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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霜降后的柚林，显得格外有秋意，格外
丰润，格外斑斓。

柚子的成熟气息，在山野里芬芳，在江
河边滋润，在家园里弥漫，在人文与自然的
交融里和谐绵延。

二

撩开浓浓的秋色，我们一行文友走进
了徐家白柚那片幽深的柚林，走进了满眼
的苍绿与金黄，也走进了隽永的乡恋。

好像被金黄与翠绿击中，我们一个个
醉倒在馥郁的气息中，醉倒在甘美的果酸
里，一任凝重而深远的秋意泛滥。

秋阳轻抚，霜意淡淡，村庄的呼吸平和
而自然。

乡村一隅，总有一份难得的静谧与恬淡。
在秋风的吹拂下，竹林和柚林发出沙

沙的声响，宛若一段低回的音乐在风中倾
诉，交响于耳畔。

那满眼的葱绿，满眼的金黄，那份浓浓
的乡思，漂洗着我们平日里沉积下来的疲
惫，身心倍感轻松，烦恼顷刻瓦解，一任身

心在那安静而祥和的田园牧歌生活氛围里
流连。

三

不经意中，思绪飘远到柚林村庄的四
十年前。

弯弯曲曲的田埂上，百年柚树无奈地
咀嚼着黄昏，兀自地忧伤呢喃。

长风掠过四十年前的山岗、坡地和梯
田，停泊于树梢，牵来沉沉的一片夜色，清
冷农舍里传出的几声犬吠有气无力，周围
的村庄若有似无飘出几缕炊烟，崎岖的山
路周围摇曳着如豆的灯盏。

