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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生/ 活/ 随/ 笔

诗/ 绪/ 纷/ 飞

耳聋耳鸣 有妙方
耳鸣：俗称“闹聋”，感受如蝉鸣，风

雨声或哨铃声，会造成患者失眠、烦躁、
忧虑、抑郁。耳聋会使患者反应迟缓，行
动受阻。这些都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诸
多不便。

本方在人体双侧耳道产生对应感
应，改善耳内循环，改善耳鸣症状，提高
听觉能力。每天仅需晚间睡前使用，耳
朵倍感轻松。

【产品作用】
耳鸣/听力下降/老年性/突发性/药物

性/神经性/噪声性耳聋等症。以其独特功
能为广大耳鸣、耳聋患者带来福音。

（全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免费
咨询

400-6037-199
陕械备20180363号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者在医务

人员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陕械广审（文）第220831-00556号

天河，可以说不是河，没有波涛汹涌的
气势和豪迈。但，当你走进天河时，才发现
这条所谓的河其实在暗潮涌动中，起伏出
不一样的境地和内敛。

其实，天河是河，一条有着奔腾气息的
河，在高达40℃左右的温热下，可以让你即
便在寒冷时段，也能享受到清澈一般的雍
容与华贵。

西南第一条温泉，就是天河的另一个
名称。

我们驱车5个多小时，不欣赏优美盛
景，只是希望在天河温泉去享受一把人与
水之间的愉悦，而后静静坐在房间，与家人
闲聊。

宾馆设置在天河旁边，一开窗便可从
嬉笑热闹的声音中，判别出人的情绪，激
动、高昂，就像一场盛会展出美丽一般的空
旷气氛。

孩子的笑声最令人羡慕，特别是伴随
着水落地有回响的清脆声音中，可以想象
出欢快打闹的场面。不得不说，这场盛宴
不仅让人解乏，还可以从中领悟到生命的
意义。

在水池旁边环绕着绿意葱茏的树木，
一条小径连通水池与住宿，而绿树上悬挂
的果实，沉甸甸地遥看前方水池，以及水面
上映照出的风情物种，让人赞叹不已。也

难怪，走进宾馆小径，便有一种似曾相识的
熟知感和眷念感。

假设，在一个空旷的大地上，这些绿
树、花卉，还有果实，全部都装进天河沉敛
而广袤的胸怀里。这种境况与诗意不断掘
发出开阔眼界，由此颤抖出一道道波纹，一
层层碾压时间和年轮。

实际上，天河水质来自于自然界，这也
恰好与天河这一称呼相互辉映，好比自然
界的神性与人类现代科技相融合，碰撞出
火花四溅的魅力所在。

我是入住宾馆当天便按捺不住温泉诱
惑下水，起初进入水池并不觉与其他地域
温泉有差异，可当我漫游在水池中央，在波
光粼粼的水面上去划出浪花时，心中那一
份沉寂许久的童心跳跃出来。

其实，在每个人内心深处，何尝不想保
留一份童心，一份纯真的怀旧感。就拿著
名画家、散文家丰子恺先生来说，童心就是
一种天然的诗意。这再一次与天河投缘，
源于相识，也源于共见。我用缘分来诠释
天河，因为这条河起源于哪？起源时间都
无法查证，只是听周围居民说，这条河流经
过许多地方，跨越过几个朝代。从千里之
外的某处来到这里，一部分停留，一部分继

续奔赴远方。
天河水池共分三个，一个温度40℃左

右，一个温度相对高些，还有一个就是集桑
拿按摩一体的鱼池。我从40℃左右的水池
中，小走几步来到温度高些的水池里。里
面多为老人和小孩，但也有少许年轻人坐
在水池边休闲，半浸泡其中。当我踏入池
水中，底池中的鹅卵石让我感觉仿佛跨越
几个世纪，穿过粗狂、锋芒的历史沉寂，进
入一个明媚有柔情的水域中。

