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因为父母工作繁忙，我和
不少孩子一样，是由外婆外公拉扯大
的。而从初一开始，父母有时间了，把
我接去与他们同住，我却始终忘不了外
婆的背影。

还记得在我八九岁的时候，睡觉很
不踏实，所以外婆一个晚上要来看我好
几次，给我掖被子，还得蹑手蹑脚怕吵
醒我。特别是遇到我生病，外婆索性坐
在我床头，摸摸额头，观察病情，直到我
睡熟了，大半夜就过去了，她才回房间
打个盹。

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发着烧，怎
么也睡不着，偷偷睁眼瞄外婆，借着床
头小夜灯的光观察外婆的背影。她的
脊背挺得笔直，背影纤细，光影交错中
显得令人安心。突然，那背影揉了揉眼
睛，将手中的手机按亮看时间，又怕屏
幕微光晃了我的眼，急忙用衣服挡了起
来，不让一丝一毫的光漏到我这边来。
我看着外婆抚着床沿起身，跌跌撞撞地
向前走了几步，在黑暗中被点点光芒勾
勒出的背影，衬托着苍白的侧脸和浓重
的黑眼圈，我的脸上不知不觉有些湿
润。

幼年时，我爱吃，外婆做饭时我就
搬着小椅子，坐在厨房门边看着外婆忙
碌的背影。重庆的夏天，厨房里没有空
调，只有一个小小的排风扇，就在这样

闷热狭小的空间里，外婆常常忙得热火
朝天，做出一道道美味。靠在门边的
我，凝视着外婆的背影，心里不禁微微
柔软，她佝偻的背影和被汗水粘在颊边
的斑白发丝，常常让人感受到一丝歉
意。

再大一些，外婆的视力变得不如往
常了，却常翻出我小时候的布偶缝缝补
补。一天，我正在做作业，外婆拿着针线
站在门口，她用颇有歉意和几分讨好的
口吻对我说：“幺儿，外婆年纪大了，看不
清楚，这个针线我穿不进去了……”正在
做难题的我看到她，到嘴边的拒绝被我
咽了回去，我三两下穿好了，递给了她。
她满意地接过来，坐在我的后面，安静地
缝补着一只布兔子，我偶尔转头看到她
的背影，大概看不清吧，头微微向前，身
子前倾，专注地缝着。

背影，外婆的背影一次又一次出现
在我的世界里，永远镶进了我的梦境，
嵌进了我的思念，珍藏在我的心底。

指导老师点评：我们常常念叨父母
的恩情，却忘了有一种爱叫“隔代亲”。
当父母忙于挣钱养家的时候，多少孩子
是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拂下长大。
那些点点滴滴、丝丝毫毫，平凡琐碎，而
又深沉感人！“背影”是个熟悉的切入
点，更是感人至深的爱的凝聚点！

背影
鲁能巴蜀中学初2020级18班 钟唯嘉 指导老师：李浬

写作文0707
2019年7月7日 星期日 责编 江前兵 视觉 胡颖 李睿 责校 黄颖 刘玛利

记录成长，让瞬间成为永恒。养成习惯，让发展不受局限。
提笔写作也许只是老师布置的一项作业，但上游新闻“作文”活动却让同

学们的作文变得丰富多彩，趣味盎然。
热爱生活，爱上写作，养成一种终身受益的好习惯。
助力学习，关注成长，投稿上游作文，每周六、周日《重庆晨报》中、小

学作文版如期与你相会，期待更多的中小学生来此展示才华，书写成长，
分享快乐。

作文版主持人：

叶子姐姐
（资深教育记者）
叶子姐姐微信号：cqcb99
作文问题咨询电话：63907519
有声作文朗读投稿：
2683093443@qq.com

（1）手机下载上游新闻APP客户
端，点击主页下方“活动”，滑动找到

“作文”。
（2）将电子版的作文稿复制，点击

“上传作文”完成提交。请注意填写作
者、学校、班级、指导老师、老师点评等
信息。

（3）中小学生在上游新闻投稿
请在“作文”栏目右上角选择“个人
中心”填写“个人用户信息”相关资
料，然后按“中学”“小学”分类投稿。

（4）我们将为见报的小作者制
作一张“作文之星”电子海报，请将
你们的正面清晰肖像照上传至
2683093443@qq.com。

（5）我们将在每周六小学生作
文版开通“有声作文”，每周四晚将
优秀作文朗读篇目公布在cqcb99
微信群，欢迎小朗读者报名。

上游新闻作文投稿说明

快来上游

投作文
品好文

投稿和欣赏更多作文，请扫描
二维码下载上游新闻，点击“活动”
进入“作文”专题

正月，艾草的小苗从土里探出头
来，身上还带着一层细腻柔软的白色
的茸毛。老家隆昌的奶奶已下了干
涸的田，追赶艾草的最佳年华。她要
用这些艾草制作成一样当地美食
——艾粑。

