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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恒 的 银 杏
·徐 芳·

银杏是美的化身和使者，它兼具了形

象美、气质美、艺术美。它的美学价值提

升了人们对它的向往和欣赏。在清明澄

澈的秋，叶在阳光下胭红灿黄，落叶翩迁，

一地黄毯，更胜春光，为城市深深浅浅刻

上难以忘怀的印痕。身居闹市的它们，少

了些庙宇古刹中的凝重，生命展现出更多

的是年轻、天真、简单和活泼。但毋庸置

疑，“公孙”尊贵的血统底气，始终让银杏

在物候里鹤立鸡群，在城市中的观赏价值

更为突出，更有特色，为城市带来空间序

列和视觉序列。夏日，树冠投影面积可以

高达几百平方米的它们，满足了人们对庇

荫的渴望；秋深，在瑟瑟寒风中为城市带

来一抹金黄，像披金挂甲大将军，为横平

竖直的呆板增加一段夺目的色彩和人文

魅力。打卡式的观瞻成就了许多金色的

网红地段，人们去欢呼陶醉，流连忘返，拍

得一张刻意的照片，在虚拟的社交媒体赛

道上各展风姿。想那老祖宗一定是笑眯

眯享受着当代人类自作多情的喜爱，稍事

打量一番后继续打盹儿，让人类自我感动

去吧。

家中若有雄姿浓缩、高雅韵致的银杏

盆景，该多么有别样的情趣。母亲没有园

艺师的技能，只能粗糙地将它盘在细铁丝

上，生命的灵秀感依然十足，家人心生欢

喜。这棵小银杏，是她随手捡起的白果随

意放在花盆里，用土浅浅埋上，谁也没有

当真在意。一天母亲突然欢快地叫我“快

来看、快来看”，我不知发生什么，赶紧跑

向母亲。只见花盆里一个嫩绿的小生命

破土而出，豆芽瓣大小的两片叶子上，若

有若无的两叉分枝的小缺口已经清晰坚

定地告诉观者：我是银杏属的银杏。小生

命以她的倔强来到这个世界，要睁眼看看

人间。母亲每早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看

望她从地上捡回家孕育出来的“孩子”，常

常驻足于旁，用手轻轻托着叶子怜爱地左

看右看端详半天，极像老祖母与一个小婴

儿在对话。

一夜的风与寒，凋零了小树上枝丫的

生命。是的，任凭各种欢腾的聚，终究还

是散，该落幕的一定会落幕。母亲在小银

杏树边看着掉光叶子的枝丫久久呆立，若

有所思。物随心转，境由心造。草木一

秋，人生一世。草木秋后的新岁更加生机

盎然。而人生每一个秋，都是进入单循环

迈向归途。此时此刻，母亲以枯荷之躯，

耄耋之年，她对桑榆暮景有更进一步的思

考或者感慨，她一定想到了花落凋敝和生

命轮回。

在有来必有去的人生法则面前，任何

人的紧张、无措和焦虑都是徒劳的，“木不

怨落于秋天”，该来的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只当是寻常就好。人类可以主动选择繁

衍生命的时机，却无法阻挡生命终止的来

临，能做的是：改变能够改变的；承受无法

改变的。虽然“人生代代无穷已”，但“朝

如青丝暮成雪”，在生命的接力赛中，都只

有几十年短暂闪现而已。树叶落了魂尚

在，以一身的傲骨与冬日抗争，等待春暖

花开。人去了，魂魄分离。魂只有在汨罗

江幽幽一声“魂兮归来”中或许找到一个

安放之处；魄则毫无疑问是腐朽。

