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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老家的房前有一块长方形的坝
子，坝子边上有两棵树，一棵是椿树，长得
又高又直，直冲云天；另一棵是李树，树干
呈弧形，像一个驼背的老人，黑褐色的树皮
粗糙斑驳，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每当春
夏之际，它却是葱葱绿绿的，显得生机勃
勃。这棵李树很奇怪，它从坝子石壁的缝
隙里斜斜地探出身子，又努力地往上伸
展。我不知道它有多大的年龄，从我记事
起它就有碗口那么粗。坝子下面是一弯石
头缓坡，有三四米高，紧连着一汪水田。春
夏的水田是一块毛茸茸的绿毯，秋天是一
地黄灿灿的金子，冬天的时候便成了一面
明晃晃的镜子，映照着老李树光秃秃的枝
干。我常常站在李树下玩，奶奶总是叮嘱
我：“站远点，小心摔到下面去！”

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接近那棵老李
树。春天的时候，透过那一树洁白的繁花
看天空，天空那么蓝，那么清澈，云朵那么
柔软。此刻的李树仿佛一个盛装的新娘。
渐渐的，花落了，它的叶子丰润起来，整棵
树像被碧玉包围着，清翠的绿叶间隐藏着
一些小指头般的青果子。我常常望着那些
小果子，心里叨念着：“李子快快长大吧，快
快长大吧！”树上的鸟儿也在叽叽喳喳地叫
着，仿佛在说：“羞羞羞，馋馋馋！”

馋的不止我一个。邻居家的小媳妇，
肚子微微地隆起了。她坐在坝子上和奶奶
闲聊，说看到树上的李子清口水直流。那
时李子才大拇指头般大小。奶奶说：“过端
阳节（端午节）的时候才能吃呢！”小媳妇羞

涩地笑了。可是时光太漫长了，端午节似
乎遥遥无期。

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树上的李子一天
天变少了，是掉了还是被鸟雀偷吃了？当
然，我是知道的。有一次，邻居家的铁三儿
哥哥逗我，说给我吃好东西，说着神神秘秘
地拿出一颗青果，我一看是李子。我问他
可以吃了吗？铁三儿说：“可以吃，很好吃
的。”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一口咬下去，瞬
间，一股又苦又涩的味道席卷了整个口腔，
连舌头和牙齿都被僵住了。我不停地吐了
好多口水，伸着舌头半天都是麻木的。铁
三儿笑得在地上打滚。很快我也加入了这
个秘密同盟，我们把没熟的李子悄悄地给
更小的孩子吃，看到他们满心欢喜地接过
去，随即脸上浮现出极痛苦的表情，哇哇怪
叫，眼睛闭着，脸皱成了一个疙瘩。我也笑
得前仰后合。

一天，奶奶正在地里干活，突然听到院
子里一阵哭喊声。奶奶扔下锄头就往家
跑，我家坝子上围着好几个人。有人从水
田里抱起一个昏迷的孩子。原来，铁三儿
爬到树上摘李子，一脚踩滑了，咚地一声摔
到树下的石坡上，又一骨碌滚到水田里。
看到孩子昏迷了，铁三儿的父母急坏了。

众人七嘴八舌，没个主意。奶奶急忙掐住
铁三儿的人中，看到他睁开了眼睛，又闭上
了。奶奶说，赶紧去医院！铁三儿摔成了
脑震荡，住了几天医院，回来又活蹦乱跳的
了。人们都笑着说：“这孩子名儿取得好！
要不是铁打的，说不定小命儿就没了。”

