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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温暖阳光温暖 □孙勇

公交车司机

郑州市区，公交车在风雪中启动，开进大
街小巷。

“坐稳，扶好！”虽然只有几个乘客，司机
人工提醒服务照旧。

文化路与双铺路公交车站，上来一名乘
客，下去两名乘客。

司机戴着口罩，乘客也戴着口罩。乘客
默默不语，司机重复提醒服务礼貌用语。

公交车继续前行，风雪搅拌着疫情。
大街上的空旷，如乡间如田野。

“司机师傅，班次是咋安排咧？”
“上下班时段每20分钟一趟，过了上下班

时段，每30分钟一趟。”
这是一个医院工勤人员与司机的对话。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大街上已经看不到行

人。公交车向灯火深处开去，“坐稳，扶好！”
我环顾了一下车厢，除了公交车司机，只

有我一个乘客。心头顿时涌上一股暖意。

值勤的保安

红色的防疫标语横幅，定格在小区大门
上方。

一阵寒风，从小区大门口刮过，值勤的保
安两腿再一次夹紧，脖子缩向领口内。

22楼的李大爷买菜回来。值勤的保安，
从大氅口袋里掏出体温测量器，对准李大爷
的脑门，显示体温36.5度，放行。

一个拉着行李箱戴着口罩、手套的青年，
走向小区大门口。另一个值勤的保安从座椅
上站起。

“疫情高发期，小区规定，只准出不准进。”
“我不是从武汉回来的，我家就住在咱小

区2号楼。”
值勤的保安打电话请示，然后要求回归

人员自我隔离。
墙上张贴着的、门头高挂着的、衣袖上别

着的大小不一的防疫标语，红得耀眼。
站立着的、坐在椅子上的、在小区巡逻的

值勤的保安，与寒冷与疫情较量着。
汽车很安静，电动车很安静，小区很安

静，小区门口很安静。人们都在温暖的家中，
不声不响为抗疫做贡献。

村干部与村民

通向村里的路，被一堆堆高高隆起的，散
发着玉米、小麦、谷子香味的黄色泥土，果断

地封闭。
村干部眼神坚定，随时准备着。
村民在自家宅院，趴在墙头，攥紧拳头，

给正在与疫情较量的村干部和自己鼓劲。村
干部背靠着村庄，身体稳固，如嵩山，似北邙。

疫情，在众志成城的人们面前，正显出颓
势。

春风，从田野吹进村子。村民家里的枣
树、石榴树、花椒树……已经收到春天的通
知，准备打开门，拥抱温暖的阳光。3

大爱芬芳大爱芬芳 □冯敏生

上班路上，无意间发现路边一丛迎春花
悄然绽放了，金灿灿的，格外醒目。

“迎春花，迎接春天到来的花朵！”连日来
沉寂的心灵，为之惊喜而振奋。

是啊，料峭寒风中，正是迎春花，以嫩黄娇
弱的姿态，敲开了春天的大门，为人们带来许
多关于春天的美好消息。立春过后，天气渐渐
变暖了。煦暖的阳光，红润润地沐浴着高山古
镇朱阳镇。小镇如同姑娘羞涩的脸，晕红晕红
的。小镇对面的山峦上，积雪融化了，清澈透
亮的弘农涧河，静静地从小镇流过。河中央一
片葱绿的水草，绿汪汪地吸引人的眼睛。“春江
水暖鸭先知”，几只雪白的鸭子，快活地划动着
红掌，自由自在地在水面上游来游去，它们身
后，荡起了一圈圈涟漪。岸边的丝丝柔柳，刚
刚泛出一星星儿绿意；崖畔上的山桃树上，偷
偷地露出红色的小花骨朵。环绕村庄周围的
麦苗，返青了，绿油油地延展到天边。

在抗击疫情的日子里，中原大地，每一个
单位，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
人人都投入到与疫情的搏斗中。

我的同事们，全部牺牲了春节休假时间，
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无论在执勤卡点，
还是大街小巷，到处是他们忙碌的身影。从
大年初二到现在，大家一直坚守在防疫战线
的最前沿，忘我工作，全力以赴。十多天，大
家都没有时间和家人团聚，没有顾得上吃上
一口热乎饭菜。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在
平凡的岗位上，护佑着生命，保卫着平安，犹
如一朵朵迎春花，迎着风雪，倔强灿烂地绽
放。

大年初四早晨，246省道朱阳镇第一道防
疫卡点，一辆白色小汽车停靠在对面的路旁，
从车上下来一男两女。他们手拿着一包口
罩，走上前递给值班民警说：“民警同志，从
微信上得知，你们执勤很辛苦。因为口罩紧