银杏却是个传奇。

银杏那一树白果纷纷掉落时，蜀黔滇

等中国西南地域的“白果炖鸡”大宴也热

热闹闹登场。白果，大家都习惯认为是果

实，其实是银杏的种子，落入大地是为了

拥有更多的子孙后代。白果在剥去外种

皮时会散发极其的恶臭。记忆中，通过工

业再加工后食用的方法不多，最能够被接

受的还是白果炖鸡。但主角——必定要

选用在逍遥自在的慢生活环境中长大的

母鸡。圈养的速成鸡是无法达到你对白

果炖鸡的口感预期。敲开外壳，露出带浅

咖啡色内种皮膜质的果仁儿，用温水浸泡

之后，揭去膜质，露出带些青白色或者黄

白色的种果。以青白色为佳，因为更新

鲜，略有苦味的芯需得剔出，否则会影响

口感。炖汤要用砂锅，以保持汤的品质和

原味。再加入一些墨鱼，把浩瀚海洋的滋

味和植物的清香融入鸡汤中文火熬制，炖

出一锅浓郁鲜香。揭开盖子时，那复合的

香气扑面而来，伴着热气升腾，溢满厨房，

极具诱惑力。撇开漂浮的黄橙橙的鸡油，

把勺子深入锅底，将清亮醇厚的汤、白果、

墨鱼和鸡块舀进碗中。汤中的乾坤在它

们的组合中相互成就升华。

雨雪让冷侵入骨子里。坐在小几

边，端起暖暖的鸡汤，瞬间，让你情不

自禁地深呼吸起来。“好香啊！” 墨鱼Q
弹Q弹的， 海味儿十足； 鸡肉紧致， 韧

劲细嫩； 一颗颗温润如玉的银杏仁被放

入口中，细嚼慢咽， 软糯、 清爽、 淡

雅被渐次品出。是呀， 这是 2亿多年前

的古老滋味儿，还是进化后的美味呢？

它微微的清甜除去了口中的油腻和异

味。最后喝下浓香的鸡汤，身子和肠胃

犹如一股热流穿过，一下子温暖如春。

期许和憧憬的满足，让幸福感油然而

生，愿岁月舒适的日子天长地久。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

人？”银杏，从约 2.7 亿年前走到今天，

大部分是无法丈量的时空。是何人第一

个与之邂逅；又是哪一棵银杏第一次与

古人对视？如此富有哲理的“天问”，将

永远是个迷。

在线性的时间长河里，人类可能被瞬

间摧毁。但形而下的银杏，2.7亿多年来任

凭风雕雨蚀始终保持绝世站姿的它，相信

依然会如神祗一般存在。它不是他乡可

遇的萧郎，你永远看不到它败走华容道落

魄的模样。

银杏——穿越时空的永恒。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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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拨出那个电话时，我激动地

定了5箱金丝木瓜，我第一次感受到

扶贫的快乐。

10月 17日，是国家的第七个扶

贫日。这天，林师傅满脸喜悦地把

金丝木瓜搬进办公室：“满满一大货

车，排着队取货呢，千呼万唤可算能

尝尝扶贫的味道了。”不负众望，晚

饭时我抱着一整箱金丝木瓜走进食

堂依次发给大家。雪白的米饭就着

金黄的木瓜，食堂立马就热闹起

来。“就像四川的萝卜干嘛，哈哈，我

说的是造型！”一位大哥幽默地说。

“吃东西就能扶贫啦？这好事容易

办！酸辣中带点甜味，很有特色，不

错！”一位大姐边吃边说着。我说：

“是啊，吃也能扶贫，这样的好事我

们可要天天做。”

