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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当庚子年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近
处正有人张挂节日的灯笼，街头摊位各色
年货琳琅满目，一年一度的欢乐风景正待
重复上演。瘟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却悄悄地向中华大地袭来，猛不丁把祥和
安逸从梦中惊醒，享受着平静安定温馨生
活的人们如同突然面对一场从天而降不宣
而战的屠戮。

新冠肆虐，瘟疫弥漫，蓦然间扼杀了荆
楚的春意和生气。武汉，一声痛连着一声
痛，一层霾覆盖一层霾，一重冷猛过一重
冷。不期而降的瘟疫雾霾，笼罩了明媚的
阳光，冻结了鲜活的日子，更吞噬着人们宝
贵的生命。武汉在呻吟，湖北在呻吟……
花朵与绿叶，秀丽的面容和坚毅的神色，整
个神州每一个生灵都面临挑战！瘟疫挑战
中国，灾难挑战中国，不幸挑战中国，它们
一起跳出来挑战中国的脊梁够不够坚挺，
挑战中国的气魄够不够坚定，挑战中国的
心志够不够坚毅，甚至挑战东方大国的天
空还会不会旭日升起。

这是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隐身的
病毒在重重雾霾下发出一张张猖狂的战
表，战表上写满了狡黠、蛮横和混乱；这是
一场令人措手不及的战争，在敌人的猝然
攻击下，一时间惊慌的面容、忙乱的手脚、
失序的举措在出现。没有选择，必须迎
战！党中央发出号令，总书记亲临指挥，
全国力量总动员，共同支援武汉……从北
方到南方，从东部到西部，从军队到地方，

全国上下一心，把八方的力量聚集起来，
凝成铁拳；把潜在的能源组织起来，燃起
烈焰，打一场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中
国保卫战！

一片口罩一件防护衣一台呼吸机，同
一片天空下十四亿颗心传递着同一股温
暖，跳动着同一个信念；李兰娟脸上压出的
印痕，钟南山眼神里透露出的坚毅，还有无
数在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里忙碌的白
衣天使，这些中华好儿女都在默默书写着
人类历史上壮烈的抗疫篇章！曾记否，我
们手挽手，前进，进！走过激流烈焰、踏灭
重重苦难；曾记否，我们手挽手，用血肉筑
起长城，保卫孩子、保卫母亲、保卫黄河、保
卫长江，保卫我们的国土和家园……今天，
我们又一次以民族的名义跑步集结：你是
重症监护室里的生命守护者，我是病毒化
验室里的侦察尖兵，他是社区疫情防控大
军里的普通一员，而现在我们共同的名字
都是战士，我们每人坚守的岗位都是战斗
的前沿，我们又一次在紧急集结号下汇聚，
又一次为了生存和希望向敌人发起突击，
又一次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共同的荣
誉，化作天使救助苍生，化作星斗照耀黑
暗，化作阳光明媚青山……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不忍回眸的冬春，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刻骨铭心的年关，这一
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的考验。曾记否，钟南山第一次宣布病
毒人传人时带来的巨大震动？曾记否，武

汉宣布“封城”决定宛若在平静岁月里引爆
了炸弹？西方反华势力别有用心的“人权”
质问，某些人所谓“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小题大做’”的聒噪……与瘟疫的战斗就
这样在各种各样怀疑与指责中坚定地进
行。然而，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场新冠肺
炎疫情在中国上演的仅仅是一个序幕，它
的超级暴发，那种对经济社会体系的冲击，
让整个世界都变了。

这个令人惊心动魄愁肠百结的冬与
春，这个纠结了无限情思无限牵挂无限忧
虑的冬与春，这个集合了揪心与惆怅、忧患
与无奈的冬与春，我清醒着的每一天每一
刻无时不在关注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父老乡
亲兄弟姐妹在湖北战场和全国战线对新冠
病毒的围歼战：每一个战胜病毒的信息对
于我而言都是春之声；每一次生命的抢救、
复苏和新生对于我而言都是喜悦的春潮，
庆幸的是，这样的春之声，这样的喜悦浪
潮，越来越多地朝着我奔涌过来……在忧
虑与欣慰交替而来的日子里，或飞扬或沉
郁的笔墨随着我的心迹在宣纸上浸润，或
沉痛或忧患的心灵随着我的书写在历史与
现实的对比中映照。我抚摸甲骨文中那些
占卜瘟疫的文字；我凝视《诗经·小雅》中