老家的艾粑与原产地江西一带
有所不同。江西的艾粑用的是清明
时节成熟的艾，加的馅也不一样。但
老家也将艾粑的另一种风味发挥到
了极致。

拿回家中的艾被洗去泥土，碾碎
成为叶浆加入糯米粉揉和。和面一
直是面食文化的精髓。粉太多没有
黏黏的口感，水太多不易成形缺乏嚼
劲。所以这项工作一般都由家中的
长辈完成，拿捏的技巧需要岁月的凝
练。看奶奶先在盆中将面团和成形，
便拿出来放在宽大的菜板上反复挤
压、抻拉。奶奶已和面许久了，我再
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焦急，问奶奶为什
么要揉这么久。奶奶慈爱地说：“面
团跟个人一样，你打压的越久就越劲
道。我现在累一点，你们吃着更开心
嘛。”

等候多时，面皮终于完成了。现
在已是一个翠绿色的大面团，艾草的
香气也锁在了面团里。奶奶却没有
停下来，拿出各类作料准备着肉馅的
制作。老家艾粑的馅更偏向于炸酱，
用的是肥瘦相间的肉末，加入多种作

料搅拌、混合。既保留了肉本身的口
感，又有作料的香气陪衬。

剩下的环节便要全家出动了。
端出面团与馅，开始包艾粑。艾粑的
结构与汤圆相同，中间是馅，四周用
面皮包裹搓圆。而大小则和半个拳
头相当。包好后放在一片小粽叶上，
等待慢火中的蜕变。艾粑还没好，一
家人却早已融化在无限期待与等待
中了。

清晨，一锅艾粑在蒸汽中苏醒。
艾草的香气不再收敛，从内而外散发
出来，直唤醒一个个睡梦中的人。蒸
好的艾粑表面泛着油亮的光，如同翡
翠等待着人们的鉴赏。忙将一个艾
粑放在嘴边，咬一口，艾草的清香和
酱肉的肥美油腻完美结合，融合成令
人愉悦的香气。面皮在咬下的瞬间
给牙齿一个微弱的反弹力，张开时又
有一点拉扯感，给我的味蕾注入了兴
奋剂。品味着美食带来的幸福感和
安全感，我问奶奶：“为什么我们自家
的艾粑好吃啊？”奶奶得意微笑回应：

“其实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最关键就
在面皮上。外面用机器压的和人和
的能比吗？机器那是为了赚钱做得
飞快，压的次数不够。只有手工的才
能做到。压得多了，自然就好了。”

我皱皱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手里的筷子已指向盘中最后那个艾
粑了。

艾粑香
鲁能巴蜀初2020级42班 徐笑乐佳 指导老师：李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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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垫规资告〔2019〕70号

根据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39号令）的要求，经垫江县人民政府批准，
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对桂阳街道明月大道南段西侧B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出让，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的名称和地址:出让人：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桂阳街道桂西大道南阳内转盘
联系电话:74684675、74684676、74501155
二、挂牌地块概况:

三、竞投者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公司、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
四、挂牌期限、地点及竞价方式:凡愿参加竞投者，可于即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下午5时（节假日除外）到垫

江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地产服务中心索取或直接在垫江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和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下
载挂牌交易文件，定于2019年8月1日上午10时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桂西大道南阳公园机关办公中心2号楼2楼
举行现场竞买揭牌会，本次挂牌采取现场报名方式，有意竞买者在2019年8月1日上午9时前汇入指定的竞买保证
金专户(开户银行、账号、户名等信息详见重庆市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djjyzx.gov.cn/）“土地出让”
栏目，本地块招标（出让）公告页面底端的《本项目投标保证金指定收取账户信息》。以到银行账上时间为准，否则不
予受理报名），并凭银行到账凭据进入揭牌会场，要求竞买人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明或法人代表委
托书、营业执照附本、资质证明书、承诺书、竞买申请人签署意见的《竞买须知》2份、居民身份证及印鉴，填写竞买申
请，经审查合格后方取得竞买资格。该地块每次增价不得少于20万元人民币，价高者得。

五、其他约定条件（见须知、中国土地市场网和垫江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
竞买人参加竞买时需提交土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有支付土地价款

的资金的承诺书。竞买人竞得土地后需成立新公司作为竞得人的，应在参与竞买前提交书面申请。
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7月1日

刊登
热线
郑重提示：本版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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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霏霏细雨，点点愁思，几
多离人泪。

金黄的油菜花开了……我望着这
片故土。如今，那年，那月，那时光，已
悄然流逝；那人，那情，那永恒，已不复
存在……

忆，那老风筝
清明时节，闲着无聊，在家中收拾

屋子……
从家的角落里，翻到了那只被我们

遗忘多年的老风筝。大体上没有太大
变化，只是褪了色。每当油菜花盛开之
时，你我会在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田里放
那只老风筝。你那爬满岁月痕迹的脸
庞悄然绽放出花朵般的笑容。愿你在
另一个世界也一直这样笑着。

