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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心/ 香/ 一/ 瓣

诗/ 绪/ 纷/ 飞

查地灾隐患

云巔夹曲沟，一路伴溪瞅。
驻足望苍翠，忧岩掉石头。

山里人家

高木护人家，小桥墙外斜。
拂帘游目绿，窗外有云霞。

深山访客

路嵌半山痛，车过千尺洞。
颠驰数小时，夜话兴村衷。

遇山区驻守地质人

地患治巡守，深山度夏秋。
雨倾查变所，数月发披头。

城口县

三省交相营寨驿，僻路咽项过篱开。
山深不惧脱贫惫，红壤精浇生万材。

乡村制宜路

坡瘠还林植核桃，田袍罩地种香稻。
一方水土滋人烟，祛困村兴路径浩。

空山物语

清溪千曲绕，云雨鸣山晓。
林外庐星微，天宽人渺渺。

有感城口县高山村民脱贫

巴蜀群山青万仞，沟槽纵贯路忧民。
零星人迹少房宿，瘠地物穷多赤身。
乡俗难摘困难帽，钱财接济杯水薪。
春风化雨涤深壑，精准扶贫沁地垠。
扶志造桥兴产业，药材干果上屏银。
新居入住农家乐，全县脱贫乡梓亲。

城口行吟（八首）
蒋宜茂

曾经饱受苦难、屈辱
民族的觉醒 催生一只船
背负华夏的重托 扬帆起航

向着光明航行的船
必将任重而道远
穿雪山草地 跨黄河长江
熄烽火狼烟 升中华崛起

化作一面旗
飘扬宝塔山

迈步西北坡
定乾坤大舵
暖山乡小院

民族大义面前
总能狂澜力挽
为国逐梦 替民谋福
攻艰克难 斩波迎浪
正昂首挺胸 阔步向前

河流·大地·母亲
一首情歌
从云天奔来
撞伤脆生生的心疼

折叠岁月年轮
汗水、血泪

酿出酒
滋养大地

绿叶与鲜花同辉
恐龙和凤凰共舞
文字、符号拌入您的乳汁
喂养时光的马达
推动一部没有尾页的大书

抚摸大地
回望苍穹
您沧桑如海
灿烂似日月
光芒穿透时空
唤醒一个个酣睡的黎明
（廖凡，本名廖恒幡，重庆荣昌区人，

曾在报刊发表作品200余篇。）

南湖红船中国梦（外一首）

廖凡

想戒掉春天，却戒不掉青城山
登上青城山，春天跟着上了岸
绵延的青翠邀请八百里森林
释放人间甘露般的鲜香
一片花瓣在练习飞翔
围观的蝴蝶蜜蜂大声助威
一棵大树在闭目呼吸
吞进春风吐出一朵朵白云
一条山路在编织绊绳
让流连美景的人寸步难行
阳光把枝叶的嫩绿烧出无数小洞
漏下瀑布的斑驳，与穿行在
青草间的蚂蚁撞个满怀
慢时光尽情渲染年轮的韶华
春天的项链迎风舒展
叶脉流淌着一声声呐喊：
倾城，青城！青城，倾城！

都江堰拜水的氤氲，在青城山问道
所有的岁月写不出青城山的韵味
年代的烙印用膜拜的方式
生长在埋头苦干的树根里
亿万年前的卵石贝壳，如同
一轮明月与夜晚的树林相拥而眠
我的双眼被这山与气擦得晶亮
掀起体内沉寂多年的波浪，以及
葱茏和宁静交织的光芒
绿色的词牌吟诵着赞美诗的祈祷
纯净的洞音激荡起山涧的溪流
一座山嵌在古老的地图上
犹如宣纸上一滴浓黑的水墨
唐诗宋词的意境写着：
青城，倾城！倾城，青城！
（作者本名黄勇，供职于封面新闻-华西都

市报）

青城，倾城
黄亦橙

那是一个刚过小满节气的日子。“草木
丛深茅舍小，麦穗初齐稚子娇，桑叶正肥蚕
食饱……”小麦正灌浆。我带上轻灵与草
编遮阳帽，向渝东南的武隆出发。

武隆，今日与你重逢，是在你青山绿水
中，在云深林雾处，探访用最先锋的当代艺
术手段，实践最东方的生活哲学。生活、艺
术、信仰，是这里的主角、故事，行走其间，
有一种情怀，那是你来时不可能获得、不易
感悟的。它颠覆你过往的日子，你的笑容，
你的心情，在这里，你有意无意，都是绿色
的、环保的，如武隆的山水与云雾。

走进度假区，不再做契诃夫笔下的套
中人，还原你的天性，你的本我，进入禅意
的境界。心智与才华齐飞，不用思考我是
谁的哲学问题。做个心灵的瑜伽，缓缓地
沉入当下，感受回归母亲的肚腹，轻盈如一
粒种子的生命。

在武隆这个具有仙气灵性的地方，整
个人从内到外呈现着超然的佛系状态，犹
如你喝一盏茶的闲适。闲适最接近一个人
的本质，古人曰：吾日三省吾身，最容易看
清自己。艺术走进人生，艺术修正生活，艺
术传达着人性之美，感受并体验信仰与自
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此刻在“武隆懒坝国
际禅境艺术度假区”，把不经意的生活与见
惯不惊的日常，用艺术家的手，让你在禅意
中修行。

