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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岸 天鹅情
□雒应良
蹑手蹑脚地走过一片残雪覆盖的荒草
地，
张明云举起相机，
对准焦距，
屏住呼吸，
一阵
“咔嚓咔嚓”
的手按快门声后，
黄河岸边
那群尽情嬉戏的白天鹅便在镜头中定了格。
“快来看，多难得的画面！”张明云招
呼我来到他跟前，
“ 这是怎样曼妙的场
景！或水面撒欢，追逐嬉戏；或耳鬓厮磨，
相互梳理羽毛；或亭亭玉立，文静得像睡
莲，忽而又扑棱着翅膀扶摇直上……”
看到这些画面，我竟一时找不出合适
的 词 语 来 描 述 —— 壮 观 ？ 俗 。 震 撼 ？
滥。空幻？差可近之。
“哎，可惜还是没有 A55。”
“A55？”我大惑不解。
“是的，A55，它是一只受过伤的天
鹅，曾经颠沛流离，不幸而又万幸。”张明
云喃喃低语道。
一条千里追逐呵护白天鹅的感情轨
迹，将张明云与 A55 黏在了一起。这位在
三门峡黄河岸边长大的汉子，打小喝着黄
河水，吃着黄河粮，享受着黄河给予的一
切，自然也恋着黄河，恋着黄河边的这群
“天使”——白天鹅。
2015 年春，一对经过救治的野生白
天鹅夫妇在三门峡天鹅湖湿地公园安下

家并孕育了 6 只小天鹅。几个月后，这些
小家伙戴上了环志，其中一只就是 A55。
从出生那天起，张明云就用照相机观察、
记录着一家子的生活。从逐渐褪去灰色
的绒毛，再到羽毛慢慢变白，A55 与兄弟
姐妹们出落得愈发美丽动人。又是一年
春天，大批天鹅向北迁徙，A55 则与兄弟
姐妹们在没有父母的带领下各奔东西了。
“A55 飞走后，卫星定位失灵，无法在
回三门峡过冬的天鹅中发现它的身影。
于是，我沿着它们北飞的轨迹，到河北黄
骅、内蒙古乌梁素海等地寻觅，仍然无果，
只得在网上发布消息，希望能够得到好心
人的帮助，早日找到流落在外的‘三门峡
籍’天鹅宝宝……唉，当时那个急啊！”
2017 年秋，得知 A55 在千里之外的
内蒙古包头出现后，张明云惊喜不已，和
朋友连夜冒雨驾车前往，终于在包头市南
海湿地得以相见。
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啊！
“当时，它孤
零零地游荡在水塘中，羽色暗淡，体型瘦
弱。由于翅尖受伤，翅膀有气无力地扑棱
着，却只能在水中打转儿，无法飞起来，悲
鸣中流露着孤独和无助——那分明就像
自己的孩子受了委屈而无处诉说。”回忆
此情此景，张明云仍感到心痛不已。
“我要带它回家！”仿佛是找到了失散

多年的孩子，张明云再也不能眼瞅着 A55
流落在外。经过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
门协调，张明云一行办妥了相关手续，连
夜开车拉着 A55 回到了三门峡。
整个冬天，
在野生动物救助站的精心养
护下，
A55的伤口慢慢愈合了，
鸣叫声也越
来越响亮，恢复了力量的翅膀在水面上翻
飞。看到A55的体格日渐壮实，
野生动物救
助站打算赶在迁徙季节前将它放归天鹅湖。
那几天，
似乎为了这次旅行做准备，
A55一
次次地试飞，
热身、
跑动、
滑行、
起飞，
几起几
落……抑或是对这片故土和朋友的眷恋，
它
在黄河两岸的湿地踟蹰往返，
不愿离去。
对于 A55 和伙伴们来说，这片湿地是
一个温馨的家园，这里有救助站恩人们无
微不至的照顾，有张明云等人的无私关
爱，还有好心市民免费提供的“口粮”……
在随风起伏的芦苇荡，鱼儿在水中尽情畅
游，A55 和伙伴们引吭高歌，不时飞掠水
面的雉鸡、苍鹭和野鸭也跟着浅吟轻唱，
一切在雾气氤氲的冬日里交织回响。
“扑棱棱……呼啦啦……”终于，A55
在宽阔的水面上滑翔出一道长长的闪光
涟漪，扶摇直冲向蓝天，随着一道优美的
弧线渐渐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咕咕咕……呱呱呱……”与以往不
同的是，这次同 A55 比翼齐飞的，还有它