缺，我发动全家人，到市里多个地方去购买，
托亲靠友，好不容易凑够了 100个口罩，今天
特意开车送给你们，你们保护了家乡的父老
乡亲平安，我和家人感谢你们！”值班民警感
动得热泪盈眶，希望他们留下姓名，他们只
说是朱阳镇崔家山人，然后就匆忙上车，返
回了。值班民警朝着他们的背影，郑重地敬
了个礼！

娜娜是朱阳镇周官村的一位年轻的支部
书记，她为了让执勤卡点值班人员吃上一口
热乎乎的家常饭，趁着换班间隙，回到家做了
二三十盒蛋炒饭。她先给他们村的卡点送
饭，然后再驱车给周官村周边的周家河、蒲阵
沟、竽元村等五六个村的执勤卡点，送去了蛋
炒饭。芋元村卡点值班的老党员姚哥，边吃
边动情地说：“非常温暖，这是我吃过的一顿
最好吃的蛋炒饭了！”娜娜书记的爱心午餐，
迅速被乡亲们传为佳话，大家亲切称娜娜书

记为“送饭姐”！
在朱阳镇南庄里村，一位 60岁的老党员

张有喜，打电话动员全村党员为防疫前线捐
款。在他的发动下，大家很快捐了 3600元爱
心款。他说：“我是老党员，国家有难，作为党
员，理应为社会做一些贡献。”听说张有喜老
人原申请去村卡点值勤，但村干部说他年龄
大了劝阻了他。这真让人感动！在疫情面
前，无论我们来自何地，无论我们身处何方，
大家只要攥紧拳头，齐心协力，一定能打赢这
场战争。

“沉沉华省锁红尘，忽地花枝觉岁新。为
问名园最深处，不知迎得几多春。”在革命老
区朱阳镇的山山岭岭，沟沟畔畔，村村落落，
那些“爱心口罩”“爱心蔬菜”“爱心超市”“志
愿服务队”，犹如一朵朵盛开的迎春花，傲然
绽放，用大爱芬芳了这块土地。让我们更加
相信，春光明媚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3

□徐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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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纷纷，一直在下

找这个切口进来

要讲述什么

雪无声，仿佛在说

只是觉得该下了

还迟疑什么

我的城市改变了

我的生活改变了

一切都改变了

雪花啊，如果你真的是仙子

就飘过长江吧飘到武汉吧

化作甘露在那里滴洒

也许命中注定

要经受这场残酷考验

此刻，让我们一起再咬咬牙

2

是谁在低泣

是谁眼里弹出泪花

默默流淌的河和河畔人家

鸟影掠过

雪还在下

压抑在心口的苦痛

独自慢慢消化

梅花已代表不了什么

樱花，看樱花的人潮

才能证明春天真的来了

3

此刻，只能躲在屋中

隔窗数那寒冷中飘落的雪花

“你还好吗？”“我还好啊。”

无论在武汉，在湖北

在中原，还是在天涯

这是最想听最暖心的话

“好啊！”“好啊！”

让我们把音量调大

说给每一秒悄悄流逝的时光

说给这一刻泪如雨下3

暖心的话暖心的话

黄昏的时候，步行到熊耳河。见到了正
在谢幕的夕阳。它还是那么饱满，温润，散发
着柔软和安恬的气息。像一枚成熟的浆果，
雍容，沉静，慢慢滑落。

应该是有好久没见过夕阳了。那天一
见，如见老友。不管这世界发生了什么，正在
发生什么，它都依然如故，不疾不徐，不增不
减。我们应该学学它的气度。

热爱每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像是一场
告别，又像是一场新生。

马路上人车稀少，路面显得特别宽阔和
空旷。时光因此而显得悠远。一个截然不同
的世界。

河边的草地上，有几株绽放的蜡梅。遥
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那种幽深的香气吸
引人走过去，站在树下细细吮吸它的气息。

清澈的凝香，太好闻了。那种味道很难描
述。清冽，细腻，飘逸，而又醇酽。有一种出
尘的超迈之气。就像月夜里的笛声，星空下
船桨滑过的河水的波光。让人只想静静地，
恒久地滑入那一抹香气里去，就像陷入一个
无形的怀抱。

蜡梅的香，不招摇，却深彻。不热烈，却
透骨。不浮华，却清凛。像一个神情疏离的
美人，能让你感受到她的美与光芒，黯然销
魂，却不会轻举妄动。有的美，能让人屏息噤
声。蜡梅的香气，就是这样。

