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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永动机或许注定发明

不出来，却找到了另一种生生不息的驱动力，那

就是爱。它是如此奇妙且具有创造力，在爱的驱

动下，表达本身就是惊人的收获。

费迪南多·博罗是水母专家，也是音乐家弗

兰克·扎帕的粉丝。他决定将自己的两种激情结

合起来，纯粹是为了纪念和致敬自己的偶像。

为此，居住在意大利热那亚的博罗申请了一

个著名的奖学金来研究北加州的水母。一到那

里，博罗就目不转睛地寻找新物种。一旦有了收

获，博罗立刻给扎帕写信，问他是否愿意作为一

只水母的官方学名永远“长生不老”。扎帕回复

道：“没有什么比拥有一只以我名字命名的水母

更好的了。”

收到回复后，博罗高兴极了，当即整理出水

母样本，赶往扎帕在洛杉矶的住宅，问他觉得与

哪只水母最亲近。扎帕如约选出了他最喜欢的

水母，博罗为之取名为“菲亚莱拉·扎帕”。

水母专家凭实力追星，既表达了对偶像痴

狂的爱，也点燃了科研的激情。的确，人们对

工作超乎寻常的干劲儿似乎总与感情有关，在

发明创造上也是如此，比如饱含浪漫深情而诞

生的打字机。

打字机一度被认为是作家不可或缺的设

备。海明威曾说：“打字机以人们交谈的方式来

书写。”但你可能不知道，打字机最初的发明并不

是为了给作家或文职人员省事儿。

19世纪初，意大利发明家佩莱格里诺·图里

为方便失明的伯爵夫人卡罗琳娜书写信件，设计

了一台机械打字机。这些信件留存至今，图里的

发明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打字机之一。和

图里的初衷一样，许多早期打字机的开发都是为

了方便盲人与外界书信联系。

200 多年后，美国作家凯莉·华莱士以图里

和卡罗琳娜为原型，将打字机的发明写成了动人

的爱情故事《盲眼女伯爵的打字机》。

20世纪80年代，具有存储和检索功能的文

字处理器和个人计算机逐渐取代了功能单一的

打字机，成为市场上的主角。但时至今日，打

字机的独特魅力依旧让收藏家和热爱文字的人

们心动神驰。在创作者的灵感世界，它永远不

会褪色。

一门心思爱一个人是如此，一门心思爱一件

事往往也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能够突破种种限制

实现非凡的价值。

众所周知，学艺术很烧钱，建筑艺术门槛更

高，远不是门外汉能够玩得转的。然而，法国著

名的旅游胜地“理想宫”竟完全是用邮递员在送

件路线上捡到的石头建成的！

1836年，费迪南德·谢瓦尔出生在法国德龙

省的一个小村庄。由于家庭贫苦，他很早就辍学

工作，曾以学徒面包师谋生，直到回到老家成为

一名乡村邮递员。

所受的教育有限，拥有的财富有限，但是谢瓦

尔的想象力却是无限的。尽管从未离开过他居住

的城镇，也从未去过旅游胜地，但从明信片封面和

用户订阅的期刊杂志，让他有机会了解到外面的

世界，从异国他乡的风景和建筑中获得启发。

1879年的一天，因为在送信路上被一块石头

绊倒，谢瓦尔冒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为什么

不用工作沿途的石头建造一座宫殿呢？之后的33

年，谢瓦尔就用自己所捡的石头，用自己的双手完

成了这座奇妙的建筑，并命名为“理想宫”。

该遗址在1969年被法国文化部列为历史古

迹，法国文化大臣安德烈·马尔罗称之为最伟大

