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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攀枝花人

邓明莉与攀枝花的文学情缘
□张亮 本报记者 胡波 文/图

1998年，因为机缘巧合，时年22岁
的邓明莉从内江威远煤矿来到了攀枝
花创业。

20多年来，在融入攀枝花，成为真
正攀枝花人的路上，她一路打拼，一路
收获，不仅开过公司，做过导游，还利用
业余时间，走遍了攀枝花的山山水水，
并写下了诸多文字。这些让她得意的
作品有的在市内外报刊杂志发表，有的
结集成书，攀枝花成了她文学梦想的发
祥地……

结识攀枝花
刚来到攀枝花的时候，正是网络诗

歌论坛兴盛的时期，业余时间，邓明莉
也开始在网络上学习写诗歌，学做诗歌
论坛编辑，并因此而认识了许多有共同
兴趣的诗歌爱好者。

2011 年一个平常的日子，因为到
朋友店里取一张刻录光盘，邓明莉遇见
了打工诗人罗云，他正在店里打印诗
歌。看到他写在纸上的一行行诗歌，邓
明莉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两人开心
地攀谈起来。后来，罗云来到邓明莉的
工作室，看到邓明莉的文字后，罗云很
热情地将邓明莉推荐给了攀枝花更多
的诗人和作家。

就这样，在结识了攀枝花众多文化
界的朋友，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后，
邓明莉开始真正地与攀枝花相融，并深
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为这座城市写下
了一篇篇深情的文章。

行走攀枝花
2014 年，邓明莉多次深入仁和区

前进镇纳拉箐采访，参与写作《乡土纳
拉箐》一书。也是这时她才知道，这条
不为人知的小山沟里，还藏着七座水
碾房，一家造纸厂，一座无法蓄水的水
库，一群曾为三线建设默默奉献的纯
朴乡民。

2015 年是攀枝花建市 50 周年，这
一年，邓明莉积极参与了市文艺创评室

《攀枝花 1965》的采访写作，了解到攀
枝花当年建设的经历和其间发生的许
许多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她为在这座英
雄城市工作生活而骄傲，也为能够参与
到歌颂这座阳光花城的队伍中而自豪。

2016 年，邓明莉又参与了市文艺
创评室和河门口街道联合发起的家风
家话的采访写作。听着道德模范们讲
述他们的故事，邓明莉的心灵一次次受
到洗涤。

2016年9月，攀枝花发生了强降雨
灾情。在这次抗灾救灾、重建家园的过
程中，市文艺创评室、仁和区文广新局、
仁和区文联积极行动，迅速联合开展了
以发现“抗灾救灾、重建家园”感人故事
为主题的采访和创作活动。邓明莉随
队到灾区深入采访，和大家一起写下了
一篇篇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结集成

《直面灾难》一书。
从2017年3月1日起，市文艺创评

室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唱响主旋律、

讲好攀枝花故事的号召，加大文艺创
作力度，积极策划、撰写攀枝花芒果故
事。为此，邓明莉全身心地投入到创
作中，在采访了多家农户和相关单位
后，倾情创作出报告文学《攀枝花芒果
的前世今生》。如果我们想在较短时
间内对攀枝花芒果有个大致了解，这
篇文章无疑是一个样本。我们可以在
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中看到攀枝花
芒果种植的变化。

情恋攀枝花
近年，邓明莉还创作了《藏在幕

后的红妆丽人》《一天》《前进，前进》
《一个本土作家的行吟与守望》等作
品，立体化的展现攀枝花基层文化发
展全景。

20多年来，在不断的创业打拼中，
在一次次的采访活动中，邓明莉走遍了
攀枝花的山山水水，熟悉了这片土地的
风土人情。她看风景，观民情，听故事，
写文章……她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越来
越深厚。

“我曾经以为大山里的攀枝花是一
片文化沙漠。当置身其中，我才发现，
这里其实是一个文化大观园。里面有
奇花异草，有才子佳人，有风情万种，有
风光无限。”邓明莉说，2008年，在北京
工作的姐姐曾建议她离开攀枝花去北
京发展，她婉拒了姐姐的好意。前不
久，姐姐再一次向她发出邀请，她同样
没去。“我发现，这片土地，已经和我有
着太多的联系，太深的感情，我已没法
与她割舍。”

