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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唱响科学家的家国情怀梦
光明日报记者 李晋荣

在网上搜索“我有一个梦”，显

示出的词条里光是歌曲就出现了

好几首，梦想从来都是值得被歌咏

的。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有一个

著名的“禾下乘凉梦”：“我梦见我

们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有

扫帚那么长，谷粒有花生米那样

大，我跟我的助手们坐在瀑布般的

稻穗下乘凉。”

这个美丽的梦曾经被画家付

诸笔端，画中，稻谷金黄，袁隆平卧

于其中，让人觉得喜悦又浪漫。90

后小伙子杨柠豪也从袁隆平的“禾

下乘凉梦”中捕捉到了浪漫，“常年

与庄稼打交道的袁爷爷，竟然有这

么诗情画意的语言。”杨柠豪学作

曲出身，他当时就想，如果能把袁

爷爷的这句话，变成一首歌就好

了。

因缘际会，杨柠豪的老家是湖

南省安江镇，袁隆平曾在这里的安

江农校度过 37 年的研究生涯，安

江农校也成为中国杂交水稻的发

源地。通过镇上长辈引荐，杨柠豪

真的见到了“袁爷爷”，他同时见到

了袁隆平 80 岁时写给母亲的信，

在信里，杨柠豪对袁爷爷的“禾下

乘凉梦”有了更深的理解。

“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

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

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

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

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

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

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源到重庆，

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

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

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

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

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

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

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

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

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

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的幼

年时种下的！”

信里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杨柠

豪，他胸中升起悠扬的曲调，轻轻

和着，变成了歌：“我有着一个梦，

埋在泥土中，深信它不同，光给了

它希望，雨给了它滋养，它陪种子

成长。我有着一个梦，走在田埂

上，它同我一般高，我拉着我最亲

爱的朋友，坐在稻穗下乘凉。妈妈

我来看您了，您看这晚霞洒满小山

村，妈妈我陪您说说话，这种子是

您亲手种下，在我心里发芽。”

后来杨柠豪把录制好的歌曲

带给他的袁爷爷听，袁隆平听后低

着头湿了眼眶，“他说再过几天就

是中秋节了，又是母亲的忌日了。”

杨柠豪记得袁隆平给母亲的信中

写到在许多年前的一个中秋节，母

亲去世，他因为参加杂交水稻大会

而未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当时

在场的人听到袁爷爷的话都比较

受触动。”歌曲就这样开始在杂交

水稻中心传唱。

2018 年，中央电视台“相聚中

国节·出发2018”晚会上，袁隆平带

领杂交水稻中心科研团队亮相，80

后科研人员吴俊、唐丽、吕启明、李

建武在节目中又唱起了这首歌，轻

轻吟诵着属于科学家的家国情怀

梦。 据10月16日《光明日报》

多读书 读好书
扶欢镇开展送文化进社区

惠民季图书巡展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胡成

渝）10月16日至20日，扶欢镇

开展了为期 5 天的送文化进

社区惠民季图书巡展活动。

本次图书巡展内容丰富，

有古典类、文史类、普法类、教

育类等多类图书。活动期间，

该镇在场镇世纪华联超市入

口设置了惠民售书点。每天

都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此

看书、购书。“阅读不仅可以开

阔视野、陶冶情操，还能在无

形中培养孩子的气质。”“希望

镇上多开展这样的活动！”场

镇居民纷纷为此次活动点赞。

据悉，此次活动由区委宣

传部主办，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重庆市綦江区分公司承办，扶

欢镇人民政府协办，旨在倡导

全民阅读，共建书香扶欢，动

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阅读活

动，多读书、读好书，培养群众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让广大

群众体会读书的乐趣，丰富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重庆日报讯（记者 白麟）日前，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召开新闻通气会，

发布《关于重庆市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重新核定货车通行费收费标准

听证事项的通告》，启动了我市重新核

定高速公路货车通行费收费标准定价

听证。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

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实施方案的通知》《重庆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深化收

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实施方案的通知》《交通运输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切实做好货