一座有着50年的老屋，泥土垒就的
墙，陈旧的岁月，在武隆的深山，安眠着过
往的日子，隐匿着她的风情旧事。它与山
中的雾霭为伴，与竹子结为知音，犹如《红
楼梦》中，林黛玉的前世是一株绛珠仙草，
它在静静地等待转世的时机。老屋氤氲着
的神性，引来了飘洋过海的日本艺术家松

本秋则，他用神性的工作方式，早上九点来
到这里，敲敲打打，并与当地的竹编手艺人
一起，进行创作。

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他们相互学习，研
究。室内海浪纹的造型创意等，都因为这
些民间手艺人，成就了更多惊喜的作品。
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这100多个竹制的小
玩意，有的像蜻蜓、鸟、大鱼、又像风车，但
它们都是会发声的小乐器。胡琴、铃铛、二
胡……成了大自然的精灵，发出天籁之声。

顺着拙朴的木梯，走上二楼，眼前的惊
艳，击中了我。梦幻、仙境、远方、皮影戏
……时明时暗，光与影的交错，现实与梦幻
的交织，低吟浅唱，恬然自适。

我在光影中站立，与光影中的植物对
视，我吮吸着光影中植物的芬香，抬头仰望
光影中天宇的不确定性。我扶膝坐在楼板
上，耳畔远远地传来了鸟叫风声，眼里林雾四
起，光影中的风车“吱呀”地在我心中转动，它
带着我从这里出发，去寻找我的母亲。

一次梦中，我遇见了她。她不似生前的
模样，我看见她如《红楼梦》里贾宝玉梦游太
虚幻境，看见的那些仙子姐姐们，极尊贵，极
清净。她青春楚楚、裙袂飘飘、散着馥郁的
香气，风旋雪舞地从我身边轻盈而过。

“妈妈，妈妈”我大声地喊着，母亲对我
莞尔一笑，便飘远了去。醒来，我望着屋
顶，她定是天上的仙子下凡来作了我的母
亲。我想去寻找她，但她与我隔着无法到
达的路程。

然而在这里，在光与影中，我看见了红
尘的母亲，天上的仙子姐姐。她在天上知
道了我的到来，她在这里等我。母亲，我的
仙子姐姐，我正在老去，你永远年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竹音,在光影中穿越
李毓瑜

打开手机，见微信上有未读信息，是小
木发来的语音，心里不由一阵紧张。

几天前的一个午后，我去小木的单位
看她，却见她一脸愁容，一问方知其母亲身
体出了点状况。这段时间，她的母亲吞咽
食物有些困难，这症状跟她外婆前两年类
似。前不久，小木90高龄的外婆因食道癌
去世，一家人都担心这病会不会遗传。这
段时间，他父亲一直在带母亲做各项检查，
医生时而说严重，时而说问题不大，诊断结
果迟迟未出，这让她心里忐忑不安。

小木是我闺蜜，她母亲的事自然让我
牵挂。我时不时微信留言问询。但她情绪
低落，让我再莫问，有什么消息会及时告诉
我。

见小木主动发来语音，我赶紧去一安
静的角落，心里暗暗祷告。“检查结果已出，
我母亲没事。”小木的声音很响亮，我很开
心地连说了几个好好好。

小木紧接着说，刚给我父亲打电话告
之诊断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听到消息后
突然嚎啕大哭。

“从我母亲身体不适开始，父亲一直表
现得很镇定，见我母亲愁眉苦脸的，还开玩
笑安慰她说没事没事，见我整天忧心忡忡，
老劝我别着急。”

许是心情放松了的缘故，小木打开话
闸子，滔滔不绝地讲起她父母之间的事。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父亲这段日子一
直夜不成眠，思想负担其实比谁都重。他
老惦记着万一真有啥事，我母亲该如何承
受？带她去哪些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什
么样的治疗方式才能让母亲承受的痛苦更
少？”

“我父母那个年代的婚姻大多是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他们在一起四十多年，我
感觉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根本没有电视
剧里演的那些温馨的情节，我以前甚至怀
疑过他们之间究竟有没有爱情？”

“可刚刚听到父亲的哭声，让我心里深
处受到强烈的震撼，父亲年过古稀，记忆中
从没见过他流泪。我猛然意识到，他对我
母亲其实藏着很深的爱，这或许就是爱情，
最朴素的爱情。”

小木的话一下引起了我的共鸣，我给
她分享了我父母之间的一段往事。

10多年前，我母亲在省城医院做子宫
肌瘤摘除手术。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她身
上盖着厚厚的棉布，却仍然感觉双脚很冷。
我父亲见状，当场解开衣扣，将我母亲的脚
心贴在他的胸膛里，问她这样暖和点不？

这事过了十多年，父亲早已离开人世，
可他将母亲的双脚抱进胸堂的场景一直令
我刻骨铭心。父亲不善言词，性情孤僻，长
年足不出户，母亲性格活跃，人缘极好。两
人性格反差极大，以前还经常吵吵闹闹。
可父亲突然离开后，母亲一下子像老了10
岁。她在父亲的墓前种满鲜花。父亲离开
的十年，她每次去祭拜都会对着父亲的照
片说很久的话。平时家里来了客人，她会
先倒一杯酒，叫着我父亲的名字说，今天谁
谁来了，你也喝一杯。

我对小木说，跟你一样，我也一直认为
父母那一代人根本不懂什么爱情，可现在
一回想，他们在生活中其实一直都在相互
体贴。你的父母，我的父母，还有身边很多
看上去生活得平淡无奇的老夫妻，他们之
间一辈子都没说过情话，却让我们看到爱
情最美的样子。

（作者系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爱情的样子
周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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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委会委员，
出版有诗集《窗外》《向青涩致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