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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心/ 香/ 一/ 瓣

你看那白，那满坪的白，满山的白，满
眼的白，满天下满世界的白，——五千多亩
梨花，把一个叫做花岩的镇，铺染成广袤的
雪国。

红尘万丈，抵不了一场白，红尘中四处
飘荡的心，在一场漫天漫地的梨花雪面前，
安定下来。还得说说让人无法忽略的篱
笆，它们把生硬呆板的水泥便道变成了面
目可亲的梨花小径，它们让日色的节奏慢
了下来。

似乎还散发着丝缕木香或竹香的篱
笆，不比梨花更晚进入我的视线。恬淡、安
宁、闲适，为田园乡野而生的篱笆，频繁出
入于古诗词。

杨万里道：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
未成阴。

范成大道：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
蛱蝶飞。

陆游道：园丁傍架摘黄瓜，村女沿篱采
碧花。

还有陶渊明的那句“采菊东篱下”，令
多少人以神往的表情，遥望着陶公的那座
南山？

是不是很多人都设想过这样的日子：
当我老了，头发白了，便将院子用篱笆围
了，种菜，养花，春来时，看桃花红，梨花胜

雪……
梨花胜雪。2021年仲春，阳光明亮，我

穿行于温暖的雪国。人们说梨花开是银碗
里盛雪，那么花岩得准备多少只银碗，得盛
下多少皑皑白雪？你看那白，那洁净的白，
清雅的白，无比安静又无比喧哗的白……
一朵梨花就是一片飘向梨树的雪花，亿万
朵栖落在枝头上的雪花，令花岩再也撑不
住，骀荡春风中，呼啦啦浩荡地白。到底是
花岩开满了梨花，还是白雪覆盖了花岩？
我看见，岑参的“千树万树梨花开”与眼前
的“千树万树雪花开”隔空相握，那梨花似
的雪，晶莹剔透；那雪似的梨花，冰清玉洁。

因为梨花，花岩成为美丽梨花之乡。
花岩有多美丽？梨花自会告诉你。

从寂寂无闻到八方游客奔赴之地，花
岩走过的每一步，梨花都清楚。

花岩的梨叫矮株密梨，口感细腻，早在
1992年就开始在花岩种植，只是三五角钱
一斤的梨子，和地里的菜、坡上的花生黄
豆、鸡窝里的蛋一样，不过是被主人家带到
集市上换回几个油盐钱而已。

时代在不断向前，不发展就意味着倒
退，意味着被超越。既然家家户户种密梨，
为什么不拿密梨做文章，让大家的腰包都
能够鼓起来？2010年，以密梨产业为主的
花岩果品专业合作社注册成立，种梨树的

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组织。
这以后，梨花越开越盛，被梨花倾心妆

点的花岩也越来越美，为什么不借了梨花
推出花岩？思路一打开，视野就将变得开
阔。2014年，梨花景区开始打造；2015年，
第一届梨花节举行。那一年，4万游客走进
花岩，与红尘之外的梨花深情相拥。也正
是那一年，密梨产业助推花岩镇花岩社区
整村脱贫。

从2015年到2021年，游客从一年4万
人到日均1万人，旅游综合收入从数百万元
到数千万元，梨花为花岩铺起了一条增收
致富的路。花岩也没有辜负梨花的年年盛
放，它步履稳健地走着这条路，这条路，花
影绰约，果实丰硕。

大半个上午过去，春日的行走到底有
些困乏，没关系的，就算一点也不困乏，也
不可能对梨树下的长条座椅视若不见。坐
在花树下，抄起手，仰着脸，闭上眼，如果这
都不算幸福，那就真不知该说什么了。正
为如同置身梦幻而偷着乐的瞬间，歌曲《梨
花又开放》里，那如梦似幻的一句已凌空响
起：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漫天飞扬。此
刻，不需要也不会像歌里的小孩子那样，去
摇摇洁白的树枝，自有春风起，自有纷纷扬
扬的梨花雨。耳边的“嗡嗡”之声，也并非
来自歌中的纺车，来自蜜蜂，这些勤劳的小

