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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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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认为，没有亲近过自然的孩子不
知道什么是童年。我不知道，被城市圈养
的孩子将如何去忆起他们带有金属质地的
童年。

在我的孩子牙牙学语之际，我就将她
带至原野山洼，试着寻找儿时那些美丽的
玩伴。我找呀找呀，殷切打探茫然四顾最
终却是踪迹难觅。

多年以来，历经无数风雨晨昏，然儿时
的景象永远如一朵奇葩开在记忆的角落。

春草碧色，春意蒙茸。山野及庄户人
家房前屋后，偶有几株零星的桃李，春风
里，花儿静静开放，夜里忽来几点催花雨，
飞花飘茵零落一地，岁月一般。

春天一来，那些盘踞在树上枝叉间的
鸟窝变得格外诱人。

乡村麻雀居多，而春夏又是产蛋孵鸟
的季节。趁母鸟外出觅食，巢里的小东西
饥荒鸣叫，顽童跃身上树，轻轻端下鸟窝。
在结实的草窠里，有时是几只小巧的鸟蛋，
有时是一窝嗷嗷待哺的黄口雏鸟，它们或
许尚未出毛，皮肤透亮，脑袋比身子还大，
眼睛也尚未睁开，这时的幼鸟是极丑的。
偶尔掏来的小鸟毛茸茸的，绿豆般亮亮的
小眼，可爱之极。

春天的野外，一有空闲，三五成群的孩
子便在一起过家家。

我们的菜肴除了身旁信手拈来的野花
闲草，同伴们稚嫩的目光还会去追寻环绕
身边的蝴蝶、蜻蜓和蚱蜢。

蜻蜓千万只复眼终究没能防备
得了我们迅疾的小手；蝴蝶看似好
扑，但它总会敏捷地从我们围合的小
手轻易划过；蚱蜢最好得手，突鼓的大
眼虚张声势毫无心计，貌似不会转弯或
后退，狩猎只需前方守株待兔。

身边也有嗡嗡穿梭的小蜜蜂，不过，我
们一般是不会去招惹它的，因为稍有不慎，
它将让你长久地享受芒刺在手的滋味。

盛夏，我们尤为惦记邻村那棵杏树，远
望掩藏叶丛密密匝匝黄灿灿的杏子，伙伴
们的口水哗啦响成一片。然有老人看守终
不得手，有聪明者想出围魏救赵的办法：两
人去与老人攀谈，一顽童悄然上树，另几人
树下望风。当老人意识到我们的声东击
西，破竹篙“啪”地一响急追而来。

炎炎夏日的下午，为生计奔波的大人
们就像烈日炙烤下的叶子困了乏了睡意倦
倦。而孩子们却是少觉的，不是下河摸鱼，
就是三五成群找阴凉僻静处玩乐去了。

我们最爱去的地方是河对岸小山上的
那片林地。那里灌木葱茏，林木森森，因此
也是盛夏消暑的清凉之地。

一到夏天，高大笔直的栗树上便成群
结队地出现穿着绿华服的金龟子，它们在
挺拔的树干上上下下，整齐而有序，像是在
进行神圣而重大的仪式。

用棉线套住金龟子毛刺的腿，我们便
成了如来，任凭它怎么翻飞都是徒劳。

很快，我们的手上或小背篓上，都有一
两只嗡嗡叫的金龟子了。

傍晚回家，金龟子被拴在家里那张
雕花朱红大床的床栏上。此物也真够
灵气，夜里附在床栏上并无动静，东
方泛白便开始振翅翔舞，却又被线远

远近近牵绊着不得自由。
雕花大床是外婆的祖上传下来的，近乎

古董，然年事已高断壁残垣，金龟子的歌声
为咿咿呀呀老迈的大床倍添了无限生机。

儿时最喜看蚂蚁搬家，蚂蚁很有团体
意识，它们小小的身姿总是成群结队地出
现，整齐而忙碌。很多时候，孩子的好奇与
调皮会偶尔来点恶作剧：为它们潜藏很深
的家园制造一点水灾，或地震。

一直都觉得，在所有小生物中，螳螂最
具淑女风范，青翠素洁的装扮，昂扬的脑袋
长长的脖颈修长的身形，弧度几近完美的
羽翅。它常出现在向日葵的茎叶上，气派
的花儿阔大的叶片，贵族气质的螳螂“静女
其姝”地依在那里。

一个夏日的中午，母亲命我去一里外
的菜地摘些青椒茄子之类的菜蔬。

我头戴大人大大的草帽，挎着竹篮出
门了。快到菜地了，小小的坡坎上，我竟然
发现一只螃蟹在缓缓而行，青红的壳，拳头
大小。也在那时，我知道螃蟹并非都在溪
涧石底，它也可以是两栖的。

