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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新区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

我的朋友陈炳全，江津白沙人，转业军
人，共产党员。他转业后在江津磷肥厂工作
至退休，是一位平凡而知足常乐的人！在特殊
年代里，我同他下乡走到了一起，同住一间房，
同睡一张床，同吃一锅饭，像亲兄弟一样。

陈炳全1米6的个头，但很敦实。我不
到1米6的个子，身体瘦弱，形成鲜明对比。
我俩在共同生活劳动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吃
苦耐劳，任劳任怨。而我呢，对农村生活很
不习惯，常常出工不能出力，甚至窝在草房
里。他对我说，既然当了农民，就要像个农
民样，农民能生存，我们也能生存。他平实
的语言，让我很受感动。

在他的带动下，我开始变了，常和他一
起出工，一起劳动。那年冬天农闲，生产队
决定挑堰塘泥肥，一作肥料，二扩大堰塘，劳
动中你追我赶，干劲十足。炳全兄弟表现突
出，每挑塘泥在200斤左右，从不偷懒歇气，
买的新扁担也被他担成两截。在他的带动
下，我也不示弱，光着脚板，不怕寒冷，卖力
地在塘底用双手抠泥脚，不停地给人装满箢
篼，不肯落后。挑泥塘农活结束，我和他的
工分都挣得了满分，并获先进社员称号。

第二年春，生产队要从小河里抽水灌田
插秧。抽水用的铸铁水管，别人都是两人抬

一根，陈炳全却一人扛一根，200斤重的水
管压在肩上没事一样。从此，队里的人送了
他“陈大汉”的雅号。

那时的生活十分困难，城市居民都有食
物和副食品供应。为改善生活，他建议生产
队的厕所里修个猪圈房。生产队很支持，队
长还同意在生产队公猪房赊一条28斤的笼
子猪儿来喂养。为了喂猪，我们还栽了30
多窝早南瓜和蔬菜。

过去，生产队没有栽过早南瓜，而我们
首次栽种，南瓜意外丰产。我们用它喂猪，
猪长得快，还吃不完。我们还分别送些给社
员吃，社员夸我俩能干。

早南瓜摘完了，猪长到80多斤了，青饲
料成了问题，我们就联系周围下乡的新式农
民，把他们打面粉的麦麸、谷糠支援我们，他
们很乐意。

我俩在自留地种了蔬菜，除了自己吃，
也用来喂猪。猪越长越大，我俩常顶着太阳
去割野草。快过年了，猪长肥了，我俩将猪
宰杀了，送了一些给队长和帮忙的社员，其余
的我俩各一半分别送回老家。这可是一件了
不起的新闻，公社领导还在会上表扬我俩。

陈炳全除了劳动，业余时间爱好吹笛
子。每当夜晚闲下来了，就会听到他的笛
声。特别是夏日夜晚，凉风习习，星斗满天，
社员们都围坐在晒场边，听他吹《我是一个
兵》《扬鞭催马送粮忙》《草原牧歌》等笛子独

奏曲。
公社宣传队成立后，他的笛子进入乐

队，还单独演笛子独奏。为了参加区公所的
文艺汇演，我和他搭档演出了话剧《半夜鸡
叫》。他男扮女装，演地主婆，我演周剥皮，
咱俩配合默契，演得出神入化，引得观众捧
腹大笑，获得全区四个公社一等奖。

1972年底，陈炳全光荣参军，去了西
藏，分在部队枪械修理所。他在部队吃苦肯
干，深得战友和首长好评，第二年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由
于他在部队表现出色，获得三等功一次，还
获连队两次嘉奖。

我们虽然分隔一方，但经常书信往来，相
互鼓励，相互进步。第二年春，我也在公社当
了一名电影放映员，多次被评为优秀放映员。

在部队四年后，陈炳全复员安置到江津
磷肥厂，当了修理车间主任。同年，我也离
开公社，到城里当了一名工人。后来见面
时，他送了一套军装给我，我送他一套竹笛，
让他在生活中吹出美妙的音符。咱俩一个
在江南，一个在江北，各自努力工作，每年见
面不多，见面时总会相互鼓励。

