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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的湖泊阳光的湖泊
与夜雨的忧伤与夜雨的忧伤

□单占生

几年前一次无意间
的阅读，读到吴冬的几首
诗，却对那次无意间的阅
读在意起来。在意诗人
吴冬给了我阅读以实在
的价值。于是，就打电话
给一位做诗刊的朋友，言
说 吴 冬 的 诗 歌 如 何 如
何。说也巧，这位朋友也
认为吴冬的诗不错，并说
正准备发表吴冬的一组
诗，问我可不可以写几句
读吴冬诗的感受。我当
即答应，说可以试试。朋
友说要给我一些关于吴
冬身份及经历的介绍，我
说不用，我们只说诗。不

去听朋友说诗人的身份经历并不是拒绝了解诗人，实则是沿袭
我的习惯：写读诗心得时，只从看到、读到的诗出发，在其诗作中
发现诗，在其诗中来品读人。今天读吴冬的诗，亦如此。

在我看来，能写出动人诗作的诗人有两个类型，一类是应着
某种召唤与使命写诗的人。这类诗人的诗作中往往有着厚重的
社会生活内容。一类是应着自己内心的波动写诗的人。这类诗
人的诗作中往往有着丰盈复杂的个体情感。古人所说的无我之
境与有我之境，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吴冬的诗，显然是有我之
境，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命令写诗的人。

从倾听夜雨的忧伤，到走进阳光的湖泊，这是我在阅读吴冬
这本诗集初稿的最初感受，也是今天我对吴冬诗作艺术特色认知
的坚持。在我看来，无论是站在阳光的湖泊里倾听夜雨的忧伤，
还是在夜雨的忧伤里遥望阳光的湖泊，这两端，都是吴冬这个人
的生命真实，也是她的诗呈现出的温度，调式的色彩。从另外一
个层面上说，它们都是吴冬用诗表述的她的生命体验的刻度。

“阳光的湖泊”和“夜雨的忧伤”其实都来自她的故乡。故乡
是她诗性情感的根源。她在最后的修订版中，把她写的故乡以
及与故乡有关的诗作集中放在卷首的第一辑里。这样的修订让
我进一步认识到故乡在她心中的分量。同时让我更加清晰地理
顺了我的一些阅读感受的来龙去脉，也让我捕捉到了一些她诗
作背后的暗语——青春的漂泊与故乡的迷失。这些，也许是我
更感兴趣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更具有时代共有的特点，也是
一代人特殊的生命体验。

从这点出发，我们方可比较自信也是自觉地判断诗人诗作
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比如吴冬的这些诗作：故乡、异乡、母亲、相
聚、分离、站台、回家、阳光、河流、时间与夜雨，“周而复始的欢
喜”“马不停蹄的忧伤”，等等这些，构成了吴冬的日子，构成了吴
冬诗歌意象的自然。如果此时我们把思维稍稍向外拓展一下，
也许就会发现，吴冬的这些“日子”，不正是她这代人的日子吗？
吴冬的这些诗性自然不正是她经历的这个时代的诗性自然吗？
在这些诗性意象中，我们似乎可以很轻易地找到它们之间对立
而又统一的对应物。

聚合的无常不是自今天才开始的。也许，正是因为死亡，生
命的真相方可得见。而生离别，才会有了如此揪心的痛，才会有
了如此巨大的撕裂感。

在情感的原野上，就一个具体的人而言，爱的过程往往是一
种流浪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爱亦是一种燃烧的时间，而不
仅仅只是一个具体的、不可移动的物理空间。其实，不管是就时
间而言抑或就空间而言，爱作为人们的情感居所都是模糊的，漂
移的，且亦是易碎裂的和不确定的。而人的唯一可确定的、不可
变更的居所是你的出生地。

无论我们行走多远，当我们疲倦于远行时，有一个地方总在
静静的、温暖的、无条件的等待着你的归来。这个地方，就是你
生命的出发地，我们把她称之为故乡。也许，诗人没有想到，当
她把自己近十年的诗集在一起时，建构起了她这个人在这个时
代的心灵姿态，勾勒出她这些年的命运线影：爱与忧伤、漂泊与
还乡以及身居故乡时仍然挥之不去的异乡人的苦楚。

