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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燕

守望相助 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我即将去探望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临行时，领导再
三嘱咐：
“潘师傅是变电行业的老师傅，又是你们变电车间
的老技术员，你去了一定要好好安慰病人，好好安抚家属。”
我郑重地点点头。
这是十年前的旧事了。彼时,我刚从一家基层供电单位
的团委书记，转岗任变电车间主任。话说这个潘师傅，在我
们变电口，
那真是万人敬仰，
灿若星辰。记得当年，
我刚进单
位，
还在变电站当值班员的时候，
就常常听到关于他的传说。
譬如某变电站因故失电，全站的人不知所措，潘师傅却
可以坐在办公室里，隔着万水千山开局布阵。谁在控制室
断油开关，谁在升压站拉刀闸，谁去检查变压器，谁去监测
仪表盘……那是真正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又譬如说，某
次某变电站故障报警，全站出动，上天入地，各显神通，直至
人仰马翻，却依旧是警报声声，不绝于耳。万般无奈，只得
电话请教潘师傅。相传潘师傅在电话那头，眼睛微闭，手指
轻捻，然后就如临现场，如数家珍：
“ 右起第 3 块控制屏后
面，左起第 2 个接线头松了，用螺丝刀紧一手。”然后就真的
功到病除。
那时的基层供电单位，供电车间与变电车间几乎各自
占了安全生产的半壁河山，供电车间的人与变电车间的人
亦是明争暗斗，各不相让。每次，但凡有供电车间的人向我
们称道某某师傅技术好，我们变电车间的人便总是把嘴巴
一撇，然后笑着说：
“比我们潘师傅呢？”单位里举行青工技
能大赛，潘师傅年年都是首席评委，如果有幸得到潘师傅的
亲自指点，那简直就是这一生最为值得称道的事。仿佛走
遍天下，那脸上都卡过钢印，胸前贴着字条，上面金光闪闪
地写着：
“潘师傅的徒弟”。
记得那时，我刚从学校毕业没多久，正赶上单位新建
35KV 华兴变电站。领导为了培育新人，
便将我们几个平时
工作积极上进的少年学生，
派到工程队进行最为直接的现场
观摩和实操学习。而我，
就主要负责二次回路的装接试验。
那是临近工程结束的前几天，当我捋衣撸袖，咬牙切
齿，拧紧最后一颗螺丝钉时，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着
控制室里自己亲手装接的，整整齐齐的控制屏，仿佛看到一
屋子，自己亲手打造出来的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只觉无比轻
松与愉悦。心想，只要试验成功，我也算功德圆满，可偏偏
好事多磨。当合闸通电，只见眼前光字牌（故障警示灯）一
闪，瞬间心悬一线，立即沉心静气，仔细查验。可细细密密
来来回回搜索了好几遍，都没问题。再查，依旧完美无瑕
……但凡在变电站待过的人都知道，变电站不怕出故障，怕
的是找不到故障点。此时，看着那一路光芒万丈，灯火通明
的光字牌，它们仿佛正瞪大了眼睛，龇牙咧嘴地嘲笑着我的
黔驴技穷。
“这可怎么办啊？”正在一筹莫展气急败坏之时，
旁边的师兄突然欢呼起来：
“宋，快看，救星来了，救星来了
……”我一抬眼，只见潘师傅正从单位工程车后面的货箱上
跳下来。彼时，他虽年近六旬，但一身蓝色的工作服，将他

衬 托
得极为精
悍与利落。看
见 潘 师 傅 ，我 便 如
同生死关头，终于抓住了
一根救命稻草，当即放声呼喊：
“潘师傅救命……”
时至今日，依然记得，那天潘师傅简单
地听了我的介绍，再瞟了一眼光字牌，然后拿
起一把螺丝刀，转身走到控制屏背后，
“ 刷刷
刷”地就开始拆线，接线，装熔断器，再检查、合
闸、通电……不过短短三五分钟，光字牌竟奇
迹般地熄灭了。目瞪口呆之际，我脱口而出：

