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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城/ 市/ 漫/ 记

巴渝凉热入诗心 简云斌

往/ 事/ 回/ 首

被催长的童年 张春燕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领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陈光盛、蒋先
平、秦金洲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
〔2022〕第4122、4124、4125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
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
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
知书、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2年10月26
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仲裁一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
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2年9月7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九龙坡区小叶榕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07MJP5774025）
经决议拟将注销，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
办法》，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来
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2022年9月7日

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外河坪办公室淋
浴房项目进行书面询价，预计金额32400元，工期20
日历天。请具有相应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2
年9月8日下午17:00前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
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供盖鲜章复印件，到我司206室
报名。联系人：朱老师；联系电话：62923675；报名地
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别克商务车一辆拍卖公告
受托我司于2022年9月15日10时在中拍平台（网址：
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别克商务车一辆进
行公开拍卖，现存放于重庆市渝北区。竞买人应在
2022年9月14日17:00时前联系我司办理竞买手续并
缴纳保证金，逾期不予办理。自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9
月14日12：00时前在标的存放地展示。详情咨询：张
18580117157重庆中润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9月7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渝北区迈菲特体育俱乐部（统
一代码52500112077266640N）拟将注销登记，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
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45日内到
本俱乐部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刘代宾遗失永川恒大悦府147-2603房款收
据:编号0306431金额123159元，声明作废。●重庆市南川区东城红太阳幼儿园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编号JY35001190007347，声明作废。●重庆康鸿物流有限公司渝D3348挂营运证灭失注销●重庆宏立物流有限公司渝BV8590营运证灭失注销●上航物流公司渝BR6690营运证号500110014981遗失作
废。诚宜物流公司渝DV7200营运证500110136365遗失作废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新之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王雪松、
沈西（碚劳人仲案字〔2022〕第1276、1277号）与你
单位的劳动报酬争议。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
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出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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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本
委定于2022年10月21日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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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2020年4月17日长寿建玛特购商场开具给云
米的收据一张，编号：NO.8665322，金额3150.00元（装
修押金3000.00元，出入证押金150.00元），声明作废。

山城今夏，实在热得可以，燠热难当之
际，聊以读诗消遣。在网上搜检与重庆有
关的古诗词，发现了几首“苦夏”诗。原来，
古人和我们一样，对巴渝地区的炎暑有过
刻骨铭心的体会。

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杜甫寓居夔
州，写过五律《热三首》，其中有句云：“雷霆
空霹雳，云雨竟虚无。炎赫衣流汗，低垂气
不苏”；“峡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想见阴
宫雪，风门飒沓开”；“欻翕炎蒸景，飘摇征
戍人。十年可解甲，为尔一沾巾”。既畏酷
暑，又伤时事，是老杜一贯的风格。从“峡
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可以想见，古代三
峡一带也很炎热，非惟如今。

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诗人陆
游任夔州通判，从家乡越州山阴（今浙江绍
兴）千里赴蜀，写下著名日记《入蜀记》。还
写了120多首诗，其中有首《苦热》，颇为真

切：“万瓦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
无因羽翮氛埃外，坐觉蒸炊釜甑中。石涧
寒泉空有梦，冰壶团扇欲无功。余威向晚
犹堪畏，浴罢斜阳满野红。”

杜甫和陆游写的是三峡地区的暑热，
重庆城区一带的暑热，在南宋李曾伯这首
《水调歌头》里有具体描述：“今岁渝州热，
过似岭南州。火流石铄如 ，尤更炽于
秋。竟日襟常沾汗，中夕箑无停手，几至
欲焦头。世岂乏凉境，老向此山囚。赖苍
灵，怜赤子，起龙湫。刹那顷耳，天瓢倾下
足西畴。荡涤两间炎酷，苏醒一番枯槁，
民瘼庶其瘳。清入诗脾里，一笑解吾忧。”
李曾伯是宋末名臣，曾任四川宣抚使，在
重庆游历过，对这里的酷热感受很深。