“天方荐瘥，丧乱弘多”的记叙；我把《抱朴
子》“经瘟疫则不畏，遇急难则隐形”的文字
一字一字书写，将曹植《说疫气》、韩愈《谴
疟鬼》、苏轼《西江月·梅花》一篇篇一首首
沉浸在无尽的笔墨中……

看古今忧患，体人间隐痛，大河上下，
开天辟地，面对瘟疫之记述与感怀、探寻与
反思何其多也！曾经亲历瘟疫的元好问那

“苍天无眼”之悲至今让我们感同身受。庆
幸的是，天翻地覆，早已换了人间。瘟疫灾
难虽然依旧猖狂，但新冠病毒在新时代的
中国人民面前肆虐的日子终将过去。终
于，伴随着春天的信息武汉解封的消息传
来，面对此情此景，又怎能不“浮想联翩，夜
不能寐”“漫卷诗书喜欲狂”？此时此刻，唯
有毛泽东主席《送瘟神》二首最能表达诗人
和书家的感慨与喜悦心情：“绿水青山枉自
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
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
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
逝波。”“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
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
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呜呼，这个注定将被人类历史记录的
冬与春，它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在武汉在中
国发生的一切，更包括在欧洲和美洲发生
的一切，它带给我们的痛苦与反思，它赋予
我们的警醒与启示太多太多。面对这样一
场世纪大灾难，面对这样一场空前的人与
病毒的悲壮对抗，我——一个年逾古稀的
书法家，我的思想，我的情绪，我的心迹，只
能通过我的笔墨毫无保留地呈现给你。

我知道，我的心和你的心，我们的心在
一起跳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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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

清风吹柳舞长空，细雨拂面悼亡灵。
疫病突起惊寰宇，恶魔肆虐伤众生。
凭吊亲友悲声恸，祭奠英雄热泪横。
喜看春暖花开日，风雨过后见彩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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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梦春之梦

清明祭清明祭

春天春天
的语录的语录

春来了。江城
我常去你的梦里散步
月光同路
迎面樱花无数
你的面容姣好
晴川历历，琴台有声
千帆远影，一鹤排云

从此，甩掉惊悚的诗句
用愉悦为春天押韵
记住鲜花，记住微笑
在地平线上推出一轮火红的太阳
不只是为了壮丽
而是要让每个地方分得一份光芒

欢乐在等待着我们
可以出门的那一天
你冲下山坡 拥抱我

“春来了，枯又绿！”

中国，花开了
处处莺歌燕舞
春风杨柳万千条3

□罗广才

“说星星很亮的人是因为
你们没有看过这些医生护士的眼睛。”
出院的高先生感慨万千

“我很好，全力抢救患者
就是团圆。”
忙碌的医生神色镇定

“别看我年龄大
我还有力量作贡献。”
99岁的志愿者精神抖擞

“不要过来
跟爸爸打个招呼好不好。”
执勤的民警和女儿咫尺天涯

2020年的春天
即使是口罩
也没能遮挡这些话语的光芒3

四月，樱城鹤壁又成了樱花的世界。春风
里，走在花如海浪一样涌动的樱树下，觉得自己
也是花海中的一瓣了，也散发着缕缕馨香……

透过窗口向外看去，两眼瞬间被樱花装
满了，连阳光也呈现出樱花的色彩。鸟儿在
枝上跳来跳去，和我一样，它也陶醉在了姹紫
嫣红里。风吹来，花芬芳，心荡漾。此情此
景，此时此刻，无论什么样的烦恼忧愁，片刻
就会烟消云散；深呼吸，慢吐纳，轻徜徉，心旷
神怡，不知今夕何夕。

