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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诗/ 绪/ 纷/ 飞

月光照临人间 谭岷江

豆花是平易近人之物，原材料是普普通通的黄豆，但我每次吃豆花，总会
觉得惊喜。语调轻快，尾音上扬，叹一句：“呀！豆花。”吃豆花的心情，如同吃
大餐一般。

小时候吃豆花是一件隆重的事，只有在过节或者家里有人过生的时候才
吃。因为磨豆花很费力，工序又复杂，是不可能天天做的。我们家有一口笨
重的石磨，二百来斤，用来磨豆花，也磨玉米或者糯米，主要还是磨豆花。这
里还用到了一点杠杆原理，石磨套在一个T字形木杆远的那端，磨的时候，手
臂撑住T形木杆两边不停地用力推拉，带动磨盘转起来，所以磨豆花也经常
说成“推豆花”。刚够磨盘高的我，每次爸妈推豆花的时候也不闲着，立于磨
旁添豆子。因为石磨一直在动，最初我会把豆子漏到石槽里和磨出的浆直接
混在一起。后来渐渐熟练了，豆子可以精确地喂进磨眼中，又快准又稳。

豆花之轻巧，说它是“水上漂”一点也不为过。但其制作却不是那么轻巧
的，既需要体力又需要技术，大致可分为四个步骤：磨豆子、滤豆渣、烧豆浆、
点豆花。前两个靠的是体力，后两个就需要点技术了，急不得快不得，火候大
不得。点豆花最有意思，过滤后的浆烧开，舀出一些单独放置，撒上糖就是香
香甜甜的豆浆了。再转细火，锅里剩余的浆汁，用胆水轻点其上，均匀打圈，
可见白色绵软之物慢慢在水中飘浮。先是丝状，再是絮状，然后团状，逐渐汇
集越聚越多。最后白白的豆花则完整地凝结在一处了，而原本白色的浆汁变
得清澈透亮。

豆花的生成在我看来像是一道魔法，一斤多黄豆竟然可以变成一大锅样
貌完全不同的东西。当天吃不完的，用筲箕压实了做成豆腐，还能吃两天。
豆花特别下饭，一家人吃得又饱又满足。现在的豆花都是机器磨的了，但

“点”的方式还跟以前一样。碚南大道那里有家豆花馆，每桌放置一口铁锅，
客人来了豆浆入锅，现烧现点，吃起来略有小时候的感觉。

豆花还有些神奇功效。我们村的周某，每次生病，吃药老不见好，但只要
一吃豆花就好了，这也是豆花的形成之外又一让我惊叹的地方。靠豆花治病
的人，不是罕例，邻村也有。

这到底是什么病呢，估计是“馋病”吧。我妈吃豆花的时候，喜欢先把头
埋低凑在碗口上方，她说热豆花的蒸汽可以明目。老妈过生日那天，商量半
天吃什么，提了很多方案都不甚合她心意。后来路过一个不起眼的小馆子，
招牌上有“豆花”二字，我说要不就在这里吃吧，老妈欣然应允。

豆花这道菜，大席小席都上得，大庆小节都吃得。菜丰的时候，它可锦上
添花，菜少的时候，它也可以撑起整个台面。哪怕只有这一道菜，依然可以独
自美丽而不会让人觉得寒碜。豆花的亲戚很多，豆芽、豆浆、豆腐、豆干、豆
皮、豆腐脑，但豆花无疑是这个家族最鲜美的一个。它的口感白嫩、绵软、清
香，不腻人，也不寡淡，恰到好处。白豆花挑进嘴里，入口就化了，然后有一丝
甜甜的回甘。清香中带着泉水的味道、天空的味道，如果我能品尝到白云是
什么味，大概会跟豆花差不多。豆花要配蘸碟，有人嗜辣就多加一勺辣椒，有
人喜酸则多倒点醋，还有多加盐的加蒜的加糖的。这豆花啊，像是原本清白
的人生，麻辣酸甜，最后全凭你自己调配而过出了各种不同滋味。一碗下肚，
整个人生都通透、酣畅了。