此次项目部扶贫的对象是贵州

省荔波县红光村。2019 年底建档

时，那里有贫困户 152 户 550 人，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但是

红光村仍有 5户 19人未脱贫。村里

主要依靠外出务工、养殖和种植精

品水果为主要经济来源，在扶贫攻

坚政策指引下，2020年投入建设了木瓜基地。当地的特产

金丝木瓜，采摘新鲜木瓜为原料，经过去皮切丝晾晒，配以

辣椒、蒜米、生抽等为作料，经过科学传统工艺腌制而成。

其色泽金黄、口感酸辣，具有开胃健脾、通乳抗癌、抗疫杀虫

等功效。但是，已进入木瓜丰收时节的贫困村因缺乏销售

渠道，金丝木瓜酱菜面临滞销困难……为促进扶贫产品销

售、增加村民收入，在接到政府《关于帮助解决红光村滞销

扶贫农产品的倡议书》后，项目部立即联系卖家进行消费扶

贫。就这样，5箱金丝木瓜“飘”到项目部食堂餐桌上，一场

舌尖上的扶贫在员工们的赞美声中展开。

全国还有许许多多像红光村一样的贫困村，还有许许

多多亟待销售的农产品。都说扶贫工作亦重亦难行，如何

让扶贫工作更深入人心，如何让更多人参与到扶贫中来，如

何让贫困村民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在扶贫攻坚战呈现多样

化的趋势下，消费扶贫为扶贫工作带来更有效、更便捷的方

式，同时也使更多的人参与到扶贫中！随着扶贫进程的不

断深入，消费扶贫方式不断创新——互联网直播卖扶贫产

品、政企结对帮扶、网民自发购买扶贫产品……参与消费扶

贫是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善举，消费扶贫能让更多的

人参与到扶贫中来。一年一度的“双 11”又到了，真希望大

家多点理性，给予扶贫产品多点关注。小到一瓶榨菜、一个

苹果、一包茶叶……每一个人都可尽一份绵薄之力帮助贫

困村民卸掉贫穷的枷锁。

在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消费扶贫的引擎已拉响，政企

合力、全民支持决胜“最后一公里”已胜利在望，你我皆可为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一份力量。

以善为名，共创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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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点一刻，院子安静。

