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当举国，脱贫攻坚。灾难突至，魔舞翩跹。辛
丑年末，寒袭荆楚。阴风伴幽，毒侵康健。三镇告
急，武汉蒙难。虽无硝烟，性命攸关。

中央高层，寝食难安 。领袖决断，全国动员。加
强防控，刻不容缓。树立信心，传递温暖。制定政
策，扶正纠偏。八旬院士，钟氏南山。临危受命，复
帅征战。医界精英，担纲攻关。科研团队，昼夜无
眠。主席号令，三军参战。军地医护，火速驰援。若
干批次，调兵数万。战机腾飞，运力超凡。新建百
座，方舱医院。补充床位，万计破三，应收尽收，隔

治遂愿。相关企业，速制快产。医防物资，直供前
线。产业工人，加班加点。冻饿不觉，苦累心甘。各
级政府，统一战线。组织有力，精兵强干。外堵输
入，内防扩散。多部联动，棋局一盘。党员干部，无
愧中坚。主动请缨，守阵前沿。劝阻帮扶，不厌其
烦。城乡群众，听党召唤。谨遵医嘱，居家安然。足
不出户，亲不聚欢。服从大局，黙作贡献。

感赞祖国，领导高瞻，根植厚土，视民为天。致
敬天使，冒染赴险。前赴后继，气壮河山。钦谢善
举，大爱无边。商界翘楚，捐资助款。耄耋夫妇，倾
其千万。少年学童，抱出钱罐。传统美德，薪火相
传。余无悬壶技能，羞谈济世志愿。惟惆怅南望，众
同胞为念。恐梅城失色，怕英雄折腰。愿雷公布阵，
火神显威，江夏春早，还升平一片。诚借圣伟之力，
燃照天大火，焚明烛纸船，敲千面铜锣，助当代华
佗，驱瘟神去远，莫再扰人间。

战“疫”情
□ 王道恩

诗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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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 情

诗 人

勇于献身的、一个又一个
英雄的人生

如今，就展现在我们的眼
前

巍峨壮观，如三山五岳
浩瀚雄浑，如长江黄河
虽然，看不清他们的脸庞
却是一样的令人感动……
这是军旅诗人王久辛的诗

歌结尾的几行，题目为《这些
高尚的人——写给奔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友》。全诗
刊载在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 《诗选刊》 2020 年第三
期，这期杂志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号”。

在自己这么多年报刊订阅的历史上，订阅《诗选刊》
还是第一次。之所以订阅它，一是因为刊物主编、诗人刘
向东去年8月来商丘参加第22届黄河诗会，我与之曾经有
过一面之缘；二是因为去年岁末，省诗歌学会会长张鲜明
先生在“河南省诗歌学会微信群”里发出的特别推荐，说
刘向东先生是河南诗人的朋友，希望大家积极订阅《诗选
刊》，给予支持。那还有什么说的，钱花给谁不是花？支
持一下。但是，订阅后迟迟盼不来刊物。进入三月份，找
邮局的熟人打听，答曰，第一期没有给订上，直接给了一
本第二期。过了不久，就来了这个“专号”。在这一期杂
志上发表作品的诗人，有去年来商丘采风的诗人王久辛、
吉狄马加、谷禾、罗广才、龚学敏、王学芯等好几位，另
外还有张学梦、李发模、谢克强、梁平、商震等名家的新
作，以及郑欣淼、江岚等人的旧体诗词。这 20元钱，花
得值了。我大体知道一些杂志的运转周期，能在这短短的
时间内组织起这么多诗人的作品，实属不易。如果不是主
编诗人的大局意识、超前意识和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的热情和信心，这本刊物的及时问世是很艰难的。可以想
象，这成果也必定是靠加班加点、熬几个半夜，才能辗转
到达读者手中。

浏览本期《诗选刊》作品的内容，可以读出诗人们的
家国情怀，诗句中更多的是对钟南山、李兰娟以及援鄂医
疗队医护人员的赞颂，诗行里出现了“不平凡的春天”

