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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菜园

守望相助 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罗毅

忆深处。

一

二

很多年前，
女友第一次上我老家的时候，
忐忑不安。临行前，
女友妈妈说，
你们那山沟
沟，吃的睡的洗澡的，还有上厕所，方便不？
尽管候任丈母娘心生担忧，
但不得不承认，
我
的出生地，
确实是一座式微的老城，
而且我的
母亲就出生在乡村。打12岁起，
母亲就是全
劳力，
上山砍柴，
下田插秧，
甚至男人干的农
活也不在话下，
如犁田耙地、打谷脱粒，
根本
难不倒我的母亲。我愉快地告诉女友，
不信，
去看我们家的菜园子，
就知道了。
女友在我夸赞母亲的神侃中进了屋，
果
真被家门前的菜园吸引。菜园不大，
二三分
地，
被母亲精耕细作，
就有了白萝卜、
红萝卜、
菠菜、芫荽、小葱、大蒜、胡萝卜，
普通人家餐
桌上的菜蔬，
几乎都能在菜园中见到。女友
进门当天，
大雪纷飞。再过两天，
雪地里挖出
来的菠菜包包白，
在小火炉上炖着吃，
在柴火
灶上炒着吃，
唇齿留香，
顷刻间，
城里人的担
心，
烟消云散。女友说，
我将来也要种菜。
八年后的正月，女友早已成为孩子他
妈。我们又一次回到老家。那是个伤心的
日子。家父远行，我们披麻戴孝，跪守在黑
漆棺木面前。门前的菜园，被和尚、道士辟
为道场。一地葱绿，
在锣鼓响器和众人的脚
步里，
化为齑粉。
三天后，母亲随我们离开家乡，凄惶惶
抵达她眼中一片慌乱的城市。从此，
那一方
郁郁葱葱的菜园，再也无人侍候，与衰朽的
平房老屋一起，渐成荒芜，空留在我们的记

母亲来到城里，
住进了楼房，
慢慢熟悉了
高楼林立、市声喧嚣的生活。一月、二月、半
年、一年，
时间如流水东逝，
带走了父亲远行
的悲伤。我悄悄观察母亲的言行，
终于没有
出现让我担心的事情——几多老人，
在儿女
家中住上三五天，
就吵着闹着要回家，
理由是
水土不服、
故土难离。而我的母亲，
却能与妻
子和平共处。呵呵，
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两
个女人，
建立了亲如血缘的婆媳关系，
同一屋
檐下的我们，
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但是，热爱劳动的母亲，不会城里人普
遍都会的娱乐，
与打麻将、跳广场舞，
完全绝
缘。母亲始终闲停不下来，手脚又利索，家
务事做完，
她用什么来打发时间呢？
底楼的门房老张告诉我，你们上班后，
你的老妈用一只破脸盆，
不知从哪里端来了
泥土，平铺在大家阳台角角里。燕子衔泥，
积少成多，
渐渐铺成了四五平方米的菜地。
又是种菜！母亲没有忘记种菜。果然，
母亲买来了种子，
撒下去、栽下去，
一阵风吹
过，一阵雨淋过、一两桶发酸的淘米水泼下
去，菜地就染了绿，葱子，蒜苗，韭菜，豆角，
芦荟，茄子，小白菜，还有红红绿绿的朝天
椒，
迎风生长，
引来上班下班路过的邻居，
竞
相围观。
我们那栋楼，修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没有电梯，住家户也没有阳台。一至三
楼，辟为 L 型的门面和商场。三楼以上，分
成四个单元。这样三楼楼顶，
就成了进入各