我关掉闹钟，等待母亲打开大门。大门厚重的声音

同样也打开了母亲一天的忙碌。

琐事太多，年龄渐长，以至于母亲经常性地忘记一

些事情。比如，去年她去北京检查身体，回来时跑去全

聚德买了一只烤鸭，结果放在冰箱冷冻区整整一年。今

晨，她终于想起并且蒸了端上来，显然肉已变味，但我还

是蘸着醋吃了一小块。等我从洗手间回来，她有些惭愧

地告诉我：经她检验，烤鸭确实不能吃了，准备扔掉。

自我去南方读书工作，每年回家的次数仅一两次，

每次最长不过一月。每次回去母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

停下手头的一切，专心做好一日三餐。她怕我每年过传

统节日吃不惯南方的食物，便会把端午北方的甜粽子、

中秋的混糖月饼、爷爷奶奶地里的甜玉米、炸的麻花麻

叶等统统留一份出来放在冰箱。虽然平时打电话我总

要特别告诉她，这样储存东西会坏掉，但是无论我如何

讲科学讲道理，每次回去母亲还是会存满满一冰箱。

每次回家我都要整理出很多“没用”的东西，以此腾

出柜子里更多的空间来放置其他东西。我和哥哥读书

时的课本、笔记本，小时候玩坏的望远镜、彩笔，每次我

扔的时候她都要给我讲很多小时候的事。她说读幼儿

园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塑料小汽车，回家以后，她忙着

做饭，而我拿斧头把汽车砸烂了，她看到后气得一边跺

脚，一边骂我败家。我说：“妈，我想看看车里面有没有

司机！”她忽然扑哧一声笑了。那时候，母亲是那样年轻

漂亮，上学放学我就坐在自行车的横梁中间，当风吹过

耳边，我总觉得自己永远不会长大，母亲永远不会衰老。

我一口饮尽碗中的牛奶，母亲又递来一颗鸡蛋，我

一边吃她一边又开启了唠叨模式：“去了单位少熬夜，不

要喝酒，上工地注意安全……”每次我试图打断，她总会

说：“不管多大，你在妈眼中永远都是个孩子。”我便默不

作声，继续听她不厌其烦的诉说。

记得工作后，我到的第一个项目是梅汕高铁项目，

当时承建的广东省在建最长隧道全长 14.4公里，历经

940余个昼夜最终贯通。为纪念这一难忘的时刻，项目

部定制了水晶模型纪念品发放给参建员工，我兴高采烈

地将纪念品邮寄回家，并在电话里止不住喜悦地给她讲

关于这座隧道的故事。如今，模型依然摆放在母亲房间

最醒目的位置，仿佛看到那个水晶模型就看到了远在南

方的我。

送站的车到了，母亲送我出门，哥哥提着行李箱送

我上车。这一刻，我们都沉默不语，似乎一切都凝结在

盈盈热泪中。

世间之大，母爱却像草原的长天，一样湛蓝，一样辽

阔，一样不息，而我像那只展翅的飞鸟，永远翱翔在她的

注目中。

离 家 的 时 候
□胡 杰

企业实施了新的制度、新的管理办法。我们发现，原来现在

国企这个“饭碗”也没有那么“铁”了，现行制度下的员工不但需

要尽力工作，还必须尽心的工作，区别在于我们现在不仅需要身

体上的艰苦奋斗，还需要思想上的艰苦奋斗。身为青年员工的

我们更是要坚持“以奋斗者为本，以业绩为导向”的理念，成为一

个合格的二局奋斗者。

如何做到“以奋斗者为本，以业绩为导向”，这是青年员工必

须去思索与探寻的。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如何去成为一个合格

奋斗者。每天按时上、下班，做完手上的工作，又或者是尽力完

成领导安排的任务，这些都只说明你只是尽力完成本职工作，你

为你的薪酬付出了相应的劳动，但这并不能说明你在奋斗。奋

斗者是需要用心去工作的，当你做完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还应该

思考，在思考中反思、总结。反思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好，总结自

己在工作中创造的价值，进而再思考是否能为自己，为所在岗位

创造附加价值，这才能算是在奋斗。

任正非说过这样一段话：企业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

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

是群体奋斗。其实狼还有一个特性——忠诚，我们就应该成为

一匹狼，秉承奋斗者的初心，贯彻“开路先锋”精神，不断进取、提

升，同众多的奋斗者一起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中铁二局制

度的改进与革新激励着员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创造价值展开，对员工的管理也

是如此。公司的各项改革措施激励着各个部门，每个员工全力

创造价值，朝着以业绩为导向的目标奋斗。公司对各个层级进

行了深化改革，大到市场布局、责任划分、制度体系，小到人员配

置、薪酬激励，激发了全员奋发向上的活力。制度的改革对子

（分）公司、对基层项目、对部门、对员工有了新的要求，体现出了

差异化。等级的评定要求员工创造更多的价值，那该如何去创

造价值呢？“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企业文化才会生生不息。”首

先就是要建立一个思想统一的平台，在这个平台里都得保持一颗奋斗者的初心，继而

再进行“以业绩为导向”的集体奋斗。员工个人的等级评定使“铁饭碗”也出现了金银

铜铁的区别，不奋斗就只能是继续拿着“铁饭碗”，眼馋别人的“金饭碗”，所以这就是

激励机制的好处，它刺激着每一位奋斗者那颗斗志昂扬的心。企业有了奋斗者，但如

何让奋斗者们时刻保持奋斗的热情？要进行灵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激励，要具备

合理的价值分配和价值评定系统，要让奋斗者坚信企业不会让奋斗者吃亏、奉献者定

当得到合理的回报。当奋斗者秉承这个理念去创造更多的价值并得到相应的肯定与

回馈时，这个理念就转变成为一种信念，进而升华成一种企业文化。

“以奋斗者为本，以业绩为导向。”青年的奋斗者们应该做到：任何时候都要以公

司的利益为重，为公司的理想发挥你的才干，进而实现自身的理想；以正确的心态面

对改革，正确认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分配差异化，调整自己的心态，尽力工作和

尽心工作，实现自己的价值并努力创造更多的价值；要紧跟企业的步伐，不断地丰富

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创造自身优势。

当“饭碗”不再“铁”，青年员工应当发扬“开路先锋”