它很快就被我用树枝扒拉进竹篮，我

甚至在幻想炙烤后香喷喷的美味了。
夏日里，玉米收回屋了，墙角小山似的

玉米是需人力一根一根去剥落的。每逢这
时，大伯家总是异常热闹。

大伯读书甚少，却是远近闻名的制作粽
扇高手。他的粽扇细密有致，乖巧、骨感，扇
柄上缀着的红色流苏跳舞似的摇来晃去。

大伯更有讲评书的口才，他的滔滔不
绝口若悬河，很快将院里那些经不住诱惑
的耳朵吸引了过来。大伯最喜讲《水浒》，
每每讲到那些好汉破釜沉舟被逼梁山绝处
逢生时，大伯的好口才总将场面渲染得一
片肃杀，让人徒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
一去不复还”的苍凉与悲壮。

夏夜里，伯母将凉床搁在三根长凳上，我
和要好的堂妹喜不自禁躺在床上数星星了。

在天大地大的乡村夜色里，月色朗朗，
星河灿烂，眼前的屋瓦满是月光，远远近近
的物事都熠熠生辉了。月光里，偶有萤火
虫提着小小的灯笼意兴盎然明明灭灭。廊
檐下，闲散乡邻言笑浅浅，四处蛙声虫鸣，
此番情趣，让人倍感山川岁月的无限美好。

梁上有人吹横笛了，悠悠远远的。那
是守夜人的笛声！

守夜人的驻地是由竹席搭的人字形窝
棚。我曾对这样的窝棚无比幻想，以致于
许多年的风雨过后，月色、蛙声、窝棚一直
以一种意象活在我的记忆里。

人终会长大，总要别离，终究会离故乡
和童年而远去。如今，故乡遥遥，天涯旅
倦。童年的细节终是无法一一细数，它只
能静处一隅，奇异水草般，轻拂岁月的河
岸，幽香缕缕……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遥想被金龟子唱响的童年
孙小芳

第一次遇见牡丹，竟然与所有想象完全
不同。

不在北国，不在深宫，而是在西南一个边
陲小城的山野。

也不再高不可攀，需要仰视。她好像是
从宫中逃出的皇后。脱掉国色，洗尽铅华，一
脸素雅、清淡。长在深山沟壑，开在烟云雨
幕。安静地活着。又觉得她是远嫁他乡的女
子，早已习惯过寻常日子。即便如此，身上高
贵迷人的芳华依旧无法遮挡。

细雨中，置身花海，随绿波上花朵的音符
跳荡。那些远久的记忆在淡去，在消退，只有
悠悠的花香还在勾画着动人的仙姿。

这样的相遇，早已没有藩篱和屏障，也没
有贫富和等级。此刻的她不过一个为了自己
盛装的女子，我就是那个忧伤的赏花人。彼此
照见，彼此沉默。她在潮湿的泥土中开呀，开
啊，仿佛含着青春、爱恋、疼痛，甚至几生几世的
记忆……只是她不掉下来，高傲地伫立枝头。

我前世的姐妹呀！与之凝眸的那瞬，我
的心微微颤抖，轻声喊道。

突然，我看见每一片叶子和花瓣上都是
天空的泪水。

是谁将花中之王流放至此？是那个骄横
霸道的女皇，还是嫉你妒你的达官贵妇？或
者是你自己不愿争宠斗艳悄然隐遁于此？

一千年呀，寂寞如坟。如果，那个故事是
真的。

冬天，武则天带着妃嫔、宫女到上苑饮酒
赏雪，突然来了兴致。“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
知。花须连夜放，莫待晓风吹。”圣旨在无意
识中脱口而出。这可吓傻了百花。她们惧怕
权贵，无奈之下不得不屈从而开。只有牡丹，
认为这是逆天乱地，愤然不从。女皇一怒之
下，下旨焚烧所有牡丹。不仅如此，还将之连
根铲除，贬出长安，扔至洛阳邙山。邙山何
地？沟壑纵横，偏僻荒凉。一直娇生惯养，看
你如何承受这致命的打击？女皇目的很明确，
你骄傲，不屈从，是吧？好，我就要叫你断种绝
代！可没想到，贬到此处的牡丹，非但没死，
第二年春风过境处，满山翠绿，妖娆绽放……

“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从
此洛阳牡丹名满天下。

可是这次，我错了。牡丹当然还是牡丹，
可垫江牡丹绝不是文人墨客眼中的国色，也不
是唐诗宋词里的天香。却原来，她一直在这
里。从西汉武帝年间起，到现在已默默生存了
3000年。她竟是华夏牡丹、山水牡丹之源。