□刘小兵

曾写出《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万
物生长》等作品的冯唐，既是著名作家，
又是华润医疗集团创始CEO。在写作
之外，作为一名企业管理者，如何管理
好自己的团队，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双赢，一直是冯唐潜心思考的话
题。借助对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嘉言
钞》的解读，结合自己十余年咨询、投
资、管理经验，满含智慧和激励的经管
类著作《成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
5月出版），便在冯唐的笔下应运而生。

书中内容十分宽乏，涵盖人力资源
的综合利用、团队精神建设、职业素养
和操守的养成等等。冯唐将《曾文正公
嘉言钞》中曾国藩在立德、立功、立言上
的心得，以及自身在商界浸染多年的管
理体会，巧妙地融汇在一起。就企业
（团队）如何选人、留人、用人等问题上
予以了细致入微的讲解。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许多
人都渴望取得工作和事业上的成功。
在冯唐看来，成功，除了得益于人们主
观上的不懈努力外，外界的正能量给
予，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对于一些成功
者的成事经验、技巧、方式、方法，普通
人完全可以通过借鉴、学习和练习，拿
来为己所用。基于这样的思考，冯唐十
分强调成事的过程，在鉴古论今中，他

将曾国藩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的修行感悟，与自己忙碌而充实的高
管生涯相对应，就大众如何在成事中，
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完美融合，
给出了答案。

成事，看似容易，但要持续不断地
成事，尤其是成大事，绝非易事。对此，
冯唐主张凡事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努力的干，拼命的干，至于结果如
何，不要去想，听天由命，那不是我们该
管的事。”对于一些难事、棘手之事，普
通人往往唯恐避之不及。然而冯唐却
鼓励我们，怕什么，就做什么，迎难而
上，就会觉得麻烦也不过如此，也没什
么可害怕的。他说：“难做的大事，艰难
地慢慢做，一定有可以做成的那一天。
不难，不做，永远不成。”当然，成事，也
是需要讲究效益的。在做每一件有意
义的事之前，必要的思考是必须的。对
于一些力不能逮，或根本就不可逾越的
事，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独立而成熟的判
断。冯唐传授了他的一些洞悉之道，那
就是判断一个事儿能否干成，一看外界
环境让不让干，二掂量自己会不会干，
三问自己想不想干。如果三个方面都
具备，成事终究会水到渠成。

母亲的菜园
□龚德位

周末回老家，乡亲们送了点园子里
自己种的蔬菜，我带回城里吃了好些
天。这些真正绿色的蔬菜让我不由得
想起小时候母亲常年耕种的菜园，想起
那无忧无虑的美好童年。

母亲的菜园会随着季节的改变而
轮流播种一些时令蔬菜。南瓜便是其
中最常见的一类，由于它的藤蔓铺开
占的面积特别大，一般母亲都会把它
种在园子的角落里，以便让藤蔓爬上
墙而不占地。南瓜花开的时候，金灿
灿的，开得大而热烈，但花朵的质地却
很细腻，仿佛上了一层金粉。除了花
可食用外，它的叶子也可以制成上好
的佳肴，将其洗净后用力揉，或用刀切
成碎末状下锅加干辣椒爆炒，吃起来
有些略感粗糙，但很可口。而南瓜，母
亲有两种最常见的做法，一是将南瓜
直接煮熟素吃；另外则是将老南瓜洗
净后去籽，蒸熟后和入面粉，再揉啊
揉，捏成一只只薄圆的南瓜饼再放入蒸
笼一蒸，味道好极了。

菜园里最常见的蔬菜还有番茄，它
又叫西红柿。在没有成熟之前果实青
青的，涩涩的，后来慢慢转成橘红色，又
渐渐变成宝石红。有人说他的身份最
特殊，生吃的时候是水果，但做菜时便

是蔬菜。提到做菜，想必一般再不会做
菜的人都可能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会
做番茄炒鸡蛋。”炒好后再加上一些葱
段更香，红、黄、绿三色让之色彩鲜明，
令人胃口大开。另外，园子里也常种些
很多人都喜欢吃的青菜。你看它那白
生生的菜帮，翠青青的叶子，简直像素
养的姑娘，无须妆饰，风韵天然。它生
命力特顽强，母亲只要把青菜籽朝园
子里一扬，那菜籽便自己落地生根
了。没过几天就会冒出绿茸茸的脑袋
来，挨挨挤挤的。后来你若嫌它长得
太密，你可以从中拔掉一些拿回家就
可以当菜吃了，嫩嫩的，入口即化。如
果顿顿都吃肉吃腻了，吃点青菜一定
是你不错的选择。