樱花簇拥着石林会议旧址，芬芳之中依
然透着红色的光芒。在这里，红色浇灌出了樱
花的主题。这片土地一定记得，73年前的那
个初夏，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
邓小平在此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研究强渡黄
河、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进军方案，吹
响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号角，拉开了解放全
中国的序幕。走进这个开满樱花的城市，就像
置身安徒生的童话，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四处
呈现着迷人的色彩。清晨和傍晚，有弦歌声
声，在花海中流动，在人心头流连。偶尔见我
打开书房的时候，一下就扑了过来，馨香顿时
占领了各个角落，甚至连稿纸的方块里也是。
我已经听见了它们争先恐后的脚步声，就像一
首儿歌一样萦绕于风中：

樱花红来樱花白，

樱花粉来樱花黄；
大大小小都一样，
处处馨香在飘飞……
这里是樱花的故乡啊。据文献资料考

证，樱花起源于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
期，樱花已在中国宫苑内栽培。唐朝时樱花
已普遍出现在私家庭院。白居易在诗中描绘
了一幅樱花图：“亦知官舍非吾宅，且劚山樱
满院栽，上佐近来多五考，少应四度见花开。”
明代于若瀛更记述了清晨透过雕花窗棂看到
的情景：“三月雨声细，樱花疑杏花。”到了盛
唐，樱花已从宫苑廊庑来到了民舍田园，四处
行走，满眼是绚烂绽放的樱花，烘托出一个盛
世华夏的伟岸身影。当时，盛唐繁荣，万国来
朝，岛国日本深慕中华文化之璀璨，也被樱花
楚楚动人的姿容所感染，将樱花随着建筑、服
饰等一并被朝拜者带回。因此，日本栽种樱
花才千余年历史，比中国晚了一千余年。

樱之楚楚，如花木中的婴孩少女，让人怜
爱。所以，当樱花开遍如“诗经”一样古老的
淇河岸的时候，我相信，这里应该是鹤壁最动
人的所在，这时节应该是鹤壁最美丽的季
节。樱花弄影深邃景深里的淇河，它是从诗
经里流出来的一条河，淇水汤汤，绵绵不绝，
从古一直流到今。

淇河之水，春来绿如蓝。大山矮丘、古城

新村、大街小巷、田野平畴、寻常巷陌，因淇河
之水的滋润营养呈现出动人的色彩和感人的
韵律。也正是因了樱花，才使得这里的气候有
了韵味，叫它樱城。而这里的樱花却是属于民
众的，全天候、多维度、全方位，属于老百姓。
樱花开放在了每一个人的心头，灿烂得人人都
心花怒放。甚至，这里的人生在花中不觉美，
久而不闻其香，仅仅看作寻常罢了。可外来的
人，面对这美不胜收的人间仙境，发出无限感
叹：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这个春天，樱花如约而来，鹤壁又遁入了
花海。四月，本该是鹤壁人呼朋唤友来家乡
赏樱的季节，却因为一场疫情而迟滞了人们的
脚步。但樱花似乎懂得，它们以更加浓郁的芬
芳和更加鲜艳的色彩，默默地站在那里，站在
大街小巷，站成了一个世界的风景。

我想，鹤壁的樱花一定与武汉的樱花在
互通着消息，“封城”封住的是肆虐病毒的脚
步，却封不住人们对美的向往和对同胞的骨
肉亲情。武汉的樱花向世界报告着这个城市
不屈的人民，报告着逆行的白衣战士奋不顾
身的感人事迹，并代表全世界的樱花及其整
个家族，向伟大的武汉人民和伟大的白衣战
士，向这个春天里与疫情博弈的所有热爱生
命和热爱美的人们，致敬。这个春天，鹤壁的
樱花和全天下的樱花一样，以它们最美的姿
势，站成最美的风景，献给这些新时代最可爱
的人，献给坚强坚韧的武汉人民，献给全世界
支持和援助武汉的人。