坦率地说，这几首诗虽描写形象生动，
但不算太佳，还不如《水浒传》中那句“赤日
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来得爽快。
看来，巴渝炎夏把诗人们的脑子烧迷糊了，
哪怕杜甫、陆游，也想不出妙句来。

也许写热难，写凉易，好在重庆不仅火

辣如夏，更有清凉似秋。事实上，写重庆的
古诗词，最出名的几首，大都与秋天有关，
如李白的《峨眉山月歌》、李商隐的《夜雨寄
北》、杜甫的《登高》。

《峨眉山月歌》是李白25岁仗剑去国、
辞亲远游写下的思乡之作：“峨眉山月半轮
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
君不见下渝州。”短短四句，连举五个地名，
却丝毫不滞涩，人称“但觉其工，然妙处不
传”。那时，李白的梦想是遨游天下，渝州
只是他的初程，当年他是否在此下过船、喝
过酒，很难说。

百多年后，李商隐从遥远的北方来到
巴蜀，羁旅苦宦。某夜秋雨绵绵，他寄居客
舍，愁绪万千，写下几句诗，让巴山夜雨的
神韵从此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君问归期
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
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首诗有两个谜：一
是诗人究竟写给谁的？妻子，抑或友人？
专家们争论不休。二是李商隐诗中的巴山
究竟在何处？缙云山？佛图关？重庆人也

争论不休。
二李都是匆匆过客，留给重庆的诗也

就这么几首（李白还有首著名的《朝发白帝
城》），幸好是纯金足赤的。倒是杜甫，在夔
州寓居两年零九个月，尽管穷苦不堪、体衰
多病，但狂热地写诗，平均两天一首，竟写
了 480 首，占他全部诗歌三分之一还要
多。老杜的夔州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
高，是他一生诗艺最炉火纯青的阶段。如
《秋兴八首》，佳句多多，一读就秋爽怡人：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
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千家山郭
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
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杜甫最好的还是那首《登高》：“风急天
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
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
新停浊酒杯。”这是他登临白帝城外一处高
台写下的，留下了这首“高浑一气，古今独
步”（清杨伦《杜诗镜铨》）的悲秋诗。

看来，巴渝这片神奇山水，是从不会辜
负诗歌的。无论炎热，无论清凉，无论快
乐，无论悲忧，只要有一颗诗心，就能在山
水间叩响不息的歌吟。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钅敖

面对网络
请多想三秒

杨康

作为网络热词，在“双减”政策出台
前，“鸡娃”是很大部分孩子的代称。家
长们出于对孩子成绩落伍的担心，对他
们不能进入好学校、好班级的焦虑，不
停给孩子打鸡血，让孩子们错失很多童
趣，也让家长们朝夕不得安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曾经是一
只“鸡娃”，也体会过“鸡娃”们的某些
感受。

我出生在大巴山区一所乡村小学，
老妈是那所学校除数学以外什么都教
的老师。语文、音乐、体育……这些武
艺，她都要操练起。上个世纪70年代，
5岁多时，老妈就给我搬了个凳子，让
我坐到教室去听课。小学课程内容不
多，加上我记忆力比较好，期中考试的
时候，老妈给我也发了一套卷子，我居
然能答个大半，成绩在班上算中等偏
上。如此一来，几分欣喜的老妈觉得
我可以正式读书了，便好话说尽，让校
领导同意我就读，班主任就是我老
妈。我由蹭课者变成了正式学生，坐
到前排位置上，正儿八经读书了。

一年级读下来，我的期末考试成绩
是班级第二。读书于我，是比较轻松的
事儿。我还有大把的时间东游西晃，跟伙
伴们打打闹闹。老妈不想让我轻松，在新
学年开学时，一下子把我提溜到三年级。
懵里懵懂的我，就进了三年级教室。

起初，真有点儿吃力，语文还好，
反正靠死记硬背，但数学就不行了。
第一次考试，语文、数学成绩分别是
95、55分。不过那个年代的学习内容
实在太少也太浅，老妈一督促，我的数
学成绩也渐渐跟上来了。一学年结
束，我的成绩又进入了班级前五名。
看不得我玩耍的老妈不让我消停，她
督促我暑假预习四年级的课文。

