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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梦人生
人生正如梦一场，
为名为利苦奔忙？
钱多钱少都是过，
官大官小有担当。
胸怀如海容天下，
说话做事正能量。
无愧天地和父母，
任凭他人说短长。

小区就是金域湾
我家住在小河边，
环境优美空气鲜。
杨柳依依多绿荫，
芳草萋萋碧连天。
群鱼结队水中游，
百花争艳香两岸。
园林风光人共享，
小区就是金域湾。

诗二首
□ 王学思

品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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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下午一下班，护士小朱就匆匆下楼，

到医院门口的公交站牌，去等 29 路公交
车，约半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见到未婚
夫曹志伟了。

公交车还未到，她从小坤包里掏出一
管唇膏，对着镶广告的毛玻璃轻轻地涂抹
起来。这当儿，手机“喵”地响了一下，
打开一看，是曹志伟发来的一行字：“公交
停运，别来了。”

这句话令小朱略略有点生气，她和曹
志伟是去年从河医大一同毕业的，曹志伟
被招聘到这个市的市立医院当了内科大
夫。而她，本可以留在省城，但为了追随
曹志伟，屈就来到了这个市的第一人民医
院当了护士。两人早已商量好，春节期间
都与别人调班，攒一个小长假，共同回信
阳乡下去见双方父母，正月十五前把婚事
办了。后天就要回家了，能不在一块儿商
量商量吗？这可好，一句公交停运不让我
去了，这个志伟干嘛啊他？想到这里，她
立马赌气地回了四个字“我骑单车!”正要
向那一排共用单车走去，曹志伟的电话就
直接打了过来:“不行，不行，你还是别来
了。”

小朱说:“这啥情况这？我咋就不能到
你那儿去了呢？”

对方沉吟了一下，终于说:“实话对你
说吧，我从早上起，干咳，还有点儿低
烧。”

小朱一下愣在那儿了，带着哭腔说:
“志伟，你可别吓唬我啊，总不会是新……
新……肺炎吧？”

对方故作轻松道:“哪能啊，顶多，顶
多算得上是疑似。”

“我的天，疑似？那……你身体不舒
服，我更应该过去了。我去接你，到我们
这医院查一查。”

“不行！要真是这种病，要谨防传染
哩！”

“传染我不怕，就是传染了，我也得去

照顾你。”
“你不怕传染？你还上班不上班，你还

回家不回家，你不怕传染给别人吗？”
这句话把小朱镇住了，她收起手机，

步履沉重地往回走。先是到医院食堂买了
两个馍，然后回到单身宿舍，打开气化
灶，煎了两个荷包蛋，烧了一碗小米粥，
有一口没一口地吃起来。吃着吃着，她忽
然想起曹志伟的晚饭怎么吃？平时，都是
她下班后跑到那里给他做饭哩。今天，他
可咋办啊？想着想着，她就打开手机，对
着荷包蛋拍了照，给曹志伟发过去。

曹志伟回复道：“我吃了。”
小朱：“好吃吗？”
曹志伟：“好吃，真香！”
小朱“扑哧”笑了，“离这么远，隔着

两个手机屏，你能嗅到香？骗人！”
曹志伟：“你用油煎的，会不香？”
小朱嘟哝了句：“都啥时候了，还开玩

笑！你咋吃的？”
曹志伟：“放心吧，饿不着我。方便

面、挂面、水饺、火腿肠，备的足得很，
隔离个十天半月的没有事。”

第二天一早，小朱打电话问了曹志伟
的身体状况后，就询问明天怎么走。曹志
伟说：“还回什么呀？城际长途都封了，好
多公路也封了，回不去了！”小朱说了声

“真倒霉”，就上班去了。到了晚饭时，她
煮了玉米、山药、红薯，又拍了照给曹志
伟发过去。

第三天晚饭，小朱包了包子，蒸熟
了，又拍了照给曹志伟发过去。

（二）
说话间已到了正月初九。八点一到，

曹志伟就推开了院长办公室的门，直截了
当地问：“我咋听说咱院安排一批人去武
汉？”

院长：“没错，明天就出发了。”
曹志伟：“那志愿者名单上咋就没有

我？”
院长盯着他看了看，小心地问：“你不

是还疑似着的吗？”
曹志伟从兜里掏出一把化验单说：“院

长您看，我什么都检查了，各种指标都正
常，也不发热了，也不干咳了，什么症状
都没有。”