风雨过后,在晴朗的天空下，樱花开得也
是恰到好处。3

□袁占才

去的地方，村名叫大年沟，在豫西鲁山县西南20公里处，
归属熊背乡。这里血桃有名。村子虽藏在大山的皱褶里，却
是靠种植桃树脱去贫困，也算创造了奇迹。

支部书记王长海热情地迎接住我们，感叹说：要不是疫
情，我们也准备办个桃花节，邀你们来看桃花呢。今年春暖，
桃花露脸儿早，春分最灿，你们来晚了些，桃花等不及！

支书嘴巧。
近年，鲁山山里，规模种植桃树成风，动辄数千亩，称庄园

的好几个，林丰庄园、凤凰山庄、张良老庄千亩桃园、下汤万亩
桃园等，都是承包大户们扮主角。年年里，你方唱罢我登场，
庄主们争相举办桃花节。而由村里主导，家家户户连片种植，
成为山村一景的，唯有大年沟。

我关心大年沟村名的来历。鲁山文化底蕴深厚，深到远
古的蚩尤，县境内，那条纵贯东西，叫滍水的河流，就源于蚩尤
临水渔牧；厚到造字鼻祖仓颉，县西北隅有个乡叫仓头乡，至
今还保留有古迹仓子陵、仓颉祠。全县555个村子，豆子一样
撒在乡野，村名大抵都有些说道。大年沟呢？也果然根深。
王长海介绍，这个村原名叫“打年沟”。“年”是一种怪兽，常伤
人。先人们就驱它，把它打跑了，才安居下来。天长日久，村
民们嫌“打”字不好听，就喊成了大年沟。

大年沟的山都不高，起起伏伏，海拔多二三百米，高的也
不过五六百米。王长海领我们登上坡坡岭岭看。只见漫山遍
野，耀眼的粉红。山下平原，春已葳蕤，但这山里，春正发生。
蒲公英、紫地丁、迎春等草花弥漫，试图涂抹出春色，却太不起
眼。唯桃梨花开，才树起春的大旗。大年沟座座山岭，条条石
堰，接连蔓延，全是桃花在芬芳。这些桃树，虽非横竖成行，却
间距相等，皆矮身屈体，伸展枝丫，呈心形叉开，为的沐浴雨
露，承接阳光。一树一树，桃叶未发，疙疙瘩瘩、曲里拐弯的桃
枝上，缀满了桃花，很是好看。仔细观察，分明有的是以粉为
主，粉里透红，有的是以红为主，红中藏粉。一打问，原来，这
是两个品种。花色殷红的是油桃，花色粉红的是血桃。油桃
成熟时表面光滑，血桃成熟时，表面有一层茸毛。

开着粉里透红花儿的血桃，怎么就使一村的百姓脱了贫，
过上了好日子呢？

一介绍，大年沟人果然棋高一着。
大年沟有种植血桃的历史。这里属浅山丘陵区，房前屋

后，山野沟畔，多自生毛桃。有人家在自个儿的责任田里，嫁
接上二三十棵，桃味儿不错，但都不为卖，而是为了自家尝鲜；
吃不完了，再拿出去，或送亲戚，或走村串户，三分不值二分的
贱卖。全村 3个村民组，216户，860口人，贫困户占了一半。
是啊，靠了人均的4分耕地，指种粮食，根本富不起来，够吃就
不错了。荒山林地倒不少，有6200亩呢，却都是石质土、粗骨
土，长歪脖子树都困难，种上庄稼，常常连种子都收不够。劳
力们除了外出务工，大部分村民守在家里，干瞪眼。

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了，县里急，乡里急，老百姓也急。
归根结底，缺带头人。

2014年村支部选举，党员们看中的是在外打拼，盖了新
房，买了轿车的王长海，选他当了支部书记。

王长海年富力强，上世纪90年代，就外出做生意，也算发
了点小财。一人富不算富，老家顶一只贫困的帽子，不是什么
光彩的事情。他正为父老们的贫困愁，也正想为乡亲们出把力
呢。王长海有经营头脑。这穷山沟，交通不便，办工厂不现实，
外出打工也挣不了仨核桃俩枣。靠山吃山，还得打山的主意。

