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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生/ 活/ 随/ 笔

又是一年紫藤花开。在草长莺飞的
三月，紫藤摇曳在风中，如同一只只灵秀
的紫色蝴蝶扑扇着双翅，迷蒙出一层紫色
烟云，与我浓浓的思念不期而遇。

紫藤花语偏执的爱，深深的思念。初
见紫藤，在一个细雨斜飞的三月。那年，
与三两好友邀约去看一场暮春时节的风
景。不料小雨淅沥，打湿了路旁的新绿，
打湿了陌上繁花，打湿了一行穿梭于花丛
中人的心。本已是落红满径，再看一潭春
水里深深浅浅的海棠花瓣，心中暗暗想
道：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一阵风过，
樱花纷纷扬扬，落到了朋友举着的伞上。
细看那些花瓣排列成美妙图案，她们在生
命陨落时是何等的绝美。

正在大家欣赏眼前的美景时，一座乡
间小屋映入眼帘。粉墙黛瓦，木格小窗，
只可惜房门紧锁。在这座房屋的一侧，蔓
延在蒙蒙细雨里的紫色烟雨惊艳了所有
人的目光。“紫藤！那是紫藤！”一个朋友
按捺不住满心欢喜。这样一株美得不可
方物的藤蔓，攀爬在主人精心制作的竹楠
花架上：老藤遒劲有力，攀援而上；叶片呈
羽状对生，一片片新绿，闪现出蓬勃的生
命力；让我们屏息凝视，心起涟漪的却是
烟云里悄然而放的一串串紫色花儿。如
此性灵的花，如此宁静的紫，澄澈透明，纤
尘不染。每一朵犹如一双紫色的蝶衣，翩
跹起舞，抖动着晶莹剔透的雨珠。在浅紫
的翅膀下，一抹清柠的黄，清新明丽，宛如
一双澄净的眼眸。当你与这样的眸子对
视，你会发现尘世的纷纷扰扰和物欲贪嗔
都烟消云散。你会用同样清澈的眼眸，同
样圣洁的灵魂与她心有灵犀。这样一株
紫藤静静地开在幽寂的角落，我风雨兼程
而来，初识她在风里温婉优雅的笑颜；初
见她这般恬然淡定的模样，默默触碰她雨
中犹带淡淡的忧愁。

一个美好如初的午后，生命里第一次
邂逅紫藤花开，从此灵魂烙下了紫藤唯美
的印记。无论以后风雨飘摇，梦里都花开
花落。在紫色的氤氲里，一行人为一株磅

礴绽放的紫色生命而震撼，眼里升腾的云
烟，弥漫成心中的诗行。偶然遇见她打开
心扉，恰好惊鸿一瞥，我们不忍心惊扰，却
又久久不愿离去。

“紫藤，紫藤”为何每每念起你，心中
就有隐隐的疼痛。风中飘逸的身姿，雨里
每一片明艳的花瓣，似乎都在为一段情
殇，为一段缠绵的爱情而凄婉哀愁。原
来，确有一段凄美的传说源于紫藤。相传
有个喜欢穿紫色衣裙的美丽女孩，她每天
向月老许愿，希望能遇到一个珍惜她的爱
人。月老被她的真诚所打动，在梦中告诉
了她一个秘密。在春暖花开的日子，女孩
按照约定独自来到了小树林。可一直等
到天快黑，月老所说的白衣男子还是没有
出现，女孩在失望之时，被草丛里的蛇咬伤
了脚。在她感到绝望无助的时刻，白衣男
子出现了，他帮女孩吸出了脚上被蛇咬过
的毒血，女孩从此便深深地爱上了他。因
为白衣男子家境贫寒，他们的婚事遭到女
方父母反对。两个相爱的人双双跳崖殉
情。后来在悬崖边上长出了一棵树，树上
缠着一棵藤，开出朵朵花蕾，紫中带蓝，灿
若云霞。后人称那藤上开出的花为紫藤，
紫藤花缠树而生，便有人说那树是白衣男
子的化身，那女孩变成了紫藤，开出不惹
尘埃的花儿。从此人们相传紫藤花开时，
在花下许愿，可以在藤下找到今生所爱。

紫藤花开，每一朵都镌刻一份执着的
爱情。那个对爱情虔诚的紫衣女孩，敢爱
敢恨，为了爱可以抛弃世俗，为了爱可以
粉身碎骨。我痴迷于这样一株关于爱情
的藤萝，往返于几家花市，寻找紫藤的踪
迹。终于，在一家花店前看到了她们的身
影。花店的老板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婆婆，
她告诉我，这些紫藤刚刚从广东运过来。
我想，我与紫藤总有一份奔赴彼此生命的
缘分。这次，她又跨越千山万水与我相
遇，每次都用相见如初的温馨来慰藉尘世
里伤痕累累的灵魂。“紫藤生命力顽强，春
天种在阳台的花架，夏天她的绿叶就会长
满整个架子。”花店婆婆对紫藤情有独

