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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诗/ 绪/ 纷/ 飞

在回旋的路口，我选择向右，一只山雀
紧随身后。日头暗下，我的影，山雀的影，
树荫郁郁。这次进山，我心爱的瓷瓶一如
既往，在上一个湾凹处，瓶中春茶解了出发
时的混沌，空了空。满坡的扁竹根，我要大
把大把插入瓶中，插入袖口。蓝紫色，洁净
的喜悦呀，此刻，我只想躺在草木香甜的人
间。如果压倒花丛有罪，那我就勤恳劳作，
还这山中下一茬鸟叫虫鸣。

日光下，我清澈极了，蜂鸟清澈极了，
连同我们的对话。偌大的山中，云朵羡慕
的落下，而我做了一朵白云。日头炙热，我
不会喜欢。我要去躺在悬崖裸露的山石
上，风吹过，我就跟着它坠入山谷，在快接
触到溪流的一刹那回转。以此，不知疲倦。

我不会疲倦，我只看到时光陈旧。我
又想做回一个人了。做个有趣的人。

书房里一摞摞的书籍没有教会我。他
们都太过鲜明，我没能长久的喜欢。看《红
楼梦》记住了远山如黛，林妹妹的娇弱敏
感，我有两分她的敏感。葬花的事儿我也

悄眯着干过，可我不觉“质本洁来还洁去，
强于污淖陷渠沟”。诗人龚自珍的“落红不
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更合我的心
境。也因为话本里“太高人欲妒，过洁世同
嫌”疯狂迷恋起妙玉，仿佛这是来自生活挚
友的共鸣。初觉是一种特性，后来也不喜
了，谁让她要扔掉刘姥姥用过的杯子呢？
拿来栽朵小花养性，随意摆在墙边也是一
道风景呀。不爱惜物品就是不爱惜生活，
我也是有点怪怪的准则。

初中，赶上新一波金庸先生作品翻拍
的热潮。那时还没有读过金庸先生的书
籍，我因为扮演者的美貌而迷上了角色，
《天龙八部》里狠辣与天真结合的阿紫，《倚
天屠龙记》号称“女中诸葛”古灵精怪的赵
敏，《鹿鼎记》执着乖张的阿珂。现在我都
还一如既往的喜欢着小龙女的扮演者刘亦
菲。犹记得，有报道金庸先生送刘亦菲的
《神雕侠侣》扉页上写道：“刘亦菲小姐，我
希望你演小龙女。千万读者才会相信，金
庸写的不是胡说八道。”是的，我信了金庸

先生。每临睡梦前，我不止一次给自己潜
意识灌输，今天晚上三十九回，大战襄阳，
我会和过儿重逢，出谷扭转战局。

后来，这种对角色喜爱的狂热还是半
路终止了。原因是，她们美得尖锐一笔就
刻在了心里，而我如此普通，坚持模仿就庸
人自扰的意味。

我好像变回无趣的人。
朦胧诗里朦胧的爱情，看得透学不来，

一缕一缕的忧愁有丝清淡。转头，我就披
上了张爱玲爬满了蚤子华美的袍，在《倾城
之恋》里跟着白流苏受尽你来我往的反复
磋磨。白月光能不能永远白月光，红玫瑰
能不能永远红玫瑰成了我考究的谜题。现
在的我只看到，月光照耀在身上会出现影
儿，折了花瓣玫瑰会留下痕。万物共生在
拉扯中顺应平衡。

这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读一下钱钟书
的《围城》。粗略看到第七章转去了《山月
记》。也不是没有收获，文中周经理为了劝
说方鸿渐，让他不惹周太太生气，说了这
句，“让她三分”，不是“三分流水七分尘”的
三分。是“天下只有三分月”的三分。自
此，我有了个笔名，三分。

平日，会使用微信读书，边浏览边备注
自己的心得体悟。微信读书里，我的书架
上读完全的书不多。《黄永玉：把自己活成
一部历史》算一个，一它精简，二这个老小

孩有趣。
初闻黄永玉，是在一篇新媒体报道，

“93岁照样开跑车的鬼才老头”。玩木刻，
画国画，出自传，钻研一样就钻出个大家典
范。而后，央视朗读者第二季出过一期，艺
术家黄永玉：我的文学生涯。听他说及，年
轻时在香港和金庸蔡澜吃饭，拿酱油辣椒
油作画抵饭钱。实是有趣，内心佩服，然也
未深解。再识，就是《黄永玉：把自己活成
一部历史》，南方周末出版的关于黄老的文
录，风趣广博独树一帜的见地。随后，我翻
出了他的书籍，《比我还老的老头》我爱读，
个中人个中事，顽童大家的养成没有章法，
有的是散漫不羁的灵魂和坚定不移的喜
好。我喜欢并深信他每一句话的道理，比
如他觉得读不下去的书就不要硬读。推之
及人，凹不住的人设不要硬凹。