“口罩下的中国”“中国加油、武汉加油”“请战书”“光头
90后”“致敬火神山的建设者”“志愿者的坚守”“与武汉
同在”和“祈祷”等语句。就像老诗人张学梦写的那样
——“诗人是生产思想的机器/诗人输送温暖/平常日子职
守/非常时候值班/我很明确/祈祷和祝福——/是我诗歌精
神的源泉”。

像全国人民一样，面对疫情，诗人的心情是焦急的，
内心充满着对人类命运的担忧。“没有硝烟的战争里，谁
都不是局外人/这个春天，一扇扇门隔离的是身体/隔不住
的，是被诗行连缀在一起的心”（田耘《致敬以诗抗疫
者》）。高鹏程在《逆行之诗》中写道：“如果一首诗，能
够变成一座医院/一个句子,能变成一道墙/甚至一个个
词，能变成砖石/我愿意像建筑工人一样日夜垒砌”多么
美好的愿望！

与所有人一样，诗人对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充满着信心。“这些天，我逢人便
问/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去哪里/像是在一群普通人
中/打听神的下落/而人间，如果真有神灵/那便是，我们
面对灾难时/万众一心，汇聚而成”（王单单《花鹿坪防疫
记》）。“不聚会、不串门、不走亲访友”，关闭商铺，关
闭娱乐场所，关闭旅游景区……抗击疫情，就是我们共同
的命运。诗人们来自疫情防控一线的诗歌叙述，必将成为
对这个非同寻常春天的忠实记录。这次因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而引发的澎湃诗潮，也一定会载入新时期的文学史册。

诗人的家国情怀

孩提时代最快乐的事是和小伙伴们去
拣那春天最早从杨树上落下的“毛毛虫”，
那是杨树的花，因为长的像毛毛虫一样而
得名。

它酷似头盔的花萼下，长着茸茸的、
软软的、红红的尾巴，握在小手里舒服极
了。若把它们的“头盔”都摘下用线穿起
来，就变成了任你摆布的小蛇；将“头
盔”串成项圈戴在脖子上就像佛珠，可玩
唐僧、猪八戒的游戏了。

这就是那个年代最美、最奢侈的玩具
了。

“毛毛虫”落下的季节，也预示着鲜嫩
的柳芽、榆钱将萌发，那可是春天带给人
间的美味佳肴，或蒸、或焯都让人垂涎三
尺。难怪现在的五星级大酒店里其卖价比
肉还贵！

学生时代对北方杨树的认识莫过于茅
盾先生的《白杨礼赞》。那优美的文字里洋
溢着的白杨精神、北方农民用血凝成的抗
战精神、民族志节达到了极致！让人赞叹
之余，更多的是振奋、激情和斗志！每次
放学后，背着书包总要绕道村北到小河旁
那几棵大杨树下，仰望着它们那伟岸的雄
姿，想着茅盾先生的字句，总有一股热血
在奔涌！理想将来一定要去当兵，那才是
真正的男子汉，才是真正的顶天立地、为
祖国挡风遮雨的“白杨树”！

中国对杨树有太多的情结。
在杨树属的白杨系列、青杨系列、黑

杨系列、胡杨系列、大叶杨系列五大系列
100多种当中，有半数以上在中国都有分
布。

胡杨是一亿三千万年前遗留下来的活

化石树种，全世界 90%的胡杨分布在我国
的西北部。

胡杨生命力极强，抗风沙、耐盐碱、
不畏干旱、不惧高寒、不怕酷暑，“活着一
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
不朽”是对它的最形象、最全面的表述。

2009年 2月，温家宝同志在英国剑桥

大学具有 500年历史的“瑞德讲坛”上发
表了题为《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演讲
时，满怀深情地讲到了“我深深爱着的祖
国——历经磨难而又自强不息”， “我年
轻时曾长期工作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在那
浩瀚的沙漠中，生长着一种稀有的树种，
叫胡杨。它扎根地下50多米，抗干旱、斗

