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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公告：经2021年12月31日重庆市璧山机电附属
幼儿园理事会决议，全体理事一致同意原举办者林文豪将
其持有的100%股权转让给陈丽萍。请涉及我园债权债务
的单位或个人（包括欠款、抵押、担保），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45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前往重庆市璧山区璧青路
1001号我园办公室向我园申报债权债务，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璧山区机电附属幼儿园 2022年10月28日

●重庆大和荣基机电有限公司员工何春梅APEC
商旅卡遗失，证号000108756，声明作废。●蒲锐遗失重庆恒大中央广场开具的000046939房号
收据1份，编号h010967，金额23474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欣语运输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2222042470声明作废●声明：遗失重庆玖玖洪海科技有限公司南川分公
司公章壹枚（编号：5003847029723），声明作废●重庆阳森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牌号渝BY3837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227024700，声明作废。

空港工业园区（空港组团临空制造区）规划环境影响
跟踪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重庆空港工业园区
管委会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空港工业园区（空港组团临空制造区）规划”环境影
响跟踪评价工作，现该项目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
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已在重庆空港工业园区网站https://www.kggy.
com/content/202210/20/c_28053.html 上发布，
如需要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公众可
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在
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
映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联系人：李
老师；电话：67839806；邮箱：348706562@qq.com。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丝路启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罗霞、古国庆、李泽
华、刘偌含、王中欣、叶春兰、郝芬、郭海琴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
(渝北劳人仲案字〔2022〕第2592-2596、2599-2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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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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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巨一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032241242XF）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0万元减少到2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2年10月28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丰悠宅宿（重庆）地产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杜晏秋与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2〕第
4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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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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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仲裁三庭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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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

本人代巧玲不慎遗失重庆中升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出具的专用收据：3522433遗
失￥20000元（两万元）至此原专用收据作
废并失去所有法律及经济效益，特此证明。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我司重庆市渝中区捷贷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与重庆小雨点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于2021年12月9日签
署的 HT202112090112 号《资产转
让协议》，我司重庆市渝中区捷贷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已将下述债权转让
给重庆小雨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2021）渝05民再105号民事
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权；

2.（2016）渝0103民初10900号
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权；

3.（2019）渝证字第45973号公
证书确认的全部债权。

现将债权转让以公告方式通知
各债务人，请各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向受让人重庆小雨点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如有疑问，请联系我司（联系人：
杨阳，联系电话：023-88128237）。

特此通知。
原债权人：
重庆市渝中区捷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日期：2022年10月27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润昌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曹均伍与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2〕第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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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出庭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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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9时00分在重庆市渝
北区松石北路106号附11号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派驻龙山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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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

●重庆景丰门窗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壹枚
（编号：5002257000434），声明作废

●重庆创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綦江南
州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3798102声明作废●森勃公司渝B6A077,渝B6A637,渝B5A196营运证
遗失作废。成泰物流公司渝B7A670营运证遗失作废。
尚灿物流公司渝BOA908营运证500110066215遗失。

旺铺招租
现有朝天门服装批发城盛隆商场负一楼成熟商铺一

间（面积：135平米）优惠对外出租。欢迎有识之士来电垂
询，价格面议。

联系人：晏老师
联系电话：15523205559

山野间，树叶已开始泛黄，枝叶交叠中，偶尔
可见零星的落叶。今年的秋天又到了，我不由想
起黄土下的母亲。

如果母亲还活着，应该是76岁寿龄，但是，
她却在6年前的那个秋天永远离开了人世。原以
为，时间会冲淡和平息一切，但岁月的暗流却与
我较着劲。这些年，每当秋声开始喧响，我的心
都会不由为之一紧。秋天，已成为我生命中难以
解开的一个心结。

