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连友生活放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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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贺奎生活热情

□任崇喜诗意生活

这是2020年的寒冬

春天的脚步正款款走来

寒风舒展着思乡的潮汐

漫天的中国红写满了思念

这是中国年的味道啊

想家的游子已握紧启程的车票

慈祥的母亲在家里攒足了期盼

回家回家

此刻千家万户只有一个

共同的方向

团圆团圆 回家过年

突然如雾霾窒息了

清新的空气

冬日暖阳下的阴影阻隔了

归乡的望眼

武汉告急 新型冠状病毒

肆虐蔓延

仿佛空气中也弥漫着不安和焦灼

扎心的数字紧张了敏感的神经

疫情绷紧了每一个国人的心弦

这该是怎样一种揪心的痛楚啊

危情凝滞了团聚的笑容

疫情冷却了想家的温暖

武汉病了 江城病了

荆楚大地发出了无声的呐喊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勇士出征 兵发武汉

这是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生死驰援

这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中国年

出征出征

中国吹响撼动心魄的集结号

新时代的《大风歌》

气吞云天

黄河挽起了悲戚的长江

三山五岳挽起了忧伤的珞珈山

疫情就是命令

战“疫”刻不容缓

最美的逆行只为使命召唤

最壮美的转身只为责任如山

你是爷爷 你是奶奶

你是爸爸 你是妈妈

你是丈夫 你是妻子

你是儿子 你是女儿

你们都是中华儿女啊

是圣洁的白衣天使

是生命的守护神

是患者心中最热切的期盼

一个个如血的红手印

那是源自生命赤诚的承诺

一封封激情的请战书

那是比钢铁还坚强的铮铮誓言

一个个紧握力量的拳头

高擎起忠诚铸就的侠肝义胆

将士出征

奔向没有硝烟的战场

白衣是你的战袍

责任是你的行囊

我知道 你也知道

你逆行的脚步是没有

诗美的远方

你们汇集成天使的方阵

用单薄的血肉之躯

构筑起降妖伏魔的生命屏障

用义无反顾的前行

迎接疫情如火的烈焰

又见王者归来

可亲可敬的钟南山院士

开往疫区的高铁上

我分明看到了你的倦容

17年前的非典阻击战

你扭转乾坤力挽狂澜

以院士的卓识和勇士的果敢

在SARS面前矗立起一座

巍峨的高山

如今84岁的老人家

本该云淡风轻颐养天年

但功成名就的你

又一次选择了逆行

我看到了你眼眶里转动的

坚强泪花

闪耀着悲悯的人性光辉

我看到你坚定自信的眼神

如穿越寒夜黑暗的阳光

你是一颗让人安宁的希望星辰

你“敢医敢言”的人间大爱

情系苍生 义薄云天

2020年的寒冬涌动大地的暖流

逆行的天使是共和国最美的画卷

军帽下只看得见你美丽的眼睛

采访时你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

你是怕母亲心疼担心女儿啊

只说自己是一名军人

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你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为了方便穿上厚厚的防护服

你剪去了柔美的秀发

却定格了天使最美的容颜

你是一个即将出征的母亲

舍不得妈妈离别的孩子声嘶力竭

此时哭声是妈妈和儿子

最近的距离

那一声“我只要妈妈”

让人肝肠寸断

你是一名武汉疫区医院的院长

隐瞒了身患渐冻症的病情

顾不上已被冠状病毒感染的妻子

用渐冻的生命坚守在

抗击疫情的火线

你是医生 你是护士

你是战士 你是天使

你是医学科研工作者

你们是血肉之躯

不是五毒不侵的钢铁

却有比钢铁还坚强的意志

你们有儿女情长

不是薄情寡义的冷血

心中燃烧着守护生命的

万丈烈焰

病患者记得你

因为你美丽的眼睛里

传递出的希望光芒

日月轮回记得你

因为生命的回归中

有男儿征服的信念

武汉记得你

因为江城的千家万户

有你点亮的灯火

共和国记得你

因为你在寒冬里护卫着

中国温度

和用血性捍卫的民族尊严

这是2020年的春天

一个安静和激战交织的

中国春天

我不能身临前线

只能用笔墨抒发我的心声

歌咏天使在人间的中国诗篇

这是2020年春天的武汉

黄鹤楼正酝酿着暖意的诗韵

东湖的梅花已萌动着

透香的寒蕊

江城的汽笛即将拉响

决战的序曲

珞珈山下的樱花将怒放

冲天的烂漫

这是2020年的中国

这是火神和雷神汇聚的春天

众志成城没有融化不了的冰雪

守望相助没有跨越不了的难关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加油武汉！加油中国!