风沙、耐盐碱，生命力极其顽强。它‘生
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
千年不朽’，世人称为英雄树。我非常喜欢
胡杨，它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精神的象
征”。

在中国的中部和北部，林业科学家们
培育出的 2025杨、69杨、中林 46杨、107
号杨、108号杨等新品种更以其速生、材
质好、繁殖快、适应性强而成为大半个中
国的重要树种。

更值得庆贺的是，林业科学家们近年
来培育出了无絮杨新品种，从而改变了杨
絮对环境的污染。

无絮杨树在全国广大地区的推广栽培
种植，对环境、对林产工业、对人们生
活、对鸟兽的栖息地等多方面的影响是巨
大的。

它生长着，治理了风沙，改善了环
境，使天更湛蓝、水更清澈、空气更清
新，成为天然氧吧；也涵养着万鸟、万
兽、万物生生不息、茁壮繁衍；

它倒下了，变成了人类必需的生活家
具、工艺品；

它粉碎了，变成了人类一日不可或缺
的再生能源生物柴油、生物焦炭；

它焚烧了，也把温暖和光明留给人间
……

我爱北方的杨树！
它伟岸、雄壮、挺拔、昂扬；
它顽强、不屈、忍耐、包容；
它无欲、无私、博爱、奉献！
它让我的故乡——商都商丘变成镶嵌

在华夏东部的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

北方的杨树
□ 张胜全

赢瑞,黄河故道边长大的农家
娃，一副国字脸上镶嵌着一双明亮
清澈的大眼睛，冷峻,内敛。

江陵，是和他交往三年的长江
边上长大的女孩，淑雅、文静。

他们在一起，都喜欢听来自家
乡的故事。

赢瑞最爱讲风筝的故事，特别
是爷爷和风筝的故事。

他说，老家的那所老房子里，
挂着三尺多长的一只旧风筝，是爷
爷留下的。爷爷和镇里人一样，从
小就喜欢做风筝、放风筝。

开了春，从地塘边砍几根白蜡
条，剪几个传统的图形，还准备了
用文火熬制的糨糊。扎框、帖画、
裱纸，待风筝晾干，再把风筝放到
平整的地方找找平衡，然后就可去
放飞。制作风筝的整个过程充满乐
趣，江陵听得入了迷。她决心有一
天，去动手，亲自做一只属于自己
的风筝。

赢瑞说，爷爷赢祥是那个年代
做风筝的巧手，每到放风筝的季
节，屁股后边都跟一大群小伙伴，
其中就有奶奶枚红。奶奶是大户人
家的闺女，小爷爷两岁。那年二
月，爷爷领一群伙伴准备放风筝，
放他做的当时最长的风筝——蛟龙
筝。爷爷说那年是龙年，镇上有许
多人都做了龙风筝，都没有爷爷做
得大、做得巧、做得美、做得逼
真。在空旷的田野里，爷爷沿着麦

垄飞跑，那双脚快要腾空，在他手
里那根线，随着风像天丝一样飘，
直到那蛟龙摆尾探头，爷爷才放缓
脚步。爷爷说那是他第三次才把风
筝放飞成功，当时他心里甭提多高
兴了。在不远处，奶奶枚红把眼睁
得大大的，视线跟着爷爷跑，着实
替他捏一把汗。

奶奶手巧，风筝上的图像是她
一手剪成，每年她凑着做风筝，都
被家人严格监视。后来经历了千难
万苦，奶奶嫁给了爷爷。以后无论
日子过得怎样，每年春天，爷爷奶
奶都在一起做风筝。做好风筝，爷
爷奶奶带着风筝一起放，看着风筝
飞得越来越高，他们就会想起当年
那些放风筝的往事！

