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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我的老家在乡下。
从幼时起，每年都会跟随父亲回老家去

几次，我是极其不愿意回去的。
儿时的记忆里，回老家是一件特别痛苦

而又无法摆脱的事。先是坐一个多小时的
公共汽车到小县城，然后换乘到乡下的客
车。破旧窄小的车站挤满了人，等了好久才
开过来一辆，一会儿功夫就装不下了，车顶
上也装满了箩筐背篼。

客车缓慢地驶入乡村极其颠簸的泥石
道，弯弯绕绕，似乎永远也开不到头。一下
雨，黄土变成了稀泥巴，车身上到处溅满了
泥，车头也花得看不出来本来的模样。我双
手紧紧拉着车上的扶手，一路走走停停把我
的小脑袋都晃晕了，不知过了多久，车子终
于到终点了，爸爸把迷迷糊糊的我抱下车。

冷飕飕的风让我一下子就清醒了，爸爸
牵着我的手，沿着田埂小路往老屋走去。小
路上的稀泥巴不一会就把我的新皮鞋弄花
了，踩着一路的鸡粪鸭粪，我们回到了祖屋，
一座破旧敝落的农家屋。大伯一家还住在
这里，昏暗的灯光，残缺的桌椅，头顶上黑黢
黢的木梁中时不时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
胆小的我坐在爸爸身边，一动也不敢动。一
想到晚上还要在这里住，小嘴噘得老高。

上世纪九十年代，泥石道升级成了水泥
路，行驶在路上的车辆开过卷起漫天的尘
土，下了车，眼睛都还睁不开。等车子开远
了，才慢慢迈步，跨过小桥，经过闹哄哄的场
镇，穿过庄稼田间道，回到祖屋，粉刷过的墙
壁被风雨剐蹭的花一块，白一块，就像唱戏
的脸上被弄花的妆。

渐渐地，我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
回去，爸爸都到处去打听，搭别人的车，绕那
么久的路，冬日刮着寒风冷，夏天顶着日头
晒，有什么意思。

时间很快迈进了2000年。我有了自己

的孩子，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可爸爸还是
喜欢回乡下，每次回来，都是掩不住的一脸
兴奋，告诉我马路扩建了，换成了柏油路；他
经常去垂钓的那家村民又去承包了个大鱼
塘，旁边还有个果园子，以后可以去吃枇杷
和橘子了；镇上新修了一条街，宽敞的双车
道，好多村民都从老屋子搬到新街来住了；
镇上通电了，据说很快就要通到山里的每家
每户了。离祖屋不远的养老院翻修过了，住
在里面的老人们可开心了。

听得多了，我也有点想去乡下了，看看
是不是真的像爸爸说的变化这么大。

选了一个阳光晴朗的周末，带上我准备
的遮阳帽、驱蚊水、风油精，坐上爸爸才买不
久的新车，一家人出发了。

半个小时后，就下了高速。驶入乡村道
路，我不由得睁大眼睛，这是我印象中那个
以前的老家吗？

田地里，村民在插秧，一行行绿色的生
命在播种繁殖，点与线的结合，绿与黄的交
织，就这样不经意地勾勒出一幅大自然最美
的画面。

桑叶长出了的新叶，梨花杏花灿烂地
盛开在每一处土地，我摇下车窗，空气里传
来一阵阵混合着青草的独特气息，清新而
又熟悉。

路旁宽阔处有当地村民摆着摊。当季
的水果蔬菜摆成一排，红彤彤的草莓、绿油
油的菜心，紫桑桑的茄子。必须买一点，我
喊爸爸停下车，笑嘻嘻地问村民价格，语气
里带着一丝按捺不住的兴奋和新鲜。

把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搬上车，继续往前
开，又遇到一户娶妻的，远处近处的亲戚坐
满了几十张新崭崭的红木油漆桌子，一连串
的车子停在路边，几个村民在路边竖起了
锅，支起了灶，新鲜的猪肉堆满了案板，锅碗
瓢盆一大摞如小山。遥遥看见穿着大红衣
服的新郎新娘在其中格外引人注目，虽然看

不真切新人相貌，但感受到了他们幸福的笑
容，感受到了乡村的礼俗、村民们淳朴的喜
悦和祝福。

车子直接停在了老屋附近的空地，几
分钟就回到了老屋，三层楼的新房拔地而
起，堂屋宽敞明亮，大伯站在屋口，新衣服、
新鞋子，以往驼着的背看起来直了好多。
他满脸笑容地把我们迎进了屋，我四下打
量，惊奇地叫出了声：“大伯，你们这变化也
太大了吧！”