我开始成为有点趣的人。
花店还开，但已鲜少再去。喜欢进山，

有名的无名的，城内的城外的，都慢慢去
过。一个人的时候走浅些，好友相伴走深
些。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听山听水听对白。

今天，我未觉孤寂，只感到富有。星星
点点散落的阳光，在我的脸，我的手，我的
脚脖，我一切裸露的肌肤都因此感到温
暖。花影在我的衬衣上错落，像鸟，我找寻
起随我进山的花雀。在那快速掠过的一群
中，我相信没有它。它更适合这林间的一
个对折。林间温柔，生生郁郁的气息裹住
我，我的瓷瓶。瓶里插满大朵大朵的扁竹
根，秋日的小野菊，开着蓝花的马耳草，都
曾在我的瓶中绽放。是一个一个不同面的
我，牵牛花的枝蔓连接着。

日头过来，它在归家路上催促着。今
日的赠予够了，书桌上一支英雄在等候，干
瘪的笔肚等这一大口花做的墨。

（作者供职于合川区委宣传部）

山中白日歌
李俊蝶

我把每个时辰
当作生命的分分秒秒来过
时间穿墙而过如流水飞瀑
那是生命的歌唱在体内滴答行走
奔流着我夕照临摹下的人生脚步

我把每个年头
当作生命的每天每日来过
时时感受春夏秋冬四季繁盛
大自然啊无限饱满充盈
让我天天从晨光熹微的早晨
快乐到霞晖铺满的梦中

我把每个朋友

当作我最爱的家人
虽非天天见面时时相处
但在一起难忘的时分
如同回到家里一次重逢
把酒共话久违的乡愁

我珍惜朋友间的每次聚会
相聚一次不是少一次欢愉
而是多一次人生不易的情分和缘由
就像现在我手中这杯酒
芳香四溢幸福洋溢
醉了的是一颗心啊
不醉的是友情恒久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捎带对朋友的问候
胡佳清

这是一方神奇的土地
5万余尊雕像 10万余字铭文
无一不闪烁出岩石的话语
在这里 每一处嶙峋不平的崖壁之上
都书写着一代代大足人的梦想
都承载着华夏民族的文化记忆
都镌刻着世界遗产的辉煌与美丽

在这里 所有的岩石
都有着自身独特的魅力
您看 端庄秀雅的“东方维纳斯”
静静地伫立在转轮经藏窟之内
诠释出东方女性神态的微妙
那少女欲走还休的娇羞瞬间
被不知名的宋代巧匠
凝固成了数珠手观音若即若离的身姿

在这里 所有的岩石
仿佛都会吟诵游子吟的诗句

您看 那春晖普泽般的父母恩情
连昔日的顽石都变得如此的和蔼可亲
年迈的他们相互依偎 相互搀扶
一程又一程送别即将远行的孩子
那漂泊在外的游子呀
你可否听见岩石上传来的话语

“恐依门庐望 归来莫太迟”

在这里 所有的岩石
都仿佛渗透着浓郁的乡村气息
您看 那清晨刚起不久的女子
正掀开鸡笼喂养小鸡
也掀开了千年前农家一天的柴米
这里还有 吹笛的少女 挑担的汉子
而那在岩石上不同形状的牧牛
这一切难道不是你童年的记忆吗
它 正伴随着牧歌带你漫步在这田园里

千年的大足石刻啊！
你从历史中走来
携带一路的风霜
而今 这更是一处令世界瞩目的圣地
在这里 一代又一代守护于此的呵护者
开始接过昔日工匠自信而又专一的目光
凝视着岩石上每一丝毫的幻变
研习着每一尊造像蕴含的意义
讲述着凝固千年的艺术魅力

（作者单位：大足石刻研究院）

凝固的记忆
——致大足石刻

李小强

小时候，爸爸在城里，我们在乡下。
我人生第一个记忆片段是乡下的黑

暗。依稀记得，我睡觉起来，迷迷糊糊，从
堂屋往外走。我以为是清晨醒来，外面天
亮了，结果外面黑黢黢一片。也没一个
人，顿时，黑暗的恐惧向我袭来，我害怕极
了，蹲在地上，捂住双眼，哇哇大哭起来。

听见我的哭声，外婆从后屋的厨房来
到院坝，把我抱回屋。任凭家人怎么哄
我，我依然一个劲地哭，眯着眼睛哭。也
不知哭了好久，也许是哭累了，我突然醒
了。睁开眼睛，看着点亮的煤油灯，才明
白已是晚上。原来小孩子，半下午睡到黄
昏，睡得恍惚，分不清白天晚上。

