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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淡风轻

◎◎人在旅途

◎◎往事情怀

植物的情分
岁数大了，越来越喜欢一些

花花草草。这种喜欢跟从前的喜

欢有点儿不一样。

从前，她们的好，在于点缀生

活；现在，她们本身就是一种生活

一个世界。植物，是一种更奇妙的

生命形态。

有人对你好，是因为你对他

（她）好；有人对你好，是因为他

（她）知道你的好。我想说的是，现

在的我，似乎有点点懂得了她们。

近来，养了一盆含羞草，很小

很小的一丛，碰一下，她那张开着

的像羽毛一样的叶子，会一片一

片合上，好娇羞好可爱。据说，她

原产地在巴西，能够不远万里出

现在我的案头，自然要小心呵护。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儿是问候

她，摸摸她，看她羞到什么程度，

和她说说话，像《聊斋》里的某些

“花痴”。可是进门没几天，叶子就

蔫了，反应就迟钝了，傻傻的也不

害羞了，怎么碰也不动，然后变黄

落叶，从一捧变成了一支。风吹

了？水少了？换地方水土不服了？

百度上狂搜，请行家支招，甚至送

回出售她的温馨花店，请专业人

士调养。5天后情况稍好，但依旧是

个小可怜，半羞不羞，郁郁寡欢

……

我依旧早上醒来，时光静谧，

我迷迷忽忽，衣衫不整蹲在她跟

前，像小时候看蚂蚁搬家，能端详

好一会儿，摸摸她，感应一下她的

悲喜，害羞了合拢了，说明她心情

不错，若是没动静，会立刻担心

……我想，这过分的殷勤，是否她

愿意承受?她会不会说，这真是一

个百无聊赖的人啊，可不可以给

我点自由！哈哈，真希望能听到她

的声音，像《阿凡达》里的纳威人，

有一套和大自然交流的语言体

系。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

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

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忽然想起从前的一段烂俗台

词，出自女诗人扎西拉姆多多的

作品。因为，10多年前养过的一盆

花，和眼前的这株含羞草完全不

同。

10年前，办公大楼刚装修完

毕，甲醛味道很呛。领导号召，加

紧绿化，保卫自己。这盆叫作“一

帆风顺”的盆栽植物，是花市当中

最廉价最皮实的，可观赏可吸毒，

首选。“一帆风顺”初来乍到，毫不

出众。时间越久越不一般：与她同

来的，或无疾而终或不治而亡，唯

她，毒来毒往，活到最后，还在开

花。

“一帆风顺”从没误过花期。

她天生命贱，长在一个寒酸的塑

料花盆里，被各种茶根儿剩水浸

泡过；被各式“坏蛋”惊吓过，一顽

劣同事，有一把塑料子弹玩具枪，

总把她的叶片当靶子；被一次一

次扔在角落里，又一次次死里逃

生……除了一个讨巧的名字--

“一帆风顺”，她什么都没有。

就像雪小禅说的那样———植

物的情分，是草木万物生长的情

分，很多时候，看似无情，实则有

情。给了阳光，她记得，努力地长。

不管你爱还是不爱，她是用力

地爱过了，真诚的付出了，为了绽放

而绽放，不担心未来，不计较人类。

这就是我的“一帆风顺”，坦然而清

白的一生！ 文/晓 禾

天然氧吧荔波
在贵州玩儿耍，其实荔波樟

江风景名胜区给我留下了美好

的印象，可以说，用美的窒息来

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荔波隶属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