除了番茄和青菜，母亲还常种些胡
萝卜，它的叶子像芹菜，缨缨细细的，但
比芹菜秀美；像茑萝，又不似茑萝般弱
不禁风。母亲常常用胡萝卜炖骨头汤
给我们喝，其味正汤鲜，令大家赞不绝
口，往往是今天吃了还惦记着明天能不
能接着吃。

想起这些，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
慢慢老去的母亲和母亲曾经年复一年
播下希望种子的菜园，将这些蔬菜的名
字串联起来就是我的整个童年，就犹如
这些蔬菜名字一样质朴而纯正的童
年。感谢母亲，感谢母亲的菜园！

□王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爱上了晨跑。
有朋友问我，“什么原因让你每天

起那么早？又是什么使你的自律能力
变强了？”答案很简单，就是我偶然从
新闻中看到一则消息：90 岁高龄的刘
中心老先生参加了西昌邛海湿地国际
马拉松比赛，而他是那次赛事年龄最
大的参赛者。看见他坚持跑步的经历
后，我被刘老先生那种生命不息，跑步
不止的精神所感动，便开始了自己的
晨跑之路。

我是从 2018 年 11 月 4 日开始晨
跑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刚开始晨跑
时，我都不相信自己会坚持下来。因为
若是换做从前的我，肯定早就放弃了。
那时太任性，总是以各种理由放弃那份
坚持和努力，比如常会说“时间还很多，
明天再行动吧”“今天天气状况不好，不
适合运动”等等，结果慢慢地便养成了
拖延、懒惰的不良习惯。看了刘老先生
的比赛，我觉得必须改变这种不良的习
惯了，这也是我能坚持下来的原因。

早上 5 点 50 分左右，在攀枝花炳
三区晨跑的那段路上，早起的人还真不
少，人行道边保洁阿姨在打扫着卫生，
早起上班的人在车站等候着第一趟班
车，早餐馆的服务人员已准备好了可口
的早点，还有的，就是和我一样早起锻
炼的人。大家无疑都在向着自己的目
标坚持着，努力着。感受他们传递的那

份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也是我能够坚持
晨跑的原因。

今年 3 月，我在东北鞍钢出差学
习期间坚持着晨跑，途中领略了初春
北方的风景，杨柳、石桥、玉佛依次映
入眼帘，还看见冰封的湖面开始慢慢
融化，就觉得一切都似刚刚睡醒的样
子，那一刻，我觉得一个蓬勃的生命正
在悄悄地孕育。

4至6月，我到成都参加培训时也
在坚持晨跑，在镇上、田野边，我看到了
匆匆赶路的青年，地里劳作的村民，他
们都是早起者，为了美好生活忙碌着，
我感受到了善良、淳朴的气息。

坚持晨跑不仅能锻炼毅力、欣赏美
丽的风景、丰富业余生活，更让我高兴
的是体重减了，体重从原来的160斤减
到现在的142斤，看见自己的体重减了
18斤，这对于一位奔三的男子汉来说，
心里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已爱上晨跑。晨跑时不仅可以
和内心深处的自己交流，迸发出智慧的
火花，还有一种小确幸，就是我喜欢跑
到小区那处开阔的憩亭，站在憩亭里，
一眼就能望到对面的群山，可以领略
英雄攀枝花、阳光康养地的无限风
光。时间若是恰好，还能看到一轮红
日从山头缓缓升起，随之天色渐渐地
明亮起来，立时便神清气爽，感觉今天
的自己又能以一个精神饱满的状态开
始工作和生活。

我将一路晨跑下去。

□雷为湘

提起“神话”，或许，年轻人的印象
是：“梦中人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
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地，我不会放
手……”而今天我要述说笮山人自己
的神话。

从县城开车沿环湖路前往东北部
绿水青山间游玩，我们不需要做过多
的物质准备，也不需要带银行卡或很
多的现金，我们唯一要做好的就是思
想上的准备，那就是千万不要被多姿
多彩的景色迷住了，上了山不想回来，
决意要留在秀色可餐的大山里做个逍
遥的“仙人”。

