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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天高云淡，阳光透亮。风，拂过连绵青
山，拂过潋滟碧水，驻足于苍幽静穆的“南泉
烈士陵园”。“万壑松涛传号角 千秋英气壮
山河”，风，无声划过青石门柱上字迹遒劲的
对联，似怕扰着了长眠在此的100多位英灵。

他们已经沉睡整整72年。他们永眠
在这片曾为之抛洒热血的土地上，并热切
地注视着土地上发生的一切：炊烟袅袅，葛
树繁茂，有白鹭的影子掠过花溪河的波心，
投进长发少女含笑的明眸。呵，他们多爱
这里的一切，如同爱着自己的家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北京宣告成立，而山城重庆尚处于国民党
统治之中。为彻底粉碎蒋介石割据西南的
美梦，实现中国大陆的全部解放，中国人民
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南、解放重庆的战
役。1949年11月26日下午，解放军12军
35师103团飞兵到达重庆“南大门”南泉。

这里群山交错、层峦叠嶂，山山岭岭构
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一直被盘踞重庆的国
民党派遣重兵把守。作为军事制高点的建
文峰则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
势，成为两军必争之地。

在这座曾经庇护过流亡的明代建文帝
的天险之巅，一场战斗迅速打响。一方死
守，一方强攻；一方负隅顽抗，一方志在必
得。从11月26日下午开始，建文峰上硝烟
弥漫、弹坑密布、树断草燃，枪炮声喊杀声撕
裂了往日的幽静。这场持续了整整56个小
时的鏖战，成为解放重庆战役中持续时间最
长最激烈最残酷的拼杀，100多名解放军指
战员倒在了这里。到28日深夜，南泉之战
以国民党守军溃逃而告终。至此，解放大军
强势劈开了山城的南大门。11月30日，解
放军先头部队开进市区，五星红旗高扬于
重庆上空，山城的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

几年后，在离建文峰不远处的一面缓
坡上，南泉之战中牺牲的100多名解放军
指战员长眠于陵园内。拾级而上，苍翠掩
映处，一座米白色四角方尖碑矗立于陵园

中央，气势如虹直指蓝天。碑座镶嵌着黑
色大理石，上面刻有记录当年南泉之战的
碑文，另一侧刻着此战中43位烈士的名字。

风，如微暖的手，轻轻抚摸那些依然滚
烫的名字。此一战，留下姓名的烈士不到
牺牲人数的一半：徐泉水，一营副营长；梁
松斗，二营副教导员；徐根，一营二连连长；
曹辉，一营三连连长；战士王义尚、王万学、
刘克臣、梁云武……即便是这些得以留名
的指战员，也许人们也无从知晓，他们究竟
来自哪里？当年牺牲时年纪多大？他们的
老家可有父母妻儿，可曾有恋人望眼欲
穿？都不知晓，也难以查考。

从1946年到1949年，从战略防御、战
略反攻到战略决战，从中原、东北、华北、西
北……到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解放战争
的洪流一路席卷摧枯拉朽，来自祖国四面八
方的人民解放军，先后有几十万人牺牲在大
大小小的战斗中。战争年代条件极其艰苦
有限，他们牺牲后大多被就地安葬，有的连
名字都没有留下，之后也无法查考到他们来
自何方。那许多鲜活的生命，如同这里的
百余英魂一样，从此静静长眠于他乡。

倒下那一瞬，是否有过对生的眷恋？
倒在黎明前，离胜利仅一步之遥，心头可曾
闪过一丝遗憾？

一定有过，但义无反顾。自从穿上军
装扛起钢枪，生生死死便早已置之度外。

而英烈，并不只出现在正面战场。作为重
庆人，都不会不记得与南泉之战几乎同时发生
的“11·27”。在距南泉不过40多公里的歌乐
山下，眼看解放大军势不可挡，“陪都”要塞即
将失守，国民党困兽犹斗，制造了“11·27”大屠
杀，200多名中共党员以及革命志士倒在枪口
下，仅10余人成功越狱得以幸存。