对于这几代人来说，从现实身份与地域关系的关联上讲，故
乡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故乡却叫不出我们的乳名，它陌生而
又疏离。在它那里，我们是客人，我们是异乡人。为什么？因为
你与那里的土地已没有紧密的关联。其实，我们的漂泊与故乡
的疏离以及我们强烈的异乡人的感受，在本源意义上并不仅仅
是我们离开了老屋进城生活，而是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生活，都
失去与土地生死与共的命理。

吴冬诗中所传达的东西远比我表述的这些要丰富得多，也
鲜活得多。不同的读者也许可以读出与之相似的自己；透过诗
中的意象，更可以看到广阔的社会现实。3

给生命加一条通道给生命加一条通道
□朱怀金

三月初的天气一下子就热了起来，感
染科门前的小广场行人寥寥。这是医院里
的一个小“特区”，是全市战“疫”的主阵地。

黄大夫出来的时候，身体微微晃了一
下，可能阳光太强的缘故，他眯了一会儿
眼。因为长时间值守在病房里，他的疲惫
感从口罩后面的神态里弥漫过来。我注意
到他的一条腿，无力地撑着一片白影子。

怎么说呢这件事？他顿了顿，来隔离
病房仅仅一个多月，但觉得已经是很遥远
的事，我今年32岁，你就叫我小黄吧。

我是1月 23日抽调到这里的，在发热
门诊临时待了三天，就调到了隔离病房。
应该是1月 26日，隔离病房里都是高度疑
似新冠肺炎的病人，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两
例确诊了，1月 19日发现并确诊的是第一
例，他是在武汉打工返回的；第二例是在
武汉上学回家过年的大学生。

我的工作，一是要查房，照看确诊的
病人，然后看病人的反应、治疗的效果。

我印象最深的是给一名患者插管的
经历，也是 30多名确诊病患中唯一一个
需要插管的。

这是个 80多岁的老人，他有冠心病，
心脏不太好，去年夏天刚放的心脏支架。
刚开始他还能自己上厕所，四五天后，开
始上不来气，拍片子发现肺部病变加重。
2月 11日，开始吸纯氧，但是他的肺给病
毒破坏了，虽然吸到肺泡里，但无法氧和
到血液里，只能插管上呼吸机。

黄大夫说起来很轻松，就像他平时正
常工作一样，但对我来说那一幕是神秘

的，更是危险的。无数的一幕幕，使他练就
了熟练操作的技能，坦然应对的心态。当
然，这紧张惊险的一幕，和死神赛跑，和病
毒抢夺生命的一幕，我无法复原。这并非
他一个人所能完成，还有科室主任的现场
指导，还有许多护士的帮助辅助。他们是
一个插管小队，共同见证了惊心的一刻。

“90后”的男护师晓迪就是其中的一
位，也是大家公认的黄大夫的黄金搭档。晓
迪说，这一幕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原来我就和黄大夫经常配合。那天
晚上，也刚好还是我们俩搭班。刚开始看
病人外表上还是相对平稳的，但是他一活
动就喘得特别厉害，一看这种情况就感觉
不好，到晚上 11点多，老先生呼吸越来越
困难。专家组分析后，就决定插管。

我和黄大夫都戴着近视镜，还有护目
镜，还戴着防护头套，正压头套，一穿上就
一身汗，里面就全湿了，护目镜上全是
雾。最后黄大夫给患者插上了，连上呼吸
机，病人很快就呼吸平稳。就是在拔导丝
的时候，痰要喷出来，这时才是插管最危
险的时候，痰里面有大量的病毒。当时我
感觉好像整个人都要晕过去了，一方面是
闷的，浑身都是汗，一方面也有点害怕。我
俩赶紧出来把头套去掉，换了换手套，然后
又进去。当时满床都是屎尿，这些粪便中
也会有病毒的，感觉满屋子都是气溶胶。
我们就给病人整理，床单被罩褥子全换掉，
整个收拾完后已经是半夜一两点了。

随后我还向郑州转运过两个病人，转
运过程中也很危险，你和病人都在那个狭

小密闭的救护车里，你要一直陪着他。黄
大夫跟着去了一次，我跟着去了两次。转
运路上我俩也是老搭档。

我们护理上要求一直在病房，穿着防
护服 8个小时，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拉。
其实你压根都不用担心会小便，穿上防护
服浑身都是汗，一直都出汗。前 4个小时
感觉还不是那么明显，4个小时后就特别
渴。你知道渴到什么程度吗？我们在一
级一级的清洁区脱完防护服，首先你要洗
澡，洗完澡才能出去，当时就想把洗澡水
喝了！为了省防护服，大家都是第一次穿
尿不湿，但是我没用，没有尿。

