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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与口罩
王功平

(通山)

儿子之前没戴过口罩，哪怕小时候在
无度的咳嗽。见他这光景，加之春节需要
乡下，跟着他爷爷挑粪种地，臭气扑鼻的时
吉祥喜庆的气氛，
口罩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候。
让我心里冒火的是三伏天。有天他从
85 后的他，也算是时代的宠儿，大学
深圳赶回家，酷日炎炎的，照样戴着口罩。
就读于“绿都”南京，毕业后应聘到“森林城
同我打招呼时，口罩都懒得摘，话音隔着无
市”深圳，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可谓是碧
纺布和过滤棉模糊不清的。那白色亮得扎
水蓝地天，纤尘不染城。
心，我一下子来了火，嗓门高八度：
“ 看你，
第一次看见他戴着口罩，大约在八九
这口罩憋得满头大汗的！难道大热天，还
年前春节，当时吃了一惊。见他有说有笑
着凉咳嗽？
”
的，以为就时尚一把，
没往心里去。
我的心隐隐作痛。儿子吓一跳，取下
后来才发现有点儿不对劲，这口罩一
口罩：
“这鬼空气，我一下高铁，不戴口罩就
戴就上了瘾似的，没完没了，出门戴，在家
咳嗽。”我装着没听见，心里却怼他：同样的
也戴，人前人后晃来晃去的，那白色晃得刺
空气，
家里人都没戴口罩，不也不咳嗽吗？
眼。我的老脸终于挂不住了:“天天戴着口
坐定，儿子将一纸东西递到我眼前。
罩不闷吗？看上去与人格格不入的，没礼 “这是医院的诊断书。我患有过敏性咽喉
貌！”
炎，遇到差的空气质量，就会咳嗽。”儿子喃
儿子显得委屈：
“ 不戴，咳嗽得难过。”
喃道，
“在深圳，我从不戴口罩，也不用戴口
我嗔道：
“咳嗽，你就不能穿暖点，吃点药？”
罩，那里空气清新着啦。”我依然板着脸，过
我不允许他找由头，年轻人就流行要风度
后查百度，问医生，才证实有儿子的说法，
而不要温度。第二天，我买回一大堆药：麦
过敏性咽喉炎患者，遇到污染严重的空气，
冬、胖大海、利咽灵、布洛芬、阿莫西林、草
咽部粘膜就会受到刺激，出现咽喉肿痛、干
珊瑚含片。儿子吃后，效果甚微，还是无时
咳、咽部痒、发热等症状。

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些。但心病反而
加重。我的家乡通山县地处幕阜山脉，本
应该是桃源仙境，造成恬静怡人。但人类
的急功近利，强取豪夺，造成山坡裸露，浊
水横流，垃圾满地，臭气熏天，尘土飞扬，浓
烟蔽日，自然环境一度被糟践得惨不忍
睹。儿子过去也曾抱怨过，一双皮鞋在深
圳穿一个月不擦，锃亮的，回到县城，半天
不擦，
就积满了灰尘。
污染大气，无异于慢性自杀。这期间，
儿子回来得很少。即使回了，也很少同我
见面。大概怕我见着口罩，惹我心烦。其
实，我早已谅解了他的苦衷，只是每次看到
他戴着口罩，就没有好心情，脸笑不起来。
他可能不知道，我那难看的脸色，已经是摆
给那浑浊的空气看的。
我多么希望家乡的空气早日清新起
来，家乡的天空尽快蔚蓝起来，家乡的山水
更加碧绿起来！
当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上升到国家
战略高度时，我兴奋不已，依稀看到了家乡
洁净美丽的前景。从此，我特别关注家乡

生态环境的建设，一草一木，一举一动，我
都一一记在日记本上，并时不时 QQ 或微
信传给儿子，以期他得到宽慰。
2016 年，通山启动“蓝天保卫战”，对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宫山进行环境综合整
治：投资 1500 余万元，完成复垦土方 3.2 万
方、表层覆土 1.2 万方，栽种苗木 100 余万
株，播撒草籽 300 余亩，矿区全面复垦植
绿，森林覆盖率达到 81.02%。
那年冬天儿子到九宫山滑雪，在山下
门票站买票时，就迫不及待地取下口罩，贪
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来。后来从山上返
回县城，有几天没戴口罩。他说：
“ 是负氧
离子给我喉咙好好洗了个澡。
”
人人都说家乡好，这不是矫情。如今，
通山县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1.4%，在全省
纳入 114 个县域空气自动监测站联网的县
（市、区）中，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长期稳居全
省前十名，全市第一位。家乡也成为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
儿子笑着说：
“ 再不与口罩拜拜，就对不住
家乡新鲜的空气了！