6年前的那个秋天，一个瑟索暮晚，母亲实在
太累了，她想合上眼睑休息一下，但从此就再也
没有睁开。沉闷压抑的气氛已笼罩多日，那段时
间，老屋上空，天幕一直阴沉着脸。母亲平静地
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息，她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
走，包括她对人世的牵挂和依恋。那一刻，山梁
沟谷间，草木仿佛也盈着泪花，在那片土地上，母
亲与它们相生相伴、守望相助50载。50年，整整
半个世纪，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确实很短暂，如
果放在宇宙天体运行的巨大时空中，那就只是须
臾之间。但故乡的一草一木不这样看，邻里乡亲
间的乡梓情谊不这样看，50年来，她将自己的生
命，与故土风物化在一起，用人的生命长度来丈

量，可以是一轴散发着泥土清香的生活长卷。母
亲来不及与大家一一道别，她的人生在匆忙中收
笔，一个个散发着温情的逗号或顿号，瞬间变成
了毫无光泽的句号或叹号。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一个生命来过，但又
匆匆走了，卑微的母亲，她的生命大抵与田间地
头的荒草没什么两样。草枯了，春风一吹，又会新
草蔓发。母亲去世了，作为她的子孙，我们替她接
着活下去。当然，在生命法则里，我们也是另一茬
青草，漫过田畴，漫过大地，从而生生不息。想到
这些，我的心尖还是抑制不住微微发酸。

母亲的安息地在一处山冈上，距离村道约三
四米，是我们回老屋的必经之地。马二杆草，学
名应该叫做旱芦苇，它们疯狂地生长。每年春节
前清除干净后，待到次年开春，它们又蓬蓬勃勃
蜂拥而至。母亲一生铲除刈掉的杂草无以数计，
没有想到，杂草们居然很快就捐弃了前嫌，与母
亲握手言和。现在，母亲常年与杂草为伴，我想，
她或许多少有些尴尬。每次回老屋路过母亲的
坟茔，我都要在心里默默地叫一声“妈”，总希望
她能听到，这时，往往会有一两声鸟鸣在草尖上
浮动，是不是母亲在回应了？但细看之下，只有
荒草萋萋，凌乱的野风生出嗖嗖凉意，将无边的
寂寥推向旷远，倏忽间，依旧是人天永隔。这些
荒草其实充当了母亲坟茔的围墙，穿过草径，我
们似乎就能与另一世界的母亲对话。我猜想，眼
前的黄土下，一定埋藏着母亲无与伦比的孤独，
这孤独像秋风一样絮叨，像秋叶般片片零落。

母亲20岁那年嫁给父亲，22岁时生下我，再
三年后生下我弟弟，后来还有一个小妹，但幼婴
时即已夭折。此后，为响应基本国策，她就再也
没有生育过。外祖父的家与我的老家隔着一道
山梁，两家相距并不遥远，小时翻山步行到外祖
父家，也只需要40分钟。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
年自然灾害”，父亲和母亲是幸存者，母亲是在饥
荒结束的第三年嫁给父亲的。从一个贫困潦倒
的家庭嫁到另一个同样家徒四壁的家庭，母亲心
里一定很苦，但生活还得继续，再苦再累也只有
咬牙挺住。听二姨妈讲，母亲是在生死线上走过
一遭的人。冻饿交加中，母亲病倒了，并且很严
重，一直昏迷不醒，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无异于黄
土埋身。就在家人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江湖郎中
用手里的银针救了她，待母亲幽幽醒转过来，已
是3天之后了。母亲常常对我们说，她的命很硬，
就像山上的青杠木。从我们记事起，确实没有看
到母亲进过一次医院，唯一的一次，她却再也没

能站起来。
母亲身子骨看似柔弱，其实她有想象不到的

力气。大集体时，人们靠力气和劳动强度挣工
分，生产队给母亲评定的工分等级与其他壮劳力
相同，这让很多妇女羡慕嫉妒又自叹不如。当
时，我们生产队有个土法榨油厂，需要木柴做燃
料，大家都利用收工后的空余时间，砍柴送到榨
油厂兑换工分，每当这个时候，基本上是男女老
少齐上阵，演绎了一场场特殊年代的全家总动
员。有一次，我也肩上扛着一根木柴，颠着小身
子跑在大人后面。记得那次，母亲一趟背了250
斤，对于一个柔弱女子来讲，无异于是个天文数
字。过秤的会计揉揉眼睛，甚至怀疑是他看错了
数字。母亲的力气由此可见一斑。