春风不老，风筝无绪。
江陵在想，一定在春天放风筝

季节回到赢瑞的家乡，也和他一起
放风筝，就像当年的爷爷奶奶！

说好了，2020 年，江陵要去
赢瑞的老家，圆她故事里的梦。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使
江城武汉变得凝固了。江陵染上了
新冠肺炎。

江陵给病友望川讲赢瑞的爷爷
和风筝的故事，她们分享着那个美
丽的故事，忘记了病痛。在那段特
殊的日子里，时光写满了她们青春
的风筝故事，延长到遥远的天边。
在充满无限期待的眼神中，她们无
数次演绎那段爷爷、奶奶和风筝的
传说。风筝是多彩的，它从不会老
去。

赢瑞在老家时时鼓励江陵，发
给她精心熬制的心灵鸡汤，江陵最
喜欢听的还是关于风筝的故事。江
陵回复一个个脸上灿烂的笑容，不
断让赢瑞刷屏。十天，二十天……
江陵最后的笑容消失了，她走的那
一天在屏幕上留下几行小字：赢
瑞，谢谢你的一路陪伴，还有风筝
的故事。好好保重，别忘了，来生
咱们一起放风筝！

又是一个阳光和煦、春风柔美
的日子，麦田里赢瑞的双脚在疯狂
地跑，一根长长的细线牵着一只漂
亮的风筝。他要把这只风筝高高地
放飞，风筝的那头有江陵爱听的故
事。

那天，恰恰是江陵的“三七”！

风筝的那头
□ 梁永琦

近来，我市青年作家丁新
举的长篇力作《终身大事》在
中国作家网连载，成为了我市
小说界的热门话题。作为文
友，我有幸“先睹为快”，细
读了这部小说的全文，不禁深
感振奋和喜悦：新举不负众
望，又拿出了一部佳作！

这部长篇小说以雪燕、李
宇、雪颖姐弟妹三人的“终身
大事”为主线，反映了新中国
成立前至今我国农村经济的发
展变化，展现了主人公的心理
路程。尽管时空跨度很大，但
经作者巧妙布局，举重避轻，
显得有章有法、不紊不乱，读
来颇有韵味。

新中国成立前，农民们挣
扎在死亡线上，妇女可以被当
作商品买卖，没有任何婚姻自
由。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
之初，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依旧
为温饱而发愁，被愚昧所禁
锢。姐姐雪燕渴望婚姻自由和
心上人马小旺私奔，但最终其
幸福和生命被贫困和愚昧剥
夺。因为贫穷落后，李宇走上
了偷盗之路，最终使自己的婚
姻畸形发展，妹妹雪颖也受到
了株连。为了使自己的婚姻不
受伤害，雪颖千方百计促成哥
嫂的婚事，之后和心上人携手

“私奔”。在改革开放的东风抚
育下，雪颖和丈夫在外拼搏奋
斗，最终获得了应有的幸福。
多年后他们返乡，发现乡亲们
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

纵观整部作品，我感觉到
此作品实际上是一幅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
的画卷。形式上本文是在通过
曲折的情节娓娓地叙述雪燕、
雪颖、马小旺、王爱桃以及王
爱桃的母亲关淑兰等人的命
运，实际上是在通过借他们的
命运之变化，反映新中国成立
前、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
前、改革开放初期和改革开放
几十年后新时代的发展轨迹。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农村经济
崩溃；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
放前，劳动人民依旧为吃饱穿
暖发愁；改革开放之初，虽然
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但日子过
得依旧紧紧巴巴的；进入新时
代后，他们终于彻底甩掉了穷
帽子，实现了共同富裕。几个
板块连在一起，构成了农村社
会经济发展的壮美画卷。

这部小说里的人物个性鲜
明，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
是自强不息！就其叙述画面而
言，我们看到的是凄美的花
朵：改革开放前，农民为吃饭
发愁，婴儿为饥饿号哭，而父
母却为无法哺育发愁；农村联
产承包之初，因为买不起牛
马，为了打麦，老人和孩子一
起用井绳拉石磙；孩子学习成
绩优异，家里为了生计却让孩
子早早辍学……就其精神层面
而言，这部作品托出了我们这
个民族进取的底色：凭着吃苦
耐劳精神和倔强的性格，在党
和国家政策的正确指引下他们