精神，积极响应企业改革，提升自我价值，为企业创效，成

为一个合格且优秀的二局奋斗青年！

当这只船

在南湖荡起涟漪

心中举起那帆

在乘风破浪中

披荆斩棘

在沧桑巨变里

始终坚持信念

从无到有

挥洒热血站起来

从弱到强

在艰苦奋斗中富起来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擘画新蓝图

催人奋进

似一股暖流

沁入心扉

不忘初心

新征程上再启航

牢记使命

一路奋斗再向前

一路向前
□倪帮华

最初，我想用“幽幽的者楼河”为名，写

她的幽静，写她的沉静和深远，但脑海中一

直浮现着她闲适、悠然自得地流向远方的

画面。最终，我还是写下了“悠悠的者楼

河”。

者楼河位于我的家乡贵州省册亨县。

这里是黔西南州最边远的一个小县城，是

一个“山水册页、幸福亨通”的地方，号称

“中华布依第一县”。境内群峰耸立、山水

相间、杉林密布，自然生态良好，少数民族

占全县常住人口百分之七十六，因此，它的

民族风情浓郁，尤其是布依文化底蕴深厚、

源远流长、独具魅力，是全国布依文化保护

与传承研究基地。

者楼河地处珠江上游南、北盘江的夹

角地带，河流穿城而过，清澈的河水养育了

一代代册亨人，可以说她就是册亨的母亲

河，她让这里的汉子壮实粗犷，女人们柔情

似水，透着灵气与聪慧。

从儿时开始，者楼河就一直伴着我长

大，一年 365天，可以说天天都在河中。这

里年平均气温 19.7℃，无霜期达到 345天，

素有“天然温室”之称。在儿时的记忆中，

当时是没有自来水的，全县人口吃、用都取

之于她。

70年代，物资极为匮乏，父母的工资加

起来也才几十元钱，我下边还有 4个弟妹。

在我的童年中，缺少了现今孩子的无忧无

虑，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者楼河就

成了我儿时的经济来源。

在河中，摸鱼捞虾是常事，不是为了好

玩，而是为了生活。者楼河水质好，又无污

染，因此，下河摸鱼从没空手回家，最差也

能有一两斤的收获。当时的人们都是点到

为止，从没人贪多过求，更没人把抓到的鱼

虾拿去市场交易，每个人都特别善良，如果

一起去捞鱼的伙伴有手气差一点的，捞得

多的伙伴会主动分一点，因此，当时者楼河

的生态特别好，真是一河的清水，一河的欢

笑。现在回过头去看，虽然物资匮乏，但人

的精神却极为丰富。真的，现在岁数大了，

好想回到过去。

八九岁时，同龄的玩伴开始从河中搬

运河石上岸，沿河滩堆放，县建筑队、县公

路养护段有专人收购。我们县稍微老一点

的房子都是者楼河的石头建成，那才叫技

术，现在有砖和水泥了，却失去了许多味

道。我也和大家一起从河中搬石头、挑河

沙，每月下来，好的时候也有五六元钱的收

入。每每得到钱的时候，我总是紧紧地抓

在手中，一路小跑回家交给母亲，此时，母

亲会从中拿出两分钱，叫我去买冰棒吃，最

幸福的时候，也就莫过于此了。

在河中洗衣服，是一道最美的风景。

从城中流过的这一段河水在平时是比较平

缓的，从早晨8点到晚上10点，任何时候都

能看见三五成群的男女老少在一起洗衣

服。他们每人手中拿一根木棒，将要洗的

衣物浸湿后放在光滑的石面上不停地捶

打，伴随着大姑娘小媳妇的笑声和歌声，真

让人觉得这就是世外桃源。现今的各种电

器和自来水，让这一美景再也无法重现。

洗脸、洗脚、洗澡，也都是在河中进

行。每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无论男女，大家

都泡在水中洗去一天的劳累，孩子们全部

是赤身裸体，上蹿下跳，满河都是笑声和骂

声，虽如此，大家却像是一家人一样，满河

的水花伴随着大人们善意的提醒，那绝对

是一种神仙的境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高中毕业后就去

当兵了。1983年，者楼河发了一场大水，连

续几天的暴雨使河水猛涨，沿河而建的所

有建筑物被冲得荡然无存。听老家的老人

说，这是近 50年没有的现象。当我从部队

赶回去时，家中已无一物留存，父亲对我

说：“只要人在，一切都有希望。”我不知一

向温柔的母亲河为何会突然发怒，后来才

