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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凡/ 人/ 素/ 描

诗/ 绪/ 纷/ 飞

去年盛夏时天气异常的闷热，开了一
夜空调后，清晨感觉脸上干燥，紧绷得难
受。于是我翻出一个友人送我的一瓶玫瑰
水，拍在脸上，一股玫瑰的香气在脸庞丝丝
萦绕，仿佛连心脾都被沁润了，脸上的皮肤
也慢慢舒展开来。我闭目享受着这份美
好，玫瑰女子的形态也在这份美好中逐渐
清晰起来。

玫瑰女子，她种植一种可以吃的玫瑰，
把种植玫瑰当成事业来做。认识她，是在
2008年的冬天，我和她一起参加一个全国
的表彰会，她丰满明媚的苹果脸，加上精致
的妆容十分明艳。由于我正经受着辣椒大
丰收大烂市的大打击，且正在收拾由此引
发的一大堆事，心力交瘁。看着她如此的
明艳，我心里非常羡慕，认为她肯定是很顺
利很成功了。

可巧，我和她安排在一个房间里，听她
聊她的生活事业。她原来在单位上班，心
中一直想有一份事业，于是创建了一个养
猪场。猪场主要由弟弟和嫂子打理，由于
经营不善加上行情不好，猪场出现了亏

损。过年的时候，一家人讨论猪场的经营
问题，弟弟说：“我跟着你干，可能被饿死都
没有人知道。”嫂子没有什么多话说，丈夫
有一份清闲的工作，喜欢一张报纸一杯茶
的生活。她看了一下这些自以为可依赖的
人，端起碗，却一口饭都吃不下去。开年
后，只好辞职，自己打理猪场。

古人说得好，选择职业，一不要种地，
二不要出气，也就是说种养殖业是一个利
润薄还风险高的职业，但是她义无反顾选
择了这份挑战。她欢快地给我讲着她的艰
难，好像在讲别人家的故事，好像讲的还是
喜事。我打心眼里暗自佩服她面对困难的
勇气。她说：“我想哭的时候我就找个没有
人的地方大哭一场，哭完就接着再干，困难
是用来克服的，我认为克服一个个困难就
是我的幸福。”

回去后我们也没有再联系，春节期间，
我准备打电话给她，但是打不通，我以为她
换电话了，也没有在意，大概是第二年的四
月份，我接到了她的电话，又听到了非常欢
快的，几乎是和着优美旋律的笑声，我的心
也随之欢快起来，我问她春节电话为什么
打不通，她说她躲债去了，我一愣，躲债还

笑得这么欢快，要是我，早就哭得一塌糊涂
了。细细地问了她情况，她说她们那里的
习惯是年关一定要还钱的，年前资金周转
遇到困难，她只好关掉了手机，利用春节期
间的行情，忍痛出栏了一批还不是很肥的
猪，还清了这笔债，才敢开了手机。

回想我，也曾经遇到大磨难和大考验，
虽然从困难中重新站起来了，我的困难还
是丈夫和姊妹一起度过的，但是每每给人
说起，我都会讲一次哭一次。相比她的坚
韧，我感到很惭愧。

又是几年不见，可我心里时常会牵挂
这个女子。去年五月份，我到了她这个城
市，我打了电话给她，她说她不养猪了，在
种植玫瑰，并请我参观了新开的玫瑰制品
店和她的玫瑰庄园。她照样妆容精致，着
装优雅，一脸的阳光明媚。她说她的玫瑰
是可以吃的玫瑰，取了个名字叫“天香玫
瑰”，她采下几片新鲜的玫瑰泡了两杯玫瑰
茶，我和她一人一杯，看着玫瑰的茶水慢慢
的变成淡紫色，我轻轻的喝了一口，玫瑰茶
香在唇齿间蔓延开来，我感到生活一下变
得浪漫和温馨起来。我拍了照片，发了一
条朋友圈：玫瑰女子的玫瑰茶，香气扑鼻并

持久，就像玫瑰女子给人的感觉，明艳、清
香、坚韧。她说她自己会到田间劳作，给我
看了她冬天在田里戴着帽子和手套在玫瑰
园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子让我很震惊，朴
素的衣服上沾着一些泥土，脸上也沾了些
残叶，有些狼狈但却依旧很阳光。听她娓
娓道来，对这份事业充满了希望和坚定的
信心，我的心也渐渐鼓起来风帆。临走，她
送了我一大包玫瑰产品，有玫瑰水、露，有
酱、还有玫瑰花茶。