最终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
在塑造人物方面，作者用

老到的笔力刻画了一个个鲜活
的富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

李雪燕身上闪烁着中华民
族传统女性的美。她美丽善良
温柔勤劳，是生产队里的劳动
模范。父亲外出流浪，母亲病
故，为了让生病的妹妹吃上甜
瓜冒险去生产队的地里摘瓜，
并 因 此 和 马 小 旺 产 生 了 爱
情。因为自己是地主成分，
她无奈跟相貌粗丑的蔡留记
订了婚，后来摘帽平反，她
打算和蔡留记退婚，但是为
了给奶奶治病，她选择了委
屈自己。后来和心上人马小
旺走到了一起，在马小旺辜
负了自己之后，她坚持把孩
子生下来，并且给孩子起名
叫思旺。后来她被逼自尽，
她的死象征着中国农村为摆
脱愚昧和落后付出的代价。

李雪颖是中华民族新时代
女性的化身，她聪明勇敢、富
有进取和抗争意识，为让哥哥
有一个幸福的家，她不惜冒险
将自己的婚姻陷入畸形的境
地，哥嫂成家立业之后，在和

“黄鼠狼”拜堂之时她选择了
逃婚。再后来，她利用婚姻惩
罚了仇家王世柱一家人，然后
和心上人赵卫东逃亡他乡，在
外拼搏多年终于过上了好日
子。

在生产队长王世柱的身上
可以看到现实中一些干部的影
子。王世柱爱争先进，赵前生
产队小麦和棉花的产量全大队
第一；他工于心计，又爱护身
边的劳力，为了自己的提拔和
身边的劳力多收入，他雪夜光
着膀子带领社员在修河工地挖
河，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同时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时，
他又贪婪险恶，以致于将雪颖
的奶奶打死，揭示了他人性中
的多面性。

在语言方面，作者有独到
之处，个性化语言和乡下俚语
俗语等随处可见，看似信手拈
来，其实是“集腋成裘”，平
时就下足了功夫的。

文章贵在出新，作者将习
以为常的“老素材、老题材”
写出了新意，仅此一点，就显
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而这功
力不是一天两天练就的，是几
十年不懈努力所致。《终身大
事》叙事简练，情节紧凑，语
言精炼，没有冗长的描写、议
论和抒情等。另外，这部小说
插叙倒叙等灵活运用，再加上
故事情节的曲转，读来扣人心
弦、余味悠长。

近年来，新举已先后在
《莽原》、《章回小说》等刊物
上 发 表 长 篇 小 说 《底 层 官
场》、中篇小说 《同学会》 等
多部。长篇小说 《终身大事》
的发表，标志着他的文学创作
又跃上了新的台阶。欣慰之
余，企盼他继续努力，以写出
更多更好的、不愧对于新时代
的作品。