加油中国！加油武汉!

凤舞九天是生命放飞的

悲壮长歌

大地回春是迎接英雄

最壮美的凯旋

寒冬里的天使
——献给抗击疫情一线的逆行者

□于波 2020 年 2 月 13
日，晴，一个阳光灿
烂的日子，白天最高
温度 15℃，为了躲避
新冠肺炎疫情，继续
宅在家中。

庚 子 鼠 年 的 春
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春天，新冠肺炎
病毒就像一个大恶魔，把中国传统节日
春节，给闹腾得一塌糊涂。疫情发自武
汉，然后通过传播者向全国扩散。为了
防止病毒的扩散和传染，全国人民积极
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宅在家中，不聚
餐、不聚会、不串门、不拜年，婚丧嫁娶、
集会庆典一律从简，最大限度地保持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地掐死新冠肺
炎病毒的传染源。

疫情肆虐，共赴国难。国家有
难，咱不添乱，宅在家里也是贡献。
宅家，由惊恐和不安，到镇静和安
静。一部手机通天下，亲人和朋友之
间，哪怕相隔万水千山，通过电话、
微信、视频，天天都能见面，没有因
为距离而疏远亲情和友情。

自从春节宅居以来，老天爷也好
像受到了人间疫情的影响，老是不开

心，一直阴阴沉沉，更是增加了宅居
的压抑感。

立春过去了，春天到来了，随着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战斗形势的日益好
转，天气也逐渐变得明朗温暖起来
了。今天就是春节以来最晴好，阳光
最灿烂，气温最温暖的一天。

正午时光，灿烂明丽温暖的阳光
从窗口斜射到屋内三四米远，光柱金
碧辉煌，整个屋子都感觉亮堂堂，暖
烘烘的。眼前亮了，心里也亮了，身
体暖了，幸福的感觉顿时流遍了全
身。

沉浸在幸福温暖的氛围之中，心
思就像长了翅膀，早已飞向了南方，
飞到了武汉、飞到了湖北乃至全国抗
击疫情战斗的第一线。在党和国家的
坚强领导下，千百万医务工作者、科
技人员、党员干部、志愿者们，为了

国家和人民的生命和
安全，主动请战，逆
袭而行，舍生忘死，
夜以继日，与时间赛
跑，与死神抗争。是
他们，在最艰难困苦
的时候挺身而出，才

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生活环境，他
们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他们就是
新时代我们最可爱的人。

我们只有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
召，老老实实地宅在家中，不出门，
不串门，不乱跑，不集会，不信谣，
不传谣，科学预防，沉着应对，才能
有效防止病毒的传染和扩散。我们只
有这样踏踏实实地做好了，才不会给
一线人员添麻烦，才能保障自己的生
命和安全，每个家庭都安全了，社会
也就安全了，整个社会安全了，国家
也就安全了，国家安全了，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我们就打赢了。

非常时期，宅在家中享受春天的
阳光，我们应多怀善念，勿忘感恩。
让我们真心祈祷，为战斗在疫情一线
的勇士们祝福，加油，祝愿他们早日
凯旋，平安归来！

宅在家中享受春天的阳光

“立春”一过，我家阳台上的迎
春花开始绽放了。此时的我，忽然嗅
到春的气息，听到春的脚步，让我想
起唐代令狐楚在《游春词》里的佳句:

“高楼晓见一花开，便觉春光四面来。
暖日晴云知次第，东风不用更相催”。

是啊，一叶知秋，一叶也可知春。迎
春 花 ， 你 真 不 愧 为 春 天 的 使 者 ！

说起这盆迎春花，跟着我有些年
头了。那还是当年隔壁邻居聂叔送给
我的。聂叔其人，养花弄草还算得上
能工巧匠。自家的三分庭院经他一摆
布，简直就成了微型植物园。他养植
的木本和草本类多达三十多个品种，
诸如春季开的迎春花、月季、君子
兰、樱桃，夏秋季开的扶桑、桂花，
冬天开的一品红、腊梅等。不论何
时，走进这小小庭院就能闻得花香，
观得绿叶，令人赏心悦目，可以说，
聂叔把整个身心都用在了这充满花
香、充满绿意的小院里。

