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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降10度以上，开启冷冷+雨雨霸屏
模式，前两天还穿着短袖短裤避暑，今天就
已经长袖长裤加身！”这是2021年10月11
日，我所在城市媒体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布天
气新闻的导语。

这是人间大地上川流不息日子中寻常
不过的一天，平时关心的天下大事对我来说
都不是大事了，但人间冷暖，还是我的切肤
之感。发布的天气预报上还说，一股寒流从
高天白云间浩浩游荡，从大陆的北方抵达南
方，这种绵绵的秋雨天气，真的是“一场比一
场凉”了。国庆节长假期间酷似夏日的气
温，在今天突然拐了一个弯，这就是季节魔
幻般的更替。

对一个家庭来说，这是锥心刺骨的一
天，这天晚上9点58分，爸爸在人间84岁的
生命定格凝固。我成了一个失去爸爸的中
年男人。在我人生行走的路途上，感觉有一
面庇护我的老墙轰然倒塌，却没看清腾起的
一股烟。一切恍如梦境。又感觉心中出现
了一个大窟窿，慌乱，气喘，茫然。

从医院窗户望出去，夜幕沉沉，没有星
星。但我还是想，从此以后，在天上的群星
闪烁中，又多了一双星星般的眼睛在天空望
着我。有人说过，那是逝去亲人化作了星星
的眼睛，依然在望着繁忙操劳的尘世，望着
尘世亲人赐予明亮的祝福。

爸爸，我想，在星斗满天中，有属于您的
一双眼睛，我能够辨认出那星星的光芒，指
引着我在人间的行走。

在这遥远而温暖的星光中，我浮现出关
于爸爸的几帧记忆底片。

我爸是我们那个村子里自新中国成立
以后的第一个大学生，他1962年毕业于所
在城市的师范专科学校，他靠跟我爷爷从小
学篾匠卖竹编品作为上学费用。爸爸住的
老屋前，有一片高大幽绿的竹林，风吹时，哗
哗哗响，那些年我回老家，幻觉中还听见老
屋前一棵竹子在篾刀砍声中倒下的身姿，一
棵一棵竹，变成了乡间集市上出售的撮箕、
筲箕、簸箕。毕业后，爸爸本要分配到县里

中学教书。但我爸在毕业前夕的一天，在学
校操场拣到了一块当时价格很贵的手表，爸
默默无声把表交到了学校办公室。后来查
明，这块手表是学校校长丢失的，我爸也成
了学校里学习的榜样。当年所在市委机关
到学校选人，我爸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市委大
院里的一名干部。

我爸工作的机关大院，是庭院深深的小
楼，树木葱郁中显出一种时光幽深的气场。
二楼的楼板是有了一层包浆的咖啡色木板，
爸在那里还有一间小小的寝室。我小时候
最渴望的事，就是跟爸爸徒步几十公里到灰
蒙蒙的城里去，望着爬满了鸟雀的马路电线
杆，心里也是鸟雀一样的喜悦，在机关大院
的小房里，我和爸爸抵足而眠在那木板床
上。早晨起来，机关食堂里有豆浆和油条，
这足以让我回到乡村向那些还没进过县城
的小伙伴们炫耀一番。

爸爸做的是秘书工作，他做了21年秘
书，其间有多次被提拔到部门做领导的机
会，都被我爸拒绝了。爸爸说，他还是适合
写材料。我爸在大会上讲话有点结结巴巴，
但他写的材料往往清晰流畅。爸爸中山装
上面的衣兜里，永远插着一支钢笔，永远疾
风骤雨般的书写，永远目光炯炯的样子，这
也是我少年时代恒固的父亲形象，他这种形
象或许一辈子要植根在我记忆里。爸爸老
了以后，我望着他那颤颤巍巍的样子，特别
是遭受病痛折磨时无助的样子，他最后在病
床上呼吸急促直到头一歪咽气的样子，我就
在心里拒绝承认，他是我真实爸爸的样子。
这到底是不是一场时空跨越后的幻觉？

