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 胡万俊 责编 钟斌 陈志刚 视觉 青泉 图编 张路 责校 刘玛利

两江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投稿邮箱：cqwbfk@163.com

慢生活·夜雨

2021年10月29日 星期五

04
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邮箱：cqwbfk@163.com

副刊 头条大赛（第12季）

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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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幸福树，是在兄弟
家。那是在数年前，他搬家了，从租的房屋
搬到自己买的房子里。我和他姐都很高兴，
小两室的房子虽然不大，毕竟是他两口子辛
苦挣得的。我们都是大山里的人，世代耕读
传家，能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走出大山，
并在城市里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窝，这幸福
感的确是满满的。兄弟放在客厅电视机旁
边的幸福树，绿油油的叶子，生长得满心欢
喜，让人看了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后来，我也专门去市场买了一棵幸福
树。那时父亲尚在，身体还勉强，基本能自
理。每年都接他和母亲来我这里小住。十
多年前，通过招聘考试来到主城，我的人生
轨迹有了大大地改变。为了在主城有一套
房子，有一个落脚之处，我卖掉县城的小三
居室，在现在上班的单位附近买了个更小
的三居室。一家三口，偶尔接父母来小住，
非三居室不可啊。房子虽然小，每个卧室
放了床基本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但好歹总
算是独立的，住着也还舒心。父母来到我
们家，上下楼坐电梯，不爬楼，特别是行动
不便的父亲，感觉得出来他很轻松。母亲
指着电视柜旁边的绿色植物问，这是什么
树啊？我告诉她说，这是幸福树。嗯，幸福
树好！母亲说。长得青枝绿叶的，在客厅
里，看一眼就觉得舒服。父亲走近那棵树，
手摸了摸叶子，也点了点头。种植在陶盆
里的幸福树，树梢略比稍微佝偻的父亲高
一点。父亲摩挲着幸福树的树枝，略有所

思地站了一会儿。
听说用淘米水浇花草，既浇水了也可

以算作施肥。于是每次做饭淘米了，父亲
都要亲自给那棵幸福树浇上淘米水。偶尔
掉了一片两片树叶，父亲总要捡起来，再细
心地把它埋进陶盆的土里。个多月时间，
幸福树越长越高，深绿的叶子油亮亮的，特
别是在晚上的灯光下，显得特别漂亮。父
母亲每次来都只住得到一两个月时间，就
要回去。他们一走，我们忙于上班，有时竟
好久都忘了给那棵幸福树浇水。后来父亲
病重，哪有心思顾及到给树浇水呢。那棵
幸福树竟然快要枯萎了。2018年正月里，
送走了父亲，回到家里，我平静地把那棵幸
福树移到了阳台一角。

父亲刚走的那一年，母亲一向硬朗的身
体差了许多。她不愿意到我家来，每次打电
话问询，总说，一切都好，莫为她担心。第二
年，终于接她来了我家里。她在屋子里转了
转，走到阳台上，看到了那棵幸福树。那时
的幸福树基本上没有新发的芽了，几片老叶
显得毫无生气。母亲轻轻地抚摸着树冠，眼
光里有许多回忆。我赶紧拿话题岔开，免得
她陷入悲伤。后来的日子里，母亲默默地，
毫不张扬地给那棵树浇水，还给它松土，修
枝。陶盆里落满枯萎了的树叶，被母亲用泥
土覆盖上。“老头子说过，这是很好的肥料。”
母亲一边伺弄一边小声念叨着。

幸福树在母亲的陪伴下，生长得渐渐
有了起色。可惜母亲依然只玩了不到两个
月时间，虽然她也能和楼下的几位大妈聊

天，偶尔跟她们一起去小区外走走，但看得
出来，母亲的孤独一时半会儿是无法消除
的。每次她从外面转了回来，跟我们说今
天去了哪里哪里，末尾总要加一句，之前跟
你老头儿也去过那儿。母亲住的时间不
长，我正打算把有了几片新芽的幸福树搬
回客厅，依然放回电视机旁，母亲提出说，
她要回老家去。我知道，无论儿子在哪儿，
母亲的根都在老家，像门口那棵核桃树一
般，深深地扎根在那片土地里。我拗不过，
只好送母亲回家。

转眼之间，来到主城已十年，我们的生
活条件也随之有了改善。在一个不起眼的
地方，权衡再三，我买下了一套小跃层作为
自己家的改善房。装修完毕，准备搬家
了。我特意去接了母亲来，一起搬过去住
新房子。母亲当然很高兴。搬家时，收拾
完所有的东西，母亲走到阳台上，站在那棵
幸福树旁边。我明白了母亲的心思，说，这
棵树也要一起搬到新家去。母亲微微露出
笑容，轻声说，她也是这么想的。