你可以问问黄大夫，他肯定穿了，并
且还一定尿裤裆了，不信？你去问问他。

晓迪狡黠的微笑里，带着对伙伴的调
侃，不善言辞的黄大夫，更多的是隐忍和
坚守。已经 32岁的他，本来在年前打算
订婚的，但是在疫情面前，他和女朋友商
量好，要到疫情结束之后再订婚。

说到女朋友，黄大夫一脸的幸福——
她是一名护士，和我不在一个医院。她很
支持我，我到隔离病房后她来看过我，在
医院的隔离休息区，给我送一些生活用
品，我们就远远地看着对方，也没有说什
么多么亲密的话，就是眼神交流。看得出
来，她的眼睛里有不舍，有无奈，有关切。

说说病人吧，其实他们很可怜，对于
病毒都是未知的，他们与外界隔绝，在病
房内只能用手机与外界沟通，没有家人陪
护，好多人都很恐惧、焦虑。另外，还有一
些人是全家感染，都在病房。有一家父母

得了，儿子儿媳得了，只剩下两个孩子在
家，还没有人照顾孩子，当妈的整天哭，孩
子小还没有断奶，太不容易了。有些病人
情绪很激动，会失控。我们医护人员就要
疏导、安慰，还要想办法协调解决一些实
际问题。这方面别看晓迪平时嘻嘻哈哈
的，他做得比我好。

晓迪呢？26岁的晓迪摘下口罩后，露
出了阳光帅气的脸。

——疫情发生后我就报名了，还怕自
己报不上。我给护士长说，第一我是党
员，肯定要冲在第一线；第二我没有孩子，
也没有对象，我家里也很支持，没有后顾
之忧。

我和黄大夫搭班也有我的考虑，他的
腿不得劲，我可以多帮着点。据说他小时
候没吃糖丸，小儿麻痹，留下了后遗症。

经过这次疫情我感觉自己确实成长
了很多。疫情结束后，决定出去玩一下，
看看美好的大自然。我和黄大夫约好了，
疫情结束后喝个大酒过瘾一下。其实他
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唱歌唱得特别好。

他说，因为我是一名医生，才更了解
生命的无常和医学的深邃。人类和病毒
的较量永远没有尽头。

我们的努力只是尽力给生命多加一
条通道。

疫情对我们是一个考验，也是一场历
练。我没觉得自己是个英雄，像李兰娟、
钟南山院士，他们才是英雄。

我只是跟在这些巨人身后，只是一个
执行者，一名同行者。3

□范昕

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春天到了这
个时节，也另有了一番全新的景象。

一

眼见得路边的法梧逐渐褪去了新生的柔
嫩，长势越来越茁壮，叶片有巴掌那么大。构树
开出了青绿的构棒，还有玫紫的球花。樟树挂
着许多陈年旧叶，同一枚叶片中，红黄交错，它
们仍在枝头慢慢延续自己的生命。新生的叶子
越来越多，叶片青嫩得像是抹了层油。小米粒
一样的花朵，也一粒粒逐渐浮上来，慢慢就铺了
一层。樟树有一种透着中药味的清香。读书的
时候，学校最贵重的古籍室，专门用的樟木做书
架，防虫蛀。

楝树是春天的最后一种花。树冠铺满了
淡雅的浅紫色小花，细密温柔，尤其是笼了一
层细雨的时候，像是一场永远不愿醒来的梦。
俞平伯喜欢楝树，还专门赋了两首诗：“天气清
和四月中，门前吹到楝花风。南来初识亭亭
树，淡紫花开细叶浓。”“此树婆娑近浅塘，繁英
飘落似丁香。绿荫庭院休回首，应许他乡胜故
乡。”楝树极易生长繁殖，冬天鸟鹊叨了它橙黄
的楝豆，吃掉果肉后随便把种子吐到哪里，春
天就会发芽，长出嫩苗。在乡下，贫陋的巷子
里，简易的堂院中，楝树都随意可以生长。俞
平伯写这样的诗的时候，有些思乡了吧？那一
树树细密繁花，温柔地俯瞰世间，年复一年，终
于在某个瞬间，它的簌簌清香，唤醒了游子的
思乡梦。