盯上了血桃。他请来了省市的林果专家来评估。专家们
过来一看，大加赞赏：这里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粗骨麻石土
质，含铁量高，通透性好，最宜种桃。本地的血桃品种，口感不
错，再进一步改良，肯定更好。

王长海喜出望外。他估摸着这事能中，前景也一定广阔。
但是，再怎么号召，村民们还是下不了决心。王长海征求

大家的意见，最后，和驻村干部以及村两委同志们商议决定：党
员干部要干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硬性任务，每人带头种桃
20亩，分包一个贫困户。贫困户缺资金，帮助争取小额贷款。

为使大家掌握种植技术，村两委请来了林果专家，手把手
教授嫁接剪枝、施肥整形、疏花疏果等。

两年光景，种植户突破 120户，种植面积达 2000亩。三
四年后，桃子陆续挂果，亩产达4000斤，亩收入过万元。盛果
期，一棵树能结百十斤果，有的竟结二百来斤。果子太稠太
重，为防压折树枝，得用棍子撑着。

群众尝到了甜头。
围绕“大年沟”血桃，村两委绞尽脑汁，进行品牌经营，大做

产业文章。他们成立起种植合作社，从种植改良、技术培训，到
商标注册、包装销售，一条龙服务。接着产品认证。2017年
底，通过原农业部国家产品地理标志认证；2018年，获原省农
业厅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这可是价值砝码。别的品种的桃，卖
到两三块钱一斤就不错了，大年沟的血桃，一下子跃到5块钱
一斤。

为搭上时代的快车，大年沟人充分利用新兴的互联网技
术。他们建起网站，创办了微信公众号，随时令发布信息，全
景式展现血桃风采。桃子一熟，网上铺天盖地这么一宣传，城
里人开着车都来了，自己摘好了带走。再不然网购，走物流。
大年沟车水马龙，桃子供不应求，喜坏了村人。

呼啦啦，大年沟血桃，发展到 3800亩。血桃成了支柱产
业，人均增收2500多元。

大年沟一举脱贫。
周边村子眼红，也跟风种植，又带动出数千亩。
这东西不耐储存，王长海他们又争取扶贫资金百万元，在

路边建起一座冷库，可容300吨的鲜桃。
化蛹成蝶，大年沟成了香饽饽。2018年，该村获得农业

农村部“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荣誉；2019年，又被鲁山县授
予“特色产业红旗村”称号。

如今的大年沟，已少有人再外出打工。有外出的，春节回
来一两个月，对桃树施肥修剪，然后不耽误出门。3月桃红，6
月桃熟。桃子的生长期一般在90天左右。眨眨眼，摇曳的花
山，就成了累累的果海。

如今的大年沟，宜居宜业宜游，摘了贫困的帽子，成了美
丽乡村。春天，姹紫嫣红的桃花，使大年沟成了桃花源，扭扭
脸，它又使这里变作了花果山。3个月后，这里该又是一番收
获的繁忙景象。

我有幸年年吃大年沟的血桃。味儿的确纯正。那桃个儿
不大，艳若丹霞，手指约略一捏，果肉就离脱了硬核儿，成了两
瓣儿。那果肉殷红如血，口感爽脆酸甜，有种奶香，回味悠长。

归来，我在想，大年沟的桃花，年年诗意地开放。今年来这
里赏桃花，却深层次了解了这“幸福树”是怎么栽培的。诗曰：老
树着花无丑枝。在春风的吹拂下，古村新貌，老树着花，所有的
山村，都会美丽得如大年沟一样，变作桃花源、花果山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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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抒怀笔墨抒怀
——一个古稀书法家的抗疫心声

□张海

□王菊

山叠着山。
山里是山，山里的山里还是山。——这

就是我初到黄柏山的印象。2019年暑期，我
曾到黄柏山参加过一次“生态散文笔会”，结
识了黄柏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纪道宝
及当地的一批务林人，感受到了黄柏山人的
那种坚韧、顽强以及实干的精神和力量。