几十年一晃而过，如今，我这位好兄弟
同我一样，爷孙三代人住在一起，共享天伦
之乐。

（作者系江津作协会员、江津通俗文艺
研究会会员）

那些年的兄弟情
罗安南

在梦中
我常常深情低吟
水土 我的城

我喜欢灵魂叩问
不知何故
那十一圈年轮
至今荡漾在我的波心

水土 我的城
我愿化作一滴永不干涸的水珠
在不为人知的角落
年年月月折射出新城最美的风景

水土 我的城
我愿化作顾恺之手中的那一支神笔
随意勾勒点染
灵动出一幅幅关于新城的水墨丹青

水土 我的城
我愿化作张旭手中的那一支彤管
笔走游龙
狂草出新城一日千里的旷世豪情

水土 我的城
我愿化作最清晰的徕卡镜头
创意灵感
随时咔嚓出新城最美的丽色

水土 我的城

我愿化作竹溪上空飞翔的大雁
四季变换不同的队形
和鸣普照京东方的那一轮旭日

水土 我的城
我愿化作思缘荷池的那一朵娇莲
白日散发禅意幽香
夜晚独守荷塘月色

水土 我的城
我愿化作观音山漫山遍野的葵花
伴唱都市里的田园牧歌
倾听那远山布谷呼唤的乡愁

水土 我的城
我愿化作校园里的一缕春风
品鉴云顶山麓中科院大学唯美的建筑
聆听马元溪畔西大附中学子的读书声

水土 我的城
我愿化作脂透天空的水土蓝
看过往行人悠闲打卡
沐浴两江阳光之城

水土 我的城
我愿化作办公楼前那一株株蓝花楹
花开时赠行人一袭紫色衣衫
平淡时陪伴楼前匆匆的过客

水土 我的城
我愿化作云顶山上的一棵绿树
看夏日夕落远山
观高台演绎的别离长情

水土 我的城
我愿化作新城的一盏明灯
目送车水马龙流光溢彩的夜空
陪伴人间最具烟火味的坝坝舞盛景

水土 我的城
我愿化作办公楼里的那一缕缕灯光
聆听昼夜键盘敲击的声音
见证子夜时分伏案劳作的身影

水土 我的城
我愿化作云顶山麓的输电线
年复一年输送连绵不绝的动能
春夏秋冬站成永恒的立体晚韵

水土 我的城
我愿化作万国半导体车间的精密仪器
每日与企业员工朝夕相处
时时见证创“芯”的欢乐

水土 我的城
我愿化作食堂里普通的餐具
目睹就餐者豪放的吃相
聆听建设者疲惫归来的片刻欢欣

水土 我的城
我愿化作竹溪河上的一座座虹桥
见证人来车往的人间幸福
呈现溪桥叠翠的绝世风景

水土啊 我的城
今生有缘与城脉动
来世再与美城共生

深情道一声早安
水土 我的城
（作者单位：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

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水土，我的城
刘德良

我懂得
心静自然凉
我深知
山城并不热
但我仍然
常常头冒热汗
湿透背脊
于是
一个声音响起
热烈的你
闲适地去北国避暑吧

到了阴山脚下
横卧敕勒川上
仍感无凉意
那应是纬度不够吧

到了冰城
观罢冰灯
一出展厅
热浪扑面又来
那当是海拔还低吧

向北，继续向北
漠河，北极村揽入了怀抱
这等于把一大块冰美人雪糕
吞下了肚里
浑身定会凉得透彻
然则
两天一夜
倏忽而去
心里还是热
莫非还要
飞向北极的冰天雪地
把人埋雪里，把心冻住

其时
一个声音又响起
体检去吧，别犹豫
等一切数据出来
穿白大褂的女军医微笑相告
大叔，别急
全身无恙
只因您还有一颗滚烫而年轻的心
跳动得有劲
正热烈期待，喜迎“八一”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荣誉副主席）

心中一团火
——一个老兵的情怀 邓高如

城市的成长已深入到地心
一些人造的根须
在看不见的战线七纵八横
阿拉伯数字的命名
带着神秘色彩
也带着彼此间的联系和区别
为证明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
你举起新换的智能手机
在轨道交通的软件上刷卡
半公开半隐秘地
重新造访这座城市
不一样的感觉油然而生

阿拉伯数字最适合与程序相亲
轨道交通老老实实地
待在程序编码里享受
不紧不慢，走走停停
比较快捷又比较悠闲
基本上是两分钟一站
前车刚走，后车又到
永远对得起你稍安勿躁的等待
最大的利好
杜绝了堵车

那是城市喊叫得分贝失控的痛点
我可能突然从某个路口冒出
给你一个惊喜
反过来你也一样
经过城市地铁的操弄
这类事已变得稀松平常
人群扎堆的七月热闹也炎热
你下沉到地铁
身上的汗迹未干
地铁早已还你一个
称心合意的清凉世界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地铁 王行水

你像极了宣纸上那一幅水墨
似清风从千年前徐徐而来
又浓淡不惊地走进千年
如黛的绿像在时光深处静

默的春秋
舒展着一张清明上河图
炊烟宁静，袅绕
伴着一种爱在我的唇间呢哝
但我不说出

此时，他们趋之若鹜
露骨地对你说爱慕
像一个个香客，虔诚地跪拜
他们向你抛出柔韧之藤
伸向你的脚，到达心脏，到达头
你的身躯有些许颤动，眉眼
也松动，脸庞荡漾着一种
不曾给予我的温柔

你的信使从我身旁匆匆而过
迎接风光旖旎的匍匐
我这个自命的专职拾荒者，为你
捡拾爱慕者抛下的碎屑、污垢
要等十年，你才会知道
谁污染了你的颜容
我不说，你就不知道我爱你
虽然我已种上你的蛊
从陌生到熟悉
你的气息早已盘旋在胸中

（作者系巴南区作协会员）

我不说，你就不
知道我爱你 盛友红

往/ 事/ 回/ 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