的天真派建筑。

所以，千万别为无所事事蹉跎岁月找借

口。你真正该找的是你的痴迷所在，并用一生

狂热追求。

我家书柜上存放着各种各样的书籍，独有一

本格外醒目。它的尺寸比其他书略小，封面是一

张全家福照片，面上套了一层薄薄的塑料膜。书

名为《我这一家》，全书100余页，图片文字各占

一半。“书”的装订也很简单，一眼便知是小型文

印店的杰作。当然作者也不是什么名家，而是我

的父亲。

父亲在上世纪 60 年代从事过语文教学工

作，一直热爱写作。他在铁路局工作的那几年，

给母亲写的家书堆成了小山。退休后写作便成

了父亲最大的乐趣。

我家居住在场镇上，为补贴家用，父亲退休

后便利用自家店铺经营一些日用品。他每天安

安静静地坐在柜台前守店，生意清淡的时候就专

心写作。

父亲的写作内容主要围绕咱们这个家。

与妻子是何年何月相识的，生活多年共同经

历了哪些事，他的三个子女的成长经历以及

现 在 各 自 的 情 况 ，当 然 主 要 是 以 我 母 亲 为

主。他为母亲单独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

标题为《爱妻国菊》。

父亲每天足不出户，终日坐在柜台前奋笔疾

书，偶尔有顾客来买东西，他还沉浸在写作中，顾

客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离开，他都毫无察觉。

母亲骂他不务正业：“一天正事不做，就搞这些。”

父亲连连点头认错。他在子女面前很威严，对妻

子却一向言听计从。

母亲吵归吵，对父亲的写作并没真正干涉。

父亲生性内向，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交活动，对这

唯一的兴趣母亲当然支持。父亲写作的时候，母

亲会主动承包全部家务活。有时到了吃饭时间，

父亲仍然在埋头写作，母亲便将饭菜端到他的面

前，温和地提醒他：“趁热吃了再写。”

父亲的手稿完成得差不多了，他就带上厚厚

的稿子拿到镇上的文印店，准备打印成册。

父亲的字都是草书，工作人员看起来很吃

力。父亲就一字一字地给他念，念到一些精华

段落时，他还会补充介绍文字背后的故事。比

如念到与母亲初次见面那段，他特意补充说明

母亲梳着长辫，身材娇小，笑起来脸上还有酒

窝。念到两个哥哥前后考上大学的那段时，他

一下子兴奋起来，对工作人员说：“当时你可能

还小，这事在咱们这半条街都有影响力呢，隔

壁老街坊还特意为兄弟俩一人缝了一套新衣

服。”在念到我初中时第一次上台表演小品获

全校第一，还参加过县里的演出那段文字时，

他忍不住又激动地对打字员说：“当时台下的

观众可是成千上万哟！”

父亲就这样一边念稿，一边详细补充，有时

还辅以手势。文印店老板对我母亲说：“都说周

伯少言寡语，我看他说起你们一家人时，真是口

若悬河。”

父亲的文稿反复修改多次才最终定稿。他

又从家里搜集了一些照片，有全家福，有他与母

亲新婚时的合影，有母亲后来的工作照，有大哥、

二哥在大学校门口的留影，也有我少年时代的青

涩照片。不少老照片已经泛黄了，有一张特别珍

贵，是我幼年时与母亲的合影，照片背面父亲的

钢笔字还清晰可见：“小芳3岁，母女留影。”

工作人员将照片全部扫描进电脑里，并进行

精细化处理。父亲很认真地与他一起商量如何

排版更美观，哪些照片该配在哪些文字旁。

父亲主编的文集终于制作成功，他装订成了

一本精美的册子。封面是全家福照片，封二是他

自己写的序言，最后一句是：“我一辈子工作认真

负责，妻子善良能干，三个子女都已成为社会有

用之人，我很满足。”