钟。把心心念念的紫藤种在了阳台，心中
期许着紫藤花开。立春以后，在光秃秃的
老藤上，长出了好几个花苞。她们从不易
发现的一个个小芽，逐渐变得细长，包裹
在一层透明的壳里。在阳光雨露滋养下，
逐渐挣脱束缚，一颗颗深紫色的花蕾犹如
破茧而出的蝶，在风中扬起双翼，抖动着
生命的萌动。每一朵花开，似乎打开了每
一个藏在花蕾里的心思。每一双明亮的
眼眸，都有着超凡脱俗的通透。我的眼里
溢满浓郁的紫，眼前满是淡淡的哀伤。晨
曦里带着露珠的紫藤，尤其让人怜爱。轻
轻抚摸她的双翼，凝眸她眼里噙着的泪
水：紫藤，紫藤，为爱而生，为情而亡。世
间像你一样的女子爱得那么勇敢，爱得那
么刚烈，爱得那么决绝。暮霭沉沉，晚风
吹拂，一朵紫藤花飘落在我的脚边。拾起
放在手心，仔细端详她的恬静，爱得纯粹
的灵魂值得世间温柔以待。我将这样性
灵纯真的花放进书页里，所有的深情款款
都潜藏在扉页的文字里。

朋友说，在紫藤开成紫色瀑布的日
子，应该笑看流年。藏在我记忆深处闪着
青春梦想的锦瑟年华，转眼已经远去二十
余年。我突然想起像紫藤一样的女孩。
犹记得读大学时同寝室的八姐妹，我们曾
一起欢笑，一起流泪，一起期待爱情。其
中一个叫爱夕的女孩娇小可爱，举手投足
之间都是单纯快乐，有男生一见倾心。从
此放学路上，就能看见两个背着书包，并肩
同行的背影，流连在香樟树影斑驳的道路
上。那时的爱情美好得可见初心，就如春
天的紫藤只为遇见你而拼命绽放。可是，
当现实敲碎宁静的梦境，世俗容不下这样
纯真爱情时，几经努力，几经挣扎，听到心
怦然而碎，留在人生里却是深深的遗憾。

那年，紫藤花开，只为一生真爱的
人。曾经为爱付出的勇气，曾经留在浮生
缱绻里的执着，都珍藏在紫藤深情微澜的
眸子里。

（作者单位：重庆高新实验一小）

“回去，把红领巾拿来！”向老师一声
断喝，吓得我来不及站稳身形，又转身朝
家里奔去。

从学校到家，足有两公里的路程。我
没有心情欣赏路边盛开的油菜花和树上
鸟儿欢乐的歌唱，只顾一路狂奔。路边熟
识的小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为是我
逗它玩，也在我身前身后跑。路上遇到犁
田的舅舅，冲着我大声问道：“又是什么东
西掉家里啦？”我胡乱地“嗯”一声，没有放
慢脚步。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跑。
我还惦记着上课呢——我可不是一个坏
孩子；相反，我成绩很好，只是有点丢三落
四。比如说，没戴红领巾啦；作业或者课
本落家里啦；上写字课忘了带毛笔和墨汁
啦……

于是我常常就这样来回的奔跑在家
与学校的路上，气喘吁吁，狼狈不堪。以
至于到现在我还会偶尔梦见自己因为丢
了东西而被向老师骂。

当我汗流浃背地站在教室门口时，向
老师正在上课，她示意我进教室。我刚坐
下，还没来得及把气喘匀，她又突然叫我
的名字，原来是要检查我背课文。早自习
耽误了，昨天背书的作业，可不一下就检
验出来了吗？好在我并不怕，我站起来，
象征性地喘两口气，又假装定定神，一口气
将课文背完，然后有些得意地看着向老师
……向老师果然表扬了我，她微笑着对我