艰苦年代，大家日子都过得清苦，农家尤其
需要精打细算，做到“细水长流”。家里的粮食要
盘算到来年秋收，油盐酱醋要匀着使用，甚至照
明的煤油灯，也要将灯芯掐到只剩一点光影。很
多家庭没有总体计划，有了粮食就不管不顾，先
将肚子撑圆，结果不到开春，往往粮食就已告
罄。剩下的日子，只有吃糠咽菜，艰难苦熬。母
亲有她自己的生活哲学，她将所有粮食都平均分
为三百六十五等份，如遇哪年欠收，就用红苕洋
芋等杂粮掺进每天的主粮中，所谓主粮，大多是
玉米面。现在看来，其实也算不上主粮，至于大
米，在农家则是顶级奢侈品了。遇上小荒年，人
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只有无奈地对大家耸耸肩，地
里产得不多，每家每户就分得少。野地里，一丛
一簇的红籽果被人们采收净尽。母亲领着我，背
着背篓，翻过一道道山梁沟谷，终于找到一处人
迹罕至之地。运气实在垂青我们，腥红的红籽果
在溪谷两岸树丛中散发着迷人的幽香。秋风已
一遍遍清洗过它们的身子，见到人来，正在啄食
红籽果的雀鸟只好一哄而散。与鸟雀争食，看似
荒唐，其实是卑微生命的迫不得已。直到暮色四
合，我们终于采满了整整两背篓和一麻袋，倔强
的母亲硬是轮换着背出了野地。那年，正是这种

“粮食”的添补，我们全家才没有饿着肚子。母亲
将红籽果晒干磨面，掺进玉米面中蒸饭，但红籽
面的口感并不好，涩甜腻心，难以下咽，但和豆豉
草、水麻树根茎相比，却是美味佳肴。看着碗里
的玉米面拌红籽面蒸饭，我的肠胃往往突然一阵
痉挛，脑海中会立即浮现出雀鸟啄食的情景。但
我们家没吃过豆豉草和水麻树根茎，尤其是水麻
树根茎，听说那东西吃多了会全身浮肿。

母亲总是教育我们兄弟要走正道，她坚信
“黄荆棍子出好人。”有两类事绝对不能触犯。一
是偷拿别人家的东西。她说，“人要学好，坏手脚
上身，鸡都啄不下来！”有一次，实在嘴馋，趁着夜
深人静，就去偷了邻家的柑橘，这一次，母亲用黄
荆条子抽得我们眼冒金星，好长时间，背上的印
痕还清晰可见。二是在外面打架。我们小时劣
顽，总是三天两头与邻村孩子打架，一旦人家找
上门来，皮肉之苦一定在所难免。母亲从不与人
争论谁家孩子对谁家孩子错，其实小孩子顽皮，
很多时候没有对错之分，这要看父母的心态，是
否为自家孩子护短。而母亲，总是赔笑脸，赔小
心，有时也赔医药费，她的口头禅，“少时不严管，
长大要翻天。”我们只要在外面打架，她从来都是

“有理三千，无理八百。”那时，为了躲避皮肉之
苦，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躲藏。畜圈楼上的稻草垛
中，老黄葛树蓊郁的枝桠间，幽深茂密的油菜田
里，野外荒废已久的石灰窑中，都是我们的藏身
之地。开初，母亲认为我们躲不了多久，一旦天
黑，就会乖乖地出来，时间长了，我们也摸准了她
的心思，总是咬紧牙关，捱至她开始焦急地四处
寻找之后，才灰溜溜地爬出来。这方法很奏效，
那顿皮肉之苦多可免去。