据传，东晋画家顾恺之游至垫江。对阅尽
繁华的他来说，或许没有什么花会让他惊鸿一
瞥。可这次相遇，却让他惊艳、震惊。自此念
念不忘。回京都后，展纸挥毫，创作了《洛神赋
图卷》。如是，牡丹才被天下人熟知。又或者，
才被请进皇宫，被皇权所宠，被文士所爱。

其实骨子里，她从来就如此清寂。她没
在意过那些名分和娇宠，更不在乎那些华贵
与高雅。她柔软的花枝，一直生长着铮铮傲
骨。在花朵的娇艳中，藏着自己的悲欢。

她谦逊，又骄傲。
谦逊是她的本色。贴着大地，扎根泥土。
她如此骄傲。“春来谁作韶华主，总领群芳

是牡丹。”明代礼部尚书冯琦也不禁脱口而赞。
细雨沐峰，静肃不言。我蹲下来，轻轻抚

摸她的叶子和花瓣。有同行诗人说，来了两
年，都没见着牡丹盛放。去年来时，太晚，花
已谢。今年来时，又太早，花未开。其实，遇
见，须得有缘。走过的四季发生过多少事，来
过多少人。有些美，千百年未必有人能懂。
有些人，注定无法相见。

牡丹，有多少心事在藏泥土深处。世人
恒常看重的是结果，而不是开花。可是牡丹
没有呀。开了就开了。诗歌座谈会上，著名
诗人傅天琳说，别的花开了，都会结果，你只
是开花，你谢了，怎么办呀？或许，命运于你，
就是这样，不是每一次花开都有果实。你的
重生太远。你只有春天，没有秋天。

不，有些生命天生高贵，被世人仰视，或
忽略，她皆毫不在意。她活着，活出自己的光
亮和骨气，无意中温暖了尘世中的我们。

“该沉睡的就让它沉睡。该飞翔的，就给它
翅膀。”曾读过一句话。任那些争艳的去争艳，
寂寞的我，独享寂寞。三千年之前，她在这里。
垫江这块土地，毫无保留地接纳了她，成就了她
生命的美丽。三千年之后，我想她依然也会在
这里。在春天歌唱，点染满山满岭的春色。

（作者系璧山区作协副主席）

你是我的姐妹
梦桐疏影

这里能使人
感染神性，
刚获得一份鱼的沉潜，
立马，又添了一种
鸟的腾翔。

鸟都在树上，
金叶飘动，果实硕大。
对于树，
果实重要，鸟儿也重要，
鸟儿
让果实怀孕，成为种子。

三层九枝，寻觅者，
落居于何处？
面前
这幅人生导图，
仿佛在说：
世界摇晃如树，
人都该
有鸟儿的本领。

努力飞吧！
任何落点均为最佳，
尽力了，便是好的。
于是，
永恒在此歇脚，
而人间烟火正盛。

这天地上下之灵物，
它向着最高处，
长长倒影
叠映《山海经》中，
伸向星光；
泥土之下，它连着夏水，
根系
远深过《怀南子》，
让鸭子河
与长江的源头相融。

想来，有的古意，
也是今意。
听，有人在问：

“它属于哪个时代？”
我想准确地告知：

它属于千秋万代。

在三星堆，我就
面具而面具

在三星堆，我，一个
局外人，

隔着三四千年，
凝望一众面具，
得出比谜团更多的

谜团。
然而
无言的面具也在说，
这里曾经上演过，
精彩的社戏。

谁搅了一千五百年
的长剧，

谁碎了坑埋了它，
何以是它落幕的真相？
百分之二里，
无法找到，
百分之九十八所藏

的秘密。

在三星堆，
我只能就面具而面具：
三星堆古人的面具，
并非戴在脸上，
而是一具具
高挂的镜子，
一尊尊神圣的呈现

和向往。
而今人做面具遮蔽

真我，
相比古人，
如同今天的疫情里，

戴反了口罩。

我不再追问

这装满神秘的

是结痂千百年的旧
伤口。

身首异处、碎了的圣物，
被伤口噙含、零乱地

得以永生

破碎——
在伤口里涵养，
像婴儿
又回到有羊水的子宫，
待一把锄头催生。

一个意外后面，站着
一连串惊喜，

不论谁把它们弄碎、
埋藏

破碎了的伟大——
依然是，众多完整美

丽的元件。

大立人的青泽
权杖、面具、神树的

明黄，
在时间阡陌里以沉

伏穿行遥远，
仍无不闪耀庄禾的

底色，
稻穗的光芒。

呵，大地呀！
你生养一切，
而历史的书本，却有

太多的缺页，
看见的，或看不见的，
都留白巨大。

走出三星堆博物馆
伤口呀！破碎呀！

修复呀！
还有许多别的，
我均不再追问，
一心只扑向鸭子河畔
那无垠的广袤。
（作者单位：陆军军

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青铜神树的倒影（外二首）
范志民

诗/ 绪/ 纷/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