父亲的文集完稿不久，便因脑溢血突发离

世，临终前没有留下一句话，他精心制作的那本

“书”便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从历史看一座城市，大坪的历史，七牌坊是

绕不过的一笔。

据民国《巴县志》记载，从明嘉靖十三年

（1534 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 年）间，重庆境内

先后建立了117座牌坊，而大坪陆续修建了五座

节孝坊、一座百岁坊和一座乐施坊，七牌坊因此

得名。明清时期，重庆到成都的驿道被称为东大

路，从主城翻越佛图关经茶亭出重庆，七牌坊是

必经之地。在这段一千米左右的古驿道上，南来

北往的商贾行旅云集，摆摊贩卖，搭建草房，开设

铺面，逐步形成连绵不绝的商贸集市，促进了这

一地区的繁荣昌盛，而林立的牌坊和石碑，也成

为这条通商大道唯一的实物见证。

石碑、牌坊素有城市历史雕塑之称，集地方

文化、历史建筑、雕刻艺术精粹为一体，多建在寺

庙、陵墓、祠堂、园林或关隘要塞以及交通要道

上。走进大坪七牌坊，赫然可见一座座高大的石

碑庄严矗立。碑身多为重达数吨的长方形巨石，

最大的一块宽约1.5米，高约5米。碑上的文字

多为楷体阴刻，饱经沧桑，斑驳不堪。内容是对

地方官员德政的颂赞，对忠孝之士功名的彰表，

对节妇烈女操守的褒扬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

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风土人情、文化艺术风貌，

七牌坊碑林因此被称为“石头的历史”“文化的载

体”“凝固的音乐”“艺术的瑰宝”。

如今的大坪七牌坊地区，已经从过去单一

的农贸集市华丽转身为新的商贸经济核心区

域。这里信息产业优势独特，是重庆电信数字

中心所在地，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重庆总部等

都落户于此。这里教育科研资源丰富，有40多

所大学、中专、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以及十多个

研究机构。这里集中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市医药设计院等医学机构，在延展医疗

健康服务产业链、发展医药产品市场等方面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而由英利国际置业集团投资建设的英利国