院长：“你还是在家休息休息吧，再
说，咱院里也得有留守的人。”

曹志伟的拗劲上来了，“谁愿休息谁休
息，谁愿留守谁留守，这武汉，我得去！”

“真要去？”
“真要去！”
院长拍了拍他的肩，又紧紧地抱了他

一下。
（三）

市立医院去武汉的医护人员是由本院
的车送至高速路口，在那里与第一人民医
院的志愿者会合，市领导做了简短的讲
话，然后登上一辆大巴，由数十辆交警摩
托分列两旁，非常庄重地送上了高速路。

车上的人都戴着大口罩，遮住了大半
张脸，曹志伟看看邻座，邻座也看看他，
都认不准谁是谁。他想根据平时衣服的穿
着，挨座认认哪是自己医院的人。认着认
着，忽然发现前面第三排临窗坐着一位穿
黄色羽绒服的人，心里不免颤了一下。“莫
不是朱娟吧？”这样想着又自嘲地笑了一
下：“你这个人真没出息，你以为未婚妻朱
娟穿了黄羽绒服，天下穿黄羽绒服的都是
你妻子？”

大巴车是下半夜两点到达武汉的，住
房是事先分配好的，大家又困又乏，来不
及洗刷，倒头就睡了。

第二天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因为人
手少，曹志伟一直工作到夜晚九点才被替
下来。脱去了沉重的工作服，清洗、消
毒、吃晚饭，到了十一点，总算是躺到了
床上。这时他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正如
他所愿，两个馒头、两个荷包蛋、一碗小
米粥出现在小小的屏幕上。他想给未婚妻
聊几句，想想她可能已经睡熟，就把这个
念头打消了。

第二天又是晚上十一点，他打开手
机，玉米、山药、红薯又如期出现在小小
的屏幕上。

第三天的晚上十一点，当他在小小的
屏幕上看到一笼冒着热气的包子时，忍不
住笑骂了一句：“这傻妞，都不知道改改样
儿吗？”

第四天，当他躺在床上打开手机时，
忍 不 住 唱 了 句 “ 荷 包 蛋 、 小 米 粥 来
喽……”

可是，屏幕上，什么也没有。
他有点儿不满地小声嘀咕：“这妮子，

也有忘的时候啊！”
第五天，他打开手机，那上面仍然什

么也没有！
他再也睡不着了，思念之情如千万个

小虫子，在他心里胡乱地爬动。他披衣坐
起，拿起手机，他要和她视频通话！

可是当按到最后一个按键的时候，他
停住了。如果通了话，打扰她睡眠不说，
他该给她说什么呢？就说瞒了她来到了重
疫区？她会不会极度担心？或者她会不会
责备他，这么大的事都能瞒她，今后还怎
么相处，岂不影响了感情？

想想，他又躺下了。
第六天因工作任务重，一直到晚上十

二点才被替下班来，他不顾洗漱，也不顾
吃晚饭，直接躺在床上打开了手机。然
而，他所盼望的一笼包子一点影子也没
有！他猛然想起了什么，急忙滑动手机，
把六张照片进行了仔细对比，果然发现后
者和前者一模一样，荷包蛋的摆放位置，
小米粥碗、筷子的摆放位置，还有画面中
出现的锅碗瓢勺的摆放位置，竟然一丝不
差，可见是一张照片的重发！难道……难
道……一万个问号在他心里打转，他狠狠
地揪着自己的头发，骂着自己：“我真笨，
我真混蛋！我为什么不早早想到这一点？”
他抓起手机，毫无顾忌地拨出去，然而回
应他的是“嘟、嘟、嘟”的忙音。

他像傻子一样呆坐在那里，这时手机
“滴”地响了一下，他急忙查看，是一份
《院情通报》跳了出来，上面的头条赫然写
着：“河南省一名援汉护士，因深度感染，
抢救无效，于二十一点十五分……”他的
泪水“哗”地一下模糊了双眼，浑身剧烈
抖动，他紧紧地咬着被角，无声地大哭起
来……

中 断 的 晚 餐
□ 万济江

生 活

抒 情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
前头万木春。随着本地多日
零确诊的向好，疫霾渐渐散
去，人们心底的花苞仿佛被
暖风拂过，翩翩然就要吐蕊
一样。