玫瑰女子是阳光的，她在不劳作的时
候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任何困难都
不会让她放弃所追求的事业。玫瑰女子是
美丽的，本来可以靠颜值的人生她却选择
了奋斗。玫瑰女子是清高的，清高得似乎
不沾一粒尘埃。玫瑰女子是独立的，她没
有成为那粒落在衣服上的饭粒，也没有成
为那抹蚊子血。

她，成为了她自己，一个明艳、幽香、坚
韧的玫瑰般的女子。

（作者系重庆谭妹子金彰土家香菜加
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全国人大代表）

玫瑰女子
谭建兰

我一直想要一双漂亮的布鞋。不是买
的，是用手工一针一针缝补出来的那种。
可是母亲的布鞋做得总是不好看。

冬冬的母亲是村里出了名的，经她手
做出来的鞋子就像贴着脚刻出来的一样，
穿着不仅合脚，还精致耐看，越看越好看，
不仅觉得鞋好看，连脚都好看起来。冬冬
穿着她母亲做的鞋走在村里，村里女人的
眼睛就会一直盯着她的鞋看，说：怎么能做
出那么好看的鞋啊！那么小巧、紧凑，一针
一线匀称得像缝纫机缝出来的一样。

每年的寒冬腊月，冬冬家里就坐满了
村里的女人和姑娘们。她们都想去学习冬
冬母亲的手艺。可学了几个冬下来，却没
有一个人学到其精髓。

为了能做出一双鞋子出来，我也只能和
村里其他姑娘一样，去向冬冬的母亲请教。

冬冬母亲告诉我，先要去竹林里找两
张笋壳叶子，把上面的毛刷干净，然后再根
据脚的尺寸找相应的鞋底样，把笋壳根据
鞋底样剪出来，鞋底样决定着鞋子做出来
的长短和外形，所以特别重要。

我摸了摸那张薄薄的笋壳，不知道一
张笋壳怎么就变成了一双鞋子。

冬冬母亲说：这才第一步呢！还要买
来黑布、白布，黑布要灯芯绒的，白布要斜
纹棉的，还要去山上挖来魔芋烧熟后和水
舂成浆子，浆子要恰到好处，不能太稀，也
不能太干，浆子打得好，粘性才好……

冬冬母亲说了一大堆，我就一步一步
依她所说的做。我学，冬冬也学。

只是做第一步，我们俩就吃了大亏。
钻进竹林里找干笋壳叶子，那笋壳上全是

毛，手一碰到，立即起了一片红疹子。第二
步，打浆我们两个也吃了大亏。因为魔芋
并不是谁都能碰的，像我这敏感皮肤，仅仅
是把烧熟了的魔芋剥皮，就麻得两条手臂
不听使唤。第三步：割麻。需要去水边割
来麻树，把麻树浸泡在水里，一直泡到树皮
起皱，才把树干上的皮剥下来，拿到河边去
捶洗干净，要彻底把那层皮捶掉，放在太阳
下暴晒干后，再搓成一根一根的小麻线。

在搓麻线这个环节上，我真的又被打
击到了。这线需要在大腿上搓，一边搓一
边吐一点口水揉匀，搓第一遍过去，大腿上
的汗毛就光了，那种疼，真的叫眼泪汪汪。
搓几根后，大腿的地方麻木了，也就不知道
疼了。

接下来就是贴鞋底。鞋底的布壳最少
也要贴十层。什么是布壳？就是将剪得和
鞋底样的布打满了浆，放在太阳下晒，晒得
坚硬后，再一层一层叠在鞋底样上。每一
层的边上，都要用剪得很窄的白布条打上
浆子，将层边包起来，层边要叠得整齐，看
着才漂亮。

可是我却怎么也做不好，包边包不好，
叠层也叠不好。上一层和下一层总是对不
整齐。做出来的鞋底层边，里一层外一层，
短一层长一层的，那模样看着就让人沮丧。

冬冬母亲鼓励我们说：不怕，以前我第
一次做也是这样的。

鞋底贴好了，开始纳鞋底。纳鞋底有
个口诀，叫：麻绳粗、针眼细、刹手紧。这不
仅是一个特别麻烦的活，还是一个特别需
要力气的活。用粗针穿上麻线把整个鞋底
纳得密密麻麻的。顶针、扯针、拉线、紧
线。线要紧得和其它针脚一般深浅，排与
排间要对在空隙里，不仅要横着看整齐，竖
着、斜着看也要整齐。

由于我力气小，纳鞋底可真难住我
了。针穿不过，更不要说抽线、紧线了……

原本，我自信满满的以为，自己一定能
学会的。可是，当我看着这硬得像石头的鞋
底板，就算用锥子也钻不过时，我真有点急
了。我反复尝试，除了针一根一根断外，鞋底
没有纳上一针，反把自己扎得满手的针眼。