美 / 丽/ 重 / 庆

山，纠缠于山腰，曼妙在山顶。壁立如刀削
的峡谷瞬间被云雾填得满满，
清瘦如柴的山
头被云雾温情的一抱瞬时变得乖巧温顺。
若置身其中，恍入仙境，
阳光撒泻下来，
云雾
赖扬明
披上金光，犹如凌霄宝殿，十分迷幻。微风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巫
吹来，云雾急得团团转，
相互之间抱得更紧，
山云雨已然入诗，入梦，入心。有人说，
游览
少许云雾盘坐在树巅，与叶片在窃窃私语；
巫山胜景，如果不观一回巫山云海，那便是
少许云雾钻进丛林，
与枝条在嘘嘘嚷嚷。唯
一次遗憾的错过。
有我们，摊开胸怀，打开手掌，抓住一把，很
很多人旅游，最担心遇到下雨天，而到
想永久尘封，珍藏。
巫山，若遇下雨那是幸运，因为你可领略何
水，永远都是云雾的乐园。与天相接，
谓“除却巫山不是云”。这里的雨，雨线如
云雾相连，云雾像孪生，
分不出是云像雾，
也
丝，
轻柔如棉。青山在雨中沐浴显得更加苍
辨不明是雾像云。它时而流泻而下，
直抵江
翠，小溪在雨中蜿蜒显得更加灵动，一艘
面；时而腾飞而上，直达云层。有人说是云
渔船停泊在长江与大宁河的交汇处，
俘虏了雾，也有人说是雾说服了云。
为灵秀巫山的点睛之笔。
平静的江面，云雾在上面漫延，过往
最美当属雨过天晴。云雾从半
的船只隐没其间，若隐若现，好有画
山腰漫生而出，犹如刚刚诞生的婴
面感。待到山头日出，云雾无情撒手
孩，卖萌可爱。这雾清纯得像清秀的
而去。绵延起伏的山岚，慢慢沉淀出
小姑娘，些许羞羞答答；这雾彪悍得像
来，清晰起来。清清的一江碧水，把碧
壮实的汉子，
些许健硕勇猛。有的抱成一团
空如洗的天空画在水面。
诉说久别的相思，有的飘散成块隔山相望，
巫山云海大气磅礴，适合远观。有种
有的飞舞成朵倾情表演。世界上没有完全 “奔腾到海不复返”的执著，有种“滚滚长江
相同的两片树叶，当然也找不到两片相同的
向东流”的雄浑，有种“翻手作云覆手雨”的
云朵。每一片云朵都有它的小情怀，
有的腾
炫幻。深浅不一的沟壑，
让云雾变幻出不同
飞直冲九霄，有的俯卧直扑峡谷；每一片云
的形状来，时而像羊羔跪乳，时而像鸟雀啄
雾都有它的小心思，有的漫卷如轴，有的舒
食，时而像白龙过江，时而像妇孺团聚……
展如画；每一片云雨都有它的小姿态，有的
云海的每一次奔腾，都是一次震撼；云海的
轻薄如羽翼，
有的浓密似绸缎。
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惊叹。
山，永远都是云雾的诗行。它环抱群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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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谈判公告

个单元的公共通道。我们戏称为大家阳台。
在大家阳台种菜，在城市管理者眼中，
当属另类。好在楼里的居民，
多数是一个系
统的职工，
没有谁会计较阳台上有人种菜的
事情。母亲在阳台上的种菜生活就得以延
续。尽管没有像模像样地收获到劳动果实，
但是，
热爱劳动的母亲有了精神寄托。

三
2019 年春，
我调动工作，
到离家三百公
里远的小城上班。母亲执意要随我一起
“搬
家”。妻子幽幽地说，妈妈舍不得你这个大
孝子。今后只有我和儿子跑长途来看你们
了。我苦苦一笑，
鼻子酸酸的，
母子连心呢。
来到小城，
住进了单位的周转房。房子
不知修建于何年何月，已然陈旧，那向阳的
逼仄阳台，
吸引了母亲的目光。
侍候过旱地水田的母亲，
即将迈入耄耋
之年。时光凶狠，把母亲的腰身，雕刻得弯
曲如弓。一双曾经强劲有力的腿，
折成了罗
圈。过去梳着两条油黑小辫的秀发，
演绎成
风中飘扬的皓首银丝。来到陌生之地，
母亲
除了听收音机，与千里之外的儿孙通电话，
便是在阳台上手脚不停。她找来快递用过

的泡沫盒子，从山边挖来泥土，甚至去近旁
的农贸市场买来榨油后的油渣充当肥料，
在
阳台上重操旧业。与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
道的母亲，
须臾离不开她的
“专业”
。
于是，
周转房的阳台，
又成了母亲战斗的
地方。填满土的泡沫盒子，
在砖砌护栏上一
字摆开，
种子下土，
阳光、肥料、水滴交融，
泥
土中就钻出了嫩绿的芽苗。生命力实在神奇
伟大，
伟大得直让人为它折服、
向它致敬。
老家的弟弟、弟媳来小城看望母亲，捎
来了一捆芹菜。母亲见有一蔸芹菜的根须
还齐全，不假思索将其拿到阳台，栽入盒中
土壤。时间一久，
我已然忘却了那一簇远道
而来的老家芹菜。母亲却有一天捧出了一
包褐色如芝麻颗粒的种子，
说这是那蔸芹菜
结的籽呢。
当辛丑年的春风吹走庚子余寒的时候，
阳台上的葱蒜秧子突然鲜亮起来，
尤其是泡
沫盒子里的芹菜苗，三四天时间，就壮大起
来，
把 30×15 厘米的盒子，
挤得满满。
瞧着芹菜嫩绿的叶、粗壮的茎、鲜嫩得
滴出水来的样子，我惊叹，这哪里是凛冽冬
日蔫头耷脑、了无生气的芹菜呢？寒冬腊月
天，我生怕冰风拂过，这老家来的精灵就从
奄奄一息变为一蓬枯草。母亲说，不怕得，
它走了这么远的路，
可耐活呢。
妻子来到小城休假，
惊讶于阳台上的郁
郁葱葱。品尝了母亲的芹菜，连连夸赞，好
香好香，跟老家的味道一模一样。将来，我
一定要种菜……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诗/ 绪/ 纷/ 飞