爸爸用笔在工作本上沙沙沙地飞快记
录，他有两种常见字体，一种是蝇头小楷，一
种是草书。字体笔力如漫漫心流，爸的蝇头
小楷，我感觉就是他一直谨小慎微勤勤恳恳
甚至有时是战战兢兢的性格。但爸写的草
书，字体如金蛇狂舞，我就无法琢磨出他性
格的另一面了。

爸爸在老家村子里威望很高，但一件事
情让他的形象“坍塌”了。当年老家村子里

一个大队干部去城里找我爸爸办集体的事，
无非就是想找我爸写个条子递给供销社这
些部门多买点肥料等农资用品。那次爸爸
请大队干部在机关食堂吃了饭后就谢绝了

“递条子”，爸爸说，政策不允许。满怀
希望的大队干部失望地离开机关大院
时，突然看见我爸提着一个公文包
尾随着一辆绿色吉普车小跑在后
面，吉普车里坐着的是机关里的一个
领导，爸爸冲上前去准备替领导打开
车门，那人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大队干部
回到村子以后，绘声绘色描述说我爸在城里
机关就是“给人抬轿子那种人”。村里人也
乐了，原来是这种人啊，装什么装。我爸笑
眯眯地一点没生气。后来，这个大队干部去
世后，我爸立即打来电话，让我代他随一份
礼金并去悼念，我爸说，这是个敢为村里办
实事的人。

我爸退休那年，是一个镇里的人大主
席，行政上是正科级，干革命工作的工龄35
年。从城里到镇上去工作，是我爸主动申请
的，因为当年我妈还在老家的风雨雷电里劳
动，我爸周末回家，播种粮食、收割庄稼，是
他和我妈共同的事。我爸一直呵护着我妈，
疾病发作前的那天中午，我爸一直拉着我妈
的手不松开。我爸午睡半小时后，脑梗发作
到离世就一直没再说出一句话来，难怪他咽
气后，嘴巴还一直张着。爸爸，您想说的话，
或许我懂，但命运为什么安排得如此冷酷，
疾病不让我能听见您最后想说出的话。妈
妈说，爸爸不愿意麻烦拖累你们儿女了，只
住了半个月的医院，就离世了。

爸爸的这一辈子，其实一直过得很是忧
郁。在我记忆当中，他大多数时候是忧戚着
双眉，心事沉沉的样子。

值得爸爸忧郁沉重的事确实很多。爸
爸是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一共8个，当年在
城里工作的工资，全家人都嗷嗷待哺作着指
望。爸爸39岁那年，靠积蓄700多元在老
家村子里把茅草房推倒建起了一排气派的
青瓦房，但后来3兄弟分家立业，每家的房

子又显得狭窄了。记得有天，爸爸站在老屋
前，又开始规划建新房子，但和我妈一商量，
存折上的数字还远远不够。爸爸沉沉地叹
了一口气后又转瞬露出笑容安慰我妈说，莫
急莫急，继续攒钱。

爸爸这一辈子，都在辛辛苦苦攒着钱。
每当工资到手后，我爸就吩咐我妈，快点快
点去取出来存定期，定期利率高一些。爸爸
腿脚方便时，陪我妈去银行存钱，他最关心
的就是银行利率。有次去银行存钱，得知当
天的利率与昨天相比刚作了下调，连连摇头
叹息不已。

爸家里的存折至少有10多个，离世前
用的还是那种老式的纸张存折，从几
百元到上千元，一张张都被我爸反
反复复摩挲过，有的都起毛边了。
爸爸攒的那点钱，都是给儿孙们攒