向生命致敬（外一首）
在康复期间结识的伴侣。一段时间以来，
两个小家伙在河畔的青草丛昵哝细语，可
谓心心相印、琴瑟和鸣。望着康复后的
A55 和伴侣双双飞向蓝天，张明云既恋恋
不舍，又欣慰万分。
A55 飞走后，由于环志脱落，张明云
再也没有见到它。
“算算时间，它们夫妇俩
也该儿女满堂了。我一直想拍拍它们下
一代的生活情况。我曾经为找不到 A55
而伤心惆怅，但后来我就不再找了——你
看，它们不都是 A55 以及 A55 的下一代
吗？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天鹅飞来，因
为这里的天更蓝、水更绿、山更青了。”张
明云眺望着远方，动情地说。
迎着冬日明媚的阳光，张明云抱着相
机悄悄地走近一片芦苇荡，争取离这群白
色的精灵再近些。奇怪，它们竟然对眼前
的张明云视如同类，
或昂首挺胸注目良久，
或引颈鸣叫以示礼节。
“嘎嘎……嘎嘎……
嘎嘎……”
“ 克噜……克哩……克噜……
克哩……”就这样，一唱一和间，张明云举
起相机尽情拍摄起来。
我细细打量着眼前这位年近六旬的
汉子——中等个头，黝黑的脸膛轮廓分
明，一双不大的眼睛透着温暖的光芒。全
身装束的户外迷彩野战服，令他看起来仿
佛一株摇曳在风中的芦苇，柔软而坚韧。

□陶秉礼

顷刻之间隐藏在某个地方
一种生命发出淫威
疯狂杀向另一种生命
新冠肺炎
一个冷酷得令人不寒而栗的名字
在寒冬的大地上拼命疯长
此时生命扶着远方
沉重焦虑坚持抗争
是那样脆弱又那么顽强
尽管如此心中依然装满敬畏
以满腔情怀向生命致敬
向庚子年正月初一致敬
向庚子年正月初一这个特殊日子
释放出的阳光与温暖致敬
生命重于泰山
国人生命
提升到了一个崭新高度
行走在复兴路上的民族
勇敢承担起人类神圣使命
向一位老人致敬
向一位敬畏自己
更敬畏他人生命的耄耋老人致敬
你装着祖国重托
挑着十四亿人的殷殷希望
把爱与责任扛在肩上
忘我地一次次与死神接吻
大地啊在一个伟大老人面前
是否感到悲怆
向白衣天使致敬
向纯洁的勇敢与无畏致敬
来不及告别来不及拥抱
甚至来不及挥泪
把奉献与死亡装在心里
用科学生长出的坚韧意志
与猖獗的病魔来一场殊死较量

众志成城战疫情

徐杨 作

母爱地图
贝似的说：
“快，拿支笔来。”我递给母亲一
支蓝色的记号笔，只见母亲踮起脚伸长胳
家中客厅的墙上挂着两张地图，一张 膊在长春两个小字上涂了一个大圆点，然
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
后心满意足地说：
“这下清楚多了。”每晚
前些年，弟弟大学毕业后，签约了长 7 时 30 分，母亲也会准点坐在电视机前看
春的公司。母亲问我长春离家有多远？ 天气预报，降温了，母亲会打电话叮嘱弟
我说：
“大概有 2000 公里。”那时还没有开 弟要及时加衣服；下雨了，会提醒弟弟上
通高铁，从家里到省城 200 多公里的路 班时记得带伞。
程，坐火车需要两个小时。母亲在心中盘
这些年，弟弟工作时常调动，地图上
算了一下，感叹道：
“那不是要坐一天一夜 便多了一些蓝色的标记。晚饭后，母亲常
的火车。”没过几天，客厅的墙上就挂了一 常饶有兴趣地看着地图说：
“这是五年前，
张中国地图。
你弟弟在北京上班，时间不长，半年后又
弟弟是个理工男，情商不高疏于表 调回去了；这是三年前，他在武汉工作，武
达，再加上工作很忙时常加班，一年到头 汉好啊，工作一年就找到媳妇结婚了；这
给家里打电话的次数屈指可数。母亲戴 是一年前又调到了深圳，深圳冬天暖和，
着老花镜在地图前端详，上下左右逡巡 不像长春天寒地冻的。”母亲如数家珍，说
着，我指了指长春的位置，母亲像寻得宝 到高兴事脸上就笑开了花，说到忧虑的事
□张海伦