天色渐暗，一场盛世夜宴由此开始，一
段缠绵情丝从水中掠过，确实有那么一刻，
让我感受到天河的劲力，在水中起伏的擎
举，但随后的柔性又很快融入进无边际的
情怀中，也许这就是天河的魅力所在，也是
为什么即便相距五百多公里的我们，也不
枉此行的原因。

我将身躯浸泡在水中，水质清澈、透
亮，从水中完全可以看清自己的身体，以及
漂浮在水上的波澜。在我的记忆中，这样
欣赏自己的身躯并不常见，不是因为水质
的问题，就是在水温中注视不相适宜。而
天河的水，让你可以在凉爽或更低温的冬
季去享受一把水质感，这也正是天河的神
来之笔所留下的馈赠。

从天河的水中发觉出内敛、壮烈的时
代沧桑，滔滔不尽流过，且去向远方。听一
名游客说，天河水因地理位置造成，我无法
考究这些水的出处，但可以肯定，水源的流
向并不在于此，而是更宽更广的地域。天
河之所以有这丰富物质，是他的神性，他的
魅力，以及他宽阔胸怀的英雄气概。我从
池水中起来，能够感受到时空在奇异交替
中扣开心中的世界。

这是一条河水的故事。
当我回目望向天河时，他张开双臂放

眼我的任性，又留给我许多想象空间。突
然，我感激天河，在他敞开双臂的时刻，让我
领悟到生命，领悟到生于斯长于斯的道理。

夜宴天河真的是一种别致的性情流
露，就好像水中包含的感情，一直飘荡在空
中。

在人群相拥的水池边，不知不觉让心
灵布满美好，形色清晰，这样好的夜宴，就
在天河温泉，与绿树成荫，花果飘香做伴相
随。

我躺在天河中，用激情去深拥这汪水，用
女人特有的情怀眷顾他。在微风沁凉的夜
晚，天河也深情环绕着我，柔软的，轻慢的。

好吧！就在满天星辰的时刻，将自己
的心投入天河，将这份爱镶嵌在天河之都，
是一片情义的流露，更是对于天河神圣奇
迹的敬畏。

天河，正如水潮涌入我心里。我好像
看到了天河，那雄壮强劲地屹立在苍穹上，
发着光，投射出爱，还有一股源源不断的暖
流。这正是天河，一条可以灌满内心世界的
暖流。在夜宴中，透视出无限美好和向往。

向往天河，向往夜宴，向往美好的一
切。

(作者供职于国家能源集团）

夜宴天河
陈晓莉

我是70后，对于革命战争题材的影视
剧作品情有独钟，尤其喜欢剧中的英雄人
物，常常被英雄们的行为感动得热泪盈眶。
前一阵央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跨
过鸭绿江》又成了我追剧的对象。但是，我
想不到的是，70多岁的母亲，居然也和我一
起追剧。

母亲是在节目预告中知道《跨过鸭绿
江》的，开播那天恰好我在上班。家里客厅
里的电视刚刚更换了网络，她没有找到央视
一套在遥控板上是哪一组对应的数字，而我
的爱人正好也在上班，母亲只好给我打电
话。通常情况下，母亲很少给我打电话的。
我从手机里听出了她的焦急，吓了一跳，以
为出了什么事情。母亲说：“快给我说，中央
一台是几？”听她急匆匆的声音，我有些发蒙：

“啥子几？”母亲说：“就是中央一台，遥控板我
按不出来。”我告诉她是17。她瞬间就挂了
电话，想必她已经被电视剧深深地吸引了。

我和母亲真正坐在一起看《跨过鸭绿
江》的时候，剧情已经发展到了二次战役。
志愿军38军为了围歼美陆战一师，14小时
穿插72.5公里抢占三所里、龙源里，阻击美
军溃逃。松骨峰是美军逃跑的必经之路，为
了逃命，他们派出飞机大炮对松骨峰进行狂
轰滥炸，电视屏幕上火光闪闪，硝烟弥漫。
在微弱的电视荧光下，我看见母亲的脸色很
凝重。当看见坚守松骨峰的志愿军战士一
个连打得只剩下七个人的时候，母亲再也不
敢看那惨烈的场面，把头深深地埋着，仿佛
睡着了。在长津湖战役中，为了打垮进攻美
军，潜伏的志愿军一个连的战士冻死牺牲，
当美军将领给战士们的遗体行军礼说“麦克
阿瑟应该侥幸没有打过鸭绿江”的时候，母
亲很难过。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记错了播出时
间，结果电视剧播出了20多分钟，母亲才发
现。为这少看的20分钟，母亲抱怨了我好
一阵。我说：“以后还会重播。”母亲半信半
疑，很久都不能释怀。