走进你深处的风景（外一首）

制作成精致标本

由此啊，
我极羡慕那些
徙步旅行天下的人
总爱这样在晨影中
源头上细流寓言大河生长
走出自以为是的生活
推开木门
向前去啊，
向前去
他们，用自己的眼耳口鼻
攀登你心的山野
遭遇一场与希望的碰撞 舌手足
道路曲折处的一捧泉
活泼天真的心灵，
发现
足够让难耐的焦渴变得
将返回的幽径忘了吧
你在词语之外
清凉
让它重做藤蔓灌木丛的
伴风师雨伯，
和日月星辰
所有的浊气
天堂
共着命运的轮回
尽散于踏着落叶的脚下
枕你丰美之臂
以沾满泥草腥味的原初
一起眺望，
繁星，
云雾
笔划
走进你深处的风景
和洒满明天的阳光
打动未知，
或可能的
是波涛汹涌的向往，
就像
已知里的陌生
恋爱青春的女子
就去做今天的徐霞客吧
渴望亲近，还痴想独占绝
现代从过去的状态中来
世容貌
怎样才能将你再描述
就像你，悄然孕育明天的
柔软又血液丰沛的起伏
概括，
定义
晨曦
花冠修饰的脸庞，
见绿草哟
因为骄傲的诗人与哲学
创造新的诗意与命题
弥漫谜意般的芬芳
家们
瞧，
今天的徐霞客
众鸟赞美你明晰的思想
似乎占有了所有的词语
站山巅上吹响启程的号音
彩霞似梦
道尽你的一切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屿夫

人类的历史就是逐水而居
来到了锦绣五溪
对于这一结论
穿过诗歌布下的层层迷雾
知天知地的白鹭似乎也
她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王行水
给予认可
她从八闽鹭岛而来
水草丰美的地方便有白
一眼便被湘西的白鹭认出
鹭的倩影
于是也就到处留下了
成群的白鹭绕飞在她头
白鹭用双翅、
用双爪
一帧帧白鸳与雪峰山的 顶嘎嘎叫着
为绿水青山投下硬核的 合照
她听出了
赞成票
一张张彩色的合照上
白鹭是在为她集体朗诵
美丽的精灵都特别爱美
快乐的白鹭或飞或跳
她朦胧诗中最精华的部分
董家冲水库水面如镜
大名鼎鼎的女朦胧诗人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白鹭

给我的小学班主任

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行政处罚决定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生产辅助车采
购竞争性谈判，分包一：维修生产用皮卡车采购，采
2021 年 5 月 25 日，我队执法人员对曹长城（出
购量 4 台，估算总投资 36.8 万元；收银用生产辅助车
采购，采购量 1 台，估算总投资 12 万元。请具有相 生日期：1990 年 10 月 17 日）经营的位于重庆市南岸
应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 2021 年 9 月 18 日 16: 区长生桥镇乐天村饮井组的固化猪血经营点进行检
00 前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 查发现，你经营点使用高污染燃料（板材和木料）作
提供盖鲜章复印件，到我司 201 室拷取采购文件。为燃料加热锅炉进行生产作业，锅炉未配置高效除
联系人：唐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地址：尘设施，而该区域属于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划定
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 6 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上述行为违反了《重庆市大

