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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哪里不舒服？”驻村书记樊珍军一踏
进老家的门，就问。80多岁的老娘，身体一年
不如一年了。

“没事，只想见见你。”娘看见儿子回来，
满心欣喜。

很久没回来看望老娘了。村里工作一茬
接一茬，就像割韭菜，今天割了，明天立马又
疯长。爹去世以后，娘一个人住在乡下，有个
感冒发烧的小毛病，就硬扛着，万不得已，才
给儿子打电话。今天上午接到娘的电话，但
还是脱不开身，傍晚小樊才得以赶回老家。

吃完娘亲手包的饺子后，儿子正要转身
出去。娘赶紧说：“你等一下。”说着进屋端出
了针线篓。

“娘啊，你这是干啥？”
娘拿出指甲刀，对儿子说：“来吧，修修指甲。”

“娘啊，我的指甲咋啦？”
“看看，你的指甲太深了，指甲缝一圈黑

污！”娘拉住儿子的手，努了努嘴说。
前几天小樊忙着帮村民摘棉桃，指甲还

没修剪，是有一些黑污。
娘拉了把椅子坐在对面，拉住儿子的手，

打开指甲剪，说：“今天让你回来，就是专门给
你修指甲！”

“啥？你不是打电话说高血压又严重了

吗？”小樊疑惑地看着娘，但见她眉毛立起、一
脸严肃，就不好再问，只得顺着她。如果再跟
她犟就惹她不高兴了，娘高血压就真升了。

娘指着儿子左手食指上的一道疤痕说：
“还记得这道疤痕吧？”

当然记得！小樊当驻村书记的第一年，
村里遭遇了洪水，他乘着冲锋舟搜救受困的
群众，三天三夜没合过眼。极度的疲劳，让他
浑身没有力气。当他破窗把一位老大娘从家
里背出来时，腿脚一软，眼看要滑倒，他顺手
一把抓住了窗条，人站住了，可是手指被一块
玻璃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我知道后，挺心疼的，但又很自豪。”娘
抚摸着那道伤疤，说：“你像你爹，是一个真干
事的村官儿。”

娘又摸着儿子的大拇指，说：“这厚茧啊，
干了不少农活儿吧？”

“是啊！”小樊感慨道，“村里10个大组，每
一个组我都要去，好几个组在山沟里，并且几
乎都剩着老人妇女，每逢抢种抢收，我都要组
织成立党员农忙先锋队，带头为村民栽秧、割
稻谷、搬玉米啥的。特别是这几年，实施精准
扶贫，几个扶贫户家我去的次数就更勤了。”

娘拿了一把小刀，一边仔细地帮小樊削
去厚厚的一层老茧，一边说：“你小子行啊，比

你爹当年强多了。”
爹从部队复员回来，当了十几年村支

书。那些年，植树改田，筑坝修水库，修蓄水
池，爹都冲在最前面，是出了名的拼命书记。

“虎父无犬子嘛。”小樊笑道。
“虎父无犬子？”娘笑了笑，脸上的表情慢

慢又变了，头一低，深深叹了口气。
这一叹都勾起了母子俩的心事。小樊

的大哥一直是爹娘的骄傲，不仅是村里第
一个大学生，也是村里第一个在县里当干
部的人。但大哥几年前因受贿进了监狱。
爹平日工作积累，负重过多，听闻消息当时
就气血攻心，在工作岗位上脑溢血而去，全
家人能不伤心吗？

良久，娘抬起头来，对儿子说：“知道为啥
要给你修指甲吗？”

小樊摇摇头。
“听说你要提拔了，所以想给你修修指

甲。乡亲们说，这做人啊，手指甲不要深了！”
小樊心里咯噔了一下：原来朴实的老娘

明大理呢！说一个人“手指甲太深”，是当地
方言的说法，就是说一个人心太狠就爱乱伸
手。陈毅元帅曾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驻村书记小樊眼窝一热，冲娘点了点头，
一双手充满了干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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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沱江里，有远古的心慌，一波一波，

