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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生/ 活/ 随/ 笔

诗/ 绪/ 纷/ 飞

有人说，搬一次家，就有一次新气象，
此话不假。

人的一生，大多都会有那么几次或大
或小的迁徙。我这普通草根几十年中也搬
过几次家。而家的变迁，往往承载着一个
人、一个家族的变迁，其背后反映出的，则
是国家的发展变化。

18岁那年，我是镇上居民。没过几天，
大时代环境下，我下乡当了农民，从此开始
自食其力。生产队为我修了两间土墙茅
屋，购置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床、柜子，添了
锄头、箩筐、扁担、水桶粪桶……当然锅盆
碗盏等生活必需品还是齐的。就在这个地
方，我有了第一个家。

我白天下地干活，夜晚吹灯上床。夜
深人静，屋里老鼠横行，蚊子飞舞，屋外吠
声不断，蛙声阵阵，“凉风动秋草，蟋蟀鸣相
随。”为了打发寂寞无聊的生活，我白天干
活，晚上独自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我的
读书习惯就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

我的第一个家，一住就是八年。这八
年，苦、累、清寂，但也是我经受磨炼的八
年，成长的八年。

八年后回城，我带着一口木箱，装着几
本书和换洗衣服，再背上一个被盖卷，就这
样到县城工作了。我被安排在国营旅馆当
工人，住进了四人集体宿舍，虽然逼仄，局
促，两人对过得侧身相让，但对我来说，已
经足够惊喜了。

旅馆让我学厨师，可我手脚笨拙，没干

几个月就改行当了釆购员，每天拉着板车
去市场买肉买菜买油盐酱醋茶，风风火火
比厨师更忙，但我很喜欢这份四处跑动与
人打交道的工作。工作稳定，每天按时在
食堂吃饭，每月盖章领工资，多好啊。

婚后，我妻子所在单位的领导见我长于
销售，便调我去厂里搞供销。地处城乡接合
部的厂子给我俩分配了两间平房，从此，我
们有了二人小天地。然而，我家隔壁就是打
铁车间，“叮当叮当”敲击声不分白昼震耳欲
聋，鼓风机吹出的煤灰四处飘落，家具蒙上
厚厚一层灰尘，每天必须来一次大扫除。尽
管这居住环境比农村的草房和旅馆的集体
宿舍好多了，但总归是不尽人意。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决心下海扑腾。我
辞去厂里工作，当起了个体工商户。商海潮
起潮落，我奋力打拼，诚信经营，其间吃了不
少苦头，也长了不少见识。八年后，我终于在
江津闹市区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住房。

闹市区繁华热闹，购物、出行皆便利，
但住久了总觉美中不足：整日里车流人潮
涌，噪声干扰大，对于神经衰弱的我，这里
并非理想住所。我决定再次搬家。

时间又过去八年，我终于搬进了江边

的高楼大厦。这儿有天然气、电梯、物管，
封闭式管理，正规，安全，离我上班的地方
也近，楼下有超市、餐厅、菜市场，真是出行
快捷，生活方便。一日，当年我下乡的生产
队长来看我。队长80岁了还很硬朗，背了
一背篼红苕来我家。他第一次进城，敲门，
无人应答，只好汗流满面又背着红苕下楼
去了。门卫问他，“大爷，怎么下来了？”他
说：“家里无人啊。”门卫热心地带他去坐电
梯，20楼转眼就到了，门卫一按我家门铃，
我开门迎接。队长十分惊讶：“啊，这家伙
一按人就出来了啊？这电梯，好快哟！刚
才我背上背下好累人哟！这新房子才叫先
进哟！”大家听了笑得合不拢嘴。

这些年国家政策好，我的个体经营不
断做大，办伞厂、开门市、办茶楼酒楼宾馆，
十年前又经营起电视摄像、书画廊，从此与
书画家、文人墨客结缘，接受文化熏陶，圆
了我的文化梦。多年商海打拼，我坚持诚
信经营，乐于助人，回报社会，多次成为受
市里表彰的先进个体工商户。