终于等到端午节，奶奶叫人把李子全
摘了。半青半黄的小果子装在一个竹筐
里，东家送一篮西家送一篮，又卖掉一些，
到最后所剩无几了。

奶奶说：“桃慌李饱。”我问她是什么意
思，她告诉我桃子吃多了人心慌，李子吃多
了肚子胀，不消化。奶奶说的话大约是真
的。有一次我吃了一些李子后就闹肚子。
奶奶还说：“两个人不能分吃同一个李子，
会打摆子的。”我并不知道“打摆子”是怎么
一回事，但是我听说邻居王二叔就打过“摆
子”的。王二叔现身说法，说“打摆子”的时
候一会儿热得浑身直冒大汗，一会儿冷得
浑身直打哆嗦，肚子拉得人简直要死掉。
后来我一见到鸭子走路的样子，就莫名其
妙地想到王二叔“打摆子”的样子。谁也不
知道王二叔和谁分吃了李子。长大了我才
知道，李子给无知的人们背了黑锅，“打摆
子”其实是疟疾。但是因这传言，我对李子

有些“敬畏”。
小时候，李子的品种只有一种，李树

很少，所以李子也成了人们稀罕的水果。
近年来，我的家乡建了很多果园，各种各
样的葡萄、梨、桃、李、橙子、火龙果……品
类繁多，应有尽有。一年四季，花香不断，
果香不断。铁三的果园里有一种叫做“蜂
糖李”的李子，口感特别好，清脆爽口，皮
薄汁儿多，轻轻一咬开就有甜如蜂蜜的汁
水浸润你的口腔，沁人心脾。这是我吃过
的最好吃的李子。现在，国家惠农政策
好，科技也日新月异，家乡人民正依靠先
进的科学技术栽培各类水果，走上了幸福
的康庄大道。

如今，老家的坝子边上那两棵树已经
不见踪影，翠绿的稻田、荷塘和果园掩映着
一幢幢漂亮的小洋楼。铁三儿的儿子考上
了大学，说以后要回来帮父亲一起管理果
园。邻居家的小媳妇的女儿做了村里的教
师。她无法想象，当她还未出世时，她的母
亲曾对着那一树青涩的李子直流口水…….

（作者本名伍安平，系璧山区作协会员）

为了填写过去的经历，我把自己
换算成数字，压缩成文字
装进准备好了的表格

除了家人，履历表没有义务
表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与身边同行的人相处
最好的关系，就是一句包容的话——
没有关系

履历表里没有光源
可我每一次的实践
即便在黑夜，也有阳光
履历表里也没有风暴
可微风总会从我身上的冬季
吹出春天来

我想追逐前方的事物
可这些事物，都是社会的大标题
虽然我的履历内存很小
但时时警醒，不断给我提示：
你是共产党员！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那时我就这样贴近你的呼吸
像块原煤经过若干道工序处理
最终不折不扣投向你熊熊的火口
燃烧吧 我的筋骨我的血脉
我一百年来沸腾不息的信仰

从此我是一颗赤诚的星子
决不脱轨做倏忽而逝的流星
当共和国大厦群星耀亮起来的时候
那一个并不起眼的位置啊
我迎着太阳加入到你恒星的队列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今天，我用亲身的经历、朴实的语言，
写写家乡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家住在两江新区天宫殿街道洪湖东路社
区，从自己记事以来的几十年间，为家乡所
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因
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今天
的幸福生活。

多年以前，家乡是一片荒凉地，只有一
些陈旧的泥瓦房，没有什么通讯设备。邻
里有事，只有靠吼，远方亲人问候只有靠
写信。要想打个电话只有去镇上才行，交
通只有几条泥泞的碎石煤灰铺的小公路，
更谈不上坐车，全靠走，怎能使人们的生
活安宁。

现在与过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通讯
家家有电话,人人有手机，随时随地相互问
候说事,公路四通八达,皆是柏油马路。家
家有小轿车、摩托车；大型客车、出租车、网
约车川流不息，特别是方便快捷的轨道交

通,想到哪就到哪。治安工作户户落实到
位,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极大保
障。文娱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影剧院不计
其数，家家有电视电脑，想看啥就看啥。

变了，彻底的变了，祖国强大了，家乡
富饶美丽了,人们的生活更幸福了。过去
的小土瓦房，变成了高楼大厦，高耸入云，
每一座楼有其风姿。过去堆满垃圾的河
流，如今变成清澈见底美丽又漂亮的小河，
宽敞的公路两边绿树成萌，小区内绿化四
季常青,鸟语花香,如今的生活归纳为八个
字:安宁安康、幸福美满。