的。爸爸舍不得上一次馆子，每次
拖扯着爸妈到外面吃上一顿饭，爸就

盘算着那顿饭钱要是用在家里可吃上多
少顿了，把馆子里打包回去的残汤剩饭一直
吃到发馊也舍不得扔掉，连过期的药也要想
办法吃了。

爸80岁那年，与我妈半夜商量后，决定
把那点存款全部移交给我，还把存折密码写
在纸条上告诉了我。爸说，你奶奶老了患老
年痴呆，我也担心那病，不如趁早把这些都给
你才放心。不过几天后，爸打来电话说，他又
把密码修改了。爸给的理由是，他天天看报
纸，老年痴呆的可能性不大，再替我们保管上
一段时间。爸对我还是有点提防，他一直活
得小心翼翼。爸82岁那年，再次果断作出决
定，把那点存款全部交给我。这一次是真的
了。我摸着那些钱，都有着爸妈的体温。

爸爸突发疾病的前一天下午，他躺在沙
发上迷迷糊糊打盹后醒来后问我妈，存折里
还剩下多少钱。我妈回答说，9000多元。
我爸说，赶紧，赶紧，快去把这钱取出来给儿
子。我妈迅速照办。

当天我拿到那钱时，爸望着我说了一句
话，要是我今后走了，你要照顾好你妈。那
是我爸对我最后的嘱托。爸爸，肯定的。

爸在40岁前后，头发就几乎白了一大
半。特别是我哥19岁那年去世后，如遭雷
击的爸爸一夜间全染上了霜发。

望着爸爸满头霜发如蚕丝，我就想，爸爸
的一辈子，就是这样一只吐丝到尽头的老蚕。

爸爸，从此以后，天上有星光，您深情的
凝视，我在大地上能够于心里接收。

(作者单位：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天上多了一双眼睛
——怀念我亲爱的爸爸

李晓

有一个节日
在高处呼唤我们
登山吧
把筋骨锻炼强壮
让舒心的视野
极目辽阔

有一群老年人
在半山坡召唤大家
快来追我们吧
阳光暖融菊花灿烂
山路温馨脚步矫健

携手九月初九
一个九如意吉祥
两个九喜上眉梢
风景无限重阳节
珍贵的亲情敬老佳节
寓意深刻韵味浓郁
生命长久奉献永存
（作者单位：江津区白沙镇政府残联

办公室）

重阳节登高
钟雄

又是一年九月九，
金色重阳已熟透。
五谷集合来晒秋，
邻里聚会庆丰收。
斟上一碗高粱酒，
喝醉夕阳喝醉秋。
幸福生活万年长，
人寿年丰岁岁有。

又是一年九月九，
金色爱情挂枝头。
阿哥树上来采摘，
阿妹树下递竹篓。
喂上一口柚子肉，
爱满山乡爱满秋。
甜蜜日子比蜜甜，
地久天长情悠悠。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九月九
（歌词）

李玮

山岚岑霭水苍茫，
橘绿橙黄又重阳。
落叶萧萧林木静，
归鸿阵阵碧空长。
西风凄瑟芳华老，
秋雨濛绵天气凉。
他日冬来君莫怕，
笑怀佳梦度榆桑。
（作者系重庆市审计局退休干部）

七律·重阳感怀
张友鹏

知名报告文学作家周鹏程的新书——
反映我市脱贫攻坚工作的报告文学《大地
回音》，近日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
40万字，是周鹏程“大地三部曲”的第二部
（第一部《藏地心迹》、第三部《天地之
间》）。可以说凝聚了作者的心血，体现了
他用真心、真情去写作。《大地回音》甫一出
版发行，就引起强烈反响。《大地回音》紧扣
时代的脉搏，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出版反
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壮举——脱贫攻
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报告文学作品，既
是真心实意为时代而歌，又是对这个时代
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忠实记录，同时，也是给

建党10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近几年来，我市反映脱贫攻坚题材、

讴歌党的扶贫攻坚政策、赞颂广大扶贫
干部无私奉献精神的作品还有不少，但
是能用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来表现这个
题材、活画出我市扶贫干部的群像、传达
出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由衷拥护和
对党的衷心热爱，这个作品独具匠心。
《大地回音》道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及扶贫
干部的心声。