黄柏山地处大别山腹地，地理位置独
特。登临主峰九峰尖，有“鸡鸣听三省”（鄂豫
皖）的感觉。早年间，河南省第一个县级苏维
埃政权——商城县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就挂在
白墙灰瓦的一家大户祠堂的门口。红四方面
军转战于此，并在这里建立了豫东南革命根
据地。1932年，从这里出发，西进川陕又建
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那些红色的故事和传
奇，虽历经岁月和风雨的剥蚀，但仍在黄柏山
及其民间留下深深的印痕。就像那些经年的
老电影，时间越久越有味道。

黄柏山的生态地位极其重要——它是
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它是南方与北方的分
界线。它还是淮河支流灌河的发源地，承担
着水源保护和涵养的重要任务。近年来，黄
柏山国家森林公园在刚性增加森林资源的
基础上，通过开展生态旅游，打造生态文化

品牌，硬是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
山”，用生动的故事诠释了“人与自然是生命
共同体”的生态文明理念。

森林公园的前身是黄柏山国有林场，建
立于1956年。那时的黄柏山到处是荒山秃
岭，原生植被几乎被砍伐殆尽。一个曾在刘
邓大军当过排长的叫李景堂的退伍军人，带
领七名青年背着行李，从商城县城出发，步
行三天来到黄柏山。他们在蛛网纵横的被
唤作“法眼寺”的破庙里安顿下来，开始了黄
柏山最初的创业。

种树，用汗水用意志用精神；种树，用技
术用科学用智慧。——种杉木，种黄山松，种
水杉，种柏树，种油茶，种毛竹。60余年过
去，黄柏山人一代接着一代干，种树不止，造
林不歇，终于取得了森林资源和生态效益的
双增长。如今，森林面积超过了 18万亩，生
物多样性日渐丰富。金钱豹、果子狸、猪獾、
金雕、娃娃鱼等珍稀野生动物的身影常在林
间出没。这样的成果来之不易，甚至是付出
了青春，乃至生命的代价才取得的呀！

作为黄柏山的现任当家人，纪道宝是一
位颇有思想颇有眼光，能谋大事勇于担当，具
有绿色情怀和现代经营意识的管理者。这几

年，不断有人来黄柏山洽谈投资，欲开发建设
别墅或者房地产项目，均被纪道宝断然拒绝。
他说：“黄柏山是一颗绿色明珠，它的价值就在
于这里有18万亩森林。而依托森林赖以存在
的生态系统又是无价的。——我们怎么可能
用牺牲生态的代价，来换几座房子呢？”

随着一些生态文学活动的举办，黄柏山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高。它是真正能
让人深呼吸的避暑胜地，来此进行生态旅游
的游客和驴友，每年都在100万人之上。黑
皮肤、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游客也日渐增
多。黄柏山成了生态科普教育基地，生态文
学和生态摄影创作基地。这里的森林及其
森林创造的美，会把人的烦恼和忧愁洗净，
让躁动的心静下来。

一座山，因注入了文化，注入了文学，而
有了灵魂。当你置身黄柏山的时候，黄柏山
也就置于你的心里了。

在此举办的“生态散文笔会”具有特殊
意义，为助推生态散文创作起到了不可忽略
的作用。就是在那次笔会上，我作了题为
《缪尔及生态文学的影响力》的主旨发言，系
统阐述了生态文学的概念、特征及其使命和
责任。并有些动情地讲述了缪尔的故事，缪
尔对世界自然保护运动所作的贡献。

那天晚上，朋友们去铜锣潭岸边数星
星，观萤火虫，我却因腰疾未能同去，甚是遗
憾。然而，黄柏山的美景，黄柏山的故事，黄
柏山的精神，将会永存我的记忆中。3

樱花开樱花开，，春天来春天来
□田万里

一颗绿色明珠一颗绿色明珠
□李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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