在临近退休的前两年，我又一次搬家。
这一次，我们搬进了江津区位于几江城区滨
江公园旁的一栋高层电梯楼，住房面积140

多平方米。房子面朝长江，通风向阳，虽比不
上园林式小区、别墅那么豪华气派，但四周风
景优美，青山绿水，是真资格的一线江景房。

清晨，推窗眺望，江风拂面，绿树成荫，
玉带般的江水缓缓东流；长江北岸青山连
绵，蓝天下白鸽飞翔，白云飘过远山近水；
江面上轮船穿行，滨江大道游人如织，散
步、打拳、唱歌、跳舞，个个笑逐颜开。老伴
常说：“这儿居家可好哟！心情舒畅，看不
完的风光，看不尽的风景。”

转眼几年过去，我俩都退休了。女儿建议
说，如今有条件了，我们应该买度假房当“候
鸟”，夏天到四面山避暑，冬天到三亚过冬，那
多舒适！她的建议得到一家人热烈响应。于
是，我们在江津四面山龙潭湖旁和海南三亚湿
地公园处分别有了一处新家。每到寒暑季，一
家老小就在度假房聚居，共享天伦之乐。

有歌唱得好：“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
功花儿不开/只要汗水勤灌溉/幸福的花儿
遍地开……”国泰民才安，国强民才富。我
这大半辈子“搬家”史，不正是这句话的最好
印证么？ （作者系江津区作协副主席）

夏日在四季中最早觉醒
又在岁月里最晚安睡
起得早睡得晚是夏日的宿命
通常的两眼一睁忙到熄灯
还要额外地加上大汗淋漓
夏日是人到中年的拼搏时分
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夕阳在逼近
夏日的太阳一大早就铆足了劲
全不像冬日的冷漠春秋的柔情
夏日的注视洞若观火
目光如炬一座山一棵树都被照射得

黑白分明
山村的木屋和城市的高楼大厦
也被拧出了潮湿的部分
夏日的雨下着下着就肆意滂沱
像要把一生的酸甜苦辣全部倾吐出来
事不嫌多的雷电还常为夏雨摇旗呐喊
每一场雷雨之夜的出场
都难免上演得触目惊心
当湘西雪峰山主汛期渐行渐远
灿烂阳光下的长天大地特别辽阔
正好容下我此刻的心情信马由缰
我用遐想的目光放飞一万只信鸽
把牛年的夏日用阳光和雷雨携手描

绘出的
乡村振兴和中华复兴的牛气冲天的

愿景
火速传送到天南地北四面八方

石龙非龙。是个小镇，隶属于重庆市巴南
区。它东邻大观，南接石滩，西挨接龙，北靠东
泉。踏上石龙这片沃土，一眼望去，但见山峦
起伏，树木葱茏，河流蜿蜒，湖泊如镜，四季花
香，硕果累累。这片神奇的地方，很像是一块
小家碧玉，掩藏在远离喧嚣的湖光山色之中。

石龙是龙。因为所处的位置极像是十
条龙的形状，古人根据谐音就把此处叫做
石龙。但是，千百年来，石龙沉睡，寂静无
声。石龙人守着绿水青山不能脱贫，望着
遍地宝藏不能致富。在振兴乡镇的发展过
程中，石龙镇在袁强书记和祁家宏镇长的
带领下，抓“龙头”，强“龙身”，摆“龙尾”，使
得“石龙”舞了起来，美了起来，富了起来。
现在的石龙，呈现出了一幅龙舞九天吐云
雾，火树银花舞蹁跹的美丽画卷！