就在这个假期，老妈调进了县城。
我进入县城小学读书。老妈再一次拎
起我跳级，进入五年级。后来学习考

试的情况，跟三年级时差不多，懵里懵
懂的我，跌跌撞撞地又慢慢跟上了。

那个时候，只要一有空，老妈就要
我读书，要不就做家务，反正见不得我
没事儿酣玩。读书当然比做家务轻
松。除了小人书外，我捧起了老妈说读
起伤心的《红楼梦》，我实在搞不懂她为
什么伤心，也想不明白黛玉为什么要去
葬花，花开过了，花瓣飘落到地上，不是
每年都要看到的景象吗？花第二年照
常要开，用得着哭哭啼啼去葬吗？这个
问题老妈不耐烦回答我，只说多读几遍
就会明白。

也是因为作文写得还可以，我的人
生增加了一则小故事：有次，老师把我
一篇作文修改后，推荐我到县委大礼
堂去念给几百个观众听。主持人在报
了我所在学校和我的名字后，环顾四
周，没见到人。会场静了几秒，他很狐
疑地原地转圈，移开脚步，才看到被挡
在他高大身影后面的我。他不由得笑
起来，下面观众的笑声更响。

老妈那样做，出于什么目的？她
希望我以后成为怎样的人？我一直没
弄明白，而且今生也无法从她那儿得
到答案了——调到县城没多久，我那
脾气急、做事快、对我要求严格的老妈
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记得还在乡村小学时，有次经过学
校办公室，听见里面有人说：“余老师
（指我老妈）太注重智育了。”

这么多年过去，我一直是一个很平
凡的人。若老妈泉下有灵，会不会失望
和伤心？后来再读《红楼梦》，倒是知道
老妈为什么读它要伤心了。

因为有被催长的经历，我对儿子，
就多了几分放任。我希望他长得慢一
点儿，多享受一些童年。人生每个阶
段都有需要完成的事儿，既不要滞后，
也最好别超前。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一直想找块地弄弄，偶得一隅，虽在树
荫下，土层也薄，不会有啥收获，但满足了我

“种”的愿望。
去年种了豇豆，播种后除了搭架就没管

过。但老天垂怜，赐给了我十多根又细又短
又硬的豇豆，没办法吃，就把它藏进了泡菜
坛子。今年不一样，勤快了些，种的品种也
多了些，什么黄瓜、丝瓜、茄子、青椒之类的，
还稍稍施了一点有机肥。

本盼望着有好一点的收成，但今年夏季
连晴高温，土地严重缺水旱得不行。黄瓜只
来得及收获了两三根，就已经蔫了，勉强活
着。母亲实在看不过，便开始帮忙抗旱，天
天凌晨五点多起床浇水，从此我的那些农作
物可享福了，再没渴过。

母亲一向不喜农活，外婆家有自留地，但
她从来不种，外婆宠着母亲，也从未逼着她干
过农活。母亲做家务倒是一把好手，外婆家
的泥巴墙泥巴地，经母亲手后会变得很干净，
简陋的家总是整整洁洁的。后来搬进砖砌楼
房，粗糙的水泥地板在母亲日复一日的拖扫
下也变得细腻发亮。

母亲也宠着我们，就像外婆宠着她一样，
我在母亲身边别说干农活，家务都极少做。

成家后学着做，但缺乏主动性，常常是实
在看不下去才动手，母亲为此没少责备我。
在她眼里，做家务是一个主妇该干的活，家务
也是生活的第一要务。年轻那会儿，母亲经
常来我的小家“视察”，常常是她一边帮忙收
拾一边责骂我。那时我很乖巧，听着就听着

绝不还嘴，现在上了些年岁，脸皮也厚了，
偶尔会怼母亲。

回到种地上，母亲虽反对，在我的坚持
下她拗不过便不说了，还默默地帮着浇起水
来。当第一次听母亲说她帮我浇了水时，很
诧异也很感动，母亲爱屋及乌，从不干农活
的她对我的庄稼怜惜起来，她说她看不得她
女儿种的庄稼被旱得垂头丧气的样子。