曾经和周鹏程聊到采访和写作这个话
题。“最初，我是抱着完成任务的态度去采
访，心想可能用10来天的时间就差不多

了。”周鹏程说，“但是，随
着采访的不断深入，我每
天都被扶贫干部的事迹
感动着，这时，我意识到
我最初对扶贫的认识是
何等肤浅，我对扶贫干部
的了解是何等贫乏。于
是，慢慢地，我沉下心来，
认真细致地观察、体会
……不知不觉间，一个多
月的时间就过去了，在这
段时间，我既进一步地了
解了农村农民的贫困及
他们脱贫后的由衷喜悦
和对党的感恩，也更感动

于广大扶贫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
精神。这一个多月，我既是在为写作搜集
材料而进行采访，也是受到了一次次生动
的教育和精神的洗礼！我觉得，用我的笔
抒写这个时代、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为时代
而歌，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正是怀着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始
终运用真心、倾注真情，周鹏程在采访的过
程中，他既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观察，又融入
主观的感情去体悟。因此，呈现在笔下的
人物才如此鲜活、生动。比如，在本书的序
章《王贞六进京前》，作者对王贞六这一年
届70、退伍几十年的老兵、曾经的建卡贫困
户、靠着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养蜂脱贫、又帮
扶一众村民脱贫奔小康、荣获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即将进京受奖的典型
人物，作者将其置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这一广阔的背景下，对其语言、动作、神
态、心理进行刻画，使得人物形象跳出了其
本身的个人范畴，而具有了鲜明的、典型的
时代意义。

《大地回音》一书中，还刻画了一系列
的扶贫干部群像，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总
之，《大地回音》是一本紧扣时代脉搏、充盈
着正能量、有温度、有深度、高质量的报告
文学作品。诚如重庆市作家协会党组书
记、副主席何浩所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
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
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大地回音》其书，是大
地的回音，时代的回答，文学的回响。鹏程
同志走遍了重庆以前18个贫困县的山山
水水，本书是他坚实足迹在这片土地上的
回音。”

为时代而歌
——读周鹏程长篇报告文学《大地回音》

段吉荣 朋友们常说，重庆万盛的黑山谷集渝黔
自然山水之幽、秀、险、奇于一体，荟萃了西南
喀斯特地貌风光之精华。今年国庆假期我约
上三两好友奔赴这一场旖旎之约，虽自小长
在山城已见惯山，但来此方知亦各有千秋。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一路山路
盘旋而上，景色浑然天成，直沁人心。山中
白日，晴空万里，蓝天白云，草木翠绿，蝉鸣
四野，清凉的山风吹散了暑热和都市气息，
注入新氧。

从南门进入景区便一头高兴地扎进黑
山谷的怀抱，听着悦耳的潺潺流水，逐水而
下直入万丈谷底，被这里的景致所吸引和深
深震撼。这里的森林，是真正的立体森林，
从谷底向山上生长；这里的水皆为山泉，发
源于半山腰的溶洞，依山而下，形成一道道
白练和飞瀑。清澈透亮的水，倒映着两岸的
大树和绿植，在河中洒下青黄相间的颜色，
像一幅天然的油画。

沿着栈道向前，一路上溪流淙淙，怪石
嶙峋，万山叠翠。众多飞瀑从天而降，如纱
似梦，不禁让人想起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而漫山的蝉鸣，则让
人想起“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稍微一
停歇便被前面的游客甩下好远，便是“空山
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原来，诗人的每一
个诗句都有出处，也许只有当身临其境时，
方知其所言非虚。

一路上，溪流不断汇合，时而低语，时而

高歌，老远就能听见它们的歌唱。走进一看，
高处是瀑，低处为潭，窄处成涧，宽处为池。
溪流行走的姿势各不相同，它们从不恋战，遇
山则转，遇石则嬉。渐渐地，顽石磨去了棱
角，变成可爱的石头，零星地散布在各处。