杨华

玫昆仑 （嘉鱼）
乘船，
划出美丽的弧
小时候，
从蜜泉湖到县城
总喜欢乘船走
借陆码河黄金水道

夏正锋

划呀划，
划出一份惊喜
划出一片热闹，
繁华
从县城到蜜泉湖
摇呀摇，
摇到外婆桥
摇出一份亲情
摇出一种乡愁

摄

时光如梭，寒来暑往
水泥路取代坑洼洼的泥泞路
乡村公路升级换代了
高铁开到了老家门口
长江上架起了彩桥
出门虽不用再划呀，摇呀
吱嘎吱嘎，深一桨，浅一桨的
声音仍在耳边不时响起
那看不见的流年，
还有追求
仍在记忆的深处，
发芽
一路，
挥汗如雨
一生，
砥砺前行
划呀划，
摇呀摇
劳动的号子，唱个不停
70 年，改天换地如一首诗
呤着，
颂着，
老家美如画
40 年，改革开放的灯
点着，
亮着，
到处灯火通明
看，河流整治开发，如鱼得水
母亲河防洪，排涝，浇灌
温暖了乡亲们的春夏秋冬
沿河两岸，不见放牛郎
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
小船已划进发展的快车道
早已敞开大门，
迎宾的故乡
黎明，
闪烁一条美丽的弧

家乡的古井
毛晓光 （咸安）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30
年多来，家乡的水井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家乡的水井呈方形，
从井底到井耳用大青砖
砌成，井耳到四周用条石铺面，中间略洼有
漏斗连接旁边的水塘。
水是生命之源，那时家家都备有一个
大水缸，挑水是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项目，
也是每个人最基本的劳动技能。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都是集体劳动，以生产队为
单位统一安排劳动时间，人们只有利用出
工前后的间隙挑水。由于挑水的时间相对
集中，井台上常常排队。挑水的工具是一
根两端带铁钩的扁担（老家叫“扁担钩”
）和
两只水桶。我记不清是从多大开始挑水的
了，只记得小时候挑水力气不够，往往只盛
半桶水；个头矮，为了使水桶不触地，还要
把担钩子在扁担头上绕几圈。就这样，挑
起来也还是步履蹒跚，歪歪扭扭。有一次，
由于冬天路上有冰雪，我不小心摔了个人
仰桶翻，狼狈至极。小时候非常羡慕大人

们挑水。他们挑着装满水的水桶，扁担钩
在肩上颤颤悠悠，人走的又快又稳胜似闲
庭信步。水桶里满满的水就像黏住了一样
波澜不惊，一点也洒不出来。那姿势不像
是在干活，倒像是在走舞步，扁担钩那吱吱
呀呀声音成了最美妙的音乐合奏，构成了
一幅乡村特有的生活图景。
大枣树下立有一块石碑，石碑四边刻
有回字形图案，碑上文字记载：
水井建于雍
正八年，
距今有 289 年。井壁四周长着毛茸
茸、
绿茵茵的青苔。井底之水宛如甘泉汩汩
涌出，除了大旱年份水井水位略有下降外，
从来就没有干涸过。夏天井水清冽冰凉，
喝
上一口润心润肺；冬天雾气升腾，饮后甘甜
回味。夏天的晚上，
人们喜欢坐在水井旁边
享受从井口渗出的丝丝凉意，看天上的轮
月在水波里荡漾。
不知从哪年开始，祖先们放了几条红
鲤鱼在井内，鱼儿忽上忽下在水里自由的
浮游，十分的悠雅飘逸。为何将红鲤鱼放