际广场，更是集地标商业、精致住宅、酒店式公

寓、旗舰SOHO、5A甲级写字楼雄踞于此，融购

物、休闲、娱乐、美食、观光于一体，成为大坪

CBD地标生活圈。英利国际广场配备了两个直

升机坪、三个大堂、四重立体景观、五大城市广

场、六层步行天街，200 米高的重庆天际线建筑

傲视两江四岸，城市景观尽收眼底。2013 年开

业后，阿迪达斯、劲浪体育、李宁服饰、劲霸男装、

孩子王、千叶眼镜、屈臣氏、星巴克、麦当劳、必胜

客、小洞天、芋贵人、藕然间、万达影院、威尔士健

身、派对空间KTV等国际国内知名品牌纷纷入

驻，在为市民带来便捷、时尚、高端的生活服务同

时，也大力提升了大坪商圈的商贸核心地位。

据渝中区“十三五”规划，未来大坪地区将形

成金融创新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创意产业三大

板块，以龙头项目带动区域产业升级、功能升级、

价值升级，缔造重庆商务黄金中轴线和“百亿级

新商圈”。而七牌坊、佛图关、夜雨寺等文化遗

产，也将助力大坪经济发展，古老的七牌坊通商

大道越走越宽广。

七牌坊的通商大道
■疏 影

听到特大洪峰将来的警报

我心潮难平，郑重发出宣言

大汛来临，为保一方平安

我也要当错峰削洪的急先锋

传言我来多少水放多少水

我断定是一种片面的误解

如若果真如此，我的存在

不是个漏斗，也跟一张鱼网没有区别

我的确是基本不调节径流

全年也保证不了满负荷运行

但倘若径流式电站放任水径自流走

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我不明白我活着，真的还有什么意义

我纵是水库，也会被羞辱

我纵是电站，也最终电死自己

我自信活着肯定有活着的意义

平日里

我为建造人类绿色清洁能源大厦增砖添瓦

紧急时刻，我更要挺身而出

甘愿无私地奉献自己的全部

我知道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先天不足

远不能

与有强大库容的蓄水式电站同日而语

但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也可以略表对大地和生灵的深情回馈

危难关头命悬一线，必须要分清小家与大家

必须要算清小账与大账

我决心，以一名战士的名义

坚决听从防汛指挥部的命令

紧急响应，超前行动

不惜把闸门全开到位

连我在死水线下压着的

一直舍不得花的几个钢镚私房钱

能捐出的也都捐出去吧

哪怕还能再腾库一立方厘米

一座径流式电站的防汛宣言
■三都河

在我心中，最美好的风景，始终是雨后初晴

那清新、澄明而寥廓的天空。

那日，因为遇到一些烦心的事，感觉身心俱

疲，需要休息一下。正好小侄儿从远方到我们这

儿来玩几天，一家人就带他到江边转转。

由于前晚下过雨，天空蓝得纯粹、晶莹，感觉

任何一双迷惘混沌的眼睛，面对这样明净的深蓝

也会荫翳尽扫。最吸引我目光的是飞翔在天宇，

与蓝色天空相互映衬、相互彰显的白云，它们白

得纯洁、飞得轻盈。细细看去，我突然发现所有

的云朵都酷似一只只展翅的凤凰，有着棱角分明

而生动的喙，硕大的翅膀，漂亮的羽毛，威猛的神

爪，优雅的姿态。它们齐聚天空这宽阔无垠的T

形台，就为参加一场经过精心筹划、规模空前、影

响遍及整个天宇的“凤凰时装秀”，就为在这个清

爽宜人的仲夏傍晚竞相展示自己迷人的风姿。

中间的那只最大最神气的，看上去像是这场秀的

筹划者，正一板一眼地给大家宣讲比赛规则，它

的金喙张合有致，翅膀扇动生风，一招一式都颇

有风范。

待它宣讲完，“凤凰时装秀”便正式开始了。

一只只身着不同款式时装、代表了不同审美与着

装风格的“凤凰”，在T形台上尽展它们曼妙的身

姿与飘逸的神韵。它们眼睛明亮，顾盼生辉，一

颦一笑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感染着我。我的耳边

回响起《百鸟朝凤》《凤求凰》《凤凰来仪》的曲子，

还有一些揉进了现代元素的或明快或婉转、或深

情或晓畅的乐曲，为它们伴奏，和它们一起进入

了物我两忘的纯美境界。内心的烦闷与抑郁，周

遭的杂乱与尘埃都倏然而逝，只有一片清朗、一

片澄明、一片和谐、一片静美。

看时间不早了，我们坐上了回家的车。车愈

往前驶，天际便愈是显露出被晚霞浸染的美丽红

晕。而那些云彩，那些着装大胆、时尚却又个性

独具、俏丽非凡的“凤凰”此刻更是频频换装，向

我们展示出不同色彩、不同点缀、不同格调的华

服丽衫，看得人目眩神迷，唯有在心里连连赞叹。

天色渐渐暗下来，“凤凰”的表演也接近尾

声。它们在晚霞中做了最后一次精彩亮相后，渐

次离开了天空这辽阔的T形台。然后，大幕徐徐

降下，天宇间出现了点点闪烁的星星，那是美丽又

仁厚的天仙，为所有踏上归途的生命亮起的灯。

而就在我们身边，滨江路的灯也开始明亮起

来，这薄雾氤氲中柔和而温情的灯光隐去了白天

的喧嚣与杂乱，身边的世界因那份朦胧与缥缈而

变得可爱。

因为瞎忙，因为与日俱增、浓雾一样漫上心

头，层层卷起又弥散开去的烦闷，我已经好久没

有那份闲情逸致仰望天空，欣赏周围的变化，检

视并整理思绪了。可这个傍晚，这个闪耀着比蓝

宝石的光亮更深邃、更清澈动人的天空，这场由

一群美丽绝伦、活力四射的“凤凰”表演的“时装

秀”，这些被暮色和路灯幻化了的江景，又把我引

领进一个久违了的玲珑剔透的童话世界。

此去经年，会有轻盈、柔美、纯净的云彩，在

心空飘扬、曼舞、轻唱。

飘在心空的云彩
■张春燕

父亲写“书”
■周成芳为爱爱

痴狂
■葡 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