清凉彻骨的是水，光滑如玉的是石，河
滩收留了所有的孩子：戏水的、打水仗的、捉
鱼的、摸螃蟹的、打水漂的、码城堡的，孩子
们脸上绽放出天真快乐的笑容，大人们也静
静看着孩子们嬉戏，拿出手机纪念下这些美
好的瞬间，都忙得不亦乐乎。

自凌波台往北，便是十道浮桥。有的建
在水中，有的建在峡谷之中，有的穿过隧道
……走上去，摇摇晃晃，水面波浪起伏，增添
几分乐趣。峡谷的最窄处，细心的人会发现
石上还刻着重庆与贵州两个省份的红色大
字，伸开双臂，就同时触碰两地；这一路上，
我们在贵州和重庆之间来来回回。清风明
月本无价，远山近水皆有情，作为渝黔两地
的分界处，这里曾是古夜郎国属地，留下了
许多美丽的传说；此外这里也是苗族聚居
区，民族风情浓郁，传承着许多独特的民俗，
为峡谷增添了无限的神秘。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美丽的山水撩拨着我们的心弦，使我们全
身的每个毛孔和细胞，都充盈着最纯净、最
自然的气息。在城市之外，邂逅这样一片
桃源，逃离喧嚣，寄情山水，返璞归真，物我
两忘……

归梦黑山谷
江辰宇

在仙女山街道度暑，过于清凉舒适，外
出逛逛，便是极自然的事。人们习惯去双
河镇赶场。周围供人选择的地点，掰起拇
指数一数，还有火炉镇、土坎镇、巷口镇、土
地乡数个。又奇了怪了，双河镇的街道不
如火炉镇宽，离居所比巷口和土坎二镇更
远，偏偏人们喜欢去。似乎那里可以拣刨
财，或者沿途风光绮丽，云飞云走，有看不
完的美景呵。对了，著名景点懒坝就在赴
双河的沿线途中，仙女山机场又处双河前
坡，顺道在坡脚赶赶场，应该舒爽惬意极
了，所以飞奔了去。

双河这个地名，听着有些波澜壮阔：似
有两条河交汇，必定水面白帆点点、鸥鹭翔
集，一条船儿摇过，甚至还有一座小桥。那
你可就猜错了。经过集镇的两条小溪，流
至低洼处后，居然钻入地下溶洞，消失得无
影无踪。双河原来并不是河。可既敢称
河，大小也该有几座古桥、半栏石堰，而这
两条溪流，狭窄得一步就可以跨过去，不需
要架桥通行。

山里没有大河，缺乏夹岸的密匝，整个
街道显得逼窄，容易看见天、看见山坡、看
见一方方田畴，为乡场原形非镇街风貌。
山里人有趣，要讽刺，再打一个趣儿的。所
以他们毫不妥协地把双河镇街道叫做烂坝
子。你说有趣无趣儿？当年场镇初建，街
市以沿公路的农房为主，既无规划，也没有
纵横交错，只是杂乱地耸立；住房外没有铺
设人行道，赶场就是以路为市，在屋檐下摆
上许多背篼和箩筐，杀鱼砍肉都在板凳上；
碎骨头、菜渣子、坏水果到处扔着，好像无
人打扫，太阳一晒，发出阵阵恶臭。脏乱差
几顶帽子，扣定双河镇，摘不下来了，使人
不得不避而远之，有落后的卑微感。如此
怎么能够吸引远来的度暑客呢？选择的结
果就是以赶场来促进商贸。几年以后，双
河人民用勤劳的双手，辛苦建设自己崭新
的家园，街道横竖成型，卫生状况大为改
善，与附近的火炉、白果、巷口诸乡镇，逐渐
比翼齐飞，没了太大的差别。

我们去赶场那会儿，高坡的白果乡，已
经开发成仙女山街道，成了高山度暑的极
佳境地。双河镇也在这个开天辟地的改造
中，掀起了脱贫致富高潮，大步迈向乡村振
兴，从而改变了模样。这就使得山里人的
卑微感大跨步上升为优越感！