花开疫散，人间皆安！
当想象着与往年一样漫步花
下的时候，恍然明白，所谓
的摩肩接踵人海潮涌，就是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沐浴着
融融的阳光，呼吸着新鲜的
空气，顿感大自然是如此的
贴近、如此的慈祥。领悟到
前所未有的澄澈与释然，衷
心感谢生活的美好，珍惜身
边的拥有。是啊，历尽沧
桑，走过沟沟坎坎，一切
都成了岁月的沉淀。在这
风情的春天，把诗和远方
揉进柴米油盐，人间有味
是清欢。

回首过去一个多月的风
霜雨雪、毒瘴阴疫，是对所
有人的大考课程，成为我们
终生的记忆！忘不了白衣战
士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驰
援，忘不了中国速度建成的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忘不了
志愿者们风雨同行的无私奉
献，忘不了一线英雄们疲惫
得倒地而睡，模糊了所有人
的视线，更忘不了为了抗疫
而英勇殉职的白衣战士，让
我们泪流满面……穿越悲欢
离合，武大校园那一树树的
樱花吐艳，今年风华格外灿
烂，仿佛在用最高规格悼念
白衣英雄的罹难，致敬他们
为了我们的岁月静好，用身

躯铸就了阻隔疫魔的钢铁长
城！江学庆，李文亮，刘智
明，夏思思……英雄们的名
字将写进滔滔江水，万古流
传！

掣风催雨驱毒疫，迎来
山川历历晴，樱杏桃李欲锦
绣，一袖春光一袖风。花开
疫散，人间皆安！这个峥嵘
的春天来之不易啊，它走过
了凛冽的水瘦山寒，穿越了
梦魇的毒瘴弥漫，历尽凄风
苦雨烟霭雾岚，终于到达明
媚的人间。“桃之夭夭，灼
灼其华”，是战“疫”曙光
的胜利宣言；“红杏枝头春
意闹”，是对大疫过后前景
的期愿。行走在这天清气朗
的尘世间，祈愿你我余生平
安、满目皆暖；祈愿方舱里
的梦想自习室，春光灿烂花
开满园；祈愿蹭网上课的自
律学子，很快回到美丽的校
园；祈愿滞留武汉的同胞天
黑有灯，下雨有伞；祈愿岁
月的粗茶淡饭，如约拨动春
天的琴弦！人生有期，活得
踏实一点、从容一点、坚强
一点，多储存阳光，让一路
风景与灵魂缱绻，让自己的
生命更加丰盈灿烂！

心中有光，前路必定花
开未央。珍爱每一个烟火气
的日子，铅华洗尽，清丽明
媚；珍爱每一个朴素的日
子，认真起舞，韶华不负。
折下一截桃红柳绿，在暖暖
的和风中，在润润的春笺
上，虔诚写下：花开疫散，
愿人间皆安！

花开疫散 人间皆安
□ 刘文英

春 光 小辉 摄

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
经》，里面的一些作品成型的年代距
今甚至有将近三千年，那一首首用不
同方言演唱的美丽歌曲已经隐约缥
缈，消散在岁月和时空的河流，留下
的只有经孔子整理、编辑的纯文本的
311首版《诗经》。

《诗经》从形式上看是句式整齐
押韵、修辞形象生动、便于吟唱的
歌，是中国诗歌的源头。但从内容上
看，它是民情，也是历史，其主题主
要是家国、劳动、祭祀，也有少量作
品反映男女之爱。孔子在编辑的时
候，围绕上述主题确定了一个总原
则：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其中有一首诗 《河广》，出自
《卫风》，是今天鹤壁、濮阳一带的诗
歌。

全诗如下：
谁谓河广？
一苇杭之。
谁谓宋远？
跂予望之。
谁谓河广？
曾不容刀。
谁谓宋远？
曾不崇朝。
关于解读这首诗的典故有很多的

版本，成于汉代的《毛诗序》说这首
诗是宋襄公的母亲写的，宋襄公母亲
是卫国的卫文公之妹，由于政治原因
回到娘家卫国，天天思念儿子，可又
不可违反礼制回宋国，所以写了这首
诗。