当志愿军战士围歼敌人，志愿军军歌响

起的时候，母亲
也显得很轻松，
她会一边看一边和我说话。她说，电视里演
的彭总说话做事的样子很像彭总。好像她
曾经见过他们，听他们说过话，熟悉他们的
一举一动似的。

母亲的文化不高，识字不多，电视上偶
尔出现的字幕，她会像读书一样念出来，比
如松骨峰、三所里。我笑：“原来你认识字
啊。”母亲也笑。可是，遇到美军将领说话的
时候，都是英语对白。我看见她瞪大了眼珠
子，使劲儿地看屏幕下方的翻译文字。我问
她：“看得清不？”她说：“太快了，看不赢。”于
是我就逐字逐句给她念，她这才收起了凝神
静气地看电视机屏幕的神情。我不知道，我
没有在家里，爱人又在上班的时候，她一个
人是怎么听清那些英语对白的。或许，她根
本就没有看清，她不关心那些美军，她关心
的是志愿军战士，只要能听懂他们说的话，
她就满足了。

播放29集和30集，正好周末，我和母
亲坐在电视机前，为志愿军战士牵挂和揪
心。这两集，主要情节是美军利用机械化部
队，学志愿军的战法，进行远距离穿插，企图
占领我军的后勤补给基地铁原，进而合围整
个志愿军参战部队。在铁原这个地方，志愿
军63军利用疲惫之师，用3万人的部队纵
深防御阻击，迟滞了美军9万多人的进攻达
13天之久，为志愿军大部队后撤和转移铁
原的战略物资争取了时间。铁原阻击战，志
愿军63军 189师战后所剩人员不足一个
团。母亲今年72岁了，她已经见惯了人世
间的生死，经历了太多的悲欢离合，但是面
对志愿军战士视死如归的精神，她还是默默
地掉下了眼泪。

看着母亲，我总是想起我小时候的情
形。那时候，母亲不到30岁，一到下雨天，
她就坐在大门口补衣服，偶尔抬头看一眼在
一边玩耍的我，嘴里哼着：“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作者系巴南区作协副主席）

和母亲一起追剧
刘学兵

春天的花怎能够凋谢
冰雪将要融化，土地正等候
耕耘和撒播种子
这开在了心脏的花儿呀
有爱的浇灌与加持
就获得永恒

娇俏样倚大河奔放的臂弯
听浪涛甲骨文一般古老的倾诉
大自然乃最宏丽的舞台
四季轮转登场
当祈祷再见到那枝牡丹
她只是居另外的时空
沉睡中散发出幽香，梳妆
待赴新的盛会

哦，幸运的太阳啊
你照耀她美好不败的脸庞
那缕缕清晨的

阳光，都带来她的消息

未忘记赞美花草与溪流

鸽群飞过时，哨音
唤醒无边的沉寂
天空，仿佛重新又活泼起来
云朵载了人心
在浩瀚之中翩跹盘旋
曼妙诡奇

那匹白驹，忽穿越肋骨
咔嚓声，曾往大海
濯足和逐波，赴山巅狩猎星座
刺痛如闪电驰至
只顾向西向东，向南竞走
不需要解释所有离别

谨致歉意，从唇齿
滑坠的光阴，难觅得果实
然而幸运的呵
未忘记赞美蜂蝶的花草
野性冲撞的溪流
分秒，化做清晨滴落的露珠
或成为浪涛上的水沫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被大河伸臂拥抱的花朵（外一首）
屿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