那一段日子是贫穷的，那一段表情是
漠然的，那一段经历也是黯淡的，那一段时
光更是在无声中显现。

一茬一茬的黑土上，只有呻吟的汗水；
恣肆的风雨中，有片片枯黄的柚叶在不断
地挣扎，最终飘落飞散。

一顶草帽，或一袭蓑衣，一阵紧似一阵
的咳嗽声伴着锈迹斑斑的锄头和犁铧，失
措在田坎上，任泥泞在风雨中晃动旋转。

偶有蛙鸣不知从哪里窜出，撞得乡亲
直不起腰杆来，撞得村庄辗转难眠。

环居徐家柚林旁的乡亲，收拾散落一

地的思绪，收拾躲躲闪闪的信念，将双手深
插泥土中，品匝着青草的味道，思念关于幸
福的梦和村庄的明天。

冬随哀怨而去，布谷鸟衔来了春的讯
息和心动的瞬间。

柚林从碧绿到枯黄，又从枯黄到碧
绿。徐家那棵百年老柚树袒露着原始的真
情，巴巴地眺望着遥远。

匍匐在大地，远处的声音亲切、悦耳，
引领的航标似乎在展示美好的愿景，一如
母亲在村旁大树下的召唤。

伫立在柚林旁，泪在脸颊筋疲力尽地舞
蹈，激情在血液里奔腾，村庄在向往嬗变。

季节轮回中，依稀可见父老乡亲躬耕
大地，一滴滴汗珠打湿泥土、打湿日子、打
湿梦想、打湿心愿。

一切的等待和付出都值得，都无悔无怨。
柚林的乡亲们在艰难跋涉，无言寻觅，

默默地耕耘，他们都在追寻一粒种子的梦，
都在向着春天的方向奔跑，都在对收获的
秋天虔诚地翘盼。

四

顷刻间，阡陌上一条大道伴随四十年
后春天的韵脚与远方相连。

农民脸上的漠然和霜意，随着那株百
年柚树的枝桠滋生新绿，在春风中随风而
逝，化为云烟。

一柱透着光亮的晶莹露珠在柚树上闪
闪烁烁，翩然歌咏，迎风起舞，生机盎然。

那锃亮的锄头度量着田塍，抒写着一
腔的期望和热情，在殷实而肥沃的黑土上
茂盛，在飞翔的炊烟中葳蕤浸染。

远山一片片红叶欣然绽放，庄稼满山
遍野地生长蔓延。

黄橙橙的白柚密密麻麻地披挂在柚树
上，蓬勃在山腰，驮载柚子的骡马和车辆追
赶着春天的阳光，牵引着乡亲们的视线。

沉甸甸的篮筐里盛满了喜悦的欢呼和
惊叹。

柚树燃烧着灿烂的梦想，笑声淹没了
整个村庄，那丰收的火焰着实点燃了乡亲
的笑颜。

五

收获的甜蜜填充了乡亲们的心房，乡
亲们用滚烫的目光注视着黄橙橙的柚子，
叩问着苍茫岁月，山路的尽头渴望那年复
一年的希冀和永远的呼唤。

柚林如挥舞的巨椽染黄了秋风，也濡
湿了乡亲们的双眼。

柚树在季节里拔节，村庄在季节里拔
节。百年柚树站在河流边缘迎风而长，与
渴念的春天缱绻。

一株柚树，一片柚林，一种热望，抒写
神州大地的崭新，诠释着乡亲们幸福梦想
的内涵。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柚林走笔
左利理

一缕彩绸遮欲眼，几多花絮待晨光。
山城行者风声疾，帅府湖滨野色芳。
鱼水相依共潋滟，布衣对泣同苍茫。
今宵举院添踌客，他日田畴稻米香。

携手共谋启远航
（外一首）

——重庆地质集团渝东北中心落户开州
归燕

退休后从解放碑迁徙到了歌乐山。
小区内的三座小山便是我们常去散步的
地方。再美的地方也经不起天天走动，我
们就时而开车去逛美丽乡村，歌乐山被称
之为慢城，是因为还保存着过去的村庄。
纵观锦绣田野，四季变化的庄稼让人目不
暇接，春天田间地头处处桃红梨白，菜苗
碧绿，油菜花黄；夏天包谷黄瓜苦瓜丝瓜
挂上菜架；秋冬满田野的萝卜白菜……一
路走去，每户农家院坝门前栽种各色花
草，三角梅、月季蔷薇、大丽花、朱顶红、梅
花栀子花、旱金莲……走走看看闻闻停
停，顺便买点农民的带着泥巴的新鲜菜，
身心都是爽的。

我们既爱山也爱田野更喜水，在地图
上看见有标有湖的地方，便前去探望。歌
乐山上凡是有点规模的水域都拜访过了，
常去的是中梁镇的普照寺水库，环湖修有
步道，走一圈需一个多小时。岸边无垃
圾，水边无人洗衣淘菜，湖水清澈浩渺，一
只只一群群水雀不时微波凌步，矫健掠过
湖面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嘀嘀嘀鸣叫。岸
边坡地上有农民在锄地，有花卉苗木开着
花。收菜的农妇告诉我们，这水库以前是
全镇人的饮用水，后来有了嘉陵江的自来
水，水库就成为了一道摆设，保持水质干
净已经成了大家的习惯。真是应了老话

“习惯成自然”，“上帝赐我们习惯，让它代
替幸福”，普希金的名句闪过。看来养成
好习惯真是千秋功德。清晨，村民们挑菜

沿湖边路到镇上去卖菜；黄昏，镇上居民
湖边农民，三三两两沿湖散步聊天，水清
风柔，祥和静好。

驱车再向前，就到了斐然湖，以前叫
干堰塘，但我们每次见到的都是满湖活
水，只是随季节或丰沛或瘦削，从没干涸
过。雨季时湖水浩浩汤汤，大湖水满溢进
小湖，斐然湖变得开阔又绵长，绕湖步行
一周需两个小时左右。湖水两岸青山为
背景，山下是散落的农家农田，看到过春
耕秋收的场景。后来，沿湖修建不少各式
风格的度假小屋，家家户户植树养花，四
季花团锦簇，香气萦绕。步入其间，犹如
在逛私家小花园，很受用。但我们又一次
驱车前往这里，惊讶复惊讶！那些沿湖小
屋不见了，裸露出黄土地，如果不是残留
的花草，还以为上次看到的是海市蜃楼。

后来疫情来了，后来疫情缓解了，一
年也就溜走了。今年春天，我们想起干堰
塘的那湖水，于是驱车前往。眼前所见，
又让我们惊讶复惊讶！

湖水还是那片湖水，但干堰塘被斐然
湖名称替代，沿湖田土坡地种上了高大的
树木、漂亮鲜见的奇花异草，一条蜿蜒的红
色柏油小道和石板小道贯穿其间，串起一
组又一组景观，现代大气洋派，美感设计感
十足。让人耳目一新，啧啧称赞！虽然还
在打造之中，但也初具规模，未来可期，那
一湖清亮活水便占了先机。而且，斐然湖
公园是没有围墙的，免费对外开放。