大伯笑得合不拢嘴，“是啊是啊，都是政
府好啊，前几年喊我们去镇上开会，问每家
每户的土地情况，然后安排我们屋子前面的
地种姜，后面的庄稼种包谷，栽果树，镇上的
技术员还定期来指导。到了收成的时候，镇
上联系供货商来收货。这日子哟，一年比一
年过得好了，我们心里可高兴了。”

爸爸在一旁，顺手递给我一个刚烤好的

红薯，吃了一口，甜。甜在嘴里的是红薯香，
甜在心里的是老家一年更比一年好的变化。

2010年年底，电力、饮用水、公路、有线
电视、互联网基本实现了村村通。爸爸这年
也退休了。大伯收拾了三楼的两间屋子给
我们。每逢周末，我们一起上来，爸爸栽树，
我养花，儿子喜欢院前小池塘里的金鱼，更
喜欢追着一只名叫“晃晃”的小狗到处跑。

老家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今天去，附近
多了一个农家乐，下次去，路边栽满了我最
爱的太阳花。春天绿满田间迎晨曦，夏日桑
榆暮景送晚霞。乡民们的欢声笑语随处可
见。

到了2020年，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
乡民们保护好青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镇
政府依托当地特色经济让乡民致富。果园、
花木种植中心、农家乐、红枫植物园，到处一
派欣欣向荣的田园好风光。

我轻轻地哼起了一首很久以前的歌：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
一朵朵白云绕山间
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
一阵阵歌声随风传
哎谁不说俺家乡好
得儿哟依儿哟

(作者单位：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乡村路上好风光
李秀玲

这个春天，仿佛一夜间
催生出五颜六色的花骨朵
群鸟呼朋引伴，聚集在一起
奏响春之声圆舞曲
春天站在春风里倾听，手舞足蹈
这个季节，一下子闹热起来

春雨滴答一声
拉开大地深处的春天序幕
淋湿庄稼的肩膀
染绿一望无际的田园
花开的声音，敲响春天的大门
萌生构思良久的梦想

春色饱蘸春天的大手笔
躺在蓝天白云的水墨画里
农民用二月的剪刀，剪去荒芜
拍打一身的花香和青草味道
包裹在满山坡的绿意里
构成田野灵动的背景

春光看见远方的辽阔
记住垂挂在枝头的永恒之约
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
一门心思，让光芒眷顾万物
一会儿任蜜蜂的花香弥漫全身
一会儿等蝴蝶飞进怀里

一川烟雨，在山水相约的地方
穿越春天的光阴
坐定花枝的春宵
阳春的心事，在花影颤动里浮现
值得铭记的春天词语
从匍匐的大地蹦出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春天的词语，
从匍匐的大地蹦出

左利理

足不出户，窗含西岭
房前屋后，葳蕤的春天总会渐次铺开
鸟儿的早起是最美的晨曲
乳燕掠过，花香四溢
樱花，杏花，桃花，梨花，李花
就像是春天的一场场爱情
总是繁花似锦，轰轰烈烈
那些飘落的花瓣
越过小溪，水声潺潺
最可羡慕的往往是翩翩起舞的蝴蝶们
仿佛她们才是人间的精灵
成双成对，紧紧跟随
她们从不缺席每一个春天

有一些草嫩嫩地冒出头来

有一些土暖暖地直起了腰
从去年走来的枇杷早已把果子挂上了

枝头
虽然微小，也算是春天的一种答案
给人最多想象的是屋后的竹笋
还有房前的春芽
她们不去悬崖展示高贵与奢侈
也不在姹紫嫣红中渲染纷扰
而地里的蚯蚓
在春天默默地耕耘着土地

或麻或白的鸭子
在水面如镜的稻田里也愿意曲项向天歌
大红的公鸡忽东忽西地奔跑着
欢快的猫体态矫健
难道是在追赶着什么
一向懒懒的狗跟在脚步的后面
四处巡游，寸步不离
不要问春天是什么
春天就是房前屋后的总和

（作者单位：万州区文旅委）

房前屋后的春天
梅万林

春雨制造童话。桃源制造梦境。雨天
逛酉阳桃花源，自然别有一番感受。

天地之间，大雨充塞，水汽茫茫。人撑
着伞，从中穿过。就像穿过了一个诗意的
隧道，可以走到红尘之外。远远望去，大酉
洞的石壁光洁如洗，更有古意了。马识途
题的“桃花源”三个字，被雨水滋养得
分外精神。