除了以上两种行为，母亲其实对我们极其宽
容，有时甚至到了“纵容”的程度。上世纪70年
代未，国家政策逐渐放宽，大队和生产队对社员
的单干行为也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老家
那地方，地广人稀，林木资源丰富，很多家庭的孩
子都到山里砍柴，卖给镇子上的食店。捡拾生产
队采收遗漏的油桐籽，卖给粮油站，到林子里割
回野青藤，煮熟剥皮晒干后，卖给镇上的藤器
社。总之，凡是能换钱的山野之物，我们都会不
遗余力。一年下来，每个孩子都会有一笔“可观”
的积蓄，大多数孩子都要上交给父母“充公”，但
母亲则从不向我们索要，而是放任自流，我就将
这些钱全部用来购买了连环画。那时的连环画，
笔法优美，构图精致，大多出自黄永玉等大师的
手笔，到我进入初中时，足足塞满了两只木箱。
时过境迁，那些连环画早已不知去向，每每念及，
一丝遗憾会突然从心中升起。母亲对我们的“纵
容”，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上小学时，村里的学
校就在家门前不远的河坝，因正式教师稀缺，一
直以来，都是代课老师在那里任教。我读三年级
时，破天荒分来了一个正式老师，姓文，刚从中师
学校毕业，热天总喜欢穿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

衫。学校在生源和师资都缺少的情况下，只能将
不同年级的两个班并在一间教室上课，称为“复
式班”，文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复式班的班主任兼
全学科教师。上复式班其实很有趣，老师为一个
年级的学生讲完课后，接着再为另一个年级的学
生讲，这其间，另一个班的学生则自行复习功课
或抄写作业。那时，小孩子精力难以集中，有一
天，文老师为另一个班讲课时，我支着脑袋开了
小差。他见状后，就拧着我的耳朵将我提溜出了
教室，我当时一犯愣，竟将文老师的白色的确良
衬衫撕开一个大口子。这一来，当然撞了大祸，
没钱赔老师的衬衫，母亲就用白色的确良线一针
针替他织好。虽然不无遗憾，但文老师却没有多
说什么。这一次，母亲居然没有用黄荆棍子抽
我，令我惴惴不安了很久。很多年后，与文老师
相逢，他才说出了真相。当时，是他要求母亲千
万不要打孩子，我才得以幸免了那场皮肉之苦。

母亲总是竭尽全力供我们读书。我的老家
地势偏僻，人们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多数孩子不
待读完小学，就被家长强行摁到地里务农，大家
相互打趣，“读书堆起一大摞，肚子饿了奈不何。”
母亲则相反，她不识字，讲不出大道理，但她有自
己的看法。见我们很大了还在外面读书，有人讥
讽道，“你家孩子那么大个墩墩，还在外面晃起，
不叫回来干活，怕到时两头失勒你要后悔！”母亲
这时总是埋头干活，从来不予接讪。我高中毕业
果然没有考上大学，有人惋惜，也有人幸灾乐
祸。后者的话语开始含沙射影，母亲从此反倒高
高昂起了头颅。见我还有继续读书的意愿，她当
即做出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决定，安排我每天放
牛，能有时间看书。出老屋右拐顺着沟走3公里，
有个叫偏坡的地方，是一片面积很大的野地，没
有人居住，青草茂盛，离庄稼地很远。每天只要
将牛赶到那里，我就进入了自由的天堂，除了雀
鸟的啼鸣就只剩下呼呼的风声。我就这样开始

“半工半读”，一个假期过去，见父母实在太操劳，
觉得应该自食其力，不能再拖累父母，就到邻乡
的一个民办初中应聘当了代课老师。

记忆中，无论是大集体时代还是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实施之后，母亲总是天不见亮即起床，
她要赶在一家人睡醒前，张罗好早饭，准备好猪
的食和牛的草料。每天晚上，母亲又是最后一个
睡觉的人，她要埋好灶火，整理好杂物，将白天零
乱的生活梳理匀净，为第二天的忙碌做好准备。
像钟表的发条一样，她推开天边的鱼肚白，拖着
一家人迎着曙光，开启每天新的生活，哪怕生活
中长满了尖利的芒刺。她又像一台永动机，永远