还有人说是宋襄公的母亲在娘家

期间，卫国遭到侵略，于是派人去宋
国求援，而宋国以路途遥远为借口不
发兵，卫人就写诗埋怨宋襄公假仁义
（泓水之战给宋襄公洗白了，是千古
流传的真仁义）。

后来，研究者普遍认为：卫国国
君的妹妹又是宋国国君的母亲，相当
厉害的人物，过黄河肯定是大木船、
大场面，哪里会用一捆芦苇、一艘小
船这样寒酸？这首诗原本就是民间歌
谣，是旅居卫国的宋国人思念家乡所
写的。

这种解释就符合了实际，关键是
这旅居卫国的宋人是怎样的一个旅
法？肯定不会是像当今的商业社会到
鹤壁贩卖缠丝鸭蛋等土特产，也不可
能是到云梦山旅游住了黑店回不来
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站在黄河
边深情南望、归心似箭，而又归不
得家园了呢？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进行解读，笔者觉得这些旅居者应
该都是商朝的遗民，一首 《河广》
表达的是对故国 （今商丘） 的深深
思念，那么这首诗就是一首爱国主义
题材的佳作。

钱穆先生在 《国史大纲》 中讲
到，周灭殷商后，将纣王的儿子武庚
分封在商朝的祭祀地也就是故国——
商丘，让他带领遗民继续延续原有的
文化，发展原有的生活（类似于现代
的区域自治或民族自治）。中国古代
这种大仁大义的传统被孔子在《论
语·尧曰》中评价为：“兴灭国，继
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后来，自治国头子武庚联合其他

的国家叛乱，周王朝将其镇压后，再
次分封纣王的哥哥原商朝微地（今山
东微山湖一带）的子爵启（通称微子
启）在商丘继续统治，建立宋国。

为了防止商遗民再次造反，周朝
统治者将大批遗民像撒豆一样分散到
各个诸侯国，主要在鲁、卫、宋、洛
邑，并将亲信都分封在宋国的周边进
行监视、封锁，“抱殷宋于肘腋间”。
其中，卫国“得殷民七族”，即七个
大家族或者是七个姓氏的人。

蒙上一层历史的硝烟，我们可以
想象这样一幕：几千名被逐出故国、
流落在异国他乡的亡国奴，天天被监
视、被翻白眼，过着沉重压抑的生
活。而和卫国隔着一条黄河的就是宋
国，那里有曾经的家园，踮着脚尖就
能看到大河对岸熟悉的炊烟，就能听
到亲切的乡音，恨不得抱一捆芦苇做
船，顺着这熟悉的归乡路一个早晨就
能回到家乡。谁说黄河宽？谁说归程
远？“我就是要走在老路上”。这国破
家亡的离情别恨、这浓浓的乡思、这
朴实的情愫，岂能是一个贵妇人所能
表达得了的？

一千五百年后，多情的南唐后主
李煜国破家亡，寄居敌国，也深情地
写过这样的乡思：“小楼昨夜又东
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再一千年之后，1942年，诗人戴
望舒在国土沦陷时写下“我用残损的
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
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这一
片湖该是我的家乡，我触到荇藻和水
的微凉……”再后来，在台湾岛的中
国诗人余光中，面对大海对岸的祖
国，写下了著名的《乡愁》：“乡愁是
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
那头。”这不都是《河广》的和声与
余韵吗？

爱国的歌声，总是会被传唱不息
的。

思念故乡商丘的一首经典诗歌
□ 刘彦超

别了一载
我的春姑娘
又回到我的身旁
伤感的今春
可是分外不一样
你不知道
憋居许久的人们
多么渴望你的到来
寒冷伴着苦寂
只恨新冠肆虐
生活
失了乐章
恶梦中醒来
看
风中那吐翠的柳絮
是你舞动的长鞭
枝头绽放的大红碧桃

是你炸开的炮仗
摇曳多姿的美人梅
送来丝丝春意
重又唤起了
人们心中的希望
满目的新绿
覆盖了干枝枯草
你周身纷飞的彩蝶
驱散了心中的惆怅
春天
真的来了
鸟儿开始自由飞翔
蜜蜂在油莱花中奔忙
啊，美丽的春姑娘
我要追随你的脚步
让汗水和欢乐
补回耽误的时光