与南泉烈士陵园内许多烈士一样，有
一部分红岩烈士同样没有留下信息，有的
即使留下信息也不一定准确：因长期从事
地下工作，有的烈士入狱时未用真名；屠杀
现场异常惨烈，死难者许多已无法辨出身

份，不少人的籍贯和年龄等等信息，是重庆
解放后根据当时军政委员会和脱险志士努
力回忆得来，并不完全准确。值得欣慰的
是，近年来，重庆红岩联线联合媒体发起了
为身份不明的英烈“寻亲”的大型公益行
动，经有关部门联手开展大量艰苦查询求
证，终于为一些外地烈士寻到了家人，让他
们的英灵得以“回家”。

世间最宝贵的，一定是生命。明知生
命不可重来而甘愿为信仰献出生命，尽管
同样眷恋着人间烟火俗世温暖。这，才是
英烈作为寻常人最值得崇敬之处吧。

许多依旧远离故土的英烈，山城的山
山水水记着他们，一草一木记着他们，明月
清风记着他们。他们的热血与骨骼化作青
山碧水，早已融为大山大水的一部分，与晚
霞中悠然漫步的老人一同微笑，与校园里
欢蹦乱跳的孩子一齐歌唱，与这座火辣辣
的城市一起生长……他们或许留下了姓
名，或许没有留下姓名。或许有的名字被
载入史册刻上墓碑，也或许有的无声沉入
幽冥，没有留下名字，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但一定有一座丰碑，镌刻着他们浩若
星汉的名字。

那座丰碑，是巍峨的，长久的，永恒的，
因为它屹立在人的心里。

墓碑前，齐整整摆放着一排白色菊花，
如雪，如霞。一定是前来凭吊的市民们敬
献的。这里四季鲜花不断，一朵花代表一
颗心。这样的凭吊，一定会一直延续下去，
如同缅怀与思念，恒久不变。

英雄无名，浩气千秋。后世要做的，也
必须做的，是铭记，传承，弘扬，奋进。

“为了所有人不用对爱人说再见/当太
阳升起/当季节已改变/孩子欢笑／老人回
忆／我拥抱你……”一曲沧桑低回的旋律
萦回于碑前，又随清风缓缓升起，渐渐融入
澄明清朗的岁月远空。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秋阳泼墨的感觉真好
亿万双眼睛将十月聚焦

走进十月，迎面而来的色彩
使我们更加鲜活

无论风云怎样变化，我们都是
故事的主角

爱十月的人，终究被十月所爱
过往的每一天，都是节日
十月把我们抱在怀里，就

不曾离开
教我们发芽、开花和结果

十月，有停不下来的忙碌
当故事展开细节的时候
十月的天空
飞翔着我们共同的梦想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一条林荫小道
向神秘的远方蜿蜒伸去
每当我准备向它的深处走去的时候
心底都隐藏着秘密
那些旧故事虽然简单平常
但不会有人分享
我把它们铺在路上
走过，发出吱吱声响……

有风，吹散了曾经的童话
漫天的枯黄
如雨丝般纷纷扬扬
总有一些飘落的画面极致唯美
像极了旧去的故事

奔涌起伏
和白云接壤的绿色
光影不经意的剪裁中
繁衍出各种遐想的绿色
有形无形的澎湃
洗涤我们心肺的绿色
守祖训 森林的代言人

松杉柏 列队的士兵
弥漫起苍翠的肃静
每一棵树的躯干上

阳光和风雨长成苔藓
甲虫说那是陈年往事
咏叹调般的鸟鸣
却唱诵那是大历史
时而摇摆
时而入定的一枝一叶
在岁月的轮回中再生

面对森林的辽阔
思绪中裹挟
排山倒海的雄浑
无数双脚试图走进它
隐隐约约听到
氤氲中的包容和坦荡
恰似一段质朴的解说词
森林爱脚下的土地
森林孕育凛凛正气
沉默的森林并不沉默
它无时不刻在纠正
人类的自私和无知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剑叶金鸡菊与黑心金光菊