在井里，老人们说，一来怕歹人投毒；二来
吃水里浮游生物，
足见先人们聪明谨慎。
游子归来，每次回家总要挑起水桶把
水缸注满，走在青石板上，那份自得总是写
在脸上。水井离村子百把米远，一色的青
石板从井口铺到各家各户门口，不管人们
怎么挑怎么用，水井的水位总是稳定在井
耳的青石线上。
如今自来水进了家家户户，很少有人
到水井挑水，再也见不到坐在井台边排队
挑水的场面了，水井变得孤独寂寞，但总有
一些怀旧的乡亲还是时不时挑起水桶把水
缸挑满。村里的乡亲说，自来水没有水井
的水甜、纯净好喝。
今夜圆月挂在半空，水井旁边的枣树
早已枯死，换成了碗口粗细的桂花树。水
井依然还是童年的水井，轮月沉在井底，风
吹水面，明月在水中仿佛笑脸在水里飘飘
荡荡，风停水静，月亮，人影倒映在井的中
央。

提升管理水平

核心提示
9 月 10 日，市 2019 年市直国有
企业经营管理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
校开班。出席今天开班仪式的领导
有市政府副秘书长熊峰、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朱云波，参加开班仪式的学员
有市城发集团、市高投集团、市金投
集团，市绿投公司、市交投集团、市国
资公司等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各县
（市、区）财政局分管国资监管业务的
领导，市国资委机关科级以上领导干
部。
此次培训班，根据市委组织部统
一部署，经市国资委党委研究决定举
办的一次规模较大、范围较广、规格
较高的培训班。旨在进一步提高全
市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国资国企监管
能力，提升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经
营管理水平，结合市属国有企业改革
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升
企业党员干部的经营管理水平，进一
步推动我市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市
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林勇对参加此
次培训的人员提出具体要求。

视觉中心 8128773

(咸安)

初夏，
我重游故乡黄龙山。
下午，满路是胆颤心惊的逼仄离奇的羊肠道，加
上发飙的泼雨，泥泞中车轮爬过山路十八弯，掠过千
枝万条，每枝头都悬着黄龙山的雨雾。按下喇叭，雨
点就会噼哩啪啦掉下来。车窗冰冷冰冷，被呵出的热
气晕成一团迷雾。
我用温热的手指试图抹去车窗的雾气，却看见了
窗外无数晶莹的雨滴。新的雾气又蒙上来，我还是用
手指划去，划着划着，
终于划出思念中的名字。
比之县城，山上提早入暮，气温慢慢下降。又因
触目皆是石破天惊的险境，已入秋，黄龙山的雨，像千
年的老蛇般冷峻。
日接 300 余人的山庄已人满为患，有勇敢的驴
友，依然撑起帐篷“混帐”。我们一行八个文弱书生，
只好投宿到管理山庄的农家。那是丛林中一栋青砖
楼房。
我们还没走进小楼，大雨更滂沱迅猛，游玩的兴
致，被不知趣的雨淋成一壶欲热还凉的花雕。
雨下着，竹枝变成了雨箭，很古风地飘荡；雨下
着，岚雾拼成的雨绳，很悠久地恍荡着。雨中孵出的
暮霭，像我的肺叶一张一合。这样的夜晚，已不能登
上犀牛，
举头遥望浪漫神秘的月朗了。
黄龙山最美的，是竹、石、云、雾、洞、碑。如今，竹
在雨中，石在云中，云在暮中，碑在天上。层层叠叠的
雨雾，
封锁了所有的山道。
那么，
今夜的我，黄龙山，
只能听雨了。
在这个浅薄的世道，未必老家的山，对我也生份
了，只肯用绵山寒雨，
打发一个飘泊异乡的文人？
忽而，
我明白，这想法是多么的荒唐。
滚滚历史长河，雨是人之上升的动力。而诗人之
于雨水，并非仅仅环境的适应。落在诗人胸口的雨，
是何等的撩拨情趣。李商隐之“却话巴山夜雨时”，深
沉彻骨；陆游之“细雨骑驴入剑门”，命运多舛却忧国
忧民；韩愈之“天街小雨润如酥”，浪漫逍遥；而一句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今日颇觉一场及时雨，势将灭
绝“老虎苍蝇”。大凡血气方刚的诗人，唯有落魄，才
让生命在雨中绽放超凡脱俗的花朵来。
夜雨是行旅的大敌，五光十色隐退了，豪情壮志
收敛了，空间十分逼仄。因此，就会对小天地有一脉
温情的企盼和自享。在夜雨中与家人围炉闲谈，几乎
都不拌嘴；在夜雨中专心功读，身心会超常熨帖；在夜
雨中思念友人，立即发个微信；在夜雨中挑灯写作，文
字也会变得滋润蕴藉。夜雨可以使一位军事家转败
为胜，
也能使一个平常人的人生计划改弦易辙。
所以，我努力在夜雨中寻乐。我询问小楼的主人
有没有酒，主人立马拿出“竹筒酒”来。今夜，我并不
寂寞，窗外的每一支松竹，还有那天岳关的墓碑，以及
驻守关口的英烈壮士，都是等了我千年的酒友！
雨愈下愈浓了。我看不到缈若烟海的林海，看不
到流金溢彩的龙涎壁。却听到满耳大珠小珠落玉盘
的碎声，我饮一口黄龙山，放开女人的矜持，细细品味
遐想：神鬼驼经的隐秘，石龟问松的神话，玉女抛梭的
婀娜，金鲤朝天的典故……色彩斑斓的黄龙山雨啊，
灌醉了我的十丈青肠。
一杯又一杯，小嘬酒来豪饮雨，竹筒酒让我穿透
青灯外满掌的黑暗。酒过，茶过，雨却不过。友人说，
如果雨脚稍停，出一轮明月，到犀牛角上望月多好。
获瞻霁月固然是雅致的享受，但听雨滋润，更能长出
一片比黄龙山更俏丽的风景！
故而，
今夜的黄龙山迎我以雨，
我欢欣！