龙头一舞全盘活。石龙有着独特的生态
环境，森林覆盖率高达68%。这里，一年四季气
候温和，雨量充沛，五步河支流流经全境达12

公里，丰岩湖和金龙湖犹如镶嵌在龙头上的两
只眼睛。湖面碧波荡漾，低吟浅唱，晨曦中白鹤
起舞，暮色里晚霞徜徉。还有众多水库堰塘，一
个连接一个，相映成趣，相映生辉。这里绿草葱
郁，生长茂盛，是天然的牧场和养殖基地。近年
来，石龙在一个“养”字上动脑筋，舞动龙头。全
镇大力兴办养殖业，目前正在修建3个上规模
的现代化的养殖场，预计明年养殖生猪将达到
7.2万头。现在养殖高品质山羊已达800头。
养鱼面积达到371公顷，年产鱼量达到539吨。

龙身一动四季春。石龙得天独厚，山
峦叠翠，植被茂密。山以双寨峰著名，全年
白雾缭绕，云蒸霞蔚，身临其境，让人心旷
神怡！石龙土地肥沃，降雨充沛，是天然种

植圣地。近年来，石龙在一个“种”字上下
功夫，撬动龙身。同时在“品牌”和“优质”
上花大力气，先后开发打造出了1500亩精
品水稻，1200亩精品茶园，1000亩脆红李，
400亩绣球花海，400亩蓝莓山林，300亩
精品果园，50亩铁皮石斛园。并与重庆中
药研究院合作，获得了两项国家发明专利。

龙尾一摆百媚生。石龙历史悠久，文
化积淀深厚。这里有仙女洞、东汉崖墓群；
有保存完好的碉楼群、石刻佛像；有非遗的
木雕工艺和独特的龙门阵文化；有重庆唯
一的珍稀古树——花石红木荷；有万亩林
海；有石龙老街；有一河两湖两库和星罗棋
布的堰塘和稻田。石龙镇在一个“游”字上

做文章，摆动龙尾，大力发展旅游业。现如
今，石龙成了人们的向往之地，必游之地！

清晨，我沿着湖畔小径，缓步而行，一
阵微风轻拂，吹皱了湖面，拂动了我的心
弦。池塘边，荷叶滴翠，荷花绽放。草坪
边，一蓬蓬的吊钟花像一盏盏小灯笼，笑容
满面，热情似火。嫩草中无数红的、黄的、
蓝的、白的小花竞相起舞。在农舍院坝里，
鸡、鸭、鹅成群结伴，它们欢快的觅食、嘻
戏。忽然，几只灰鹳被惊动，它们扑楞扑楞
扇动起翅膀，飞离水面，飞向远方。此刻，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朝霞瞬间把大地、湖水
和村庄，把山林和山峦，染成了一片金黄！

我想，石龙之美，美在它的清新自然，
美在它的原始古朴！在这里的各个时令，
在这里的每个节气，在这里的每时每刻，你
都能欣赏到一幅幅不同的美丽的田园风光
图画，因为，它已经带着你我走进了诗的世
界。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有一种草叫忘忧草，那是薰衣草，可以
安静祥宁。

有一种花叫忘情花，那是昙花，再美都
一现即尽。

有一种鸟叫无情鸟，声神都冷漠于黑
夜，那是猫头鹰。

有一种人叫失忆者，无论爱恨悲欢，都
消逝得无踪无影。

生命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在身心脑海
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铭刻最深的，莫过
于灵魂相融的爱情。

多年以前，西双版纳的森林里，提琴手
徘徊在傍晚的小路，悠扬的“长青引路”在大
青树的月影里深情萦绕，那琴弦缠绕的是

“吴清华”。他千里迢迢追她到西双版纳，她
病了，他砍竹搭担架，冒黑夜毒蛇绞缠之险，
穿越原始森林救她生命。真情感动了大家，
他们却没有走到一起。后来，他事业有成家
业亦兴，她却饱受婚姻情感的磨难。