重庆久福公司渝 BX1988 营运证 500110045102,渝 BX1690 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
营运证 500110045534，渝 A98981 营运证 500110093933 根据《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四条之规
遗失作废。龙歌公司渝 AC551 挂营运证 500110059310 定，我队作出了渝南岸环执罚〔2021〕84 号行政处罚
遗失作废。财通公司渝 BR0061 营运证 500110011823 决定，处罚款贰万元整。现依法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注销。富源公司渝BR9829营运证500110114800 遗失 上述处罚决定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六十日生效。上
作废。曼迪公司渝 BQ0107 营运证 500110097582，渝 述款项限于本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
逾期未缴纳罚款的，我队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BR3398 营 运 证 500110014133，渝 BQ2602 营 运 证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每
●蒋方亮遗失重庆恒大永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500110098786，渝 BQ3262 营运证 500110006889 遗 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司 开 具 的 房 款 收 据 ，票 号 K0001818，金 额 ：
失作废。弘睿公司渝 D95956 营运证 500110076069
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处罚决定生效之日
31500元（大写：叁万壹仟伍佰元整），声明作废“梧桐悦府”
“梧桐悦府”项目位于大足区棠香街道红星社区 5 组，由重庆世德物业有限责任公 遗失作废。桂红公司渝 D40402 营运证 500110085270 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
●遗失重庆市铜梁区巴城街道七彩幼儿园食品经营 司开发建设。由于设计单位对停车位统计失误，导致施工图实际停车位个数较方案少，遗失作废。澳成公司渝 D30957 营运证 500110072112，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起诉。
许可证副本，编号JY35001510036140声明作废 为了保证停车位与批准方案一致，现重庆世德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向我局提出申请对“梧 渝D7826挂营运证500110072582 遗失作废。重庆龙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
A768ZY 营运证 本处罚决定的，我队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王正杰遗失白鹭湾鉴湖2期5-8-3房屋的装修 桐悦府”地下停车位布局进行调整。现拟将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9 翔汽车租赁公司长寿一分公司渝
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500115067293 遗失作废。重庆久福公司渝 BX1105
押金收据,编号0039838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 月 16 日至 2021 年 9 月 22 日，公示地点为“梧桐悦府”项目售房部、小区公示栏、重庆市 营运证500110047322,渝A92505营运证 50011004
2021 年 9 月 7 日
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www.dazu.gov.cn/qzfbm/qghzrzyj/）, 请该 8349，渝 A99568 营运证 500110048348 遗失作废。
● 江 津 区 缪 欣 汝 副 食 经 营 部 发 票 专 用 章 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
长寿区危险废物收集、贮存、预处置转运项目环境影响评
重庆博德建业物流有限公司渝DV8785营运证 500110 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渝湘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003817114470公章5003817114469声明作废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后我局将依法按 126559，渝D8E17挂营运证500110126949遗失作废。 长寿区危险废物收集、贮存、预处置转运项目环境影响报

重庆 证件遗失/票据挂失/环评公示/劳动仲裁/法院公告/招标拍卖/ 各类
各地 注销减资/公告声明/题花广告/出售转让/商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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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遗失重庆市万盛经开区聂贵物资有限责任公 程序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特此通告
（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减资公告：重庆市正刚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告书》
联系人：何老师 联系电话：43394705
参与办法》相关要求公示下列信息：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
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07010515，声明作废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 年 9 月 15 日 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500105305034105W)经 电子档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j-pGPv7AV
●遗失重庆盛宥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公章壹
股东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 2000 万元减至 50 万 I5C2GG8wCs3A，提取码：6gwq；查阅纸质报告书的获
枚，公章编号：5003834049362声明作废 西南大学长江上游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 取方式：陈老师 15922901668，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化
一期示范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重庆初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梁艳与你
南二路 7 号。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
●重庆市天恒公司渝D5S28挂营运证500384012429遗失作废《长江上游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一期示范工程环境影
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 3021 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法人和其他组织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
●梦佳成物流公司渝A0H689营运证500115067149遗失作废 响报告书》已完成征求意见稿，现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 遗失重庆市云阳县江口镇火地村村 围内的的公民、
络链接：获取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
环境影响评价法》、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征 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四）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环保废旧物品存放 求公众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网络链接查阅获取环 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 民委员会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云阳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点击本文链接
填写后可通过信
室建设竞争性谈判，工期 45 天，估算总投资 19.85 万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发表意见建 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支行盛保分理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 获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
元。请具有相应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 2021 年 9 议。一、报告书及意见表链接：https://t.hk.uy/X4e、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上午 9
月 18 日 16:00 前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 提取码：qki7。二、建设地点：重庆市高新区重庆国家 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 10 号劳动人事争议仲 准号J6676000912302 声明作废。 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等原件并提供盖鲜章复印件，到我司 201 室拷取采购 生物产业基地 2 期 1 号楼三、征求意见范围：受到项目 裁院仲裁二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遗失九龙坡区九龙园区凯隆板材加工 有关的意见和建议。联系人：秦老师 17783256912。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 年 9 月 13 日
文件。联系人：唐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 影响的周边群众。四、建设单位：西南大学。五、提意 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 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见起止时间：2021 年9月14日至2021 年9月28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9月15日 厂企业公章编号（5001071028747）作废 ~2021 年 9 月 27 日。 重庆渝湘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杨辉隆

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差点折断了你的腰
你一如从前
用微笑点燃我们的世界
令人动容的雪花
在身上反射着洁白的光芒
你的青春从内部开始
弯曲
另一种苍白
旷日持久，
值得我们
感喟终身
一阵寒风过后，
我们开始
捧读你的人生
诵读你如何在失眠中逆转

生活的进程，
已放慢
缠绕腰部的疼痛
继续蔓延
仿佛要将你从我们身边
带走
那秋实一样的年华
向我们袒露最初的梦想
和情怀
啊，
老师
你在我心中珍藏了
六十个春秋，
我对你的赞美
是无尽的思念
让这首小诗充当信鸽吧
我放飞的时候
蓝天，
明镜般光洁
那是你一生的写照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奉节县作
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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