从丘陵倒影婆娑的腰身上，洋溢一张张脸。
他们像我 35000年的母亲，产下的儿女，一路
掀起的巨大回响，轰动家园，葆有风云变幻的
世界，把整个民族从历史发展中向前推进了
几十万年。

黄帝炎帝，只不过从她荆棘的小路来，一
滴一滴把我们孕育成花朵，又把秋天的果实
撒满高低起伏的版图，让风携带种子钻进芽
瓣的缝隙，让雪沉淀钢牙的心气，从冰鞘伸
出春天的小脑袋，一个个环绕土岗，以绿的
冀望迎蓝天空，

就如今天的人，依水而居。

2
依然飘着水的模样，撒开衣服，袒露胸

肌，展示柔情和力量。他们谈起过去绘声绘
色，充满骄傲，像我翻开史书的每一篇，有乌
云滚滚，雷声阵阵；也有江水滔滔，花草齐
鸣。

他们分散活动，又闪电集合，在神话和传
说中，打开自我，以笑对人生的无限姿式，延
续着民族的万花筒，默默厮守，永不凋亡。

纵然硝烟四起，抱团取暖，他们依然分化
瓦解敌人的罪恶，从可圈可点的安岳石刻、
半月山大佛，到乐至报国寺、丹山白塔，以及
古三贤、今四杰，往前再推几十万年，这些高
堂庙宇和人物，只不过是今天突出的样板，还
有更多不事炫耀的宗旨和灵魂，天天在我们
身边，护佑豪气和真诚。

只是今人贪于欢喜，没有觉察到他们开
枝散叶，弥合着水，从雪域高原、平川大地，从
黄河长江、溪涧湖泊，皈依每径路、每茎叶。

3
如守护的亲人，如归还的大雁，如演出

的道具，如覆盖的风尘 …… 让别有用心者望
梅止渴，望洋兴叹，望尘莫及，望而却步，大

失所望，也不得一望十。
而我们因受教启发，才望高雅，而一望

无涯，众望所归，不负众望，守望相助，而得
蜀，得一川中，传进众多的耳目，在这里，欢鱼
得水，如水大鱼欢，跳龙门，托起早晨的火红，
与沱江的晨辉相映成趣，拟作千里马，顺风
耳。

艺术之光里，孔子这个人物，是民族瑰宝
中闪耀的明珠。他的思想以中庸交融水火，
延续万古流芳，也是访苌弘，弯过几道弯，才
在沱江饮下晶莹旳一滴。

4
就是这一滴水呀，从沱江出发，中华民

族才休养生息，传递胸有成竹的情韵。
上下五千年，我们以儒为本，不停地在水

中换气。君子动口动手不断沉淀浩然正气、
民族大气 ，以静制动，以动制静，才动静相
宜，宁静致远。

或者，以蜀道之难还治蜀之身，汇聚大
渡河、岷江、青衣江……之急流喘息，平静
地渡过来自青藏高原的大风大雪，来自太
平洋沿岸的滔天巨浪，才在这里，得益于小
小的浅丘，素无忌惮地开花，毫不留情把果
实分布在温馨的土地。

就在今天，一度消失的雁，因为水清、景
美，又妆成一队队恋爱、探亲的美人，视察了
这雄性肌肤上旺盛的激情，那些原始的护雁
人，唯一的憧憬，就是要包装雁队归来的打鱼
人、洗衣妇，以知恩知暖的水，唤醒良心尚未
泯灭的欢乐与呼号，用打渔船的方式，从此岸
到彼岸，为雁寻找一片天空、一域净水。