吃豆花，是能体现一个人水平的。水平高的人，吃的时候从最边缘着手，
豆花不会散，一点点“蚕食”，调料碟越吃越干。吃到最后，不仅蘸碟干净，豆
花一点不剩，就连盛豆花的碗也干干净净，汤水清亮没有一丝油荤。水平低
的人，从下第一筷就糟糕了，正中央插筷直下，一插一挑，啥也没捞起来不说，
豆花全散了。纵有千钧之力而无法施展，最后只得用勺子舀着吃。豆花水被
舀到蘸碟里，辣椒油又混进了豆花碗中，油花四起汤水飞溅，一塌糊涂。可见
吃好豆花，靠蛮力是不行的，心思要巧，手眼要协调。很可惜，我吃了这么多
年豆花，却每每弄得杯盘狼藉。

北碚有两家豆花比较出名，“唯一豆花”和“张豆花”，在老北碚人心中地位
甚高。它们的位置都在老城，算是豆花中的老字号了，这么多年也不开分店，新
城是没有的。豆花和豆花不同，讲究的店，点单的时候跑堂就会问，要“荷叶”
吗？这个“荷叶”，是豆花中的一种“行话”，表示最嫩的，类似于牛排三分熟。或
许这种称呼是取其形态，如同一枚刚出水的新荷飘飘荡荡浮在水面。

惯吃“荷叶”豆花的人，一定是生活安定闲适且内心平和的人，用筷子细
细挑起来，不疾不徐，挑不好，全部呈小白絮散开，又仿若一滴露珠滚落荷叶
之上左右晃荡，而后摔落成了八瓣。匆忙之人、急躁之人、不幸之人，都吃不
好这“荷叶”，匆忙之人没有时间，急躁之人没有心思，不幸之人没有福分。“荷
叶”之于我，如周敦颐之莲，“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一双筷子颤颤巍巍，根本
没法完整夹起一点，于是更加着急，心不静意不平气不顺，如何体会得了这碗

“荷叶”的真味？
太匆忙了，这半生，忙着学习忙着工作，忙着成家立业，还要忙一切生老

病死的事，却没时间学会吃好一碗豆花。同学周末回北碚，吃张豆花，发朋友
圈，带着炫耀和满足的意味。文案中的“幸福时光”四个字特别惹眼，原来，吃
一碗豆花是如此幸福的事。烟花易冷、豆花却不易凉，此时的豆花，不仅满足
口腹之欲，更是精神寄托，是乡情，是思念，是回不去也忘不了的旧时光。而
我，也不可能再吃到和爸妈一起磨出来的豆花了。

“推磨、摇磨，推粑粑、请gaga（我们这里，有的把外婆称作gaga，平声），
推豆腐、请舅母……”这是一首很土气的童谣，小时候我的外婆念给我听。现
在我妈妈念给我的孩子听，有时候我也跟着念，但却是很小声地念。多么土
啊，我有点担心路过的人听到了会笑话我。也许以后，等我头发白了满脸皱
纹了，也会大声地念给我的孙辈听。他们用最稚嫩最清脆的声音跟着我学，
那声音一板一眼、纯白无瑕，嫩得可以滴出水来，是人间至美。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大地之上，人人心里都有一个老家。老
家是老树的根须，几乎牵扯着人在尘世行走
一辈子的脚步。

在我心里，老家有时是模糊的事物，它是
井水深蓝的一眼老井，是风吹乡人颤抖的身
影，是那些等着我归去的树，还有隐入天幕的
一缕尘烟。来自老家更多的记忆，是那些血
管一样延伸的山路小径，在它们的深处，有着
血亲踏过的足迹。

我降临在老家的那片土地上，是世世代
代生命链条的衔接，其中哪怕是断了一个链
条，我的生命将不是我。焊接我生命链条的，
当然有我的奶奶，她生下了我爸，而后，我爸
张开双手，迎接我到人间来做了他的儿子。

奶奶驾鹤西去13年了，有时她也返回
来，跟我说说话，不过这是在梦中。

有天晚上，我在梦里又见到奶奶了。梦
里，奶奶张着那豁牙的嘴对我轻声呼唤，孙子
啊，带我回老家去看看吧。

梦醒来，我想告诉奶奶，老家差不多已经
无迹可寻了。在奶奶84岁那年秋天，雾气腾
腾中老家的房子，在爆破声中消失了。老家
附近修一个工程，奶奶的老房子拆迁了。奶
奶是不愿意进城来居住，唠叨着要在乡下亲
戚家一同住。有天，爸搂抱住奶奶，几乎是带
着哭腔：“妈，您就来跟我们一起住吧，好多人
说我对您不孝啊。”奶奶愣了愣，她终于点了
点那高贵的白花花的小脑袋。