这是严冬时节唯一的花，唯一的花香，却
又这般好。它改变了冬的格调，冬的氛围，冬
的意境，给冬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和味道。有蜡
梅的地方，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空气的感觉是
不一样的。我上下班的路上，在街角处有一株

蜡梅，每次路过我都会为之驻足，深嗅几口。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梅

花香自苦寒来。说的都是它。很有人生的哲
理和禅意。梅，应该是花中的哲人，花中的禅
师，深谙生存之道。

只有它，才能独占一个季节。
历经风刀霜剑，天寒地冻，它却没有戾气

和悍气。它的花朵很小，好像不想惊动世
人。花瓣片片透明，犹如蜜蜡。仿佛它走过
的日子，不是凛冽的严寒，而是温柔和清甜。
它应该深懂以柔克刚之妙。真正的强大，都
是深蕴于心的。

有几种特别迷人的花香，我以为一是栀
子，一是茉莉，还有一种，便是蜡梅。蜡梅的
香，缥缈，清澈，凝练，而又幽远。像是不可企
及的美。

走过那株盛放的蜡梅树，想起刚刚经历
的这个春节，空荡的城市，满目的口罩，想到
的是，同样的日子，有人总能把它过好，如果
你有过好的能力；有人总会把它过糟，如果，
你只有败坏的心力。

因为一场疫情，我们传统的过年方式被改
变了。旅行和走亲访友的拜年被取消，我们度
过了一个前所未有安静的、几乎是零度人际交
往的春节。借此机会，正好沉淀自己，反思过
往，书架上还有好多书等着被打开，网络上也
有好多电影等着被播放，除了关注事态发展，
为消灭这场瘟疫尽心尽力贡献自己的绵薄之
力，还有很多方式可以让自己过得很充实。

就像同样是严冬，别的花树都一片枯败，
只有蜡梅，还能绽放出香氛阵阵，幽渺深邃。
它一定会陪伴我们，迎来明媚的春天。3

蜡梅的香气蜡梅的香气 □碎碎

一个农民工的火树银花一个农民工的火树银花 □胡天翔

□王国钦

序别寒冬又立春，柳梢芽蕾映初晨。

每逢庚子思前度，休让甲申追后尘。

眷佑江城黄鹤影，可嘉德业白衣人。

大河挽得长江水，滋润神州好脱贫。3

立春感怀立春感怀

从后墙走到门口是九步。
掂起墙根的帆布提包，刘小海刚走三步，

裤兜里的手机响了。将提包放到地上，刘小
海摸出手机，食指滑一下屏，贴近耳朵，听到
一个女子的声音。女子说的是普通话，吐字
清晰，语音轻柔，刘小海听来却似五雷轰顶。
挂了电话，刘小海愣愣地站一会，慢慢走到床
边，一屁股蹲了下去。床被压得吱呀一声。

城要“封”了，火车停了。
老家回不去了，就在武汉过年吧。中午，

刘小海煮了一桶方便面。午觉醒来，在手机
上刷了一会疫情的报道，刘小海急忙去药店
买口罩。药店结账的人排着长队，一溜人手
里都提着药品。

回到出租屋，刘小海先给 Z城的儿子打
电话。刘小海严厉地教导儿子，要戴口罩，要
少出门，儿子嗯嗯地应着，听起来并不上心。
每次和儿子联系，刘小海鼻子都会发酸。儿
子没读完高中就出来打工了，父子俩憋着劲
干三四年想盖两层小楼呢，一场车祸让爷俩
梦想成空了。前年夏天的一天，骑自行车的
刘小海和一辆电动车撞上了。刘小海尾椎骨
粉碎性骨折，那个人伤得也不轻，双方各负其
责各治己伤。刘小海出院了，攒的钱也花完
了。打了十三年的工，单亲父亲刘小海没给
儿子盖起两层小楼。

嘱咐过儿子，刘小海又联系河南老家的
大哥。父亲去世五年了，80岁的母亲偎着大

哥生活。刘小海说了疫情的严重，劝大哥、母
亲不要在村里四处走动。电话那头，老母亲
叮嘱他别外出，大哥提醒他备好吃的。大哥
说村里已经广播了，劝人不要走亲戚了。大
哥还告诉刘小海，他家的三间堂屋就快上楼
板啦。

大哥说的三间平房是乡里盖的。
刘小海因病致贫，乡里把他纳入贫困户，

还帮他盖了三间新房。
除夕夜里，刘小海不停地浏览着新闻，武

汉封城的悲壮，国家战胜疫情的决心，医生和
护士的勇敢，让刘小海心潮澎湃。看到武汉
在建火神山医院的新闻，刘小海心里一动，他
知道建筑工地上需要很多的焊工。能帮就
帮，咱也去出一份力吧。奇了怪了，下了决
心，刘小海很快入睡了。