紧急碰头
商议着当前急迫事项
都说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偏偏忘记了一道菜
粮猪安天下是国家大计
菜篮子工程早被提上了议

事日程
在城市更作为一市之长的

目标责任
绿色发展纳入了国家战略
花花草草就要尽一份匹夫之力
金鸡菊与金光菊越谈话兴

越浓
越感到肩上的担子推卸不掉
市场经济当然要追求经济效益

既然咱俩头上都顶着个金字
更要以身作则抵御人欲

横流
我剑叶金鸡菊要在原则问

题上敢于亮剑
关键时刻还要杀鸡儆猴
我黑心金光菊不能再自谦自卑
躲在旮旮旯旯里自我安慰
一定大胆地走进人类的视线
让发出的金光温暖众生
金鸡菊与金光菊最后形成

个决议
大话空话废话套话尽量少说
要说一不二说干就干
一切以行动来证明
金鸡菊与金光菊竭尽全力
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地生长

繁衍
长成了公园口马路边的一

块特殊菜地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一缕秋风拂过
落叶飘零沉寂于树根
捎带走养育成年的燕子

白云下的老宅
在漆黑的夜晚散发微光
让阴暗透明，游子定期归来

房前桃花开得妖艳时

梨花带雨，将
惦记浓缩成一缕晨曦

一个挥手道不尽离别
一口老锅蕴含舌尖的珍藏
一句问候融化冰山拿铁

它，在乡间小径
或在高楼林立中坚守
总能在十字路口和伤口处
顺意而拴住你的魂
把心安放得恰到好处

（作者单位：重庆市地质集团）

此刻，目光在雕刻时光
水，被赋以灵魂，在净化血液

几经沉浮 犹如等待季节轮回
叶子在杯中复活 仿佛有双眼睛
湿漉漉地与我对视
筋脉随即伸展，无需攀登
我就进入了一束阳光 一首诗
进入了一片森林 一座深山
一场飘着唐诗宋词的巴山夜雨

这是缙云甜茶在重新定义一方山水
苦涩，慌乱，迷茫……可以变味
甘冽，宁静与澄明
这是走进大自然内心深处得到的
母亲对儿女的那种最初的馈赠
珍藏千年的美，修了千年的禅意
一剂精神的药，养心润肺

不是糖分，一定是阳光
穿过密林播种的
是山高月小的静谧时刻
是星星的微光在最干净的土壤埋下的
是那位误了归期的诗人蘸着风声雨声
写给爱情的，是温泉从刻骨铭心的
裂缝中汩汩涌出的

是相思寺的钟声敲醒相思鸟的思念
是相思树的嫩尖上凝结而分离出的——
这款缙云山的茶
不，这款缙云山的甜
是一棵树的呼吸，一片雾的呢喃
一座山的香气与温暖

采摘也如此神圣
那必须是春天的一场仪式
一场空山新雨后的风清景明
必须以母亲般温存而干净的手指
取下这大地的贡品

然后，开始熬制岁月——
煎炒，烤焙，烘干，存储一段记忆
每一道工序都是一行生命的赞美诗
制茶人在山中养育子女
一杯金黄色的闪光 沉淀哲学之美

缙云甜茶，我在和自己对饮
随风起舞，我也是一棵树一片云
一团雾，和一道山脉融为一体

无需一饮而尽，这一刻即是永恒
无需回味，相遇已是一生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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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的你，与山河同在
程华

缙云甜茶

郑劲松

心的归宿
归燕

特殊菜地
三都河

沉默的森林

回光时

十月的天空

黄愷新

旧去的故事
薇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