家乡的巨变归功于共产党的正确领
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办
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保持党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今年天宫殿街道的工
作重点是，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践行
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切实担

当新发展使命。稳中求进，奋力建设高质
量发展引领区和高品质生活示范区，全力
构建“平安、活力、灵秀、和美、幸福”的天宫
殿，确保经济健康社会安全稳定，人民安居乐
业的目标任务。洪湖东路社区的工作计划中
也提出把洪湖东路社区打造成为第一流的
示范社区，书记、主任分工合作，积极带头，
任务落实，每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

坚信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我们每
一位中华儿女饮水思源、不忘党恩，搞好自
己的本职，党旗会更加鲜艳，人民的生活会
更加美满幸福，家乡会更加美丽富饶。

（作者供职于两江新区洪湖东路社区）

在我的小说《高考之后》里，写到了一
个真实的故事。1984 年冬天，我高考落
榜后复读，上一届的一位同学也来了。
读到半期时，他偷了同桌的几张饭票，班
主任老师发现后，却没有过多的责罚，反
而为他花钱买了一个月的饭票。但是，
一个月后，这位同学还是离开了学校。
原来他家里遇到麻烦事，已经无力资助
他上学，偷饭票时，他已经两天没吃饭，
饥饿难耐，偷几张饭票，是为了能把书继
续读下去。近四十年了，他从未与同学
们联系过，我不知道他近况如何。他因
为辍学失去考大学的机会，也许因为辍
学，他的家庭希望破灭。他离开学校时瘦
骨嶙峋的脸，一双渴望、绝望、无奈、无助的
眼神，让我刻骨铭心。

在2020年夏天，一次偶然的聚会中，
遇见石柱教委主任阮斌文。我和他都经历

过高考，都是从贫困堆里突围出来的乡下
人，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往事不堪回首，在
当时的窘境下，出一个大学生、中专生，对
一个家庭、一个村，甚或一个乡，意味着什
么？2018年秋天，他到石柱教委后，先把文
化理念做得风生水起。他是石柱把文化艺
术引入教育行政理念的第一人。他写下一
百多首诗歌，他每一次演讲，令教师都眼前
一亮：噫，教委主任只晓得当官，咋还会写
诗呐？要知道，学校就该是诗的世界，没有
一丝文化气息，还能称学校么？于是乎，教
师中也有人开始吟诗作赋，拾回久违的诗
情画意。

他们为什么不能写诗呢？中华文明上
下五千年，哪一年没有诗，没有出诗人呢？
阮斌文的诗歌大多是有感而发，甚至即兴
而作。有的就是为工作摇旗擂鼓，给身陷
于教案和演算中的已经枯燥疲乏的教师

们，带去安慰，带去新的追求、新的活力。
他知道，教师不仅仅传道授业解惑，还是播
撒文化的天使，历史文明的创造者。他们
生活在青春少年之中，就应当朝气蓬勃，激
情飞扬。阮斌文看准了这一点，他绝不是
在用文化做点缀，他在用文化提振信心，目
标就是决战高考。

今年6月24日夜，一则微信号传遍土
家山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
花”标题下，赫然显示三年来石柱高考重点
上线人数逐年大幅增加。这样的效果，就
是诗人们创造的，教师写诗，丝毫没有影响
教学质量。阮斌文坚守文化自信的魅力，
发挥了奇效。“莫言书生无胆气，敢叫天地
沉入海”，三年艰辛，换来三年三大步，怎不
令土家人豪情万丈。

得知高考成绩单，阮斌文还躺在医院
的病床上，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能不有
感而发，能不深情歌唱么？他把全部的精
力投入教育，也把全部的情感投入教育，为
的是能多几个学生考入大学，舍此无求。
他毫不讳言，他的全部付出就是让更多的
土家儿女圆梦大学。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那一树青青的李 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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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圆梦大学 罗涌

永远跟党走 生活更幸福
聂绍远

关于信仰

胡佳清

我的履历

黄愷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