就在十年前的一个初春，聂叔突
然搬着一盆迎春花送我家中，说是他
要回迁上房，搬到奎文街居住，新房
子容不下这些花草。我双手接过这盆
迎春花，真是喜出望外。椭圆形的花
盆里，树身尺余高，经过聂叔几年的
修剪整型，看上去是那样的精致，那
样的秀美，顶端上的几朵小花正在绽
放。小小的花朵呈六角型，它给人们
展示出焦黄的颜色，展示出一种藐视严
寒，笑傲逆境，拥抱春天的豪放情怀。

按照聂叔的叮嘱，几年来我一直
在精心管理着这盆迎春花。花期过
后，我总要把它从市区带回故乡老
宅，在那通风透光的环境里自由生
长。浇水，施肥，治虫，一点也不能
马虎。待到农历腊月，叶子全部掉
光，然后再作简单修剪，剔除过密的
枝条。不久，它就重新回到小区的住
宅。一天天过去，翠绿的枝条上密密

麻麻地布满花苞，那花苞也在一天天
由小变大，由红变黄。进入正月，当
大地上的冰封尚未退去，冷酷无情的
寒风还在呼呼地吹着，植物王国里其
他植被还处在冬眠时，在满目的荒凉
中，我家的迎春花便开始绽放了，绽
放之时，它是那么的清新，而且又是
那么充满了无限生机。

迎春花，也叫报春花，因此被人
们称为春天的使者。试想，在植物群
体里，是谁在第一时间里把春天的信
息报告给人们？不就是迎春花吗？

我喜欢迎春花，是因为它的美
丽。当枝条上的花蕾含苞欲放时，青
枝与黄花搭配，呈现的是一种最美的
画面感;我喜欢迎春花，是因为它有着
顽强的生命力。它不畏严寒，不择风
土，有极强的适应性。看吧，农家小
院，高高的山坡，未解冻的坑塘河
岸，大大小小的植物园，到处都有它
的身影。只要有一片泥土，几许雨
露，就可以生根发芽，长叶开花，吐
露芳香;我喜欢迎春花，是因为它的质
朴无华。不显摆，不造作，不会大红
大紫。它没有月季的艳丽，茶花的诱
人，更没有牡丹的娇贵，自始至终做
一棵“无名小草″。再从花开的周期
上看，花开花落，要持续一、二个月
时间。比起“昙花一现”，它的花期要
长得多。

“迎得春来非自足，百花千卉共
芬芳”。迎春花开不只是为了自我满
足，也不只是与群芳斗艳，而是更好
地与大地上的百花千卉一起芬芳，这
不正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吗？

迎春花，春天的使者

早春里，冷热空气相互交锋。在
东风的助力下，阴云散去，晴朗渐渐
成为大地的主角。苍茫大地，会慢慢
跳动更多的色彩。

这时，就有白花儿簇拥着，素
雅，粉嫩，却是极其罕见的热闹姿
态，在一棵棵樱桃上，跳跃、摇曳。
这样的一朵朵小花，两三朵并蒂，七
八朵成群，在一场倒春寒后，尽情怒
放，不但铺满枝丫，而且汇成大片银
花，满树绚丽，在蓝天白云下摇曳。

这么密密实实的花儿，一眼望
去，仿佛冬天的残雪，仍在树上不肯
离去。蝴蝶缠绕，蜻蜓翔飞，蜜蜂忙
碌，逐渐立体起来的春天，因它而生
机勃勃，让人觉得春意流泻，些许妩
媚，更多风流。

“开花占得春光早，雪缀云装万
萼轻。凝艳拆时初照日，落英频处乍
闻莺。”樱桃与李、杏习性相近，在春
季开花。春天到来，桃花、杏花争奇
斗艳，把春天装扮得繁花似锦。此
时，樱桃花正悄悄地开着，是细碎的
洁白，只是它的名头，没有桃花杏花
响亮罢了。樱桃花要比李、杏娇嫩得
多，喜温暖湿润，却不耐阴。

樱桃花叶同时萌发，花白中微带
浅红，一蕾可生四五朵。而且，樱桃
花喜看天公的脸色行事，在艳阳天张
开，在非艳阳天合拢。樱桃的花蕾，
看上去是红色的，当它渐渐开放后，
你却会发现，它的花瓣主角是白色。
千个万个樱桃花蕾缀满枝头，含苞待
放时，在光线的照射下，映入人们眼
帘的是一片桃红色，好似不散的红

霞；未经多少时日，当樱花吐蕊舒荣
怒放时，透明洁白的樱桃花，水一样
薄的花瓣，微微地皱着，淡淡的黄蕊
从中抽出，满目洁白。

好花还须得人赏。“纤枝瑶月弄圆
霜，半入邻家半入墙。刘阮不知人独
立，满衣清露到明香。”皮日休一定是
在樱桃园里举杯畅饮过，并且喝得酩酊
大醉，不然，咋让“春风独自扶”呢？