洞外桃林，亿万花苞。鼓胀，
挺立，头顶一粒朱砂。十万雨滴，
敲打十万花苞，如同敲着十万花
鼓。我却听不见一点声音。我的耳
朵，被市声壅塞。我想收起伞，静立桃林。
让洁净的雨水，洗净我的耳朵。但是我不
敢。我早已不是少年了。打着赤脚，光着
上身，在雨中大喊狂奔的岁月；早已随流水
远逝了。世间的美，总是令我们悲喜交加。

大酉洞中，石梯田里，涨满了春水。春
水像一条美丽而忧伤的鱼。它游过雪域，
游过峡谷，游过江南。它游过陶渊明的《四
时》，韦庄的《菩萨蛮》，李煜的《虞美人》。
它也游过，老家的门前，甜而涩的童年。我
想抱着这条鱼老去。

穿过洞时，我感到脚步沉重又轻快。
桑田泛绿，美池大涨。好一派绿葱葱的春
光。春天是属木的。雨水到了，它自然鲜
嫩起来了，似乎可以凉拌着吃。稀稀疏疏
的吊脚楼，再加上风雨水雾，时光之河倒流
到魏晋、秦汉。

这个时节，雨水清凉。它醍醐灌顶了
万物。草木有了破土的智慧与力量。雨水
就是唤醒。它唤醒草木，唤醒大地的心。
我们的身体，回应了它吗？雨水总是让我
想起菠菜。家乡有一道菜，菠菜炒红花生

米。菠菜柔嫩，花生爽脆，搭配起很有风
味。而且菠菜养人，排毒清肝。雨水也养
人。它养人的草木心。

我立在陶公祠的屋檐下。雨水无数，
串起一挂流动的珍珠帘幕。每一滴雨水，
都不相同。我们却不能分辨？就像我们再
认真，也不能分清池塘里的水草，风中的柳
絮。就像庄子站在濠梁旁，分不清鱼之乐，
人之乐。他宽袍大袖，瘦骨嶙峋，一直站在
历史的边缘，站成一道风景，一道思想。

从春秋战国到现在，雨水从天上落到
地上，还是那个速度。可人和物的速度大
大变快了。太快了，甚至影子有时都跟不

上了。人总爱往前跑，似乎幸福总在前
面。跑到目的地，才发现幸福早就一
直跟着自己。只是自己跑得太快，它
跟不上，跟丢了。

歇足了气，又走进雨中。一棵大
樱桃树，开花了。繁英胜雪。让人想

起洁白无瑕的初恋。这棵樱桃，瓣是单的，
花也小朵。但是山野之气，逼人而来。樱
桃果也很可观，颜色丹红，玲珑剔透。白盘
一个，樱桃半满，就是水彩画一幅。

桃源里的雨，似乎与别处不一样。打
在伞上，分外悦耳。我想起童年，雨打在瓦
上。急雨击瓦，常常像一阵音乐。我把它
当作乡愁的声音。那时瓦屋里一片温馨，
既狭小又空旷。

我又想起初恋，那时总喜欢下雨。许
是雨声能掩盖心跳声。但最美的不是雨
水，而是那把一起撑着的红伞。

走出了桃源。大雨还在下。但不那样
透明了，难以带来幻想。是雨不一样了，还
是我的心境不一样了？

小时候，常看到农夫常站在田埂上等
雨，尤其是春天的时候。而今，我觉得每一
个人都是农夫，总会有些时候站在生活的
边缘等雨。

雨滴很小，豌豆样的，已是大的。可它又
很大，大到可以润泽大地上的每一粒泥沙。

（作者单位：酉阳一中）

春雨情书
彭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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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眼疾患者，滴眼药水、吃抗生素，或
是住院打吊瓶，大把花钱；一旦病情恶化，在眼
睛上开刀，就要花上万元，有可能会落下后遗
症，不仅患者痛苦，全家人都要担心。许多眼
疾都与缺乏蓝莓叶黄素有关，及时补充蓝莓叶
黄素，能保护眼睛，同时滋润双眼，呵护眼睛健
康，因此叶黄素也被誉为“植物眼黄金”。

为帮助眼病患者，厂家此次给眼疾患者带
来“蓝莓枸杞叶黄素特价惠民活动”，本报读者
打进热线即可申购100元6瓶高品质蓝莓枸

杞叶黄素。由于此次优惠产品数量有限，活动
时间仅限7天，还望广大朋友抓紧时间报名申
购，购完为止；谢谢您的合作和理解！

特大喜讯：高品质蓝莓枸杞 叶黄素100
元6瓶惠民活动正式启动

中老年眼疾患者请注意：

蓝莓枸杞叶黄素100元6瓶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快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564-626

时间仅限

7天抢订热线

400-6564-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