双河镇建立不过数年，双河人享有优越
感的时间还不太长，山民的本质不变，憨厚
诚实，一个个宛若谦谦君子。现在的双河

镇，近170平方千米面积，街道以新建房居
多。其境内资源比较丰富。物产丰富，其价
格必定便宜，吸引得赶场人纷至沓来。

赶场是往好日子上赶哩。
我因此到双河赶场，而且赶了一回，还

要反复地去。
有人说你这人真怪，赶场就赶场嘛，哪

来恁多话？又不是赶去投资，或者租一块
土地种菜，把那些优势劣势搞恁个清楚的
做么子，所谓赶场，就是你付钱、他卖货，啥
子肉蛋禽、白菜萝卜应有尽有。双河镇赶
场，因为种种原因，去的人很多，当地的、外
地的、附近的，还有赶耍耍场的。耍耍场就
是什么都不买，什么都可能买，没有具体购
买目的的那些人。

太阳还没有出山，几条主街就摆满了摊
子，却静悄悄的，生怕吵闹到还没睡醒
的场上人。当第一缕阳光翻过坡顶，
光线刺眼睛了，街市就会喧闹起来，
吆喝高山蔬菜、黄牛肉、肥猪儿、本地
黄瓜的，叫喊声络绎不绝，把那些早醒
或晚醒的人，通通喊到街市里头，跟他
们讨价还价，很快营造起赶场高潮。

集市里的人流熙熙攘攘，要挤着才过
得去，寻找自己喜欢的家什。赶场当然不
会只为人多而去，人们希望商贩多买家少，
那样才能压价，买到一些便宜货。

在菜市口，我遇到卖新茶。有三个老
太婆蹲在墙角，脚下搁了几包茶叶，黑绿相
间的，抓起来闻一闻，好清新一股茶味！就
问前头一个老太婆，多少钱1斤？

她回答我，50块，是新茶哟。
我说晓得是新茶，只是大小不均匀。
她就不开腔了。
我又拿起里头那个老太婆的茶叶，搓

了搓，比较干脆，条子很均匀，便问：也是
50元？

她回答：60，1斤哟，不是1包。
我故意不还价，转过身去，问中间那个

老太婆：你的茶叶1斤也是50元？
她却说，对头，稍微有点软。
软软的茶叶是什么意思？我心头认定

受潮了，准备再看看前头老太婆的茶叶。
里头老太婆说话了：我的茶叶也可以50
噻。那茶叶既干燥且均匀。我立即说：你
那包茶我要了，称秤嘛。她从前头老太婆
手里，取了一杆秤，称出1.1斤。我付她50
元钱，又伸手去刨了刨，茶叶确实好，满心
喜欢，就准备进市场买菜了。

里头老太婆想了好一会儿，仿佛想明
白了，喊住了我，说：老板，我的茶是一斤一
两噻。

话还没说完，我明白自己急了，立即道
歉：对不起，对不起，是一斤一两，该55元
钱，来，再补你5块钱。便找出5元零钞递
给了她。

她收下钱，很不好意思地说：老板，我
先说好了的，是1斤50块钱。我明白她为
什么解释，立即安慰她：是我搞慌了，要进
去买肉，记成整包卖的，少算了一两，先说
断后不乱，你是对头的。老太婆才将5元
钱揣进荷包，抬头看了看前头老太婆，又准
备解释两句什么。前头老太婆不加理睬。
她也就释然，继续吆喝：卖茶叶，青郁郁新
茶，不是明前的毛尖。