州省南部。

荔波樟江风景区总面积很

大，每个景区之间都由摆渡车链

接，否则，你即使是走上两天也

转不完。

樟江风景区主要由小七孔

景区、大七孔景区、水春河景区

和樟江风光带组成。茂兰喀斯特

森林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13平方

公里，是典型的生态科普教育和

生态旅游的重要基地。

荔波樟江区风景名胜区以

喀斯特地貌上樟江水系的水景

特色和浩瀚苍茫的喀斯特森林

景观为主体,景区内峰峦叠嶂,溪

流纵横,景物景观动静相间,刚柔

相济,是既有奇、幽、俊、秀、古、

野、险、雄的自然美，又有浓郁的

布依、水、瑶、苗等民族风情融为

一体。

茂兰喀斯特森林是以原始

性强，集中连片的森林为特色，

被中外专家誉为全球喀斯特地

貌上保存完好绝无仅有的绿色

宝石。神秘奇特的喀斯特森林，

将树、石、水、藤、乔、灌完美地结

合在一起，充分显示了大自然的

神奇。这是大自然赠送人类的巧

夺天工的作品，也是馈赠给人类

的天然氧吧！

也许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

荒漠化地区，干旱和风沙早就把

我们吹的没有了一点儿脾气，使

我的头发过早地进入沙漠化了，

至今还抬不起头来。每一次出去

旅行，看到的漫山遍野的树木和

山下的河流，就羡慕不已。贵州

虽然现在还很穷，但是到处都是

山清水秀，看来发展旅游才是唯

一的选择。我有时觉得贵州和鄂

尔多斯相比，鄂尔多斯更像是迪

拜。据说迪拜城市很美，一出城

就好像是到了杭锦旗了。

樟江风景区给我留下最深

的印象还是小七孔景区，这座建

于清道光15(1836)年的小七孔古

桥，融山、水、洞、湖、瀑为一体，

森林密布，怪石嶙峋，清流跳跃，

瀑布飞溅，巧夺天工，浑然天成。

我在桥上穿行而过，在远处

停留下来久久不愿离去。脑海里

仿佛看到古人们牵牛过桥劳作

的样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旅游一

说，这里只是一个封闭的山沟

沟，生产能力低下，这里集聚的

主要是布依、水、瑶、苗族，远古

的时候也是为了躲避战争才钻

进这深山老林。

轻柔恬静的涵碧潭，古风亦

存的七孔古桥，飞流狂泻的拉雅

瀑布，潭瀑交错的六十八级瀑布，

空成话章的响水河，根盘结错的

龟背山，林溪穿插的水上森林，林

萝彩挂的野猪林，鬼斧神工的天

钟洞，密林镶嵌的鸳鸯湖，银链

飞溅的卧龙坝，悠蓝深邃的卧龙

潭……小七孔的神奇与瑰丽期待

你去发现，期待你去感悟。

我们在去往大七孔桥的时

候，结果景区关门了，只是路过在

车上扫了一眼。大七孔桥不如小七

孔桥美丽，主要是周围新建了不少

宾馆。我认为，游这种景区，怎么也

得住上几天才能真正地体会到它

的魅力，可惜时间紧迫，急急忙忙

还要赶往下一站。 文/杜洪涛

小满
小满原名叫什么，我也忘了。

大家一直都这么叫他。我记得他

好像是小满那天出生的，或许只

是姓满而已。

那年，小满在我们施工队当

司机，我们经常一起出外办事，慢

慢也熟了。小满一点都不小，一米

七几的个子，身体很壮实，有六块

腹肌，属于肌肉男。小满喜欢喝酒，

不出车的时候就会在小店里喝啤

酒，有时会配一些花生米。我无聊

时也会找他一起喝酒，话题慢慢

就多起来了。

我整理了一下他的经历：出

生在山区，小时候不喜欢读书，初

中没毕业就参军了，退伍后在家待

了几年，后来经人介绍在一个工程

队开车。我特别好奇，他怎么愿意来

我们这施工队，工地在偏僻山区，收

入又少，一个月才能出去一次市区，

常年都接触不到女孩子，那时我经

常担心会单身终老。

小满开始不愿意说，后来喝

酒次数多了，也慢慢透露一点信

息。有一次，他喝高了，悄悄问我，

你打过人吗？

我哈哈笑说，鸡我都不敢杀，

还打人？

他说，你信吗，我一个人可以

打十几个。

我说，你这身材绝对没问题。

他笑了，打人是个技术活，不

是单靠身材的，我以前在部队训

练过。

我崇拜地说，你是特种兵，电

视里我见过的那种，一个人可以

干掉一个师的。

他笑得停不下来，说，那是电

影，一个打十几个是没问题的。

我见小满平时态度温和，不

像打架好斗之人，就好奇地问，你

怎么会打架呢？

他摇摇头说，不说了，就是那

次打架之后，我才过来这个鬼工

出头。

当晚大家都喝多了，我借着

酒兴追问小满，上一次打架又是怎

么回事？

小满呵呵笑着说，上个项目

经理也是我兄弟，有一天一帮无赖

围攻工地，要求工地砂石都由他们

供应，价格他们说了算，还打伤了我

哥们，我一气之下一人打跑他们十

几个，像这次一样，为了保护我，只