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有关工作的通

知》等文件精神，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

将从2020年1月1日起，由目前的计重

收费，调整为统一按车（轴）型收费，需

重新核定高速公路货车通行费收费标

准。市交通局、市发展改革委在开展

调研测算等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我

市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重新核定

货车通行费收费标准的方案。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将由市发展改革委

组织召开听证会，就相关方案征求经

营者、消费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

其必要性、可行性、合理性。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的

有关规定，市发展改革委发布通告，向

社会公告了相关事项。此次听证会设

置参加人共25名，包括货运经营者12

名，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者4名，人大代

表2名，政协委员2名，专家学者2名，

有关部门及社会组织人员3名。同时

设旁听席10个，记者席6个。其中6名

货运经营者、10 名旁听人员通过网络

自愿报名、随机抽取产生；其他听证会

参加人由市发展改革委根据相关部门

和社会组织的推荐聘请。自愿报名参

加听证会且符合相关报名条件的人

员，可于 2019 年 10 月 20 日 0∶00 时至

2019年10月27日24∶00通过市发展改

革 委 官 方 网 站（http：//fzggw。 cq。

gov。cn）报名。

本次听证会举行的具体时间、听

证人和听证会参加人名单、定价方案

等事项将由市发展改革委于11月上旬

另行通告。 据10月21日《重庆日报》

本报讯（记者 吴明鸽）

日前，打通镇兴隆湾社区组织

“爱打通”志愿者协会13名志

愿者，来到该镇荣华村贫困户

吴明书家中，帮助老人打扫屋

子、归顺房建，并带去日常生

活用品以表慰问。

据了解，今年 67 岁的吴

明书以务农为生，因老伴过

世，家中只有他一个人。社区

志愿者的到来，让老人欣喜不

已。

整理家务、归顺电线、搭

屋顶……社区志愿者一来到

老人家里就忙碌得不亦乐乎，

间隙，志愿者们还热心地和老

人聊起了家常。

据悉，“爱打通”志愿者协

会自今年7月挂牌以来，兴隆

湾社区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

扶贫帮困活动，目前已累计对

辖区留守儿童、困难残疾人、

独居老人等困难群体进行帮

扶25次，送衣物、学生用品等

物品200余件。

“希望更多人能够加入我

们，为辖区的和谐美好出一份

力。”该社区相关负责人呼吁。

打通镇兴隆湾社区

志愿服务暖人心

綦江日报举报投诉电话 87265555

重庆拟重新核定高速公路货车通行费收费标准

日前，娜夜、肖江虹、王晓磊

等12位国内知名作家走进綦江开

展集中采风活动，通过实地观摩、

讲解展示、集中座谈等形式，探访

当地重要文旅节点，对话秀美风

光，品味人文故事，亲身感受綦江

文旅融合发展成效，创作与之相

关的文学作品。

綦江区位于重庆市南部，地

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结合部，

生态条件优越、历史底蕴深厚，距

离重庆主城仅 1 小时车程。近年

来，我区充分保护和挖掘文化旅

游资源，以格局规划支撑全域旅

游产品组织，城市吸引力、影响力

持续提升。

綦江博物馆坐落在綦江城区

至古剑山风景区途中。作家们先

后参观博物馆序厅、地质厅、历史

文化厅、石刻厅，在恐龙足迹化

石、僚人文字遗迹、历代石刻雕

像、綦江版画等展品前久久驻足，

触摸綦江流域文化的源远流长。

古剑山层峦叠翠，气候宜人，

人文自然资源富集，是西南地区

著名的佛教文化胜地，也是綦江

木化石恐龙足迹国家地质公园的

重要组成部分。作家们参观了距

今 1000 多年历史的净音寺，并前

往上厂村。最近几年，该村兴起

了一座座艺术家工作室。它们星

罗棋布、建筑造型各具特色，与相

邻农舍相映成趣，上厂村变身“艺

术村”，成为古剑山景区内感受传

统及现代艺术、体验乡村田园生

活的新景点。

东溪镇位于綦江区南部，与

贵州省习水县接壤，是万盛石林、

铜鼓滩、南川金佛山、江津四面山

等周边景区的重要中转地。东溪

古镇建镇1300多年，建场2200多

年，曾是川盐济楚、川米外销的重

要通道，也是“湖广填四川”文化

的重要载体，素有“渝南第一山水

古镇”美誉。漫步古镇，街道依岩

靠水，山回谷转、步移景换：古汉

墓群、盐马古道、南华宫、太平桥、

龙华寺、麻乡约民信局、“旌表节

孝”牌坊等古迹错落有致。迄今，

东溪古镇还保留着龙舟会、舞狮

会、观音会、秧歌、腰鼓、川剧表

演、民乐演奏、农民版画等独具特

色的民风民俗，码头文化、移民文

化、宗教文化、诚信文化传承延

绵。

“意犹未尽、美不胜收。”作家

们纷纷表示，讲好綦江故事、书写

綦江精神、传播綦江文化，有激

情、有责任、有使命感。他们建

议，沿着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这

条主线，綦江应该在用好自然与

人文两大类资源方面做更多探

索，释放协同效应。

作家们在东溪古镇采风重走盐马古道，感受东溪古镇文韵

12位知名作家来綦采风 让美景从现实走进文学

作家们参观綦江博物馆，深入了解綦江历史文化 文/通讯员 邵以南 图/通讯员 孙治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