奶奶进城以后，一切还是按照山里的节
奏生活，她在阳台上望太阳的方向算计着时
间，天黑就睡，天不亮就起床，吃饭时就夹一
种菜，打雷时就习惯性地冲出门说要去抢晾
晒的粮食，等明白过来以后自己傻傻地笑。
有时晚上，我爸带着她去逛大街，奶奶到处找
电源开关，她看见满大街明晃晃的灯光叹息
说多可惜啊，说用不了这么多灯点着浪费了，
要去关掉。

马路上，苍翠绿树中的麻雀叽叽喳喳叫
成一片，奶奶停下脚步，拍打着双手使劲跺着
脚叫出声：“嚯，嚯，嚯！”那是奶奶在吆喝驱赶
着麻雀，在乡下成了习惯，奶奶担心麻雀去偷
吃粮食。楼下小区花园里有藤藤蔓蔓了，奶
奶就找我妈要镰刀要去割掉。

我爸还算是一个孝子，他陪同着奶奶
逛街，和奶奶在屋里不厌其烦地摆那些陈
谷子烂芝麻的事。奶奶只有对老家那些事
情，才能够激发起她的兴趣，擦亮她思维的
集成电路。

从前村子里的老乡，已陆陆续续来到了
城里居住。奶奶在家里坐不住，整天就嚷着
她去见见那些老乡。我爸其实和奶奶一样，
对老乡们一直很友善地对待。

奶奶进城以后，还喜欢在大清早去菜市
场，看那些乡下人担进城的新鲜蔬菜，有时，
菜叶上还挂着露水、覆着霜。奶奶总要蹲下
身去摸一摸，用手指沾露水吃。奶奶常蹲守
在马路边，偶尔碰见一个进城老乡，大老远就
开喊：“朱老三……刘大毛……你给我站
住！”正埋头走路的人闻声后如惊慌蚂蚱，然
后跌跌撞撞跑过来。奶奶和老乡们哆哆嗦嗦
地拉住手不愿意松开，有时还搂抱在一起。
后来，我爸也常这样陪着奶奶，去马路边、巷
道里、楼群中、车站码头找那些进城的老乡，
他们的目光，就像发布寻人启事的人眼中隐
含着梦幻般的焦灼目光。

我奶奶和我爸在城里寻找的目光嗷嗷待
哺，是要一点一点填补心里的那个窟窿。一
旦找到那些熟悉的老乡，就要请回家来吃上
一顿饭，我妈在油烟滚滚的厨房里忙碌着做
饭菜。我爸说，只要奶奶高兴，他愿意这样
做。我妈对我说，我同你奶奶一样，请老家的
人吃饭，我心里高兴。

这样的日子过了2年多，一些老乡觉得
麻烦了我们家，就常谢绝来我家吃饭了。我
奶奶的身子骨似乎也在一夜之间就垮了下
来，她懒得出门了，眼皮耷拉，眼神无力，差不
多每天都是同我爸妈在家里坐着，常常是默
默无言。

奶奶86岁那年的一天，她推醒屋子里坐
在沙发上睡着了的我爸喊出声：“龙大才！”我
爸迷迷糊糊醒来，嘟嚷着问：“妈，你喊我啥？”

奶奶再次喊：“龙大才。”龙大才是我们老家村
子里当年的一个生产队长。

我爸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奶奶那些
日子很是反常，她嘴里常常喃喃有词却听不
清到底在说些啥。奶奶幽蓝的眼瞳中泛出浑
浊的光，她望人长时间不转眼，沉沉目光如把
人要整个吸进去。奶奶吃饭时，常常忘了咀
嚼就直接吞咽了，有次把她呛得咳嗽起来，猛
烈地咳嗽如把瘦巴巴的胸腔咳破了似的满嘴
漏风，嘴里吐出来的全是没嚼碎的食物。

我爸喊来车，把奶奶带到医院检查，医生
告诉我爸，老人家严重脑萎缩，患的是阿尔茨
海默症，通俗点说就是老年痴呆。我爸惊讶
地问，这个病有啥后遗症？医生说，患者记忆
缺失，严重的生活不能自理。