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观音岩大桥，
如果有人晕车，车子停下来，休息一
会儿就好了。迎着湖面吹来的湿润
的微风，漫步在桥面上，回头看一看
巍峨的观音岩，它会脉脉地向你倾述
它的神话。

从前，三源河两岸土地肥沃，田园
阡陌，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人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有一天深
夜，大家正在梦乡之中，突然地动山
摇，山崩地裂，两岸的山体崩塌堵塞河
道，眼看河水一天天涨起来，淹没田地
和家园。村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
哭天喊地、烧香求佛。大慈大悲的观
音菩萨，恰巧路过此地，她用柳枝劈开
河道，用净瓶导水，三源河畔又恢复了
往日的勃勃生机，人们为了感谢菩萨，
在山岩上修建了“观音庙”，山岩也有
了名字叫做“观音岩”。

中午，到了甘海子，海子农家乐就
在盛开着紫色苦荞花的地边。农家乐
有山珍美味，深受外来游客青睐。下
车时，记得披件外套哦！这里山高气
温低，注意不要着凉感冒。

我们可以沿海子边走一走，碰碰
运气，看看能否捡点松茸、蘑菇等野菌
子，拿回农家乐煮在鸡汤中,捡不到也
不要紧，热情好客的主人早已准备好

了食材。或许能在岩子边扯上几把
“山葱葱”或“山白菜”之类的野菜，还
可以在漫山花丛中拍照留恋，将美好
的时光定格为永远的记忆。但在海子
边走千万要小心，不可以任性，不要误
入沼泽中，不小心鞋子掉进去是小事，
弄不好整个人都会陷下去。

海子边是高山阔叶林的地盘，树
林中有胖乎乎的、水灵灵的冬瓜树，它
们有宽宽的树叶和厚厚的树皮，生长
在潮湿的海子边，贪婪地吮吸着甘露
般的泉水。站在树林边向远处望去，
云脚下隐隐约约有块巨石如大都市中
的尖顶摩天大楼巍然屹立在山边。

“快回来，吃饭了……”农家乐的
主人站在院坝里高声喊道，招呼声在
空寂的山谷间久久回荡，整个大山都
在喊：“快回来，吃饭了……”在这里，
可以边吃饭，边听老大爷讲尖石头的
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九天弥罗宫中有
两位青年男女，在宫中做些杂活儿，日
久生情，彼此爱慕，他们厌倦了神仙生
活，羡慕人间烟火的温暖与柔情。两
人偷偷来到这里，修房造屋，开荒垦
地，栽桑种麻，养殖畜禽，他们过着农
耕田园生活，夫妻俩勤劳善良，知书识
礼，他们帮助村民发展生产，村民们过
上了幸福的生活。夫妻俩在屋后立了
一块高高的大石头，石头上镌刻着爱
情誓言，当地人称他们为“神仙夫妻”。

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多年以后，
雷公电母奉命找到他们，要带二人回
天庭交差。夫妻俩不愿意回去，双方
施展法力在此大战，霎时闪电迅疾、雷
声隆隆，雷公执锤怒击山林、飞沙走
石、树木折断、房屋坏败。夫妻俩害怕
危及无辜乡亲，连累村民，主动停战，
束手就擒。他们随雷公电母回天宫，
临走时泪洒林海形成了甘海子，写有
誓言的尖石头留在了原处。

故事听完了，酒足饭饱，继续前
行，沿着大山绕几个大湾子就到了共

和街。夕阳西下，群山映照在暖洋洋
的余辉之中，迷离飘渺，美不胜收。游
客问：“附近什么地方好耍哟？”答案只
有一个，那就是燕子坪。燕子坪漫山
遍野都是松树林，犹如无暇的翡翠。
山岩边有一个燕子洞，深不见底，洞口
野燕纷飞，热闹非凡，形成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山坡上有三国时诸葛亮“五
月渡泸，深入不毛”带兵南征修建的兵
营，古遗址残存有战壕和烽火台等军
事设施，此山又叫营盘山。

晚上，在高山旅舍住宿，早晚鸟鸣
哇叫，正是“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
稻十分秋。”共和街所在地古称缺马
田，缺马(土语)就是小红蛙，解放后设
置二区管辖林共太三乡，区政府正好
就在缺马田。