都在操劳，永远都
在忙碌，弥漫在岁
月中的灰尘，她似乎都可
以一一清扫干净。母亲已故去
整整6年，我仿佛还能看到她尘
霜满面，在无尽岁月中忙碌的身
影。父亲是远近有名的篾匠，他总希
望我们兄弟克绍箕裘，子承父业，而母
亲总是不以为然，事实证明，母亲是对
的。现在看来，篾匠手艺已几乎没有用武之地。
其实，我们兄弟也跟着父亲编织过蔑制用品，但
无奈慧根不够，终究半途而废。听父亲讲，他能
将篾席编织出几十种花纹，因为我们不争气，令
他总是生出恨铁不成钢又无可奈何的况味。如
今，父亲的好手艺只能成为此生绝唱了。母亲如
果还在人世，父亲的心绪或许不会如此索然。

母亲有一手极好的灶上手艺，邻里乡亲每有
“大繁小事”，她总是全力以赴帮忙操厨。农家办
宴席，操厨的人忙三天两夜是常事，母亲从不偷
懒取巧，也从没喊过一声累，她说，“这叫转工换
活，要当是自己家的事去做。”她的热心，为自己
在邻里乡亲间挣得了好口碑。大集体时代，因为
物质匮乏，常常有赶路人在饭头上来寻口饭吃。粮
食固然金贵，但遇到这种情况，母亲却从不吝啬，她
总是笑脸相迎，并快速地从极不丰裕的餐饭中匀出
一些来让客人吃饱，她对我们说，“客来莫瘪嘴，锅
里添瓢水。”土地下放到户后，我家门前的水田划
给了岩上生产队的农户，如逢岩上有人到田间劳
作那一天，母亲会在午饭时特意多做几份。在母
亲眼里，“远水不解近渴，远亲不如近邻。”

6年时间，快得有如电光火石。这几天，秋风
渐紧，秋雨淅沥，是绵延不尽的大地正在用急促
的秋声洗濯亡者的足迹吗？我想，绝尘而去的母
亲，离我们已越来越远了。

（作者系武隆区社科联主席、区作协主席）

急促的秋声
吴沛

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与泥土对话呢？我不知道。但
我确信，用水泥沥青或钢筋混凝土肯定是不行的，那生
硬、冰冷、僵直的身板，是对泥土莫大的伤害。

但人们偏偏爱用坚硬的水泥沥青或钢筋混凝土来对
待泥土，不断蚕食泥土的天地，以至于使泥土节节败退，
无处可藏。

泥土是纤弱的。它的形象飘忽不定，大者如山岳，细
者如微尘；它遇雨则成泥水，遇晴则尘土飞扬浮于空
中，没有人珍惜它。糊于衣服上嫌它脏，吃在嘴里嫌它
臭，即使摔了个“狗吃屎”，还要将无辜的泥土跺上几
脚，再啐上一口酽痰。纵然是蚂蚁，也可以把泥土无端
地蹂躏。可以说，世间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泥土更卑微
的了。

当第一粒尘土用了一生的时间，在岩石的顶端生长
发育时，以至于它实在太过渺小，没有谁在意它。然而当
它滚滚而下时，它的神性却足以惊天地动山岳。正是有
了这粒尘土，才为死寂的岩石找到了一缕可以追寻的
光。其后，亿万粒尘土紧跟而来，聚沙成塔的原理第一次
在大自然中产生了巨大的威力。

有了泥土，就给水安了家。给水安了家，就予花草树
木一片天地。泥土与生俱来就是生命之根。古希腊诗人
墨勒阿格说：“大地，你是万物之母。”谁见过哪片森林，哪
垅稼穑，悬浮于天际，或挺立在巉岩绝壁？没有泥土，没
有泥土之上生长的禾苗、森林、草地、湖泊、冰川、云朵的
庇护，生命焉能承其之重？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泥土对我恩重如山。
我心中的泥土，它既不像梭罗在《瓦尔登湖》里描绘的森
林泥土那样清奇飘逸与世隔绝，也不像蒙哥马利在《泥
土：文明的侵蚀》中阐释的科学泥土那样逻辑严谨理性井
然；于我——泥土是小时候的玩伴，是我的衣食父母，是
我赖以生存的空间，是我魂牵梦萦无法割舍的情愫，是我
生命的组成部分。我上学读书的学费就是父母从泥土里
刨出来的。