5
当人类文明每进一步，水就清一层。
这岸边的水草，亲切到除了荡漾，就是见

底的绿波在船舷拍响。你听，大雁在上，鱼虾
在下，多像宽敞粮仓的合唱，只奏给从善者，
从来没向作恶者低头。

不管历史如何拱卫出现实，饮食男女只

因为水，因为雁，因为文明奏响的欢快步声，
才这么自信、从容，从下流到下；才爱得这么
深，这么动情，才融合了荆棘荒野，垦出一条
条高速路，一道道高铁。

不是因为丘浅，我们就心低，而是上古曲
曲折折的旋律，因沱江而天成，我们才在上，
趁年少轻狂，把天拱得这么蓝，这么高。

无数粗粝的日子，因得《论语》才还原了
苌弘化碧 ，才在这里充满动感，唱起织网歌，
跳起雁儿舞 ，走过弯弯曲曲的丘陵山岭，趟
过婉约柔曼的小桥流水。

6
趁阳光正好，露珠未尽，拍一张早晨的靓

照，从微信传出去，让更多人看到、了解、羡
慕，因为不曾抵达而急得要死。

多好的水土，不是因为“资阳人头骨化
石”比“北京人”“山顶洞人”早，而是她的真，
惟妙惟肖，拱卫出的旧石器，确在晚期沉淀了
辉煌，让苌弘化碧，杜鹃啼血，孕育开出了很
多花。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朵“资阳
花”。 它秘而不宣，藏着刀，藏着枪，只要祖
国需要，隐去马蹄，坐上特快高铁，分流到每
个需要的线上点上，守职尽责，化成一曲曲似
如沱江的英雄华章。

你看，雁归来，雁在飞，有关远征的队伍，
在“资阳人”的头顶，继续坚强，美轮美奂，唤
着新的梦想、新的方向。 这里不仅有“资阳
八景”，还有畅意定格的迤逦版图，一层层掀
开的雄浑歌谣。

7
许多时候执意比现实更重要，许多时候

雁归来不仅仅是一个好预兆，我们的敬意，我
们的信仰，我们的精气神，不只是对先贤、对
英雄、对美女、对往昔；不只是因为努力、挑
战、前进；不只是生命的尊严，不只是潮流退
了又来了又覆盖……

还有向上的心！

资阳人在上资阳人在上（（组章组章））

□□ 郭郭 毅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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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书记驻村书记回娘家回娘家
□□ 龚大烈龚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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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娥湖的雨从春天出发，一直
走到秋天，在乾元农庄和二娥湖山
庄的上空飘落，令湖中的鱼儿舒展
筋骨。雨势蓬勃了湖岸庄稼的生
长，庄稼吸足了水分，便逐雨水而舞
蹈，随四季而青黄。

霏霏春雨中，人们出门打望二
峨湖。湖水就在人们的打望中妖娆
起来，把每一颗水草都妆扮出了多
彩的模样。春天里，种子没有跟在
你身后来到田野；到了秋天，庄稼也
不会跟我回家。

推开窗，我在春天里妆点二峨
湖，二娥湖在秋天里也在妆点我。

那一年，我行走在二娥湖畔，
仿佛和二峨仙女纠缠在一起，感觉
自 己 也 不 过 是 二 娥 湖 中 的 一 尾
鱼。如果我流泪了，最先感知的就
是二娥仙女，她会轻轻地拍着我的
肩膀，对我说：“别怕，世间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我的脸会红得像岸
上的红高梁，在这二娥湖里，我就
是你身边的一丝水草，吸吮着你的
雨露，这里就是我的家乡。

那一年，我走过二娥湖的每一
个地方，我看见乾元农庄如尹甸园
般的美，二娥湖山庄如梦幻似的仙
境，矮哥的茅屋飘起了炊烟，村姑
的小黄狗吐出了舌头，村民们怀着
不同的心事在田野里播种。那些
花生、玉米、红苕在农人的吆喝下
集体向秋天发起冲锋，它们不向秋
天赶路，它们就是秋天，就是绿色
和 金 色 交 织 着 的 五 谷 丰 登 的 秋
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二娥湖养
着一方高粱、玉米和红苕，同样养
着一群如高梁般在村口巍然站立
的男人。那一群如莲花般花枝招
展的女人，有着湖水浸润出的洁白
肌肤，她们在袅袅炊烟中翩翩起
舞，在扬花抽穗的季节浑身散发出
母亲甜甜的乳香。