“潘师傅，您是真神啊！”潘师傅只“呵呵“一笑，再迅速地断
电拆线，转身将刚装好又拆下来的熔断器递给我说：
“来，自
己试试。记着，这是我们自己利用老旧材料做的控制屏，不
少设备都有些老化，为了尽量节约成本，况且这个又是小变
电站，所以有些地方我们只能自己改良。加装这个熔断器，
便如同给这条线路加了固，以后万一再遇上这种情况，一定
记得来这里检查……”
“是！”少年时的我，突然一个立正，身
体一挺，将拿着螺丝刀的右手举至耳畔，
“啪”的一声行了个
军礼。彼时，
天边落阳西坠，
而窗外，
茉莉飘香。
那天，临别时，潘师傅还特地来查验了一遍我的控制
屏。当确认一切无误后，潘师傅微笑着，将右手的食指和中
指竖起，在我面前摆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说：
“好样的，宋小伙
子。”我立即纠正说：
“ 是宋小姑娘”。然后潘师傅就打着
“哈哈”
仰天大笑出门去……
回忆里的时间总是不动声色又不着痕迹，
不知不觉，
已来
到了潘师傅的病房前。推开门，
只觉天地肃穆，
一切静谧又安
详。此时，
潘师傅正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床边坐着形容憔悴的
潘师娘。见到我，
潘师娘立即起身，
我连忙将食指放到唇边，
然后轻轻地走到潘师傅的病床前。眼前的潘师傅，
已沉沉睡
去，
他的手上打着吊针，
一根细长的胶管正插入他的鼻孔。潘
师娘轻轻地说：
“都这样不吃不喝好几天了，
肺癌……”
然后就
听见潘师娘轻轻地哽咽，
啜泣。我伸手搂过潘师娘的肩，
心如
刀割，
却又无法言语。生离死别，
从来都是人生大事，
而今大
限在即，
生死攸关，
即便我心中有千言万语，
此时亦是无从说
起。就这样，
我只能搂着潘师娘，
静静地伫立。突然，
潘师娘
仿佛想起了什么，
然后转身弯腰，
轻轻地捧起潘师傅的手，
低
低地唤：
“老潘，
你们单位宋主任来看你了。
”
我连忙从潘师娘
手中握过潘师傅的手，
低声说：
“潘师傅，
是我，
宋小伙子。
”
突
然，
只觉潘师傅的手指仿佛在我掌心轻轻一颤。我就继续说：
“潘师傅，
我们变电站正在进行从有人值班到无人值班的大改
革，
我们还等着您到现场为我们作指导……”
这一次，
我能确
定，
潘师傅的手指，
真的在我的掌心再次轻轻一颤。我不觉惊
喜地抬头望着潘师娘，
潘师娘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向我频频点
头。我就又轻轻说道：
“现在正是大改革的时候，
以前那些老
旧的变电站终于要脱胎换骨啦……”
我们变电车间，
下辖 10
余座变电站，
均建成于上世纪 50-90 年代，
这其中，
不下于 8
座变电站，
是由潘师傅亲手设计建成的。它们大到变压器，
小
到螺丝钉，
每一条线路，
每一台设备上都落满了潘师傅的掌纹
与身影。它们散落在田野乡村，
如同漫天星斗，
默默地，
照亮
了万古长空，
亦照亮了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一边握着潘师傅的手，一边同潘师傅说着话，潘师傅的
手指，便在我的掌心阵阵悸动：“哒、哒、哒……”十指连
心，天地宁静，那阵阵微弱的悸动，仿佛最终都化成了一个
人最初又最有力的心跳……
“嘟……”突然，手机响起，一看，正是这几天，改装得如
火如荼的华兴变电站。立即接通并顺手开了免提。
“喂，
宋主
任吗，
今天 2 号主变送不了电，
我们无论如何也查不到原因。
”
我立即沉下心来，
将华兴变电站的设备图纸在脑海中迅速扫
描一遍，然后问：
“322 油开关合位没？”
“ 合了”。
“321 继电
器？
“
”到位”
“325 互感器、
“
”正常”
那会是什么？不觉中，
我松
开了潘师傅的手，身体也不禁坐直了，立即又问：
“变压器油
温？”
“正常！”
“瓦斯继电器？”
“正常，正常，全都正常……”对
方的声音开始变得急切而焦躁。
“就是因为一切正常，
又送不
了电，
我们才不知道怎么办……”
华兴变电站，
离城 80 余里，
而且全是盘山路，即便马上开车出发，至少也得两小时……
我的心顿时悬到嗓子眼儿，
额角也渗出了冷汗。
危急之时，
我只觉眼前一闪，
只见刚刚还被我握住的潘师
傅的手，
此时正静静地平放在他的胸前，
他的食指和中指自然
伸开，
其它手指尽数弯曲，
像是一个熟悉的胜利的手势！华兴
变电站、白色熔断器、旋转的螺丝刀、
“哈哈哈”的仰天长笑
……一时，
时空交错，
电光石火，
突然，
我如醍醐灌顶，
对着电
话大喊：
“检查 2 号屏背后的白色熔断器，立即更换，一切小
心。
”
然后我一边俯身握住潘师傅的手，
一边激动地说：
“潘师
傅，
谢谢您，
谢谢您。
“
”嘟……”
电话再次响起，
依旧是免提，
只
听见里面传来一声欢呼：
“宋主任，
您是真神啊，
搞定了……”
此时，
我只觉得潘师傅的手微微一颤，
然后就从我的掌心静静
地滑落了，
如同一片静美的秋叶，
终于随风而逝，
渺无踪迹。
那是一个有着茉莉飘香的初夏的夜晚，在潘师傅的灵
堂前，同事们臂缠黑纱，手捧白色的烛火，轻轻地为他唱起
最后的挽歌：
“你用心，爱如电，岁月在后，光明在前……”一
时间，我只觉眼前的烛火愈来愈大，愈来愈模糊。突然一个
不经意的抬头，
只见湛蓝的天空中，
一颗流星正划过天际。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或许，我们每一个人，用尽
毕生力气，最后也只为将自己燃烧成一束熊熊的火焰。在
浩瀚的星空中，他们那么微弱。在苍茫的夜色中，他们却是
那样夺目，
那样灿烂，
那是天空中最美的星河。
（作者简介:宋燕，笔名沧浪琴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先后担任基层供电单位变电
站值班员、团委书记、变电车间党支部书记等，现供职于重
庆市电力行业协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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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堂子胡同 15 号