我爸按照医嘱给奶奶服用药物。有一
天，我爸在屋子里黯然垂泪，自己的娘认不
得儿子了，他内心受着煎熬。奶奶摩摩挲挲
着从怀里掏出手帕，走到我爸面前给他擦
泪。我爸哭了，抓住奶奶：“妈！”奶奶混沌之
中的记忆被擦亮，她叫出了我爸的乳名：“发
娃，发娃。”

但奶奶那样的清醒时刻，大多只是回光
返照的一瞬。

奶奶在88岁那年，大小便拉在床铺上
了。我爸我妈每天要换洗好几次，我奶奶瞪
着眼睛，目光里是恐惧，也有恨意。更多时
候，奶奶如一条躺在沙滩上的鱼，疲惫无力地
躺着不动。

我爸陷入了苦闷。有天，一个老家的乡
人给爸妈家送新鲜的土藕来，我奶奶起床，一
下就叫出了那人的名字，我爸欣喜不已。

来我家的乡人们，我奶奶差不多都认出
来了，还同他们断断续续的聊上几句，这让我
爸更犯迷糊了。乡人们说，老人家一直在乡
里生活，她的记忆活在那里。

我爸又喊我堂弟开车，一同把奶奶带回
老家去看看。老家的好多房子都拆迁了，我
爸搀扶着奶奶，奶奶迷蒙的目光突然如被闪
电擦亮，她的目光顺着老家山冈田野滑过，她
一一叫出了那些根植在心的地名：歪梯子、白
杨湾、马鞍桥、千口山、大屋堡、罗家坳……

我爸激动得满眼是泪。
奶奶坐在山梁的石头上说，我不回去了，

不回去了。
奶奶回了城，晚上时，嘴里还在叽叽咕咕

着老家那些地名。
我爸从此常坐奶奶床前，默默陪伴着奶

奶，母子俩的世界，不能交融了，但母子俩的
血流之声，还响在一起。我爸说，每天只要
看到奶奶躺在那里，不说话，但心里也塌实
一些。

只要奶奶还在，我爸就还是一个孩子，老
奶奶的老孩子。

奶奶90岁生日那天，几个老乡亲来了我
爸妈家。奶奶起床，和我们一起吃饭，她自己
夹菜，还给老乡们的碗里哆嗦着夹菜。

奶奶生日过后第8天，还没等到送她去
医院，她的生命之灯，就在家里的床铺上静悄
悄熄灭了。老奶奶临终前，把一个灰布口袋
抖抖擞擞着拿出来交给了我爸。打开那个口
袋，里面是裹了又裹的钱，从百元钞币到一元
两元，慢慢清理，一共是1239元，那是老奶奶
留下的遗产，这点钱，有的从钞币上看得出
来，还是她从乡下带来的，奶奶去乡场上卖核
桃、卖鸡蛋、卖高粱换来的钱，她都攒着。奶
奶执意不来城里居住，也是想少给后人们添
麻烦。

奶奶去世后，有个乡人对我爸说，如果老
奶奶一直在乡里住，看老人家的身体，不会痴
呆，也能够活到100岁。那是村里刘瞎子当
年给奶奶算命的寿年。

我爸缓缓起身说，这么说，是我不孝顺我
妈啊。乡人连说，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

我爸后来问我，你奶奶要是不进城，真能
活上100岁？我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地下的奶奶，能不能给我们在雾中飘来
一声回音。

地下的奶奶，您是不是一直隐藏在老家
的云雾深处。

（作者单位：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传说1800多年前，武神赵云曾领兵驻扎在梁平。七斗
寨是梁平当时最大的山寨之一，想来赵云会巡寨至此，就像
我今天来登寨一样。
从寨脚向上爬，虽不十分陡，却也号称是“千步梯”。往上

看时，“千步梯”望不到头，只见寨顶森森的树木在春风里摇曳。
“千步梯”两侧起伏的山岗，险峻处如刀砍斧切，荆棘丛生；平伏处似
狸猫躺地，种满果树。每一棵树都生机盎然，枝上已长出片片嫩叶，