春姑娘
□ 张振华

天地有正气，
千秋尚凛然。
为民能请命，
清白留人间。
初心永不变，
使命肩上担。
党心为人民，

进入新时代。
巡视有利剑，
打虎不留蝇。
理想别滑坡，
信念别动摇。
防患于未然，
公明威自廉。

读正气歌有感
□ 臧孝星

一场疫情，
突如其来。
人民危险，
国家危难。
习近平
亲自部署。
疫情就是命令，
生命重于泰山。
武汉有难，
八方支援。
白衣天使，
大爱无边。
人民子弟兵，
勇冲第一线。

这场战争，
没有硝烟。
中华儿女，
备受考验。
一次又一次。
共产党员，
始终
不忘初心。
各族儿女，
始终
牢记使命。
坚定信念
跟党走，
托起了这片晴朗的天！

考 验
□ 刘爱荣

公元770年（唐代宗大历
五年） 的冬天，杜甫在湘江
上游的一条船上死去。 59
岁，一个伟大的诗人走完了
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的一
生。后人相信，只要他在与
疾病、贫穷的抗争中多挣扎
几年，还会有诗作涌现，流
传下来的或许不仅仅是我们
看到的这1500余首。

诗是诗人生命的副产品。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有
许多短命诗人如流星划过夜空，留下许多不朽之作。但
是，诗人如果能够延长生命的长度岂不更好？留下的诗
作一定会更多，给后人带来的精神食粮也会更丰富。在
这个多灾多难的春天，诗情、诗事泛滥，诗人的故事霸上
机屏，只要你有时间关注诗坛，就能在诵读“诗家清景在
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的同时，受到诗事的触动……

据中国诗歌网发布的消息，3月18日，著名诗人洪
烛在南京去世，享年53岁。网友评价他是“诗坛永远的
骑士、诗界永不倒的胡杨”。洪烛在世时，大家或许没
有听说过他有多少轰动性的诗作，去世之后，他却成为

“网红”。网上一搜，才知道他曾经获得“中国新归来诗
人代表诗人奖”。还有网友爆料，洪烛是20世纪80年代
以武大珞珈山为中心的“珞珈诗派”创始人之一。他的
诗作以写作青春题材出名。20世纪 90年代，他与汪国
真、邓皓、赵冬并称诗坛“四大白马王子”。这些事情
仿佛已经很遥远，现在想来怎能不令人唏嘘感叹时光的
匆匆。

3月 24日是诗人海子 56岁的生日。相隔两天，3月
26日是他自杀 31周年纪念日。1989年 3月 26日，海子
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身边带着四本书：《新旧约全书》、
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
拉德小说选》。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
关。”他死时年仅 25岁，刚步入社会、开启人生之旅。
海子的家乡是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那里有金色
的麦田和广袤的土地，那里有他的父母和两个弟弟，还
有他熟悉的乡邻。海子的死，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的
震撼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的父亲查振全在海子葬礼上
几次哭晕过去。査振全在大儿子去世后做了一个重要决
定：让自己其他的儿子全部放弃读书。海子的弟弟们本
来准备着和海子一样走一条读书人的路，可在看到海子
的遭际后，查家怎么也不肯让孩子继续读书，唯恐他们
步海子的后尘。

3月28日，是诗人李瑛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李瑛享
年93岁，一生笔耕不辍，著有近百种诗集、诗论集。长
诗《一月的哀思》传诵至今。代表作品《我骄傲，我是
一棵树》获1983年首届全国诗集评选一等奖；诗集《生
命是一片叶子》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诗集《我的
中国》获全国优秀图书奖。这样一棵诗坛常青树，在
2017 年已经 90 岁的时候，又出版了第 55 部诗集——
《诗使我变成孩子》。在我收藏的《人民日报》大地副
刊、《人民文学》、《诗刊》等报刊上，常常与诗人李瑛
不期而遇，每每读到他的诗作，仿佛被一种坚毅倔强、
奋发向上的力量所鼓舞，他不服老的精神、直到晚年仍
坚持写作的劲头，为一代又一代诗人树立了榜样和信
心。

记得一位诗人说过，首先是做人，然后才是诗人；
首先有生命，然后才有诗。在这个时光飞转的宇宙，诗
人也应当和普通民众一样，珍惜自己的生命，保重自
己，然后才能为社会贡献出更多的诗行！

诗是生命的副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