吕进

北京赵堂子胡同在朝阳门南小街东侧，
外交部街附近，
这是诗人臧克家居住多
年的地方。1996 年臧府搬到晨光街 10 号，那座被老百姓称为“部长楼”的红霞公
寓，
但是赵堂子胡同和难忘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连在一起的，
给当年诗人们留下
了更多的怀念。
八十年代中期，
《诗刊》社在北京上园饭店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理论读书班。一
个星期天，读书班的朋友们相约一起去看望臧老。阿红说：
“这得吕进带路了。”我
就当仁不让地带着大家出发，
一路欢天喜地步行前往赵堂子胡同。我是个
“路盲”
，
走到中途，
就记不清方位了。于是袁忠岳自告奋勇，
去问一位路人。袁忠岳说的是
山东话，
那个北京人把
“赵堂子”
听成
“澡堂子”
了，
一脸茫然：
“澡堂子？这北京城到
处都有澡堂子，
您是想找哪一家呀？”
这成了一则经典笑话。
在臧克家和郑曼的言传身教下，臧家是一个十分有教养、讲礼貌的家庭，其
乐融融，走进臧家，如沐春风。臧老有四个子女：长子臧乐源，次子臧乐安，长
女臧小平，最小的女儿从母姓，叫郑苏伊，我和他们都结下了深厚友谊。因为
我是父辈的朋友，乐源和乐安虽然都比我年长许多，但是他们都以对待长辈的
礼节对待我。
乐源住济南，和乐安只相差一岁，已经去世。他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
家，山东大学哲学系创始人之一，首任系主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乐源到西南师
范大学开伦理学的会，
到访我家。正好前一天贵州诗人罗绍书来看我，
送了我一瓶
茅台酒，
我就请乐源给臧老带回去。乐源从来风趣幽默，
后来在济南遇到我，
他说，
父亲坐在椅子上，把茅台酒瓶转着圈儿打量，开玩笑说：真的，假的？惹得我大笑。
乐安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研究室，是新中国第一批俄语专家，算是和我同行，当
然，我是晚辈。他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译审，译著不少。1993 年秋天，教育部派
我去莫斯科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我和合作教授谢曼洛夫搞的课题是：
“中国新诗在
俄罗斯的翻译、出版和研究”
。我去的时候，
苏联刚刚解体，
前苏联科学院有一位通
讯院士契尔卡斯基是中国新诗研究专家，
我曾翻译过他的专著《战争年代的中国新
诗：1937-1949》的部分章节。我很想找到他，但是当时的俄罗斯情况复杂，我不
好直接问谢曼洛夫，于是求助于乐安，乐安很快就帮我把契尔卡斯基的地址搞定
了。可惜，
在苏联解体以后，
犹太人的契尔卡斯基已经移民以色列，
没有机会会面。
2015 年，山东大学举办纪念臧克家 110 周年诞辰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张荣校
长和作家协会吉狄马加副主席出席。我到达会场较晚，乐安一直在会议室门口坐
着，
耐心地等候我。兄妹中只有臧小平我没有见过面。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在东北
的刊物《诗林》发表了一篇《大诗人的特征》，
《文艺报》摘发了这篇文章。臧老告诉
我，
小平是这个版面的编辑。