斐然湖公园营造的是大众幸福。湖
边村民家家户户都在为自己房屋梳妆打
扮，用实木装饰内外，材料费由政府补贴，
样式上有专业人士指导。祖屋还是那个
祖屋，但漂亮了舒适了，人们可以不再背
井离乡去打工，而是在家里办农家乐，在
家门口卖自家果树上摘的桃李……顾盼
之间、进进出出、一呼一吸都与湖水花草
树木息息相关，具有田野牧歌之诗意。我
对这里的农民生出羡慕。

几十岁的我，耳闻目睹农民从贫穷到
温饱到小康，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如
今还要“美起来”。有位专家说：感受美，
属于感性文明，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基本保
证。斐然湖的村民们正实践着。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美丽乡村片段
朱一平

亲爱的老党员：
您好！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了，100年

的峥嵘岁月，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奋斗和希
望。今天的您，身上仍带着共产党员的不
屈与奉献精神，用最真挚的情感以身作则
给每一个人看。这封信我想献给您，我最
敬爱的外公。

记得小的时候，您经常在我耳边唱着一
首又一首的革命歌曲，懵懂的我只能跟着哼
哼曲，全然不知歌词以及歌词背后的故事。
这时您会笑笑，慈爱的为我讲述一段段
令人动容的往事。长大些了，放学后，
我常去您工作的地方。那时你变得脸
色严肃，身边的人都和我说，您是一个
对工作严格的人。您告诉我，您是从农
村出来当兵，从战士做起，一步步走过来
的。吃过野菜，最快乐的时候就是能吃到玉
米糊糊。但您身上的正气，从未消散。您曾
站在讲台上向每一位热爱党的人传递党的
理想信念，教育我们后代。坐在餐桌前的
您，还关心国家发展的点点滴滴，每次都会
为全家人讲着国家的大小事。对于您来说，
这是一种习惯，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学
习。家里人因为你的熏陶，大多都投入了党
的怀抱，成为一名又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为国家的事业所奋斗所努力。或许让我最
感动的瞬间，就是在公交车上，看到孕妇，一
把年纪的您毫不犹豫站起身来让座。您笑
着对我们说：“要把座位让给更需要的人
啊。”您又何尝不是从来都这样做的呢。这
一点一滴的小细节，塑造着一个共产党员的
气度与奉献精神。

外公，现在我已成为了一个大人，投身
环境保护工作中。作为刚出社会的小白，
您告诉我三点经验：一是肯干事。要吃苦
耐劳，干事认真，服从安排，听从指挥，干一
行就要干好一行，这是“德才兼备”中“德”
的要求。二是会干事。这是指一个人的工

作能力和本领，工作要有效率，出成
绩。三是会做人。这是指为人处世，
它要求谦虚谨慎，尊重领导，团结同
事，不断丰富提高自己。当然最重要

的还是提醒我，努力争取成为一名合格
且优秀的共产党员。

前两天的家庭群里，晒出了您站在“光
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的照片。
您与其他老党员一起，为建党100周年喝
彩，获得那份属于您的荣誉。家人们纷纷
致以最诚挚的祝福，每个人都是高兴的自
豪的。

亲爱的外公，我一直以您为榜样在不断
努力，我在您身上学到的是无价的。我很庆
幸我有您这位老党员做我的外公，一代代孕
育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将共产主义信念的种
子撒向大地。我会更努力做好自己的事业，
为国家的建设无私付出。我相信每一点微
小的努力最终会汇集成强大的力量，推动着
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走向辉煌。

（作者单位：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写给一位老党员
王怡

生/ 活/ 随/ 笔

轻岚淡黛缠山峦，十里田畴染翠团。
婀娜风荷摇堰上，婆娑垂柳曳村端。
小桥流水人家绕，修竹葱林炊烟漫。
借问暇闲何欲往？回乡入俗享清欢！

（作者系
重庆市审计局
退休干部）

七律·乡夏
张友鹏

千载贡书怀簿金，万川毕汇秀才心。
一条旖旎缠风雨，十里崎岖绕翰林。
走马放歌惊彩翠，看花对酒叹光阴。
耕禾播种行时急，读史吟诗恰如今。

（作者单位：重庆市地质集团）

万开一体襄盛世
——开州招商引资签约、项目集中

开工投产暨浦万大道通车仪式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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