泥土的生存空间逼仄了，但它不会哭泣，甚至不会叹
息，它除了会用大自然的伟力给人类施以颜色，还会以它
特有的方式来表达它的不满，或者是称之为——还击。

在我的老家，隔着一片苦竹林修建了一条崭新的水
泥路，第二年、第三年，最多第四年，滚滚竹鞭便以土行孙
遁地之锐，在水泥路的对面，豁然冒出了几根竹笋来。

在居民小区的人行道下面，榕树的根在地下汲取了
泥土的力量。渐渐地，渐渐地，路面被拱起来，继而开裂，
最终被悄无声息地撕扯成若干大小不等的水泥块。

即使没有树，没有竹，那也没关系，泥土有的是办法，
它无声无息，便将水泥沥青钢筋混凝土埋葬在岁月的洪
荒之中。

泥土最至暗的一刻，是被水泥板子盖得严严实实的
时候。泥土以近乎仰视的角度，用种子作为武器，对水泥
发起冲击。当路缘边的小草如分娩般探出一丁点儿脑袋
的时候，太阳月亮星星乃至宇宙苍穹都用那暖如棉球的
目光，柔柔地庇护着小草，周遭安详而静谧。谁会料想
到，这丁点儿小草，日后能成为一片茂密的草场？以致多
年以后，你行走在一段绿茵茵的草坪之中，说不定，碧草
之下就藏着一段曾经坚硬的水泥路。

换一种身姿，与泥土平视，你就会发现，这路缘边的
小草，其实就是泥土对水泥路无言的抗争。

站在时间的彼岸，洗尽铅华，世间的一切生命，无一
不是从大地中来，最终归于大地，以泥土的形式呈现，或
储存。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顺应土地，涵养土
地，珍惜土地，将就土地，视土地如肌肤呢？为什么不能
让一粒种子自由落体，降落在它自愿去的泥土上呢？为
什么不能让小鸟不再追逐进城的大树和被迫迁徙的泥
土，自由自在地在山谷间快乐地鸣唱和啄食呢？为什么
不能让风不再带着泥土中残留的农药味，和呜呜咽咽的
声声埋怨呢？

我喜欢公园，但我更爱绿地，我们可不可以多留些泥
土，少建些道路广场，或者干脆扔几块青石板，权当一条
通行的道路？

与泥土对话，我才懂得，只有当泥土的属性被充分尊
重，泥土里长出的蓝天白云与苍翠山川交相辉映，绿水青
山才是永恒的归宿。

(作者单位：四川省眉山市政协)

与泥土对话
刘友洪

新城的幢幢高楼抬高了天际线，古朴沧桑的老
街就蜷缩在它身旁。

老街的年龄有150多岁了，当年它是茶马古道
中的一段，布有驿站。住在老街的庞大爷跟我说过，
夜深时，他于恍惚之中仿佛还能听到当年商队运送
盐巴、茶叶、布匹时发出的马铃声。庞大爷的祖父，
就是一个当年在古道上风里来雨里去的盐商。

在庞大爷家正屋的墙上，悬挂着庞大爷祖父的
一幅炭画像。那是一个髯须飘飘的老人，鼻梁挺直，
眼窝深陷，颧骨高耸，神情凝重。其实庞大爷祖父生
前没能留下影像，庞大爷及其家人便对老人的生前
容貌进行追忆，然后口述给老街的画像师黄师傅。
黄师傅花了3天时间，在光阴的深水里打捞起老人的
逼真面容，并通过画像展现出来，让庞家的血亲记忆
被复现和定格在后辈身边。“像，太像了！印象中就
是这样！”庞大爷凝视着祖父画像，呆呆地出了神。