工匠，提着蜜桶儿，梨花丛中不
停地“嗡嗡嗡”，它们要酿出
一桶桶梨花蜜来，它们要让
花岩的日子蜜似的甜。

与梨花蜜一样，梨花糕、
梨子酒、梨膏糖等等密梨的副

产品，通常也会在游客们赏花
后，进入他们的行囊。

因为梨花，花岩的大嫂大妈不用走出
家门，就可出售自家种的小菜、采的野菜、
做的咸菜、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各式布鞋
……一个个小摊子就摆在梨树下，清风拂
过，梨花簌簌飘落，空气中弥散着梨花的气
息。大嫂大妈们，以及她们售卖的东西，是
否也渗透着梨花的气息？同行的人里有的
买了野葱，有的买了折耳根和蒲公英，我看
中了加了芋头丝和桔皮的渣海椒，香得不
行，少不得要带上两斤。其实这些东西菜
市场都有，但是没办法，它们散发着来自山
野的梨花气息。几双玲珑而精致的虎头
鞋，让一个快做妈妈的女子临时做起了记
者，她“咔嚓咔嚓”地拍着那些花花绿绿的
袖珍小鞋，“真的是自己做的呀？”“这一双
鞋得做多久啊？”她把一连串问号，抛给了
卖鞋的老太太。老太太身边还坐着一位更
老的老太太，她弯起的眼睛像是一条线，她
挽了个小髻的发，被头顶的梨花雪染成了
一朵白雪。

正午已过，几个人，这才忙匆匆提着各
自淘来的土货，去梨花深处的农家饭庄。

几棵老梨树，几张饭桌，菜还没上桌子
呢，几片素白的花瓣，已慢悠悠飘落在茶水
里。

（作者单位：潼南区发改委）

花岩的美，梨花知道
杨莙

椿芽又大量上市了。不知道哪来那么多的
椿芽，早间和晚上去菜市场，到处都是卖椿芽的，
摆在精致的篮子里，红的梗，红的叶，小小巧巧扎
成一束，看着让人喜欢。常常跟椿芽一起摆放着
出售的，还有鹅蛋——椿芽炒鹅蛋，是这个季节
的特色菜。办公室同事无意间说起椿芽炒鹅蛋，
听得人暗暗流口水。经不住诱惑，便花钱买了椿
芽和鹅蛋，晚饭时，桌上就有了一盘色香味俱全
的椿芽炒鹅蛋。

椿芽，学名香椿，是香椿树抽出来的新芽，具
有极其丰富的营养价值，被称为“树上蔬菜”，据
说汉代就已经开始食用。在我走出农村老家以
前，还不知道椿芽叫椿芽，我们那里统统把椿芽
唤作“春天”。现在想来，大概是指椿芽一发，春
天就到了吧，多直接，多诗意呀！一直没弄明白，
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的乡下人，怎么会给香椿
这么个诗意的名字；也没有弄明白，这么诗意的
名字为什么会没能走进城里人的口中。

我家地坝边上有一棵香椿树，可能有水桶粗
吧，树形长得极好，两三米高的笔直的主干，枝上
再分枝，像把巨伞。每年春天一到，枝枝梢梢的
头上便冒出鲜红的芽来，起初，鲜红的叶子裹在
一起，像一坚挺的箭头，指向蓝天。几场春雨，几
阵春风，鲜红的箭头逐渐散开，分裂，像婴儿松开
紧握的拳头，展开一片片嫩叶，露出新鲜红嫩的
茎来。此时，是椿芽采摘的最佳时期。采下椿
芽，剁细，拌进鹅蛋里调匀炒熟，据说老人吃了预
防中风。我小的时候，无论家里多穷，母亲都会

想方设法弄来几个鹅蛋，分
几次用椿芽炒鹅蛋给祖母享
用，年复一年，从未间断过。每次
看祖母吃椿芽炒鹅蛋，都馋得我们
直流口水。祖母要给我们吃，母亲
总告诫我们，那是老人才能吃的药，
不许我们碰。或许是椿芽的作用吧，
祖母确实一身健康，没有中风。后来，
日子好过了，母亲自己戳穿了这个谎
言，香椿发芽的时候，她常常会炒
鹅蛋来给我们下饭。那是一
种无法言说的香，椿芽包裹
在蛋里面，即使外面的蛋皮
炒得焦黄，里面的椿芽仍然
完好地保持着它的色与
香，真是好吃。无论佐餐，还
是下酒，都是很不错的一道菜。

我家的香椿树那么大，多的是椿
芽，何况椿芽有极强的再生能力，采了又
发。因此，每到香椿发芽时节，熟识或不熟识的
人都来采摘。我们从没吝啬过，遇到来者不会爬
树，我还自告奋勇地爬上树去帮忙摘。有时候，
母亲还吩咐我采下椿芽，带上鹅蛋给附近几家
没有喂鹅的老人送去。

如今，老家的香椿树已不复存在，但对那
棵香椿树的记忆却永远不会消失，尤其
是吃椿芽炒鹅蛋的时候。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椿芽炒鹅蛋
周玉祥

宝贝，你注定来人间一趟
不为自己，不为世界
只为此刻的显现
在生活里一晃即逝
千年如昨夜，一晃即逝
生命是这些云雾
静静出现在山谷里
然后就消散了
宝贝，你也会消散