兄妹中交往最多、最熟悉的是郑苏伊，她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工作，和父母
住在一起，1984 年起担任臧克家的秘书，主编和参编了好几本臧克家的文献。这
些年，我国出现了一些臧克家研究的专家，如冯光廉、蔡清富、刘锡庆、刘增人、孙
晨、常文昌、张惠仁等，
苏伊、乐安也应该算得上是这个行列里的一员。
1984 年的一天黄昏，我从宽街的中组部招待所去赵堂子胡同看望臧老。在客
厅里，
臧老兴致勃勃地用语速极快的山东话和我交谈，
我当时还不是完全听得清楚
他的话。他可能给我谈到作家协会安排苏伊担任他的秘书，说话间，突然大声喊
道：
“苏伊，苏伊”。我当时不知道臧老家里的第二代的情况，不知他在叫什么。这
时，一位穿着对门襟中式棉袄的 20 多岁的漂亮小姑娘应声出现，进门后站在门
边。臧老对我说：
“这是苏伊。”我才知道，这是臧老的小女儿。臧老又继续他的谈
话，似乎早就把苏伊忘到九霄云外，而苏伊呢，却一直静静地垂手站在门边。我
提醒臧老，他才向苏伊挥挥手：
“ 你去吧！”这个小姑娘后来就成了和我交往几十
年的好朋友。几十年里，她对我的称呼也在变化：吕进同志，吕进老师，吕进叔
叔。2004 年臧老去世，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就去红霞公寓看望郑曼先生。在客厅
谈了一会儿，郑曼说，让雯雯见见你。雯雯是苏伊的女儿，和妈妈一样漂亮，进客
厅来，和我打招呼后，就率直坐在沙发上了。我开玩笑说：
“ 很多年前，你妈妈第
一次见我，可是一直站着的啊。”
“姥姥”认真了，批评雯雯：
“小孩子不懂事。”西南
大学副校长崔延强是山东大学哲学系的博士，一次，在微信朋友圈里谈到老系主
任臧乐源，满怀崇敬。我告诉他，
“ 中国新诗研究所建所 30 周年庆典，你不是坐
在主席台吗？主席台上有一位从北京来的女士就是乐源的妹妹啊”，他大惊，说，
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啊。
臧克家自奉甚俭，
他的生活很简单，
因简单而平静，
因平静而快乐。他不吸烟，
不喝酒，但是对别人，他可慷慨了。1986 年 6 月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
立，臧克家欣然同意担任顾问教授。当听我说新诗研究所筹备设立臧克家奖学金
的时候，臧老执意从自己的工资里掏钱作为奖学金本金。2004 年，郑曼先生又追
加了一笔奖学金的本金。
2021 年 6 月，中国新诗研究所决定建立中国新诗创研基金，基金的一个组成
部分是臧克家奖学金。准备从 2022 年起，将臧克家奖学金从面向新诗研究所优秀
研究生改为面向全国高校优秀研究生。我支持这个设计，并带头向这个奖学金捐
了第一笔款。臧家几兄妹知道了这事，
就坚决提出，
他们也要捐钱。他们都是退休
的工资族啊，并不富裕，乐安已经快 90 岁了，所以新诗研究所不同意。但是他们不
退让，还是给基金会转来 10 万捐款。苏伊和乐安去银行办理手续时还有故事。苏
伊写信告诉我：
“因为我和两个哥哥年龄相差太远，
又不是一个姓，所以我们站在一
起，
一般人很难想象我是他们的妹妹。这次我陪二哥去银行汇款，银行的工作人员
也不相信我们的关系，盘问了二十多分钟。二哥听力不好，头脑也有一些糊涂，银
行更是怕他受骗。最后要了二哥儿子的电话，
一一核实，
才给我们办了给新诗研究
所汇款 10 万的手续。
”
（作者系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西南大学教授）