念，几多柔情
一阵风掠过一朵朵油菜花，沙沙作

响。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不知不觉，
一件衣服莫名其妙地就披在了身上。
抬头，只见你日益生长的白发，和日益
嶙峋的身躯，一双饱经风霜的手，打理

着这片油菜花。此时，一股暖流涌进我
心中，温暖了我……

别，那份思念
那是最后一次见你，我们在这片充

满回忆的油菜花田前道了别。
庭院里油菜花的嫩芽，早已从土壤

探出了头，院子里绿意盎然。你正在给
油菜花们松土，你递给我一个小花锄，
我拿着它，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学着你
的样子。一上一下，一起一落，一前一
后……却怎么也伸不进土壤。此刻，你
放下手中的事情，用你那涂满老茧但却
灵巧的双手握住我白嫩的小手，舞动着
轻巧的花锄，给被冻了许久的大地呼
吸。你还记得吗？

回到城市竟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
一次见面。原来泪和眼的分离，味道会
是咸……

曾祖母就像这油菜花一样虽朴实，
平凡。但却面对生活阳光，向上……

风萧瑟，叶飘落，一片片叶脱离生
命，铺在石阶上。金黄的颜色，寂寥的
心情……

牵思忆
重庆市字水中学初2021级18班 翁欣源

家乡是什么？
李白说，家乡是浩荡江水绵延万

里，送游子远行；杜甫说，家乡是月夜
静坐，投向空中湛蓝天幕的那一瞥；
席慕蓉说，家乡是一棵没有年轮的
树，永不老去。家乡哟，千种形态万
般思绪，如铺展纸笔写就古老诗篇，
抖落尘埃温柔岁月，一回眸即过滤出
一种沉默却鲜活的韵味。

家乡是难以言喻的。
生于中国西南的小城，街区不过

是城市最平凡的一角，眯了眼睛就能
看见天尽头的远山藏在尚且低矮的
楼房后露出青灰色的尖顶。楼房不
高，小小五层，每层左右两门却住了
四户，像古时连通的厢房，沿着一段
全然无光的水泥走道，推开内里的门
又豁然开朗——一种别有洞天的粗
糙情致。

偏僻的小砖楼弥漫烟火气，总透
出些明目张胆的淳朴。我们和同住
一隅的邻居很亲——也许是因为她
佝偻着背还抄起扫把保护我妈的缘
故，这位年逾六十的老奶奶就成了我
的“外婆”。两家不过一门之隔，她家
大门又总是敞开且飘着食物香味，我
老爱往那里钻，外婆裹着布衣也乐得
跟我讲些事来逗趣——比如她在外
的女儿某天晚上睡觉遇上了大蟒蛇，
老伴痴呆得指着布包喊人头。那段
童年时光已经很模糊，可我仍隐隐记
得外婆客厅窗户上明明灭灭的贴纸，
小凳上外公指着电话机支吾，大圆桌
被收成四角形，桌上是大大的廉价塑
料网罩，里面瓷碗盛着撕得碎碎的、
裹了辣椒的茭头——我想自己一辈
子都不会忘记它的味道，那是现在无
法找回的味道，带着一点“模糊的怅
望”，勾起难以言喻的思念。

家乡在时间之外。
我能感到家乡在流逝——小砖

楼拆迁，高楼拔地，一改灰土的面貌，
开始真正有了现代城市的模样；远处
青山遮掩不见，但还是有些东西留下
了：马路车流轰鸣如昔，包子铺冒着

滚滚热气，有些地方仍是树木横天道
路粗犷，人们操着纯正的乡音在讨价
还价，嗓门大极了。家乡无关美不美
好，只要真实，就是可爱的。

我从不觉得乡土暗含贬义。乡
土正是我家乡的独特韵味，因为乡
土，这里才有久持不变的朴素和真
实；人们情态各一，却都不会改变心
底那份淳朴。家乡，像一枚小小印章
在心里戳印。它不是固有概念，它有
广袤深邃的、不可言说的记忆和情
感；它又是烙印，是独立于时间之外
的、我们的来处与归宿。家乡在流逝
——这似乎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可家
乡又是永不会变的，我会记得和家人
围坐吃火锅时的热气，楼下老人敲铁
卖饴糖的喊声，以及长江和嘉陵江奔
涌汇流的水声。让家乡在时间之外
的，正是我们赤诚扎根的记忆。

我的家乡，有珍贵的解放前遗
址，有千年古镇和百年渡口，有口味
绝妙的小面和火锅——这些我都不
愿详提。因为家乡带给我更多的是
充满油烟的儿时生活。家乡的韵味
于我，仅仅是儿时矮小的邻居外婆夸
张的故事，楼墙根灰黑的污渍和苔
藓，老街嘈杂人声和同家人携手前行
的温暖。它们沉默而鲜活，陪我披历
岁月逆风成长。

乡·韵
重庆市第37中高2020级14班 李鈺涵 指导老师：王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