此话何意？山里人朴实，或许即是聚
众赶场的诱因之一，起码有些作用。

赶场真是赶一份过日子的精细，赶一
下山里无限风光，何尝不是赶一场欢乐！

在仙女山街道购房消夏，再到双河镇
赶场，还有方便旅游效果。

双河镇地处仙女山西麓，境内大部地
区以槽谷、洼地、残丘为主，呈条状分布，山
脊南北走向；槽谷地势平坦，地域宽阔；平
均海拔约 1490 米，境内最高峰海拔达
2033米，大致在机场附近；最低点位于荞
子村荞子水库大坝，海拔950米，低于双河
镇的场街。水都往下流，尤其是山水。双
河镇的群众却无福消受了。好在当地属于

亚热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在15.6
度，七月平均气温为22.5度。而且降水量
还充沛，年平均降水量1100毫米，最大年
降水量达1300毫米，尤以七月最多，最少
年降水量45毫米。雨水过多了，洪涝、冰
雹、大风、雪灾、冻雨等自然灾害，几乎每年
冬季都发生。

很多人没有见过高山涨水，那情景是周
围山峦一齐往下淌水，场镇和民居集中点就
像一口口大锅，顷刻间被灌得满满的，当然只
是数十年发生一次罢了。以致在山上过日子
的，大都六月上山、九月返城，候鸟一般。

赶场因此多在春夏之间，秋风转劲，各类
土特产成熟，却无人买，因此货物比较便宜。
便宜和昂贵是一对矛盾。客多货少，就贵；货
多客少，就贱。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赶场的人，尤其要弄懂，牢记着，不可或忘。

刚刚去赶场时，那些土特产很便宜，野
生猕猴桃5毛钱1斤，仙女山街道要1元；小
土豆1元钱1斤，仙女山街道要卖两元；土
鸡8元钱一斤，仙女山街道要12元！惹得
买卖双方当街吵闹。自然是买者嫌贵了，
说在双河场，买一斤的钱可以买一斤半！
就有双河农民听到了，原来农产品还可以

卖到恁高的价，下次赶场、再下次赶
场，要价逐渐高一些，物价也慢慢涨
起来了。

可是，双河镇上的价格，比仙
女山街道来，总要低那么一点点，

无人统一定价，商贩们自己把握，构
成了对仙女山街道市场的优势。

我们明白其中的奥妙，只是荷包里的退
休工资见鼓，涨几元菜钱，倒也不必计较。
赶场还是要到经常去的地方。特别是露天
市场为佳，那里不能打红灯光增肉色，白是
白、红是红，鲜肉、冻肉特别好辨认。买菜也
是一样的，一见就是干干的，竹笋带着泥色，
蘑菇成色很好，黄瓜特别新鲜。就连山上不
产的鲤鱼鲫鱼花鲢草鱼，也都静默地呆在水
盆里，伸手捉拿，它就泼刺刺地一跳，或哧溜
从手中滑掉。绝不似大型超市里，电灯光怪
陆离，白咔咔的猪肉会照得红润如新杀，蛋
也映红了如鸡新下的。总之露天市场，什么
都不会掩盖，供买者精心挑选，满意而去。

双河镇新市场，就是个露天市场，热闹
宛若天上街市。所以我喜欢去囤买。而且
形成了思维定式，双河镇蔬菜肉禽蛋曾经
便宜过，总觉得物产永远丰富且便宜，虽然
只是相对的，也要去赶场。赶着赶着，渐渐
觉得蔬菜价格相差不大，鸡蛋容易打碎，猪
肉到处都有，能够不买就不买了。唯独牛
肉那东西，一是很快会卖光，二是不良肉贩
掺水什么的，还是要到明亮亮的露天市场
去，才分辨得清楚。虽然回回前去，都是同
一个老板卖牛肉，生意好得供不应求。我
买好了转子牛肉，喜欢跟他套几句近乎：还
是你们双河的牛好，不发水，肉质细嫩，每
次上仙女山耍几天，我必到双河来买。