说：“真好！”印象中，她对我笑的时候并不
多，我就感觉那微笑像是一缕阳光，照进我
心里，扫去了刚刚因被罚而生的阴霾。

年纪稍长，我先当班长，后来又当中
队长，向老师对我总是很严格，无论做什
么事，都要做到她满意为止。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小学最后一次过
六一儿童节，轮到我们班作国旗下的讲
话，我还没有在这么大的场合讲过话呢，
况且向老师要我脱稿讲，我很害怕，但又
不敢说。我写好稿子，向老师帮我修改、
润色；我誊写，向老师再改；我再抄，最后
的定稿写满三页作文本纸，足有800字。
向老师说：“今天晚上背下来，我明天检
查！”她向来说一不二，我不敢违抗，晚上
在家里哇啦哇啦读了半个晚上，终于能背
下来了。第二天，向老师又对我讲话的语
气、语调、手势，甚至眼神，都进行了反复
的指导和纠正，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因为胆怯，我一边努力着，一边抗拒
着。儿童节前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对她
说，我怕，不想去了。这一次她没有用一
贯凌厉的目光看我，而是很温和地看着
我，说：“你在台上害怕的时候，看着我的
眼睛，就不害怕了。”

六一儿童节那天，校园里张灯结彩，
一片喜庆的气氛，除了老师、学生，还有许
多家长和街上居民也来看热闹。我站在
舞台中央，望着黑压压的一片人头，感觉

太阳光白花花的，我的脑袋里也白花花
的，一片空白。但我很快在人群中找到了
向老师，她站在我们班队伍的最前面，微
笑着，看着我。我突然觉得心里安定了许
多，连阳光也不那么苍白而空洞了，而是
变得柔和起来。

回忆小学时光，课堂上学了些什么，
记不真切。但向老师带我们去春游的情
景，至今记忆犹新。所谓春游，也不仅仅
是春天，只是我们习惯统称它们为春游
罢了。

家乡并没有名山大川，不外乎就是去
看看雪中的石牛槽水库，雪花静静地飘
落，我们欢天喜地。秋天去看区公所门口
那棵高大的银杏树，扇子一样的叶片，落
了满地，让我突然间感受到诗意的美。初
夏做义务劳动，也有春游般的欢乐……但
最令我难忘的是那次去第九生产队看梨
花。小小的我站在梨树下，眯着眼仰望，
看蓝天下的梨花一片洁白，在微风里沙沙
地轻响，闻着满世界的花香，想那甜蜜的
雪梨，忍不住咽口水。老师一边教我们使
用比喻句，一边教我们背诗，春天的诗，梨
花的诗：“春到梨花意更长，好将素质殿红
芳……”

三月的阳光开始刺眼，我不敢抬头看
太久，一转身，看见阳光里的向老师，她全
身金灿灿的，让我有些恍惚，仿佛老师是
神一样的存在……

我永远不能忘记她，我的小学语文老
师——向万琴老师，她现在快八十了，听
说她常常胳膊疼得厉害，诸事不便。但我
不能常去看她，只愿上苍保佑我的老师，
保佑她健康、长寿。

（作者单位：奉节永安中学校）

那年，紫藤花开 林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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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阳光
毛晓丽

诗/ 绪/ 纷/ 飞

在璧山以北的七塘镇
人们想把乡愁绾成一个结
拴在那片热土上
幺滩应运而生且被冠以乡愁的雅称
让人听起来就
感到一种诗情画意
可口的血橙摘过之后
鲜丽的樱桃跟着红了
勤劳的七塘人
始终都进出在幸福的画面里
吹过的风是香的
脸上的笑是甜的
乡愁幺滩的农家菜接地气
一摆上桌
就乡情四溢
就让南来北往的游客
赞不绝口，流连忘返

（作者单位：璧山职业教育中心）

紧赶慢赶
终于在鸟雀归巢之后
鼎沸的人声沉寂
于阡陌纵横间
循入你的小径

凉风吹过来
薄薄的雾气升起来
儿童散学归去
将纸鸢挂在树梢上
风车与水车仿佛
巨大画毯上伫立的静物

油菜花稀稀疏疏
低头孕育她众多的儿女
一粒菜籽有多饱满
日子就有多清香
光阴如沙漏
滴下点点金黄

在春天的花田
末班小火车徐徐进站
末班游船也已靠港
一场盛大的花事
就要落下帷幕
只剩下多情的江水
微微荡漾

尤喜这样的黄昏
唯美的诗句已被蜂蝶觅走
田野趋于平淡
多了几分烟火气息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副会长）

花田黄昏

乡愁幺滩

谭萍

龙泽平

船头的姑娘，你的秀发
飘进三月的心窝
一丝一丝，一圈一圈
激起透明的清波
仿佛春风缓缓掀开记忆的门帘

往水中央去
往光的纯净处去
时间的船，赐予我们的那一刻
已被安居河的涟漪幸福地铭记

太兴奋往往会忽略小细节
你是，我也是
我们没有身份，我们不分高低
多么简单，我们只知道
面对面微笑，面对面拍照
定格水上俊美的轮廓

往清澈处走
往爱的寂静中去
欢乐的帆，扬起的好时光
已被油菜花提炼成花粉
在岁月深处播撒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船上好时光

泣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