今年67岁的黄师傅，在老街画像已有近40年的
时光了。刚来老街时，黄师傅还是一个精壮的小伙
子。而今我看见背脊如弯弓的黄师傅，常把身子贴
在他老店门前的黄葛树干上喘气，远远望去如一只
大虫与树深情缠绵。那棵黄葛树的漫漫根须如龙爪
般缠绕着黄师傅老店的墙体，结结实实地拥抱，与墙
的生命早已融为一体。

黄师傅画像店内的墙上，挂满了他给老街人画
的画像——为老街人画完像后，有一些他会复制一
份留下作纪念。某天，我在黄师傅的店里闲聊，他指
着墙上画像一一介绍起来，而其中的一些人已经从
老街启程，驾鹤远行去了另一个世界。黄师傅说起
跟他常常喝酒的陈铁匠，眼泪忍不住簌簌而落。陈
铁匠在老街打铁58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成为老街
人心里的钟摆之音。同为老街匠人，黄师傅和陈铁
匠成为了至交，两人都喜欢喝酒，都喜欢喝酒后靠着

黄葛树打个盹。
在陈铁匠去世前的那年秋天，他来到黄师傅的

画像店里，眼神怔怔地望着黄师傅埋头画像。等黄
师傅画完，陈铁匠突然一声叹息：“老黄啊，像我们这
些手艺人，还能在老街待多久？”黄师傅挥舞着双手
说：“哎呀，老街的人都还需要我们嘛，莫想那么多。”
那天中午，黄师傅请陈铁匠去老街卖饺子的食店里喝
了一次酒。两人分别时，陈铁匠突然倾着身子上前要
跟黄师傅拥抱一下，黄师傅感到有点别扭，把身子侧
了侧，伸出手跟陈铁匠握了握。一周过后，陈铁匠突
发脑梗去世。陈铁匠的灵堂内，灵桌上摆放的是黄师
傅给他画的遗像，这也是遵照了陈铁匠儿孙们的心
意。黄师傅跟我聊起这件事时，颇为后悔地说：“喝
酒分别的那天，应该跟那副老骨头拥抱一下啊！”

这些年，人人都可以用手机拍照，喜欢画像的，
还能通过电脑完成，黄师傅画店里的生意便日渐萧
条，但黄师傅一点也不急。老街的街坊们也在一天
天道别，一家一家搬到了新城居住，老街的烟火气冷
落了。依旧守候在老街、尚未搬走的少数人家，只要
望一眼黄师傅的店以及那棵如同老祖宗般的黄葛
树，心里就会漫过一股安慰的暖流。

其实从老街走出去的人，哪能忘了老街呢？无
论在哪里，每走一步，都有老街里生出的根须牵扯着
他们。每逢节假日，回来走一走、看一看的往日老街
人，差不多都要在黄师傅的画像店前驻足而望。有
一天，我看见一个回老街的大哥，突然在黄师傅的店

门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店里墙上，悬挂着这位
大哥父母的画像，二老正浅笑依依地凝望着门
前已鬓发染霜的儿子。

那年我父亲去老街的理发铺子理过发
后，来到黄师傅店里，请他给我那在人世如一

头牛辛劳一世却没留下一张照片的爷爷画上一张
像。黄师傅耐心听着父亲对我爷爷容貌的描述，又
打量着我父亲的样子和神态。一周过后，父亲去黄
师傅店里，见到画像后，轻声说了一句：“黄师傅，我
父亲的嘴唇还厚一些。”黄师傅用炭笔飞快地勾勒了
几笔，感情一向内敛的父亲，突然抱住我爷爷的画像
嚎啕大哭起来，遥遥思念的河流，在那一刻决堤了。
后来的一天，父亲抚摸着画像对我说：“黄师傅画得
太像了，太像了，他是不是在梦里见过你爷爷啊？”