玉的瓣，金的蕊，
真挚角度的曲线

出现有时，消散
有时

澄静地开放一次，
然后消散

多妙，多美
春天是自然的定义
如果你明白
你可以开放在任何人类的季节里
人类写下很多文字
但永远追不上你开放的速度

（作者系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

蔷薇
冉颖

我接了半盆
开水，用冷水兑到

合适的温度，端到母
亲的病床前，扶母亲慢

慢从床上坐起来，一层层
挽起母亲的裤管，轻轻脱去
母亲的袜子。因为床位比较
高，母亲的脚离洗脚盆有一
段距离，我只能左手托起母
亲的脚，右手把水戽起来，
给母亲洗脚。

“怎么好意思让你给
我洗脚呢？”母亲有点抗
拒、腼腆、不好意思地
说。“您养我小，我养您
老呀，怎么不好意思
呢？小时候您天天给我
们洗脚，就让我给您洗
吧。”母亲拗不过我，笑着
连声说“谢谢”。我听了心
里十分难受。小时候母亲
每天晚上给我们洗脚，我们

都认为她应该，从没说过一声
“谢谢”，今天她生病了，需要我
照顾了，我给她洗脚，她竟然对我

说“谢谢”。
年过半百，我给母亲洗脚的次数

屈指可数。以前多次要给她洗，都被她
婉拒。母亲这次住院，身体虚弱得不能自
理，我终于逮住机会，可以给她洗脚了。我
心里有点惶恐，一是不知道怎样洗脚才能
让母亲觉得舒适，二是病房里还有其他病
友和家属，人家会不会以为我是作秀呢？

母亲的脚背有些浮肿，脚掌厚实而柔
软，脚底厚厚的干茧有些硌手，脚板有点
油滑。我给母亲的脚轻轻揉搓、按摩了一
会儿后，认真擦干每一个脚趾缝。

第二晚，第三晚，第四晚……母亲病
情逐渐缓解，可以坐到相对较矮的陪伴床
上。我按照网上搜到的洗脚方法，将她的
双脚浸泡进热水里，双手食指、中指、无名
指三指按摩双脚涌泉穴各1分钟左右，再
按摩两脚脚趾间隙半分钟左右。母亲渐
渐适应了我给她洗脚，不再诚惶诚恐、局

促不安，而是喜笑颜开，脸上流露出享受
的表情。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

我上初二那年暑假，母亲头晕头痛十
分严重。听别人说，方斗山那边鱼池乡某
山洞流出的“神水”可以治百病，我想去舀
来“神水”，让母亲喝了尽快好起来。某个
清晨，我带着年幼的弟弟，跟随取“神水”
的人群上路了。我们顺着弯弯曲曲的羊
肠小道在巍峨的方斗山林中穿梭爬行，不
时有野生动物从身边窜过。山高路陡，我
们的双脚磨起了血泡。为了能治好母亲
的病，我们咬紧牙关，翻山越岭，负芒披
苇，终于走到那个流“神水”的山洞前。

取“神水”的人早已排起几十米长长
的队伍，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十分庄重、
肃穆。轮到我们了，我和弟弟跪在山洞
前，用勺子一点一点地往水壶里舀水。我
挂着满满一壶“神水”，带着对母亲的爱，
带着让母亲赶快好起来的期盼，踏上归
程。由于不熟悉路况，我们几次差点掉进

“响洞”（一种几十米深的喀斯特溶洞），听
到脚踢到的石头滚进洞里持续发出“轰隆
隆”的响声，我们吓得魂飞魄散。

回到家已是深夜。母亲忍着病痛给
我们洗脚，当她看见我们脚板满是血泡，
心疼得直掉眼泪。

然而母亲喝了我们取回来的“神水”，
病情并未好转。从此我不再相信迷信，决
心好好读书，将来当一名医生治好母亲的
病。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夙愿未能实
现，徒留遗憾。

我给母亲洗脚的时候，大侄女偷拍了
视频发到家人微信群，大家纷纷点赞，表
示要向我学习。哥哥更是感叹，说长这么
大，还没给父母洗过脚呢，将来有机会回
家，一定要给父母洗一次脚。

中医讲，“春天洗脚，升阳固脱;夏天
洗脚，湿邪乃除;秋天洗脚，肺腑润育;冬
天烫脚，丹田暖和。”一年四季用热水洗脚
对身体皆有好处。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每
个子女都能多给父母洗几次脚，不是作
秀，而是让父母开心，自己安心，给自己留
下美好的体验和记忆。

（作者单位：石柱西沱中学）

给母亲洗脚
汪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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