二

谷雨之后，立夏之前，万物丰茂，但并未强
盛，春之柔媚与夏之葱郁并存，应是最好的光
景。此时的春花，也各有自己的特色。谷雨的
花信分别为牡丹、荼蘼、楝花。二十四番花信
风，始梅花，终楝花。到此，声势浩大的春天终
于安静了下来。无边寂静之中，牡丹、蔷薇、楝

花、流苏、木绣球、琼花、秤锤树、金银花、泡桐、
马褂木、鹅掌楸、木香、黄栌，连同贴地而生的
蒲公英、委陵菜、斑种草、繁缕、诸葛菜、猫眼
草、鸢尾花、白屈菜、石竹、地黄……它们一齐
沉默，并在沉默无声之中，完成春天最为完美
丰盛的落幕。

绣球荚蒾，又称木绣球，聚伞花序，一朵朵
五瓣的蝶状花攒聚成球状。初开时青绿色，简
直像水豆腐一样柔嫩，让人不忍触碰，盛开后
硕大、洁白，花中少见它这样气质典雅、大方的
花朵。花谢的时候，洁白的花瓣落了一地，像
是无数只残梦未醒的蝴蝶，赖在清晨的阳光
里，不肯起床。同为荚蒾科植物，琼花和木绣
球是完全不同的气质。它是圆盘状，周围八朵
白色的小花，中间一个小圆盘，盛满了嫩青色
的小“珍珠”，灵动、飞扬而又秀雅可爱。流苏
树，花开时满树如覆霜盖雪，清雅可人。到了
开花的晚期，满树洁白的花瓣都变得枯黄，皱
巴巴地缩成小团。

谷雨又是香气弥漫的时节。从楝花到香樟
花，再到海桐花，一路香了过来。路边的海桐此
时香得铺天盖地，熏香了整座城。这是花朵们
循着季节的指令与古老的记忆，给大地以芬芳
的献礼。

三

附地菜是我极爱的小野花。喜欢这些细微
的美，它的美只呈现给愿意低头亲近大地的人。
当你把目光放低，低到与一棵附地而生的草平
齐，可以闻到泥土芳香时，你才会发现那些低到
尘埃里的花，是如此惊艳。

柔弱斑种草是另一种可以与附地菜媲美的
淡蓝色小野花。常和附地菜一起生长一起开
花。柔弱斑种草的花心是白色，有深蓝的放
射斑纹；附地菜的花心则通常是黄色，偶有白
色。

柏树花肉粉色，肉质的花瓣，层次分明，但
所有的花瓣都肉嘟嘟的，敦实可爱。在春天一
树比一树灿烂的花开中，柏树的小花是那么不
起眼，所以很容易让人忽略了它的花。松花则

是长穗状，它的花粉原来曾是僧道喜欢服用的
仙粮，现在有的点心店里有松花团子，吃了像是
可以沾染仙气。

如果春天不在你的心里，那它一定跑到你
的胃里去了。春色不仅是可以欣赏的，还可以
品尝。春天里，有很多花草可以吃，从早春的
白蒿、荠菜、面条棵、水萝卜棵、柳絮、玉兰花、
榆钱，到现在的紫藤花、香椿、构棒、核桃花、槐
花，地上趴着的，树上悬着的，似乎无一不可以
入馔。

核桃花入菜的部分即核桃花梗，又称核桃
纽、长寿菜、龙须菜，是采了新鲜、质嫩的核桃花
柱，去掉须花，只留下它的梗，焯水凉拌，脆嫩的
口感中饱含了春天的清香。也可以收集新鲜的
核桃花，在太阳下晒干，作为脱水野菜。食用时
提前用水泡一下，然后配了腊肉爆炒。春天独有
的清香，会在此时重新复活一次。3

李玉梅李玉梅// 绘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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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樱花，，美之化身美之化身
□赵炜

四月的春阳无比温暖，走在安静的
校园，路过空寂无人的樱花园，蓦地驻足
观看。在太阳的照耀下，在春风的吹拂
中，满园的樱花是那么淡定从容，那么优
雅绰约。

近观朵朵樱花，饱满圆润，轻柔活
泼，似乎一触碰就要掉落下来。它们是
中原大地上盛开的樱花，丛丛花朵紧密
依偎着枝干，不是一阵风就能把它们吹
落，也不是一场雨就能使它们凋零，它们
与青松相邻，与牡丹相映，把满园春色渲
染，更显生命跃动的活力。