豆大的幼果羞涩地躲在叶片后面，像极了邻家的孩童。
向上爬时，必然会过“威震门”。这是一处遗留的古寨门，用石头砌

成拱形，并排两人能过，骑马一人可通行。斑驳的墙体提醒我们，这里经
受过不少烽火岁月的洗礼。至今，它仍然发挥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的作用。不信你看，整齐的果树，像不像列队冲锋的士兵？但任凭它们
在风中摇旗呐喊，却怎么也冲不上寨顶。我们隐在树丛里，也扮成攻寨
的兵士。登上“千步梯”，仿若攀上了攻寨的云梯，向着寨顶冲锋，朝着寨
顶呐喊。

呐喊声中，我们一路攻进了三国时代。赵云是我最崇拜的武将，有
“常胜将军”之美誉。一阵冲锋之后，我多么希望出现一声厉喝：常山
赵子龙在此，什么人敢在此大喊大叫，速速报上名来，我枪下不死无名
之鬼！

尽管我喊破喉咙，仍不见赵云的身影，甚至连他的照夜玉狮子马也
不见踪影。我是很想被赵云挑下马的，因为他是“常胜将军”，没有人能
打败他。就是我，也不例外。我不想破坏几千年来他留在人们心目中的
美好形象，否则，我一定会被千夫指。在他面前，我虽败犹荣。

春杪的暖阳，毫不吝啬它的温度，我们刚爬到山腰，就已气喘吁吁，
额尖渗汗。及至山顶，豁然开朗，每一根汗毛都直抒胸臆地张开，享受山
寨上每一缕清风的抚摸。回头看时，“千步梯”曲曲折折，蜿蜒盘旋，缓如
琴键，陡似天梯。

天上的云彩随风变幻，时而莲花，时而怪兽，忽尔，变成了一匹照夜
玉狮子马。宝马是空骑，随风缓驰。宝马尚在，武神呢，赵云呢，他去了
哪里？我的思绪迅疾跃上马背，按辔徐行，俯瞰遥望，四下一片太平，根
本不见赵云的身影，连当年屯兵的营寨也变了样。

营寨成了农舍，寨门蜕变成遗址，中军帐也建成了祈福亭，一口巨大
的吊钟悬挂其中。轻敲三下，声震云宵，余音绕寨，似祈愿、似祈福，祈佑
苍生太平。

寨上人已不多，偶遇一种地老叟，他徐徐道来七斗寨的前世今生。
那一刻，我竟疑心老叟就是赵云，他手中的锄头分明就是龙胆亮银枪，头
上的草帽不正是他的头盔？就是，就是，他必是赵云无疑！我情不自禁
地向老叟抱了一拳，算是向他致敬，也在精神层面与他过了一招。果不
其然，武神就是武神，虽然已是老叟，但一身武艺尚在，令人不敢小觑
——我不是他的对手。

老叟给我讲了很多七斗寨遗落的故事。那些故事，老得像松树斑斓
的树皮，粗糙，布满岁月的痕迹，听来似饮珍藏的老荫茶，耐泡、经品；那
些故事，却又鲜得像草叶上的露珠、树梢上的嫩叶，一掐准流水儿。

不论是老的树皮，还是鲜的嫩叶，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历史有生命，
故事也有生命，遗址同样有生命，哪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成了过往，但
它毕竟是七斗寨的一部分。有了这一部分，才有了七斗寨人文的沉淀与
厚重。

事物通常有两面，七斗寨亦然。如果把“千步梯”和“威震门”当作它
的A面，那么“太平门”这一面就是它的B面。虽然属同一事物，但因了
两面之别，它们的故事便各有不同。

从寨顶另一侧往下，必经“太平门”。“太平门”同样用石头砌成，只是
那斑驳的痕迹尚浅，寨门两侧屹立的寨墙还比较完整，尤其是“太平门”
几个字清晰可见。或许是取了“太平门”的缘故，这里经历的烽火要少得
多，所以才得以保存完整。抑或这是后山的寨门，本身就不比“威震门”
地势险要，不管是攻伐还是出行，自然少些，所以保存较好。

路标不停地导引脚步，我们也不停地兜兜转转，深一脚浅一脚地踏
寻一个个历史时空。脚踩的是现实，踏寻的则是历史，现实总是沿着历
史的痕迹前行。沿着路标的指引，我们不觉已进入一片楠竹林，碗口粗
的竹笋破土而出，有的已长出尺余，它们正用新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
清风拂来，我看见竹叶在交头接耳，至于说的什么，只有用心倾听，才能
懂得。