我为儿子做月饼

因种种原因，我与 12 岁的儿子是离多聚少。最近搬了新居，第一件
事，
便是把儿子接回家来居住，
在朝夕相处中增加感情。
中秋节就要到了，该和儿子一起吃一顿什么饭最有意义呢？思来
想去，还是觉得无论吃什么，一定要有月饼：一是季令对，无可挑剔。
二是寓意好，团团圆圆。三是文化深，上了此物才算过一个名副其实
的中秋节。
当然，
一提到月饼，
我们就会想到购买，
各种品牌的月饼太多了。去
商店一看，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去百度一查，应有尽有，丰俭由人。一
下，
我陷入了沉思中。一会儿，
一种欢快的乐曲响在了耳边：
八月十五月儿明呀
爷爷为我打月饼呀
月饼圆圆甜又香呀
一块月饼一片情呀
爷爷是个老红军呀
爷爷待我亲又亲呀
我为爷爷唱歌谣呀
献给爷爷一片心呀
当年放学回家，
也是儿子这么大，
看电影《马背摇篮》的情景，
又浮现眼前。
此电影中的一个细节，说是在战争年代我军后方的一个托儿所里，
红军老爷爷正在用黑面和少许的红糖为生活极其困难的“红孩子”们做
月饼。
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唱着这首歌谣，年迈瘦削的老爷爷架起行军锅，
和面、造型、抹油、贴饼……在烟熏火燎、熊熊灶火中，一块块形色鲜美的
月饼做成了。而老爷爷做好饼后却睡着了。孩子们还在拍足打手的唱
歌哩，但他们哪里知道，长期辛劳和营养严重不良的爷爷却在亲切动人
的歌声中长眠过去了。从此再未醒来……
此时，一个念头涌上心来。我也要给儿子做一次月饼，并给他讲讲
这段“马背摇篮”的故事，让他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都是那些成千上
万的
“红军爷爷”
浴血奋战出来的。我们应当珍惜它，热爱它。
但是，
我是长年在机关食堂吃饭的人，
别说做月饼，
就是做顿家常饭
还差劲哩。但又一想，这又不是造原子弹吧！笨人自有笨办法：我立时
打开手机“百度”，从网上一搜，几十种自做月饼的办法一一展现出来。
我边看边琢磨，
边读边比较，
看哪种做法简单实用。
选出来了，就是它！一看就懂，一做就会。现在我就无保留地分享
给大家：
一，
食材：
中筋面粉，
豆沙，
转化糖浆，
碱水，食用油。二，
做法：
首
先拿一个容器，
将面粉、转化糖浆、碱水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再加入食
用油搅拌，把面揉熟。然后用保鲜膜将面团包好，放入冰箱中冷藏 1 小
时醒面，如果室温低于 15℃的环境下就不需放入冰箱。面醒好后，用刀
切成小块，
将豆沙包起，
放入模具中压出形状，
最后刷上一层油放入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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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三，平底锅
做法：平底锅先预
热到 5 成热，铺
上一层油纸，
然后放上月饼，
用小火烤 4-6 分钟，接着
翻面再烤制 3 分钟即可出锅。四，烤
箱做法：烤箱提前预热至 200℃左右，
然后放入月饼，烤 8-12 分钟即可，中途
烤制时可以拿出来，刷一层蛋黄液后再
烤，
这样烤出的月饼颜色更好看。
我一时无烤箱，便选了平底锅做法。这种
操作流程，我本是算了时间，背着儿子去做的。但
因第一锅做出来，颜色有些焦了，显得不美气。心
想：家无烤箱，该买一个了。现在可救急，将来也可长期
用。于是，临时上街，买回了烤箱，正在“按图索骥”上第二种方式时，儿
子放学回来了，
推门进厨房。
“妈妈，
你做的啥好吃的？这么香。
“
”你猜？
“
”是什么饼子吧！”
因我无做月饼的模具，只能用小勺的边口，在饼上压出了一些不太
漂亮的花纹，也就难以做出月饼上特有的规范的图案了，当然儿子也就
认不出是月饼。
我说是月饼。
儿子啊呀一声，
上前抓上一个就要吃。
我毫不迟疑地把月饼收了回来，挺认真地说：
“乖儿子，中秋节还未
到，还不是吃月饼的时候。只要那天到了，妈妈一定会让你把月饼吃
好。而且还要让你在电视机前，
边吃边给你讲故事、看电影，
让你享受一
次月饼的精神文化大餐，
好吗？”
儿子感到吃惊，因过去在家，妈妈做什么，他都可以“现做现吃”，现
在怎么就不行啦？
我说：
现在吃，
还缺乏一种应有的
“仪式感”
。不如等到那天，
妈妈会
让你通过看电视，
听故事，
去看看战争年代那些小朋友过的什么生活，
吃
的是什么月饼，随后还要给你布置作业，让你在一些有意义的过程中去
吃到月饼。明白了吗？
儿子说：
明白了。转身就要离去。我看着他眼中有一丝丝失望的神
色。又急忙从一个月饼中掰下一小块，
要塞到他嘴里。
儿子说：
“妈妈，
我不吃。我要等到中秋节那天，
在家里边看电视、边
听故事、边做作业中去吃到它！”
我一把把儿子搂到怀里，
眼泪顿时流了出来。不用说，
我相信，
那天
我的故事定会讲得很精彩！
（作者为江北区老干部局干部）