我观赏过武汉大学的樱花，也许是
地域的差异，武大的樱花是娇美的、柔曼

的，使人爱怜与呵护。它们盛开在珞珈
山上，层次错落，飘逸洒脱。三月是樱
花开放的最好时节。春和景明，樱花成
荫，楚楚动人，随风飘扬，是轻歌曼舞的
精灵；武大校园里的鲲鹏广场，樱花大
道，拾级而上的老斋舍、古朴典雅的图
书馆……樱树成林，形成一片粉白的世
界。武汉大学因为拥有这烂漫芳菲的
樱花而更加美丽迷人。

庚子年的春天，不管是武大的樱花
还是郑大的樱花，都是如期盛开，花蕊吐
芳。这是自然生长的力量，这是春天的
呼唤。虽然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校园不能开放，但它们在枝头依然
绽放着自己的芬芳与快乐。它们的花期
短暂，清明过后很快就会萎谢，只有散发

的余香邈远深情。校园里的樱花也是含
蓄的，你看它们虽然无语，但把灼人的目
光都投向远方，默默期待与每一位爱樱
者相逢！

在春意盎然的四月天，国内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从寒雪纷
飞的严冬，到樱花缤纷的暖春，武汉唱响
的生命之歌，在人类抗击传染病的历史
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从新闻上
看到，武汉烂漫的樱花开满枝头，疫情带
来的阴霾正在散去……”南非卫生部部
长穆凯兹表示，武汉人民用行动告诉世
人，病毒是可以战胜的。

回望庚子年伊始，从 1月 23日“封”
城，到4月 8日解“封”，武汉历经76天惊
心动魄、浴血奋战的伟大壮举。全国 5
万多名白衣战士的血汗辉映着救死扶伤
的荣光；全国人民关切的目光投向这座
病毒肆虐的城市。长江呜鸣，珞珈山垂
泪，武汉大学的樱花也在默默感知着人
间所发生的一切，收集着关于武汉人民

奉献与坚守的故事。
严冬过去，大地春回，在樱花盛开

的时节，媒体联合武汉大学开展网络直
播，邀约全国同胞“云赏”武大的樱花。
校方约定，明年，武大将选择樱花开得
最盛的一天，开放医护人员赏樱专场。
这是樱花暖心的回馈，它们是知恩图报
的。

我有时在想，为什么樱花如此惹人
爱怜呢？记得三月中旬，老母亲还给
我念叨，今年的樱花开放了吧，以前她
几乎年年都要来郑大樱花园赏樱，穿
上漂亮的衣裳，让我给她照几张与樱
花的合影。在这个特殊的春天，还有
好多像母亲一样喜爱樱花的人们，不
能出门前往赏樱，然而，他们心中对美
的渴望不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驻
心间。

就让我们约定在来年的春天与樱花
见面吧。那时，风儿依然清爽，花儿依然
烂漫。3

有一种归来，气壮山河！

有一种归来，繁华盛开！

有一种归来，万众期待！

风萧萧兮长江畔，壮士一去兮挽狂澜；明知此去风雨兼程，

依旧铿锵前行！这一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看不到你的脸，却绽放着天下最美丽的笑颜！看不清你的

眼，却深藏着世间最动人的眷恋！印痕缠绕你的眉间，汗水湿透

你的衣衫，你毫无怨言，勇往直前！

你用大爱绘就了五彩斑斓的河岸，你用柔情唤醒了万紫千

红的春天，当“晴川历历汉阳树”舞动枝头的浪漫，当“芳草萋萋

鹦鹉洲”书写无边的灿烂，我在家乡为你呐喊，我在远方为你祈

愿！我翘首以盼，等待着你胜利凯旋！

来不及看一眼樱花烂漫江畔，来不及领略“烟雨莽苍苍，龟

蛇锁大江”，来不及感叹“白云千载空悠悠”，来不及倾听黄鹤楼

中玉笛声，你已踏上归程。或许是父母无限的担心，让你彻夜难

眠；或许是孩子深情的呼唤，让你心中不安；或许是爱人无尽的

思念，让你梦绕魂牵……

那时，你匆匆地离去，如今，你轻轻地归来。

脱下防护服，摘掉护目镜，归程中的你，终于可以静享片刻

的安宁。杨柳依依，轻抚你的发梢；微风习习，妩媚你的面容。

一路春光，为你盛放；花团锦簇，为你导航；回家的路，就在前方！

亲人归来，美丽家园在等待！战士归来，展我华夏风采！英

雄归来，神州大地无比豪迈！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