那隅地里的蔬菜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
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收获了意外的惊喜。
从地里摘回几根丝瓜，我饶有兴趣地倒腾，
拍照、发圈。清炒的味道恰到好处，特别
香。一边吃，一边看留言，不知不觉想到了
母亲，想到了过往……

之前很多好心叔姨都劝我放弃那隅
地，说不会有收成。他们哪里知道，收获岂
能只算几根瓜、几棵菜，我的收获全在一隅
之外！ （作者系涪陵区作协理事）

生/ 活/ 随/ 笔 一隅之外 王茜

“太过分了，这种人太过分了！”妻一边刷
抖音，一边快速地在手机上输入着。

我一把夺过她的手机，只见她在一段视频
后面写了如下文字：太过分了，揪出这可恶的
家伙！视频中一辆奥迪车跨越实线变道，导致
后车急刹，车内发出婴儿的哭声。

大致翻看了视频后面的评论，无非是“开
个奥迪就可以如此傲娇吗？严惩！”“能看到车
牌，人肉这家伙！”“好心疼车内的宝宝哦！”

“你忘了我给你讲的三秒法则了吗？面对
网络，请多想三秒！”夺走妻的手机，她自然不
开心，我便想办法安抚她。

递给她一杯水，我继续唠叨着，“你知道事
情的全过程吗？你了解事情背后的真相吗？
你有过客观理性的思考吗？”妻对于我提出的
几个问题有点儿哑口无言。

我给她讲了一段我的亲身经历。
大约十多年以前，我因创作了《我不喜

欢有风的日子》等诗歌受到关注。尤其是被
媒体添油加醋地报道以后，事情已经从小范
围的诗歌圈层扩大到社会层面。贴吧、微
博、博客，对我的奇葩评价漫天飞，什么“哭
穷”诗人，什么虚假的分行，更有甚者在我熟
悉的人脉圈里流传出一些杜撰的关于我的
故事。

汹涌的潮水扑面而来，如针尖，刺痛我。
偌大的世界，我无处可逃，无路可走。那段时
间，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与人沟通交流。
我想不明白，好端端的世界，为何突然狂风骤
雨。回想起那段黑暗的时光，网友是把我当做
情绪宣泄的出口。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
那时候我被网暴了。

妻听完我的故事，递给我一杯热水。
“赶快删掉你那段评论吧。在真相浮出水

面以前，请勿轻举妄动。”妻立马照办。

十多年过去了，网络有了飞速的发展，信
息传播速度更快，信息发布渠道更广，信息浏
览群体更多，纷繁复杂的网络有时候会混淆视
听，给人传递不准确的信息。网络给我们时代
发展带来便捷，同时也给我们带来苦恼，网暴
就是其一。

“幸亏那天的评论删除及时，你看，事情又
有了反转！”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妻兴冲冲地拿
着手机让我看。见她如此情绪高涨，我又唠叨
着：“面对网络，请多想三秒！”

“也许，反转的背后还有反转呢？现在
的网络世界传递出的东西，比任何的小说都
精彩，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道德与法律彼
此周旋，口水与口水互相淹没，吃瓜群众永
远在吃瓜！”

“哎呀，怎么觉得我是一个典型的吃瓜群
众呢？”妻嬉皮笑脸道。

“那可不？所以啊，面对网络世界，要取其
精华去其糟柏，要冷静客观、明辨是非。”

接着我又给妻分享了几则有人因为被网
暴而离开这个世界的案例，妻听完后感叹道：

“人言可畏呐。你不给我分析，我以前还真没
意识到呢！”

拒绝网络暴力，营造网络安全，需要我们
每个人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我自己总结了
一个三秒法则——面对网络，当你想发表意见
的时候，请多想三秒。想一想，网络呈现的事
实完整吗？我发表的言论合适吗？会给别人
带来怎样的困扰呢？

妻很赞同我的观点，“是呢！你这三秒法
则很受用啊。只有从我做起，面对网络，多想
三秒，为自己发出的言论负责，这样才会有风
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才能营造牢固可靠的网络
安全。”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