诗/ 绪/ 纷/ 飞
张峻齐

从上新街到黄桷垭，
这条著名的古道最能体现老重庆的风
貌。青青的石板路，顺着山势蜿蜒而上。两旁的黄葛树，有的
高大挺拔，
傲然屹立；有的破岩而出，
坚韧不屈；有的相伴古宅，
浑然一体。黄葛树见证了这座英雄之城的变迁，
而这座城市的
性格也融入了黄葛树的性格。
前方不远处，
一棵黄葛树斜依着岩石，
粗壮的树干，
茂盛的
树冠，
仿佛盛夏的主角。繁枝密叶随风舞动，
偶尔还会有几片淘
气的绿叶摆脱枝头的牵挂，
慢慢地落下，
轻轻地画出几条优美的
弧线。
这密密匝匝的绿，投下一片凉意，让登山的行人染上一身
的清爽舒适，
好像还有一丝清香飘散开来。我不由自主地走近
了它，
置身于这绿色的大伞下。
它的根爬满了周围岩石的缝隙，像无数的龙爪，牢牢地抓
着大地。斑驳的根茎，
全是岁月雕刻出来的痕迹。
抬起头，一片又一片，一层接一层的绿叶似一层碧绿的帷
幔想要将阳光挡住，阳光总能找到树叶的缝隙，让金色的光芒
穿过，
一闪一闪，
有点似闪烁的星辰。
我感觉自己的确嗅到了香气，这并不属于黄葛树，而是属
于大自然一种绿色的，甜丝丝的香气，和绿叶一起将我笼罩在
这里。
我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这里的爽朗，
这里的静谧。
不知是怎样的机缘，一粒掉入石缝的种子，在这里生了
根。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风吹雨打中，
在贫瘠的岩石缝里，
顽
强地生出一条又一条弱小的根须，迎着阳光，努力地向着天空
生长。今天的我们，在这里感叹着它的伟岸、茂密，却很难去
想，
这粒种子破岩而出的那段时光。这就好比我们总会去赞叹
成功者的辉煌，
却没有看到他们当年的艰苦和磨砺。所有成功
的背后，都充满了艰辛与苦难。那一步步的脚印，如同黄葛树
延展的根须，
虽然没有树冠的美丽，
但是成长的过程，
风雨的洗
礼，
才是最美的时光。
炎热的夏日，我静静地站在绿荫之下，向这棵破岩而出的
大树，
诉说着我的感悟。
一阵轻风拂过，
我拾起一片绿叶，
如同一枚音符放在手心。
（作者系鲁能巴蜀中学初 2023 届 20 班学生 指导老师：
陈丹）