大年初一，刘小海早早就起床了。吃过
饭，刘小海将剩下的肉和蔬菜给了房东大哥，
他要去火神山医院当志愿者。到火神山医院
建设工地一百多里，市内公交、地铁又都停
了，刘小海大方地叫了辆出租车，花了 173元
车费。和早点建好医院、消灭疫情相比，车费
又算什么呢？

到了工程部，刘小海说俺是来支援火神
山医院建设的。

放下大提包，刘小海说俺是一名电焊工。
大年初二，数百台挖掘机在平整土地，成

千名工人在工地上卸载建材。坑坑洼洼被填

平了，建材整齐堆着，有工人开始硬化地面。
忙了一上午，刘小海边吃着快餐盒饭边看护
施工定位旗，看见一个女子拿着手机朝他走
过来。录小视频，宣传火神山医院建设的
吧。刘小海心想。

“师傅，你们很辛苦吧！”
“不辛苦，还可以。”
“几班倒啊？师傅。”
“俺是白班，看护定位旗呢。”
“师傅，你是河南人吧？”
“是的，俺在武汉打工，回不去，就来这当

志愿者了。”
“谢谢，谢谢您！”
录就录了，刘小海吃过饭就去卸建材

了。刘小海没想到自己在网上火了。很多人
转载他的视频，上百万人为他这个河南人点
赞。晚上下班，刘小海正看自己视频呢，儿子
给他打来了电话。

“爹，俺看到您的视频了，很多人夸你
呢。”

儿子是在为自己骄傲呢。刘小海却在电
话里叮嘱儿子不要给老家的人说，不要给奶
奶说。刘小海不想让母亲担忧自己。

“中，你要照顾好自己啊。”儿子爽快地答
应了。

第二天，河南老家的很多媒体也希望通
过视频连线采访刘小海。刘小海就在工作间
隙接通视频，给他们介绍工地的情况。有个

女记者还问刘小海想对自己老母亲说点什
么。刘小海说希望母亲好好的，疫情结束就
回家，去陪母亲。

刘小海哽咽了。他希望母亲看不到视
频。

夜晚，天黑下来，工地上的灯亮起来。上
千个工人还在不知疲倦地忙碌着。刘小海也
要上夜班了。扛着焊机来到工作点，刘小海
刚把焊机电线连好，大哥打来了视频通话。

刘小海接了。
“小海，俺们都看到你视频了，都说你给

咱村人长脸哩。”大哥笑着说。
“哥，你别给咱娘说啊，她该担心哩。”刘

小海说。
“小海，娘也知道了，娘让俺给你打电话，

娘要给你说话哩。”大哥把手机递给躺在椅子
上的娘。

“海儿啊，娘好好的，你别担心娘，你要好
好干活。”刘小海看到了娘的白发。

“海儿啊，你做得对，大家都该出一份力
呢。”娘继续说，“海儿啊，照顾好自己，娘——
娘等着你回家。”

“娘——”刘小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哭了。

挂了电话，刘小海戴上口罩，左手拿着面
罩，右手的焊钳稳稳地夹起焊条，一下一下地
触碰着眼前的钢管，瞬间流溢的焊花四处飞
散，就像盛开的火树银花。3

□何广才

一

罡风何日扫瘟尘，还我江山淑气新。

复令工商喧井肆，更教牛女会云津。

名园再萃赏花客，胜境重徕揽秀人。

举国同心驱恶梦，翌晨仍旧是阳春。

二

瘟魔岂可太猖狂，试看兵民斗志昂。

尝拔三山迎旭日，更巡四海固金汤。

挽澜自有经纶手，惩恶当凭铁石肠。

华夏齐挥倚天剑，斩除魑魅醉春芳。

赞共产党员

锤镰舞处涌群贤，为克时艰竞向前。

千里驰援纾急困，万人涉险助瘳痊。

共殚伏鬼降妖力，同谱惊天动地篇。

松柏凌寒尤耸翠，凤凰浴火更嫣妍。

赞白衣天使

白盔白甲气凌霄，勇向艰危斗疫飚。

一曲骊歌辞易水，满腔热血拯难胞。

救扶劳顿回春手，转战累弯杨柳腰。

大爱擎天增胜券，劫波过后百花娇。3

庚庚子迎春子迎春
（（外二首外二首））

《天使》王颖生/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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