在樱桃花开放时，古代的仕宦之
家，常常呼朋唤友，以观赏樱花为乐
事。席间，只见女宾们将樱桃花枝插
戴满头，仪态万方；宾客则赋诗联
句，传递樱桃花枝，玩“击鼓传花
令”之类的游戏，一派热闹的场景。一
花一世界，一春一寸心，一生一梦里。
无论是樱桃果实的娇嫩甜美，还是樱桃
花的甜美娇嫩，都使人沉醉其中。

“樱桃花，一枝两枝千万朵。花
砖曾立摘花人，窣破罗裙红似火。”人
面樱花相映，美不胜收。樱桃花绚烂
至极，不少人的眼睛追随的，是那花
下红罗裙。唐代女子，上身着小巧襦
衫，下身着柔曼长裙，直曳到地上，

“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
梅”。牵动裙摆，便会牵动处处明媚，
彰显出种种张扬。

也有例外。《花史》 上说，张茂
卿平时颇好声色，然而有一天，见到
园中正在盛开的樱桃花，他竟然屏退
身边的佳丽，独携酒具，酌饮其下，
连连发出“红粉风流，无逾此君”的
喟叹。他以沉鱼落雁的粉黛作陪衬，
怎不显出花儿独特的风流？

元稹在送别朋友时，没有按惯

常的规矩折柳，而是折了一枝樱桃
花，并赋诗一首：“樱桃花下送君
时，一寸春心逐折枝。别后相思最
多处，千株万片绕林垂。”他不愧是
个多情公子，懂得赏花识人赠香。
想来，他面对的必是无限春色。

“红樱满眼日，白发半头时。”
春光无限，白居易暗自神伤的，何
止是那半头银丝？

据 说 ， 樱 桃 花 是 樱 花 的 变 种 ，
与“开得短暂也要绚烂”的樱花性
格有些相似。站在樱花树下，看她
的每一瓣花朵，绿叶嫩绿清香，叶
片上的绒毛清晰可见。樱花有白有
红，团团簇簇，开放起来灿若云霞
或一片雪光，一树接着一树，蓬勃
展示着它的宏大叙事，铺展一个热
烈 的 春 天 。 日 本 民 谚 有 “ 樱 花 七
日”之说，说明樱花花期之短。渡
边淳一在 《爱的流放地》 里说：“一
到樱花开放的季节，肯定会刮风下
雨。大概樱花过于灿烂，所以遭老
天爷嫉妒吧？”

好花不常在。樱桃花美，但凋落
得也快。一阵微风过处，凋零的片片
花瓣随风起舞。一场春雨飘过，樱桃
树下，残红溅着新泥，让人心生眷恋
与怅惘。

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
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不
知说的是不是樱桃花？

“凝艳拆时初照日，落英频处乍
闻莺。”才看见花落，便已听到馋嘴的
鸟儿在偷吃樱桃，诗人真是夸张得可
以……

樱桃花帖

一场疫情 从武汉发端

一种叫新型冠状病毒的恶魔

开始肆虐 华夏大地

武汉惊恐 国人担忧

此时 一个84岁的老人

站了出来

盖过了当红明星

盖过了所有人

他，就是钟南山

国士

1月8日

他匆匆从广州来到武汉

带着担当 带着使命

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严重性时

他深入疫区 深入病房 深入第一线

然后匆匆赶往北京

向最高层报告

冠状病毒人传染人

这是科学的结论

这是专家的声音

这是人命关天的呼喊

于是 赶在春节前

武汉做出重大决定

开始封城

此时外流五百万

留城九百万

这个决定虽已晚矣

但尚可补救

疫情尚可控制

一个人有多大力量

可以让国家做出这种规定

一个人有多大信心

敢让举国为此而动

钟南山

21世纪两大疫情

从非典到冠状病毒

你的名字

让国人深深记住

17年了

你让中国从惶恐中走出

是你的号令

堵住了病毒的蔓延

没有你的声音

不知现在疫情会何种肆虐

你就是当今真正英雄

南山

你的名字而今那么响亮

因为国人明白

你在这个鼠年

为国人做了什么

现在我们呆在家里

像一个听话的小孩

跟你一起 和病毒抗争

人心齐 泰山移

有什么能压倒我们

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

钟南山

且当一回指挥官

带领我们万众一心

抵抗完非典再来抵制病毒

让世界看看

中国人的躯体

中国人的腰杆

国士无双
□丛陪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