会随小河离开我们/把每一座砖瓦房爱
个够，楼房会遮住它们的阳光/还要把每一
颗星星，每一阵风/每一粒粮食、一顿饭、一
双筷子、一张旧桌子/一辆小推车、自行车
……/都要爱够

我多想，多想像诗人安子诗里所写的
一样，将一切该爱的一一爱个够。

可是，我不能，也来不及了。于是，坐
下来，决定写写这位陌生的奶奶。写她的
慈祥、卑微和衰老，写她的倔强、深爱和沉
默。因为，我怕她是大海深处一尾鱼，在我
转身的一瞬，突然消失。

奶奶，你不在，静怡的时光去了哪里？
奶奶，你不在，我的照片将寄往何处？

（作者系璧山区作协副主席）

我乘船逆江而上
从嘉陵江上仰望两江新区
带着一种陌生的兴奋
带着一种游子的乡情

一座座跨江大桥
像一根根琴弦
弹奏着唐诗宋词元曲
江边的细沙和石子
纷纷被它们俘获

我带不走一片诗句
正如我带不走一片白云
带不走磁器口的梵音
带不走江中的大石坝
带不走江上的白鹭

我的心
被一条鱼偷走了
我像一个无助的老人
从江中饮水的巨龙
横空出世
把我仅剩的躯体
收入口中

我呼唤着太阳
太阳站在缙云山上
伸出强壮的大手
它把一天的收成
抖落在巨龙面前
金子铺满了大江
每一块石头都戴上黄金

面具

巨龙被迷惑了
就在这时
高高的灯塔亮了
射出一道道箭
降伏了巨龙和虾兵蟹将
我得以重返大竹林

凤溪沱口
我一手牵着女儿
一手牵着儿子
在江边渔翁的护佑下
快步撤离
撤离这片无法抵挡的诱惑

（作者单位：重庆市检察院）

金海湾公园遐思
李立峰

晓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