凄美的女儿山也有动人的传说要
讲给远方的客人听！据说古时候，大
山深处有户人家生有一女儿名字叫阿
香，阿香长大成人后，美丽善良。她
与藤桥村一个叫西木的英俊男子相
爱，两个人誓同生死。当地豪强欺压
百姓，他见阿香美貌如花，定要强娶
她为妾，逼婚不成，他设计在藤桥上
烧死了西木。阿香姑娘悲痛欲绝，她
爬上大山顶，化为巨石，滚下山来砸
死了邪恶的恶霸，为民除害。从此以
后，人们便把这座山叫做女儿山，放
眼望去山峰像靓丽含笑的少女，静静
地凝视着苍茫的大地，祈祷着人间的
光明与正义。

穿过女儿山进入红宝乡，群山叠
翠，流水潺潺，野花斗妍，别有一番风
韵，其中令人称奇的是宝石山的主峰
奶头山，她甘甜的乳汁哺育着笮山儿
女。沿着盐水河来到了渔门镇，吃鱼
品茶，享受农家果蔬，真是惬意而回
味无穷，令人心醉。两天的时间，就
可以在山水盐边东北部的生态长廊
上游走一圈，体味人与自然的和谐，
缓解城市生活的压力，寻找一个新的
精神支点。

□魏益君

每个人钟情和珍爱的东西很多，
而我所珍藏和情迷的是一本《党章》。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当兵来到
部队，第二年就被批准回乡探家。左
邻右舍的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得知
我穿着军装回村，都跑过来瞧新鲜。
那时候参军热，每有当兵的回村探
家，都会被乡亲们高看一眼。他们你
一言，我一语，问东问西，好不热闹。
我一边散发着糖块、香烟，一边喜滋
滋回答着他们的提问。

当在县城工厂退休的四大爷问
我是否入党时，或许是虚荣心的驱
使，信口说：入了，已经是党员了。

四大爷就赞许地笑了：嗯嗯，好
样的，真有出息！四大爷说着，突然
伸出手来，要我把《党章》拿给他看
看，说是想学习学习。

我一下子懵了，因为我还不是党
员，我不知道《党章》是什么，更不知
道党员都得学习《党章》。四大爷看
我发愣，问：怎么，没带？

我赶紧红着脸接口说：哦哦，是
的，落在部队了。

回到部队后，我的心无论如何也
平静不下来，晚上，我打着手电在床上
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然后偷偷交到
了指导员手里。指导员接过去看了一
遍，说：积极要求进步是好事，就是你
的申请书格式不对，认识也太肤浅。

指导员说着拉我坐下，然后从衣
兜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小本本，说：
我给你念一段吧，以后你就知道怎样
才能成为一名党员了。

指导员念着，我入神地听着。等指
导员停下来，我看着他手里的那个红色
的小本本问：这就是《党章》吧？指导员
点点头，而后就嘱咐我以后要怎样表
现，怎样学习，怎样向党组织靠拢。

从那之后，指导员手中那个红色
的小本本就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它
激励着我发奋学习，发奋训练，激励
着我帮助战友，互助友爱，激励着我
走进驻地，为乡亲们服务。我的进步
表现被领导和战友们看在眼里，不
久，班长就主动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帮助我向党组织靠拢。

当我成为一名预备党员的时候，
却没有发给我那个红色的小本本
——《党章》。原来《党章》并不是每
个党员都有，只有指导员和每个党小
组有一本，供指导员上课和党小组学
习时用。

可是，想到那次回乡探家四大爷
伸手向我要《党章》的情景，得到和拥
有一本《党章》的愿望是那么的强烈。

一次部队野营拉练，我在为群众
救火时不慎摔伤。团政委来看望慰
问时问我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我突然
想到了那本《党章》，就说：我想要一
本《党章》。

政委笑了，要一本《党章》算什么
难题吗？随同的指导员说，团里分给
连队的《党章》少，只够集体学习使
用。政委看着我，赞许地点点头：特
批了，送给你一本！听着政委的话，
我一时无比激动，眼泪都掉了下来。

从此，那本鲜红的《党章》就一直
放在我的衣兜，我十分珍爱，时时掏
出来看看，时刻不忘初心。

读书札记

成事的思维与智慧
—— 读冯唐《成事》

晨跑的乐趣

邓明莉近照邓明莉近照。。

那本珍爱的《党章》

听着神话去旅行

美景如画。（庞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