在懵懂无知的年代，我害怕黑暗，讨
厌黑暗。我喜欢白天，喜欢阳光，喜
欢亮堂堂的一切。

乡下，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家人点好煤油灯，昏暗的灯光是
那个年代唯一的希望和光亮。

上学了，我常常在煤油灯下读
书、写作业。有时，我疲倦了，停下作
业，望着煤油灯的灯芯发呆。燃过的灯芯
在火中红通通的，有时还吱吱作响，看着
看着，心都不知飞哪了，常常走神，也充满
了幻想。有时，我会用一根小棍子把燃过
的灯芯挑下来，火似乎跳跃了一下，明显
亮多了。我满心欢喜，然后继续学习。

煤油灯不仅光线昏暗，而且用的时候
还得小心翼翼。一不小心，瓶子就被绊倒，
煤油会流出来。记得有次，作业本被流出
的煤油打湿了，我伤心大哭，心疼自己的作
业本，换个新本子，还得重新做一遍。

闲暇时，我喜欢收集漂亮的玻璃瓶。
然后学着大人们用废旧的玻璃瓶、牙膏
皮、棉线等做成一盏盏煤油灯。家里用不
完，我还送给邻居。看着自己精心制作的
煤油灯承蒙大人的夸奖，心里倍儿高兴，
那也算孩童时的手工制作。那些五颜六
色，形状各异的煤油灯，陪伴着我的童年，
照亮了我人生的第一步。

城市对于我来说，是个遥远而未知的
梦。小学二年级的暑假，爸爸带我去他单
位。我在城里住了一个月，梦释然了，眼
界开了，新鲜和好奇撞击着幼小的心灵。

城市里最令我羡慕的就是电灯，跟乡
下的煤油灯比，真是天壤之别。先不必说
那亮堂堂的感觉，就只说那使用的方便，

已经让我兴奋和好奇。
当时，电灯开关还是拉线那种。爸爸

教我，轻轻一拉，咔嚓一声，电灯亮了，满屋
子都亮了，然后，再拉一下，咔嚓一声，电灯
就关了。第一次使用电灯，我实在太兴奋，
一会开，一会关，不下十次，觉得十分好
玩。我笑了，爸爸也笑了。他看着我，满怀
慈爱地说：“四儿，好好读书嘛，将来你长大
了像爸爸一样，也到城里工作，天天用这电
灯。”我使劲地点头。

很多年以后，我都记得这句话，这句
话当时成为我读书的最大动力。

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我听大人们说
村里要通电了，我兴奋得简直无法用语言
来形容。有电不就是向城市迈进了吗？
晚上都亮堂堂了。

整个暑假我都处于兴奋、快乐和期盼
之中。那时我大哥高中毕业回来任队长，
安装电线的工人们在我家吃饭。我对他
们可崇拜了，好奇地问这问那，天天跟在
大人们后面，帮帮忙，跑点腿，传个话，照
看东西，为那幼小的“城市之梦”而乐此

不彼。
终于有一天，一切就绪，队上通

知晚上七点试电。下午，哥哥就把
家里早就准备好的灯泡都挂上
去。椭圆形的灯泡挂在屋中央，掉
在半空，里面的灯丝清晰可见。连

着灯泡的开关安置在墙上，上面是一
个黑黑的、圆圆的塑料盖子，里面掉出一米
长的开关线。

七点，我迫不及待地开灯，在灯亮的
那一瞬间，心几乎蹦出来。瞬间，整间屋
子都亮堂堂，心也跟着亮起来了，那感觉
让人终身难忘。

因为第一晚上是试电，据说不收费，于
是那天晚上大家都不关灯，亮一个通宵。
整个村庄，家家户户灯火通明。人人脸上
喜气洋洋，大人们兴奋谈论，小孩们奔走相
告，串东家走西家，比比谁家的灯亮。

小山村似乎沸腾了，夜晚中黑暗的历
史从此改变。第一次那样亮堂堂，第一次
没有黑暗的夜晚，那是我从未见过的夜
晚。人们兴奋得睡不着觉，夜深了，我在
疲倦中睡去，又在兴奋中醒来，直到天亮。

通电，是农村一次历史性的突破，更是
农村走向文明的阶梯！历史的车轮继续飞
滚，再后来，有了电视、电话，让山村不再孤
独与愚昧，让人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电
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更是改变了农村
的生活状态，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时光荏苒，一晃多年过去了。从乡村
到城市，那充满希望的灯，在我心里，永远
亮着。

（作者供职于万盛经开区文化旅游局）

希望之灯
宋六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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