那一年，我只需望一眼岸上的
庄稼，望一眼村中的女人，荡一叶
偏舟，吆喝着那一群鸭子，欢快地
游向湖心，野鸭白鹤纷纷起舞。这
些湖中的精灵不知道乡愁的味道，
思念是串进城市里才有的。在城

市里，没有人知道二娥湖的疼，人
们都觉得自己比二娥湖大得多，比
邻居忙得多，直到有一天二娥湖的
米香飘进城里，人们吻着米香才记
起故乡，才思念起二娥湖来。

藏在湖中的鱼是有力气的，鱼
是二娥湖的生命，也是湖中的精
灵。它们，一年一年在湖中嬉戏、
游动，将二娥湖的生命一代一代传
递下去，因此二峨湖里就有了激情
和语言。做一条二峨湖里摇曳的
鱼也未尝不好。做一条鱼，就拥有
了湖水的骨肉；做一条鱼，就被二
娥湖带回了家。鱼说：“你看不见
我眼中的泪，因为我在水中。”湖水
说：“我能感觉得到你的泪，因为你
在我心里。”

我多想做你湖畔的一株垂柳，
在一片片风中舞动，会令你死去的
心复活。

如果垂柳不会言语，你就得替
它说话。虫子爬到垂柳身上，你就
说“痛呢”；烈日晒在垂柳背上，你
就大呼“渴啊”；那痛和渴虽在垂柳
身上，你心里却觉得不安生。

我多想做你湖畔的松柏，以挺
拔的身躯，日日为你遮风挡雨。

如果乌云聚顶，我会对你说，
躲在我的身下，雨滴就打不到你
了；如果狂风骤起，我会对你说，别
怕，有我呢！

我多想做你湖畔的灯盏，夜夜
为你照亮心中的伤痕，在一夜夜黑
暗中给你丝丝温润。

二娥湖啊，我终于回家了，行走
在俊伟的提坝上，耳边依然还响动
着布谷鸟的叫声。把你的耳朵伸长
些再伸长些，往狂风的深处听听，也
许你就听到了垂柳、松柏的呼唤，听
到了猫头鹰在爷爷的坟头鸣叫，还
有麻雀、田鼠的声音；听见了那远古
的磨镰声、舂米声；还有手推车的咕
咕声和牛的哞哞声；众多的声音混
杂在一起，在月光下越传越远，转眼
就弥漫成了一片湖香，一坝稻香，将
这片湖光山色连在了一起。

窗外的二峨湖啊，远方的游子
回来了。

窗外二娥湖窗外二娥湖
□□ 罗罗 坤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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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
啄开了春天的大门
你撸起袖子
扛起墙角冻伤的锄头
抓一把阳光，将它磨成亮色
把冬眠的责任地
敲醒
你跳进水田里
塑造一尊雕刻
一位脊背弯曲的老人赶着一
头老牛
春耕
颗颗汗珠滚下去
惊动黄昏

芒种，解开燥热的时节
小麦的性格比骨头还硬
麦芒，梦想刺破青天
积攒了一季的心血
甩开膀子 你
一镰把太阳割倒西边
疲惫的夜色
被你慢慢扛进竹院
继后，席地而坐
畅饮凉凉月光
并和老蒲扇手拉手
叙谈

那年秋天，母亲割柳条
不慎从村口一颗柳树上

跌落黄泉
从此，你
每年秋天都要去那棵树下守
望
柳叶落完
颤抖的双手
一片片捡起不住叨念
这是母亲对我们的思念
柳叶在灶膛，点燃
跳动的火苗，化作
笑脸
多像母亲
温暖的语言
依依不舍的炊烟
房顶盘旋
父亲把冷却的柳叶灰
装进口袋
安放 枕边

雪花，将你鬓发踏成白色
黏着，赊一杯烈酒
暖暖潮湿的心
你抱出一坛老酒
像一对久别重逢的兄弟
笑谈，畅饮
一阵阳光掠过
雪光 静如水
你把没说完的话
装进酒坛 调成香槟
沉醉一个荒凉的山村

父亲的四季父亲的四季
□□ 蒲显建蒲显建

诗意绿洲诗意绿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