然而，老来回望，不禁疑惑，那山盟海
誓的情爱，抵得过漫漫时空的消磨吗？

春风吹过，芊芊心绪会一丝丝抽尽；春
雨浸过，年复一年的脚印会被岁月抹平；雷
电闪过，如火的热恋只留下一片炫目的惨
白；暴风刮过，美好的拥有都化作纤尘不染
的虚境。

当时空流转近半个世纪，我遇见了他：
“为什么？”“我没对她说。”“哦！”就为那一
丝勇气！

之后见到她：“你真的不动心？”她长叹
一声：“我一个姑娘家，怎好主动开口！”

“啊！”那个纯洁年代的害羞！
当两人重逢在傍晚的小路，他深切地

友情注目，她依然默默不语。却始终保持
着不能牵手或不愿牵手的距离。那段情，
只成了彼此心中遥远的记忆；那份爱，早已
幻化为老朋友间的情谊。

无论爱情友情，人与人相遇相知都是
在一种特定环境下相互吸引、相互认同的
缘份，而缘分终归不能永驻，而要随风飘
移。时过境迁早已改变原来的模样，即便
重逢也和记忆相去甚远，即使情还在，全然
不同的天地磁场，已不再有身心相吸的引
力，阅识迥异的生命感受，已不再有心心相
印的内在驱动！于是，爱情会变成友情，友
情会归于浅淡。

当情爱已成过往，回忆能美化日渐枯
竭的心灵世界吗？老来细细体悟，回忆青
春的美丽，会有几分自信，但席卷而来的是
伤逝的无奈；回忆曾经的辉煌，会有几分欣
慰，随之而来便是淡淡的失落；回忆深深的
情爱，会有几分甜蜜，紧紧尾随的却是丝丝
缕缕的感伤。原来，每一种回忆，总是五味
杂陈苦乐相伴。

当青春、事业、爱人、友人渐行渐远，我们
必须学会忘却。不能让回忆折腾已经脆弱的
心。古人造字，“智”是日日有新知，叫智能积
累；“慧”则心有扫帚，时时清扫杂尘贪欲，叫
忘却清空。网传钟南山养老之道，第一条就
是“停止回忆”。不思过往，薰衣草才紫得那
么高贵，昙花才美得那么牵心，猫头鹰神态才

那么沉静，失忆者才活得那么单纯。
学会清空，不仅仅是物化的，更难是清

空精神的、情感的，灵魂深处的种种印记，
而回到生命的原初状态。老子认定生命最
纯真美好的状态是婴儿，泰戈尔寄希望神
让我们获得童年快乐的智慧。忘却是大
智，单纯是大福！

那一日坐山观云豁然悟到：“云聚云散有
无中，万千苦烦皆随风；日落月出人踪隐；缘
分得失都匆匆。千物万象只留影，循环往复
皆虚空；三十河西又河东，老来终与婴儿同。”

当我们身心完全空灵，便会获得孩童
般的自由快乐。

当我们还能独行，就要去徜徉那广袤
无垠的森林原野，千姿百态的山水海天，风
情万种的人类族群，神秘莫测的地影天象，
且莫冷了大自然的深情呼唤，负了天地对
我们今生的殷殷邀约！

当我们只能独处，读读那美好的诗句，
仍会激荡心尖惊撼一跳、豁然开朗；听听那
部部名著，人物命运依然撩拨心弦、情牵魂
绕；欣赏那飘渺的琴曲，怦然激活生命中最
美妙的感觉；看看那神奇的图像，心灵瞬间
醇化遐想联翩。止水之心原本生机无限。

现代科学实验证明，愉悦产生的心脏
荷尔蒙可自愈癌等多种疾病，这或是拯救
生命的终极底牌，更是陪护我们心灵的终
身伴侣。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家的变迁 罗安会

风/ 过/ 耳

忘却 杨恩芳

乡/ 村/ 故/ 事

石龙印象 陈益

夏日印象 三都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