知道，由于过分地开荒种地，树木被过度砍

伐，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才导致了这一

场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

如今的者楼河，两岸得到了全面的规

划，河水像一面镜子一样，灵气无比、恍如

仙境、美到窒息，特别是日升日落之时，满

城就像身披彩衣的将士，河水就像将士的

腰带，总让人流连忘返。

者楼河，我的故乡我的梦！

悠 悠 的 者 楼 河
□黄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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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门头沟 王域东/摄

又是一年好时节，岁月良辰又逢秋。广东的盛夏总

是长于其他地方，乍然出现在早春，别时却又故意放慢

了脚步，懒懒的太阳无情地霸占着秋日的时光，本该是

秋风送爽的时节，却感受不到片刻清凉。所幸这里的夏

日虽然执拗但终究还是抵御不了四时的更替。十一月

的天气，炙热渐渐远行，秋风也时而缓缓了。

想必多数人眼里的秋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

楼，望尽天涯路”的相思与寂寞，亦或是顺着秋风秋雨透

出“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般的一丝又一丝

凉意。然秋日的悲凉于广东而言是很少见的，很多人都

说广东无秋。

现代化的程度颇高，广东能品尝秋味的地方实在不

多，罗浮山便是一个好去处。“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

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自苏东

坡留下这千古绝唱，罗浮山便闻名于世。霓虹华彩和这

里的朴实宁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没有“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豪情壮丽，却有“闲云潭影日

悠悠，物转星移几度秋”的怡然自得。广东地势开阔平

坦，白云山的宁静雅致和丹霞山的奇特地貌已经少有，

罗浮山更给人别有洞天之感。远远望去，罗浮山的顶峰

有种若隐若现的感觉，仿佛一旦有人靠近，它便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前人为了欣赏罗浮山的美景，只把道路开

在了远处的山腰，刚刚好的位置，遥望青峰隐于林间，远

眺山下溪水潺潺。秋日经霜的素红在广东是不能见到

了，但临风的飒爽还是让人焕然一新，沁人心脾的风有

种久别重逢的感觉。

罗浮山的海拔不高，秋也不似别处的凉，白日里阳

光一直穿透树叶，化作一缕缕细细的光晕洒落在道路

上，早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威力，漫步林间，只觉得阳光微

风正好，旖旎山水乐在其中。上蹿下跳的松鼠不停地在

林间拾取着掉落的果子，但夏日叽叽喳喳的鸟雀已经寥

寥无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罗浮山的晚霞，傍晚的罗

浮山美得让人沉醉，天边晚霞似火，天空又仍旧蓝得空

灵，大大小小的溪流静静地远去，整个山谷在天空、晚

霞、溪水、怪林、古寺的映衬下如梦如幻，置身其中，顿有

超然世外之感。也恐怕只有在这里，白日有阳，夜晚才

有这无尽的霞，披着外套，呆呆地望着天边看云起云

散。深夜里，一行人还在流连，若离开了这山谷，这静谧

的秋又去哪里寻。

“一叶落而知秋来”是不能用来形容广东的秋的，这

里仿佛是四季常青，树叶不听秋风摆布，无边落木成了

空谈，寻觅这秋花费了不少心思。

觅 秋
□官小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