凄美的故事
壮美的画卷

□ 司玉笙

评 论
青 春

霏霏细雨里，我设
想自己在宁陵老家，尽
管我寓居于广州市增城
区白水寨一侧。

清明再次被小雨湿透
麻雀叫醒了一树梨花
母亲睡着我悄悄起身
我要小别郊外的庄稼

桃林集结好等待起飞
油菜抖动嫩黄的枝丫
最是河畔相思的垂柳
轻轻抚平脚下的喧哗

坐在古朴的打麦场边
拿一本海子诗歌全编

尘世人我要为你祈福
白鸽子声声呼唤屈原

母亲胡乱加重着行囊
不知道羊城美腿琳琅
书籍与被褥打包邮寄
可惜荆芥种不到南方

清明来了父亲不再来
黄河依旧雄浑而平静
清明是我年年的父亲
父亲是我低泣的清明

这个清明我又要离家
海边有我湛蓝的牵挂
不知道立夏能否复课
樱花是否能洗净泪花

清 明
□ 宋立民

当黎明醒来
我荒诞的美梦
也结束了它疲惫的行程
我伸手去触摸窗外的树叶

那一滴朝露

浸染着我的指尖
就这样，顺着指尖
流向我的心底

霎时间，心底的甘泉
喷涌而来

当黎明醒来
□ 张东明

所趋。
是必然的，在八百

亩的油菜花地里，金色
金光的海追赶着蓝天。
十二个穿旗袍的女子。

如彩蝶。
于摄影师的镜头里

闪烁。
她们在通往美的途

中、善的途中、真的途
中，卷起了风暴，从不
同的角度照亮村庄。这
古老的军陈，曾经的金
戈铁马、铁板琵琶都飘
逝在历史的烟埃之中。

在今天，我们望见的是
春和景明，黄鹂藏于叶
底，白鹭上于青天，发芽
的发芽，开花的开花，结
果的结果。摇曳的摇曳，
生姿的生姿。我希望从
这浓重的油彩中悟出生
命的哲学与真谛。

从蝶恋花中走出。
很难。
保持心静如玉，像

范公一样不悲不喜、宠
辱 偕 忘 。 只 能 微 微 地
醉，闭目感知豫东平原
上的万物之丰饶和幽香。

过军陈遇油菜花
□ 马东旭

一场春雨一抹春意
在春分吐蕊的时节
携带镏金的请柬
迫不及待
赶赴春天的约会
终于可以稍稍喘息
终于可以扬眉吐气
终于可以卸下层层的盔甲
终于可以舒展眉宇
天使的微笑
像娇羞的新娘
尽管有口罩的勒痕
尽管有熬夜的疲惫

天使的安宁与恬静
坚守与付出
在这个春天
成为人们心中最美的素描
隐形的翅膀
释放最个性的张扬
回家了
脱下白袍布衣素裹
夹道欢送是最美的礼炮
执手泪眼是最真的谢意
春天的约会
也是永远的约定
十里长亭怒放春天的笑容

守望春天
□ 李道欣

病毒新冠，直闯横
冲，肆虐人间。看江城告
急，英华即发；疫情紧
迫，天使驰援。一地存
危，八方共济，尧舜儿孙
涨大观。怀愁者，凭双馨
德艺，壮举惊天。

虽无战火硝烟，但执
手、并肩可着弹。任护身
服厚，汗流未惧，聚光灯
冷，传染何怨。时贵如
金，莫论己命，送药量温
善似仙。樱花放，喜瘟神
付烛，笑送英贤。

沁园春·抗疫英雄凯旋
□ 刘成宏

白衣披甲 逆行出征
我们是天使 也是战士
一声令下 以忠诚和担

当
守候云开雾散 凯歌嘹亮
病魔肆虐 生死时速
隔着面罩 你可看到眼

睛是最亮的星
湿蒸的防护服下 那忙

碌的身影
守护着生命的花蕾 唤

醒沉睡的心灵
摘下口罩 让东风抚平

天使的印痕
深吸一口 让遍野的花

香沁满心房
难忘的五十多个日日夜

夜
怒放的青春誓在寒冬里

拼织出春的交响
风雨彩虹 在没有硝烟

的战场
心手相牵 我们挽结成

白衣长城守护身后的家乡
群星璀璨 我们以不变

的初心和誓言
驱走冬的阴霾 迎来春

的芬芳
这一天 期待已久
这一刻 笑容在泪花里

闪亮
岁月静好 大地安澜
最美逆行 让时光定格

在这一瞬春的画框
负重前行 只因我们心

怀阳光
摘下口罩 使命仍担在

肩上
无畏风雨 无悔的青春

在阻击线上闪光
满载着爱与希望 看白

衣长城上旗帜飞扬

闪光的青春
——为最美抗疫者而歌

□ 齐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