果然，再往前几步，一棵弯腰的楠竹在向一棵刚破土的竹笋讲述着，
就像爷爷在给孙子讲述故事一样。我怕打扰了他们的天伦之乐，于是驻
足张望，却见地面上躺着一颗巨大的石螺蛳。石螺蛳斜卧在楠竹脚下，
躺成石凳。那一刻，我仿佛听见楠竹在说，石螺蛳原来是一座古墓前的
装饰，后来古墓坍塌，惟有石螺蛳还留在原地。那些行脚的挑夫走累了，
见到石螺蛳，自然要歇脚一会儿，在石螺蛳上坐一阵，抽上一袋叶子烟方
可。石螺蛳觉得让人坐着要比以前当个摆设有用得多、也有趣得多，而
且还能从挑夫嘴里听到许多南来北往的故事。那些故事，经过叶子烟的
石螺蛳的旁边，躺着一座巨石，巨石被凿空做成了放棺椁的坟墓。我注
视巨石良久，希望了解它的前世今生，它却缄口不语。

我仍侧耳细听楠竹的讲述，传说这是一处皇坟。刘备在白帝城永安
宫病逝后，诸葛亮准备将其遗体运至成都安葬。当时已是四月，天气逐渐
炎热，要想从奉节运至千里之外的成都，恐怕途中要腐烂，于是决定就地
安葬。但又怕后人发现其墓葬，便在多地建衣冠冢，设皇坟，以迷惑他人。

这处皇坟到底是刘备的真坟还是衣冠冢，都不重要了。如今，它只
剩下了一处空穴，像极了那被凿空的岁月。我不禁想起杨慎的那首著名
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
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刘备也罢，赵云也罢，都算英雄吧，转眼间却成了一座空冢。惟有那
空冢里长出的楠竹，使劲拔节，使劲串根，终使七斗寨变成青山一座。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母亲来电话让我回去吃饭，她特别强调家里
的新鲜蔬菜多，让我带些到新家去。我到家的时
候，母亲正在做菜。她说：“黄瓜是24楼黄阿姨送
的，她对我最好了；桃子是对门张阿姨在老家摘
的，她对我最好了，上次送的还没吃完，昨天又送
来了。”

“她对我最好了”，这是母亲的口头禅，只要提
到她的那些朋友，她都会补上这一句。一会是25
楼的王阿姨，一会是29楼的田阿姨。我在那栋楼
住了五年多，搬走之前连隔壁邻居的模样都记不
清，母亲才搬来两三年，却跟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处
得跟亲戚似的。

母亲说的其他人我不了解，但她有次居然说
楼下的某女子也对她好，我感觉像是听天方夜
谭。那女子见了谁都一副冷冰冰的样子。我曾在
电梯里听别人议论过她，说她性情古怪，在单位跟
同事的关系也紧张。

记得有一次家里客厅漏水，我正准备通知物
管，那女子就气势凶凶地来敲门，见到我就劈头
盖脸一顿乱吼，说她家的厨房遭殃了，还骂了些
难听的话，气得我跟她大吵一架。从那以后，我
跟她结上了梁子，每次一遇见她，我都故意将头
扭到一旁。

有一次我回去看母亲，那女子在电梯里见
到我，竟然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回来了？好久
不见。”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确定她是在对
我说话，只得讪讪地点点头。她又笑眯眯地
说，你妈在家没？好几天没见到她了，她老人
家真好！

那天我很好奇地问母亲怎么跟她扯上了关
系。母亲淡淡地说，她听说女子一个人带着小孩，
挺不容易的。有次她做了些糕点送去，没想到小
孩子特别喜欢，母亲就经常给她做。母亲说那女
子对她最好了，得知她牙齿不好，还给她介绍好的
医生。平时只要见到她，都会很热情地对她嘘寒
问暖。

“我刚又遇见楼下那女子了，她说您昨晚送的
水饺，她小孩很喜欢。”我将女子的话如实向母亲
转达。

“喜欢就好，她家小孩很可爱的。对了，你先
吃，我把这碗肉丸汤端给三楼的赵阿姨，她对我最
好了。这几天她身体不适，适合吃点清淡的。”母
亲说完就急匆匆地出门。

母亲说的这个赵阿姨我见过，好像是去年才
搬来。前不久，赵阿姨突发疾病，儿女不在身边。
母亲连夜将她送到人民医院。赵阿姨住院期间，
母亲每天在家炖鸡汤，再坐公交车给她送去。我
好几次给母亲打电话，她都说在医院陪护。在我
看来，这明明是母亲对别人有恩，她却老是念人家
对她好。