这样受罪的活，是在做鞋子吗？
我的自信心开始动摇。由于手上被针

刺成了蜂窝眼，肿得像馒头一样，连笔都拿
不稳，写字东倒西歪的，被老师教训了好几
次。这影响到学习的事情，如果被母亲知
道了，那可能就不是一顿责骂那么简单的
事情了。

我学做布鞋的事情就到此画上了句
号。

我拿着做得“四不像”的鞋底回家时，
母亲的笑声让我觉得很耻辱。我低着头，
垂着脑袋，把它收到了没有人看得见的地
方。只有自己做过鞋子，才知道，要做成一
双鞋子是那么的不容易。我才真正明白，
母亲给我做的鞋子，虽然不那么好看，可毕
竟是一双鞋子，是可以供家人穿着暖脚的。

做布鞋
舒舒

人生百年，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书写
自己的人生，一张白纸，不能乱画，人的一
生，风险很多，困难不少，必须奋斗面对！

再过两年，我就满60周岁，工作40年，
到时准备退休了，从事教育工作也满整整
三十五年，一直在冶金教学的第一线。从
东北工学院读本科，到冶金工业部重庆钢
铁设计研究院参加工作，从重庆钢铁设计
研究院调到某研究所，后到北京科技大学
读硕士研究生，1988年7月再到重庆科技
学院从事冶金教育工作。我有幸师从多位
恩师教授，受到这些名师的教诲与帮助，学
习了他们的一些长处，从他们身上找到了
我人生努力的方向。在三十多年的教学经
历中，通过实践，我深深认识到：一个人必
须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此外还必须有
毅力！一定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不断总
结；一个人要能够经受挫折、经受失败，甚

至经受多次失败。只要追求梦想，坚持不
懈，勤奋吃苦，一定能够做出些成绩。

生活几十年，细细去想，有点思考。人
生应该努力奋斗，先付出再收获。过往几
十年，我也深感幸运，出生于贫苦农民家
庭，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高考
制度的恢复，使自己有机会上大学，读研究
生，当教授。人生的几十年，也充满坎坷，出
生时兄妹五人，缺吃少穿，家里条件差，每走
一步路，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得到的每一
点收获，都用血汗凝成。在人生布满荆棘的
旅程中，留下了自己坚韧不拔的脚印。如今
快退休，感到十分幸福，一双勤奋好学的儿

女，女儿博士马上毕业即将去广州的三甲医
院工作，儿子刚参加完2021年的北京大学
研究生复试。他们让我十分欣慰。过往的
人生，虽然忙碌但还算充实，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和担当意识，使我一直像一头不知疲倦
的老牛，起早贪黑，只管耕耘。

人们常说，人生无常，还有人说，人生
短暂，必须珍惜；作为老师，应该教学生扣
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我经常告诉孩子与学生，
努力的人生才会美好！成绩是用汗水换来
的，辛苦终有收获，勤劳必有回报！

（作者系重庆科技学院二级教授）

奋斗的人生最美丽
吕俊杰

再熟稔不过的地方
突然陌生起来
量了又量的路
仿佛一夜之间
增加了长度
半天也走不完
爬来爬去的楼梯
显然不太乐意
再配合你的行动
楼梯应该属于公用资源吧
而且是不动产
不知它从哪里获得一种力
让自己扭动起来
在扭动中越来越陡
宛如外婆家的木梯子
不想干的时候
就躲在一边自我休闲
靠着墙打盹或束之高阁
某个时刻不经意间还会看到
钢筋混凝土做的楼梯上
一些台阶
猛然浮现出一张哂笑的脸
挑战你的衰老
有一个声音缥缈而清晰
那是膝关节的骨缝里
喊出的疼
抚弄花白的发须擦汗
你真想回到挑柴的少年
遇到跨溪而过的凉亭
欢喜地稍歇一会
凉茶和友善的聊天
抑或山里人的龙门阵
永远在等着你
刚才一路的艰辛困乏
会不知不觉地
被徐徐而来的清风吹走
想到此你不免舒心一笑
喘一口气又往上爬
透过窗户你看到了
小区的加装电梯
已忙成了关怀民生

爬楼梯
王行水

九曲八弯瞧不够，
百折千回上天游。
绿岸青山溪水秀，
连筏竞渡歌声稠。
胆战心惊转眼过，
气定神闲把寿求。
人生何处无极限，
摆脱桎梏心自悠。

（作者单位：南岸区政协）

九曲溪畔登天游峰有感
胡雁冰

风/ 过/ 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