为了好搬，我特意把幸福树修剪了一
下。把本来就不多的枝条，全部剪断，只保
留根部以上四五十厘米的主体。这样修剪

完，方便搬一些，只是，看起来幸福树就只
有略粗的主枝，在陶盆里显得有些突兀。
搬到新家，把幸福树放到露台上。母亲又
开始每天给它浇淘米水。

春节过后，万物复苏，嫩绿的小草已从
土里探出头来。可是，被修剪了的幸福树，
依然只有那些枝条突兀着。完全没有要发
新芽的意思。母亲每天给幸福树浇完淘米
水，都要在树前默默地站一会儿。我知道，
这是母亲在跟那棵树用心交流。这一次，
母亲在我们新的家里住得舒心。时间也过
得快，从春节到五一，近三个月，老太太对
新的小区已很熟悉了。母亲在小区认识了
新的朋友，时不时回家跟我们讲，隔壁单元
的老两口是在给儿子带娃，哪家的老太跟
她一起在小区散步了好几次……

五一节放假，母亲还是说要回老家
去。我只好送她回，临走时，她仔细地观察
了那棵幸福树，跟我说，这树快长新芽了。
我也凑近看了一下，并没看到异样，但还是
顺着母亲说，肯定要发芽的。

母亲回县城小住了一段时间，就回老
家去了。我依然只是三两天给她打一次电
话。问候她的身体，走路吃饭睡觉等，然后
聊到天气，她说，老家周围到处是绿油油
的，你家的那棵幸福树，已经发芽了吧。我
没挂电话，跑到露台上去看，幸福树果然已
有了新芽从突兀的枝条里长了出来。我在
电话里告诉母亲，她在那头说，发芽了好，
发芽了好！母亲的高兴通过电话无线传输
到我的耳朵里，这幸福感竟毫无衰减。

（作者单位：重庆铁路中学）

幸福树
巴山狼

不为秋风逼近
只为花儿，只为那些离开枝头
迟迟未归的花儿

尽管没有一朵，对叶子说过谢谢

叶子还是要寻找那些花儿
对根的情有多深，对花的意就有多厚

为云朵遇上花儿歌唱
为蜜蜂采集花粉起舞
远不如，纵身一跳，来得豪迈

落到土里，提前抵达生命终点
掉进水中，开启一场奇幻的金色之旅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落叶辞
海清涓

饱经沧桑，却风骨犹存，令人过目不
忘，肃然起敬。这是一册老旧的交通工程
图纸，年代久远，却异常少见：“西南军政委
员会交通部公路工程标准图”。制作时间
为1951年，距今刚好70年。家中无人在
交通部门做工程技术工作，我怎会有此物？

26年前，我业余收废书旧报，一日就收
到了这物。我接过一看，眼前一亮，首先被
这最上面一行大白字所吸引：“西南军政委
员会”。单见这几个字，就有来头与分量，
我立刻收下，宝贝样留存家中，让人怀想，
也作纪念。

这册旧图，蓝底白字，沉甸甸的，近1
斤重，粗看像一叠洗得发白褪色的老蓝
布。长0.36米，宽0.24米，厚0.01米，左边
串扣细麻绳，又加两颗铁钉铆住。腰部对
折，重合折叠成一部厚厚的大书状。虽日
久年深，除了封面对折处略有破损、四角稍
有卷曲毛边外，却并不见发黄变质遭虫蚀。

它不是一般的纸张，没含一点化纤。
每张厚薄如常见的牛皮纸，却比牛皮纸柔
软有绵韧性，触之没有“纸”的冰凉冷硬感
觉，温润如摸老土布。它不是丝绸，也好
像不是纸。理伸折角，就像抹平皱衣，不
留痕迹；折皱处拉直或反折，也不裂断脆
开，韧性如初。也许是传统的竹子打浆制
造的纯手工老土纸。图纸蜡纸雕刻，然后
晒制而成。

它字迹工整，一笔一画，近乎当今印刷
体，可见设计人员的一丝不苟。

它图文清晰，内容丰富，有桥梁、涵洞、
隧道、路基、桥址、渡口等各项公路工程的

设计施工要求。全图共35幅，除一幅署名
为“江国正”和6幅未署名外，其余皆为“刘
贻训”“向宗孔”二人所制。这些设计人员
如果健在，也是近百岁的老人了。看着这
飘逸的签字和规范的设计图，敬佩之情自
不待言。这些默默无闻的工程技术设计人
员，夜以继日，伏案劳作，就把新大西南的
公路质量要求的蓝图描绘了出来，怎不令
人钦佩至极！

大西南，山高坡陡，沟深谷幽，溪壑纵
横，地形复杂，来往不便，本来交通就闭塞，
再加上在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有的旧公
路，道毁桥塌，破坏严重，交通受阻，被迫中
断是常有之事，而当时的公路建设者们，就
依据了这册图纸要求，抬石运砂，夯基筑
坎，披星戴月，不舍昼夜，铺路架桥，排除故
障险情，使交通很快恢复通畅；还在短时间
内，修建起了一条条崭新的公路，从而保证
了整个大西南交通枢纽的正常运转……可
以说，这册普通的图纸，在大西南的各条公
路建设中功不可没。看着其貌不扬的朴实
图册，犹如拜见一位耄耋老人，怎不叫人肃
然起敬！