肉贩回答：我们到处赶场，不光是仙女
山，重庆城也去。

我惊讶了：重庆也去，在哪里？
肉贩回答：南岸、江北，还有巴南区，都

去赶场噻。
我侥幸地问：那么价格？
他直接相告：当然是随行就市。
这意思就是，反正你要买我的牛肉，告

诉你底细了，继续跟到其它地方来买，无论
贵贱，有什么关系么？

我尴尬地说：只要质量好，你在哪里卖
肉，我就到哪里去买。

他说：对噻，老大哥。
我们买了五百元牛肉，带皮，有转子有

前胛，坐上女儿开的车，就往回走。
倘若长住双河镇？
不行！双河镇什么都好，就是海拔低

了一点，度暑有些稍热，非最佳选择。
回去那条路，经过省道203线，在双河

镇过境25千米，双向两车道，可通往仙女
山镇、丰都县三坝乡。年末，双河镇通乡道
和村道公路300余千米；全镇所有的村社
通了公路，80%的行政村还通了客车。

双河镇西面和西北与涪陵区武陵山
乡、大木乡毗邻，北与丰都县仙女湖镇接
壤，东北与本区接龙乡和土地乡连接，非兴
趣盎然，赶场不去那些地方。

赶场也是有目的的。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赶场记
刘运勇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邮箱：cqwbf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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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心/ 香/ 一/ 瓣 乡/ 村/ 故/ 事
诗/ 绪/ 纷/ 飞

美/ 丽/ 重/ 庆文/ 学/ 评/ 论

重庆市大足区玉龙镇溜水社区居民委
员会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足支行玉龙分理处开户许可
证（账号 2213010120010002724、
核准号J6530102787401）声明作废

●巴南区龙菊副食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15001130003788，声明作废●重庆市大渡口区公安分局交通巡逻支队车管所遗失非
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批次2016，编号00256051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怀金广告制作部公章一枚
（编号5003834017797），声明作废。●盛世物流公司渝BR2810营运证500222131778注销●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利扬家居经营部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重庆市黔江区新华小学校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遗失，许可证编号：JY3500114000301，声明作废●遗失付代立高级教师职称证，编号013209000775声明作废●森勃汽车运输公司渝BQ1793 营运证遗失作废。
杰狮物流公司渝DR2187营运证遗失作废。上航物
流公司渝BR7157营运证500110123543遗失作废。

重庆鑫盛通化工有限公司年产7000吨已二醇及
1000吨炔二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公示
重庆鑫盛通化工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承担年产7000吨已二醇及1000吨炔二醇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相关信息可在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MjsWdtQ4h09ZGcea4ZWHOA 提
取码：k1wn上下载，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
下载查询。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鑫盛通化工有
限公司，李工，15883018145；邮箱：425564346@qq.
com；环评单位：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工：13368383771，邮箱：496344194@qq.com）

公 告
重庆市合川区南城网吧：

本委已依法审理王欣、唐嘉欣诉你解除
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争议一案，现向你公告送
达本委2021年合川劳人仲案字第736-737
号裁决书。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本裁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0月13日

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市祥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周孟华
（碚劳人仲案字〔2021〕第1153号）与你单位解除劳
动关系、工伤保险争议。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与相
关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
定于2021年12月30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北
碚区缙善路100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
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华旭公司渝BS3799营运证500110020420遗失作废。
妙宸公司渝DP2836营运证500110117615遗失作废。
重庆市佳宇汽车运输公司渝BS0095、渝BR0381、
渝BS2202、渝BR0118、渝BQ9559、渝BQ6331、渝
B3939挂遗失作废。桦威公司渝A89751营运证
500110088835遗失作废。公告 ：重庆博捷物流有限
公司渝BY6389、渝AB886挂、渝D07571、渝D07506
车辆因逾期未审，已被依法灭失注销车辆相关手续，若
实际车主及驾驶员驾驶前述有安全隐患的车辆违法上
路，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由实际车主及驾
驶员自行承担，与公司无关，特此公示。遗失袁小红道
路许可证500115006968作废。重庆康发运输有限公
司渝BZ8760营运证500115062817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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