能让我离开。我偷偷看了一下小满，

他眼里含着泪水。

我好多年没有联系小满了，

听说他回家后跟女朋友开了一

家服装店，前年已结婚了，还生

了一个大胖儿子。

我非常怀念当年夕阳下那

个喝酒的豪爽小满。文/陈树茂

地的。他站起来一手拿起啤酒瓶

喝酒，夕阳西下，刚好映出他挺拔

的背影，感觉特酷。

小满在工地与大家相处很融

洽，要搬资料和试件什么的，只要

叫一声，他就会立即过去帮忙。我

经常缠着他问那次打架的事，想

那定是惊天动地。他总是摇摇头

说，不说也罢。他越不说，我心里越

是好奇。

一次，附近的十几个村民来闹

事，要项目部分工程包给他们，不然

村道就不给车辆通过。有几个技术

员出去干活，还被打伤了。项目书记

去找村民理论，也被打了一顿。

小满平时视大家为兄弟，自

己的兄弟被霸道无理的村民如此

欺负，他实在气不过，说，我一个人

去解决，出什么事你们不要管，我

来负责就行。

我试探着问，你行不行啊？他

们那么多人。

小满回头冲我诡异地笑笑，

一个人走了。

没多久，村长带着两个警察

找来项目部了，说我们施工队的

人打伤了十几个村民。警察要抓

人，项目经理问，是谁打伤你们？多

少人？村长不好意思地说，一个人，

他自己说叫小满。一个年轻的警

察忍不住笑了，一个人这么厉害，

特种部队啊？

项目经理也笑着说，我们项目

部确是有一个叫小满的，是个临时

工，昨天已经辞职走了，到底是不是

他呢？谁打了人还会留姓名啊！项目

经理趁机将村民打伤书记和技术

员的事也跟警察说了。警察一时无

法判断谁有理，村民打人在先，小满

辞职走了。村长坚持说，被打伤的人

都是手脚受伤了，一两个月无法干

活，要补偿生活费。

双方都有人受伤，经警察协

调，最后给村民补偿一万块钱。项

目经理担心小满以后会被村民伤

害，就偷偷找到小满说，这里不能

再待下去了。

小满一口答应，说，我正想回

老家，女朋友催了我好几次回去

呢。当晚，我们几个在市区一个大

排档欢送小满，小满开心地说，我

这辈子有你们几个兄弟就知足

了，谁敢欺负你们，我一定帮你们

内外结合 多管齐下
———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拓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阵地

2018年5月，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认真贯彻落实监管部门和总行要求，第一时间组织开展了“防范
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

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在辖内各营业网点均设立“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咨询台”，认真解答群众咨询，
引导客户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本次宣传活动还主动走出营业网点，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6+2”，在“进社
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村屯、进家庭、进市场”规定动作之外，还增加了“进机关、进街道”, 各机构结合自身
实际多样化开展宣传：5月12日由分行联合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5月18日
成吉思汗支行走进一家村对重点人群进行防范非法集资风险提示，走进呼市房管局通过发放折页、案例
讲解等多种形式为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和房管局的工作人员普及防范非法集资相关知识；5月23日通道
街支行走进呼市大型二手车交易市场—内蒙古庆鼎二手车市场宣传非法集资的危害；5月24日九久街支
行与大召青年社区共同在玉泉区白塔广场举行防范非法集资知识公益宣传活动；5月25日赤峰分行积极
参加当地监管部门举办的“防范非法集资”联合宣传活动；5月29日，呼和浩特分行与维多利集团共同举办
了“自觉抵制非法集资”知识讲座，200余名维多利集团员工参加了活动。

活动采取对外与对内宣传有机结合的方式，共发放各类宣传折页6000余份，活动场次达35次，受众人
群达上万人，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