生命的喜悦

我在嘉鱼等你

本报电话：采访中心 8128123

黄龙山听雨

推进国企发展

——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林勇在国企培训班上的讲话
争做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标
兵，真正使自己在理论功底、知识水平、党性
修养、业务能力等各个方面都有一个新的全
面提升。各企业负责人要把这次培训的内涵
精髓及时传达给企业内部的全体干部职工。
聚焦改革

深刻领会

抓好落实

要深刻领会中央关于加强干部培训工作
的重要精神，充分理解举办这次培训班的重
要意义。各位都是企业的主要领导干部，是
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是治国理政复合
型人才的重要来源，肩负着经营管理国有资
产、实现保值增值的重要责任。大家一定要
学习在前、领会在前、贯彻在前，争当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的表率，

出版中心 8128770

专刊中心 8128771

增强自觉

要努力增强两个方面的自觉性。一方
面，要增强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责
任自觉。坚定信念、任事担当，牢记自己的第
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爱党、忧党、兴
党、护党落实到企业经营管理各项工作中。
另一方面，要增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行
动自觉。大家要结合今年的“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要求，潜心研究推动企业转型
发展的新举措新路子。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
竞争，要按照市委市政府推动新时代咸宁实
现高质量绿色发展和市国资委推动企业转型
发展、建立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迎
难而上、开拓进取，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开创企

新媒体中心 8128787

广告中心 8128108

业发展新局面，努力成为对党忠诚、勇于创
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企业家。
端正态度

珍惜机会

这期培训班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党性教育、宗
旨教育、警示教育重要论述和市委部署要求
的重要举措。市委党校是市委领导下的党内
培训机构，是党员干部党性锻炼的熔炉，能
在这里集中学习、接受培训，机会难得。希
望 大 家 珍 惜 培 训 机 会 ，带 着 共 产党人的初
心，用心学习，做到悟初心、守初心、践初心，
学出更坚定的理想信念、学出更坚强的党性
修养，把坚定执着的信仰信念转化为担当奋
进的强大动力。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希望大家在培训期
间，严格按照培训指南要求，摆正位置、端正
态度，按日程安排准时参加各项教学活动，遵
守培训纪律，服从教学安排，在培训期间原则
上不允许请假，确有要事的必须履行书面请
假手续，经同意后方可请假，不得擅自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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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严格生活管理，培训期间严格遵守中央
八项规定，遵守校规校纪，不得外出参加任何
形式的宴请和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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