去年秋季的一天，天空的云如棉花一样洁白柔
软，父亲静悄悄追随老街远行人的脚步，也去了另一
个空旷世界。我去黄师傅的店里，请他给我父亲画
一幅像。黄师傅喃喃着说：“我也想你父亲啊，他是
一个大好人。”黄师傅的这句话暖透了我的心窝，我
突然感觉他也是我亲情关系的一部分。

我把父亲的画像放在书房。每当情绪倦怠时
分，望一望画像上的父亲，我心里仿佛立马接上了一
股神秘力量，让我怀着眷恋面对这苍茫人世，顶着积
雪风霜，策马而过。

老街里画像的黄师傅，还在默默守着那面时光
老墙，像一个等候旅人归来的有良心的摆渡人。还
有店前那棵黄葛树，它和黄师傅是一对儿在岁月河
流上泛舟的伴侣，波浪的颜色和他们一样，是金黄色
的。而我们都终将成为墙上画影，成为滔滔岁月河
流里的一圈圈涟漪——但我愿意，就这样宁静地相
守着。

（作者单位：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老街画像人
李晓

在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和几位书
画家驱车前往重庆主城，直奔三峡博
物馆四楼，观看慕名已久的“李初梨
捐献文物展”，这里陈列着李初梨夫
妇俩的毕生所藏。

我在著名油画家陈可之、国画家吕效
书的引领下走进了展厅，几百件珍贵文物
让人目不暇接。这些藏品，展示出李初梨
高超的文物鉴赏能力，彰显了这位革命老
人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眼界大开。

吕效书指着董其昌、郑板桥、唐寅、石
涛等人作品说：“这些画坛巨匠的作品弥
足珍贵，特别是明、清画家夏昶、戴进、沈
周、八大山人、龚贤、王原祈、王石谷、傅山
等人的作品传世更少。”陈可之介绍说：

“1984年，李初梨将其收藏的书画、青铜
器、陶瓷器、紫砂器、玉器、碑帖等500多
件藏品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而李初梨
夫妇宁愿自己过着清贫日子，却对收藏
情有独钟，花重金收藏。”陈可之继续说：

“我和前辈李初梨都是江津白沙人，他捐
赠几百件字画古玩，精神可贵，是我学习
的榜样。”

要了解这位收藏家，还得从他的经历
说起。李初梨，1900年出生在渝西长江边
上的重庆江津白沙镇一书香门弟，这儿山
川秀美，钟灵毓秀。李初梨在白沙读完中

学，15岁时以优异成绩赴日本京都
帝国大学学习工业。回国后，他在
上海创办《文化批判》杂志，传播新
文化与马列主义思想。1928年，李

初梨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文
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担任上海闸北区委

宣传部部长、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新
中国成立后，李初梨出任国家
华侨事务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
副院长。

李初梨一生艰苦朴素，节
衣缩食，将积攒下来的钱购买
收藏品。特别是抗战胜利后，
流散于民间的不少文玩字画，
成为他重点发掘的收藏。离休
后他奔走于北京“荣宝斋”、琉
璃厂古玩市场，倾其所有，先后
购买了数百件藏品，同时也找
到了他老来乐的兴趣所在。

据文物专家鉴定，李初梨
捐赠的物品中，有一级文物20
件，二级文物115件，三级文物
172件。李初梨先生享年94
岁，他的无私捐赠，高风亮节，
让人怀念敬仰。
（作者系江津区作协副主席）

高风亮节的收藏家
罗安会

每一朵木槿花的黎明
都新鲜，都滚动露珠

你赠与我花朵
每一片花瓣，都是一处山水
这些美丽的花瓣，荡漾在酒杯
你赠与我民歌小调
我在异域的风光里，寻到故乡的暖
那些散落在秋风里的方言
流动亲人的表情

我学李白
浪迹天涯，星空辽阔
任一处都可以停驻
我举杯邀月，吟诗
即使学走了样
爱你的心
却那么朴素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温暖的表情
王景云

心/ 香/ 一/ 瓣

凡/ 人/ 素/ 描 文/ 艺/ 范

诗/ 绪/ 纷/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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