母亲刚出门，我就听到有人在敲门。开门一
看是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老婆婆，手里拿着一个
大瓷碗。她很亲热地对我说：“你是小芳吧？常听
你妈提起你。这是还她的碗，我女儿最喜欢吃她
做的腊肉汤圆了。”

老婆婆刚走，母亲就回来了，她说那是27楼
的谢阿姨，昨天她做了腊肉汤圆请谢阿姨来吃，再
专门给她女儿做了一些带走。母亲说谢阿姨对她
最好了，上次她俩约着去逛街，谢阿姨看中了一条
围巾，还给她也买了一条。

母亲刚坐下，手机响了。她赶紧按下接听键
说，放心，我会注意的，天天做核酸呢，你也要好好
保重哟！

挂断电话，母亲很开心地说是林阿姨打来
的。林阿姨得知这段时间重庆疫情严重，让母亲
保护好自己。

林阿姨是外地人，和母亲在高山避暑地住同
一栋楼。每年夏天她一家老少都在那里乘凉。母
亲经常做些凉面、饺子、煎饼给她家送去。考虑到
她家人多，母亲每次都会做很多。

母亲说过些日子给林阿姨寄点红糖去，她一
家都爱吃我们这里的土红糖。末了，她仍不忘补
一句，林阿姨对我最好了，得知我腿不好，每次去
井里打水，她都会帮我提。

我终于明白，母亲的那些朋友为啥会对她最
好了。

（作者系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生/ 活/ 随/ 笔

母亲的口头禅

周成芳

老/ 重/ 庆

七斗寨随想 吴天胜 月光照临人间，把人间的美全部唤醒
它照在草原上，照在麦浪里
草原上所有的绿蔓延，无边无际
麦浪里蝴蝶飞舞，也开满了神奇的花
它照在大海上，大海泛起阵阵波光
多像海中升起的仙女，抱着天上来临的天使
月光照在雪地里，静止的雪有了光
照在草丛间，虫鸣有了光
照在花簇里，花香便流动起来
照在村庄里，鸡鸣犬吠便成了天籁
照在写字的纸上，那些字便会活成精灵
像一只只喜鹊，连接成爱着人间的情书桥梁
照在流浪的狗和猫身上，它们便有了影子陪伴
照在一个人的身上，他立刻变得干净起来
在这美丽的月光浴中
我们终将被洗得更加完美
像月光一般，洁净地行走人间（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一城月季 海清涓

百灵飞过，蝴蝶驻足
姜子牙、范蠡、张衡、

张仲景、诸葛亮
在七里园欢聚。天

蓝玉小声说
所有的月季都有年龄

一岁的月季
十岁的月季
两千岁的月季

四十万岁的月季
络绎不绝，美不胜收

月季不光有年龄
月季还有故乡
月季生日，一座城门

打开
从古到今的芬芳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在奉节 林勇

借 宿 竹 枝 路 ，耳 边
响起

刘禹锡东边日出
西边雨的竹枝恋曲
据说，也是在这里
刘 刺 使 远 望 晴 空

云鹤
感叹过春朝逊秋日

蹀躞少陵路，《登高》
里的

滚滚长江、无边落木
都 已 不 再 ，诗 圣 潦

倒的
一生，几乎在此作结
灯花红，酒杯空，薄

土破庐
难 寻 ，只 有 毗 连 的

新筑

诗仙东路、诗仙西路
是李白流放的终点

还是获释后登舟弃
岸的起点

朝发的白帝城仍在，
只是

江边胜景已变湖心
小岛

千里江陵真的一日
可还

古 夔 州 不 见 ，谪 居
这里

流寓此地的诗人们
踪 迹 杳 然 。 只 有

他们
遗 落 的 诗 句 ，俯 拾

即是
在新城街面，在老城

墙垣
在诗城招商引资的

册页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

会员）

风/ 物/ 记

呀！豆花 殷艳妮

心/ 香/ 一/ 瓣

云雾深处有老家 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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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