半路上

归燕

山腰松柏苍颜现，
云薄横空夕霭边。
村舍繁星柳影醒，
田埂晓月荷塘眠。
佳人细语知秋雨，
游子多情忆雪莲。

散/

文/

诗

桂香

少壮有心为泽国，
岁来无暇观高阡。
广场华表妆红日，
郊野银苔扮碧天。
战将烽烟留史册，
先贤斗笔擘鸾笺。
开天辟地划时代，
建党功勋襄喜筵。
千载文明遮醉眼，
万重征路又扬鞭。
半窗虚晃绕梁弥，
百水东流入一渊。
（作者单位：
重庆市地质集团）

张奎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不知是谁凭清风送来桂香，沁入心脾的芳菲迷
醉，疑是暗约三更的仙阁玉人，即将从隔墙花影动的那边娇步而来。
登高楼，望尽的天涯路依然蜿蜒，只有那朦胧的远云像垂悬的幕帘，
似乎暗示窗烛灯影里面，有妍姿丽容在梳妆台一展风采。
蝉声，似呜哩啦哒吚啦哒的唢呐，终于把一个秋光入目的圆满娶进尘
凡，意让羽曼歌舞翩然入梦，温馨和弦荡漾胸怀。
林荫深处，走进去的步子独自不想出来，香气弥漫的故事，总是希望
美好的爱情传诵，誓结连理，永不分开。
（作者单位：
农行万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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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员工本人意愿进行
500108019508 遗失作废。豪帅公司渝 BN0136 营运证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关于《合深 5 井 有关的意见和建议。联系人：秦老师 17783256912。 合理安置，为相关的员工办理相关的转移手续，签订
（三）董事会、股东会授权：
500110050878，渝BR7165营运证500110015996遗失作 试采地面工程（线路部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 年 9 月 13 日 劳动合同和交纳社会保险。
废。展鸿公司渝A9295挂营运证500108018977、渝A9375 的环评公示：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 ~2021 年 9 月 27 日。 重庆渝湘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资产划转已获得公司董事会、股东会书面授权。
（https://pan.baidu.com/s/1mLygB68z0i
挂营运证 500108018986 遗失作废。龙园万盛公司渝 链接：
提取码 idf5）。2、查阅纸质报 减资公告：经重庆善为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中建四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和融骏逸
BN0598 营运证 500110041512 遗失作废。金载公司渝 QFZBaHxB7Sbw
告联系电话：023-67199077。3、公众意见下载链 91500103MAABRRAW12）股东决定，决定将公司注册
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开具的重庆增值税普通
BN7121、渝BN9878营运证遗失作废。桂红公司渝DM039 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挂营运证 500110101317，渝 DF051 挂营运证 500110117397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 资本由 1000 万元整减少为 200 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发票（发票联）6 份，发票代码 5000162320，号
遗失作废。路驰公司渝 BN0705 营运证 500110042907 遗失 4、公众意见反馈电话：023-67199077。5、征求意 定，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码33731883-33731888，声明作废
作废。恒灿公司渝BQ2510营运证500110005803遗失作废。 见起止时间：即日起至 2021 年 9 月 26 日截止。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2021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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