这册旧图，对于当年奋战在西南各省市
交通战线的老同志来说，也许并不鲜见，但
于我，一个行外的晚生后辈，却格外稀有珍
贵。在这和平幸福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怎能
忘却这些最初的公路建设者和设计者？

我不知保存这本图册有多大价值，但
紧锁书柜里，让它把一个久远的故事传讲
下去。

（作者单位：酉阳自来水公司）

老图纸的故事
姚明祥

儿子读初中时，有一天拿了学校要求
阅读的一篇美文《风居住的街道》让我欣
赏。随后，在网上找到了同名的经典曲子，
初听到这优美、缓慢、抒情的旋律，内心顿
觉如寂静山林般安静下来，白日的喧闹、工
作的烦躁、家务的劳累在这一刻都遗忘。
二胡的忧伤与钢琴浪漫交织在一起，一动
一静，一个温婉一个低沉，一个娓娓倾诉一
个细细聆听，犹如两个遥隔千山、相互爱慕
的爱人，虽分离不曾相逢，却心灵互通。

从此一听倾心，百听不厌。
每当心情郁闷烦躁之时，我会把这首

曲子听上一听，哼上一哼，犹如一股山间清
泉潺潺流过心间，紧张、疲惫之情为之一
松，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午后，初秋，微
凉，无人经过的静谧街道，呢喃的风轻轻拂
过树梢、吹过花台、掠过屋檐，只有那清澈
空灵的旋律随着风儿缓缓飘荡着、飘荡着，
直达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去年深秋，我和朋友来到了彭州的白
鹿小镇游玩。这是一座以普罗旺斯区的法
国小镇为原型打造的风情小镇。我们到的
时候已是傍晚，天色墨黑，四周模糊，什么
也看不见，只觉一阵清冷之意蔓延心间，好
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旅店，匆匆住下，心里却
一直有隐隐失落。

第二天一早，我们出门来到街上，原来
旅店就在当地的农贸市场旁，吆喝声、交谈
声、吵闹声，声声不绝，给清晨的小镇带来
活泼生气。穿过市场，上了一坡石阶，拐了
一个弯，几株高大金黄的银杏树映入眼中，
或许是昨夜淅淅沥沥下了一场秋雨，地上
铺满了重重叠叠的银杏树叶，犹如一袭华
丽的锦缎，耀眼而不张扬，为我们缓缓拉开
了一幅盛大的秋日觅景图。

街上游人寥寥无几，我和友人来到小镇
中心，一条笔直的街道长长延伸，两边是七
色斑斓的小屋，多彩石头筑起来的圆楼，童
话故事里般尖尖的屋顶，精致繁复的装饰花

纹，异域风情尽显眼前。顺着这条大道向上
走，几条岔路交错其间，两边依然是类似的
建筑，但是仔细一看，每一栋都有自己的特
色。这边中间一个高高的阳台，密密层层的
绿色藤萝垂落而下；那边一栋门前花台栽满
玫瑰，隐隐嗅到芬芳香气；左边一栋有个大
大的落地窗，站在镜前，自己的身影也透过
彩绘玻璃窗朦胧可见；右边一栋简简单单的
台阶，门前有两棵高大笔直的法国梧桐，枯
黄的树叶随风摇曳，不经意间飘落；远处山
坡上，一座哥特式教堂矗立其间……

恍惚间，我耳边想起了一阵熟悉的旋
律，是那忧伤倾诉的二胡声与婉转回应的
钢琴声，蓦然回眸，这个空旷、静谧小镇中，
难道不正是我脑海中无数次幻想的《风居
住的街道》中的画面吗？——呜咽的风飘
过山水万重，路过烟雨千重，来到这里，爱
上了那一抹淡淡弥漫着的薄雾，爱上了那
长满青苔的石阶，爱上了那屋顶袅袅炊烟，
爱上了那轻轻颤动的晶莹露珠。

漫步在宁静如画的街道上，耳边仿佛
听见钢琴、二胡伴奏的曲子缓缓弹奏,心中
无比安心。只想就这样走着，走着，走到天
荒地老……

我在一间咖啡馆的门前停下脚步，人
生的无奈，岁月的伤感，纷至沓来的前尘往
事，此刻都涌上心头，可是心间却一片清明
淡定，这曲子似乎有种神奇的魔力，扫荡内
心深处的烦忧、不安，让人不由心间柔软，
而当我此刻身处这梦中千百次幻想出现过
的街道中，如与一位旧友重逢，欣喜之情充
斥心头，彷徨、孤独消失不见。

有一股坚定的力量犹如青青绿草从我
心间簌簌发芽，岁月漫长，过去的不再留
恋，未来的不必憧憬，且让我深呼吸，浅莞
尔，让这风停留的街道藏于心间，让这美妙
而空灵的曲子相随左右，继续洒脱地在这
凡尘世间前行吧！

（作者单位：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风居住的街道
李秀玲

往/ 事/ 回/ 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