表情黯然透着担心。我很惊讶，没想到这
些年弟弟工作的每个城市、停留的时间、
发生的事情，都深深地印在母亲的心里。
前年，我申请了调换岗位，经常需要
出差带团。于是，家里又多了一张世界地
图。每次出差前，母亲都让我在地图上指
给她看我要去的地方，然后拿支红笔在上
面涂上一个大圆点，用笔比画着家与出差
地的距离，口中喃喃自语：
“哎哟，那么远
啊，比你弟弟上班的地方远多了！”我笑着
说：
“不远，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那年
夏天，正是暑假旅游旺季，我带团在泰国，
晚上接到母亲的电话，一接通就听到母亲
严厉急切地吼声：
“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
我担心死了，生怕你们在船上啊。”我告诉
母亲我很安全，因为普吉岛发生翻船事
故，我一直在和公司还有游客沟通改变行

程的事宜，手机占线打不进来。和母亲通
完电话，我翻看通话记录，有十几个未接
来电，可以想象母亲从网上知道消息后，
一直打不通电话时的焦急心情，我顿时心
中一酸，眼睛就湿润了。
这些年，家里地图上的标记越来越
多，
蓝色是弟弟的，
红色是我的。它们交织
成一条条无形的线，
一头牵着我和弟弟，
一
头系在母亲心里。我和弟弟早已成家立
业，而母亲依然如此。职业旅行家小鹏在
《背包十年》里写道：
“我知道，在妈妈心中
一定有一张世界地图。那地图上没有国
家，
没有城市，
只有我走过的每一步。我也
知道，
我的每一步都踏着她的担心。
”
我时常想，在母亲的心里一定也有一
张地图，那地图上有我和弟弟走过的每一
步，我们在哪里，母亲的心就在哪里！

新春圆舞曲
□陈占超
阳春三月三，时值惊蛰天。清晨起
床，推窗远眺，天高云淡、风清气爽，太阳
刚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露出了一
抹抹殷红的霞光，将东方天空映照得通
红。一阵清风徐来，馨香怡人，我情不自
禁地深深呼吸了一口，顿觉脑清肺润、心
旷神怡。
我漫步来到了街头，空旷的大街上行
人稀少、鸦雀无声，只有道路两边的行道
树在微风中摇曳着，挺拔的树干伴着妖娆
多姿的枝条在随风曼舞。
我漫无目的地在道路上四处张望，突
然，路边花池里一株高大的月季花树映入
了我的眼帘，走近细看，只见众多枝丫上
竟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绿色嫰苞、有些已经
张开了樱桃小嘴、正在跃跃欲试，有些已
经绽蕾吐苞、露出了娇嫩的笑脸，有些还

在那里羞羞答答、探头探脑，我蹲下身子
仔细观察，只见月季花树根部已拱出了许
多粉嫩的细芽，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绿莹
莹的亮光，这些刚刚破土而出的芽苗正在
微风中摇头晃脑、扭扭捏捏，脉脉含情地
向我频频示意，轻轻招手，春暖花醒、万物
复苏、春天就要来临了。
正在审视中，忽然一阵阵清脆悦耳的
鸟叫声拽回了我的思绪，抬头望去，只见
前面的一棵大树上，栖落了一群叽叽喳喳
的小麻雀，他们正在那里引吭高歌……
瞧，那边一群麻雀正由一棵大树飞向
另一棵大树，群起群落之余，只留下一阵
阵银铃般的欢笑声；那边还有几只麻雀正
从枝头上攀上攀下，竞相角逐、嬉戏玩耍；
看，这边有几只麻雀忽闪着美丽的羽翼，
在成双成对、比翼双飞，刚刚栖落在枝丫
上就相互依偎、窃窃私语、打情卖俏，大秀
恩爱；哦，这边还有几只机灵的小麻雀正

紧张地飞上飞下，跑来跑去，在地面上时
而啾啾啾啾、蹬蹬蹬蹬地漫步，时而小心
翼翼、东张西望地觅食，一有风吹草动，它
们便扑棱棱地飞得无影无踪。
我刚直起身子，抬头仰望天空，突然，
眼前一亮，发现一队队雁阵由南而北翩
翩而来，它们成群结队、浩浩荡荡，或一
字展开、或人字梯队，由远及近，在浩瀚
无垠的太空中展翅高飞、自由翱翔，雁群
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转眼间就要飞越
头顶了，一只威武雄壮的“头雁”在前面
一马当先、领路引航，我仔细观察发现，
当“头雁”硕大的翅膀在空中乘风破浪
时，翅翼上就会产生一股强大的上升气
流，排在它后面的雁群就会依次借助这
股气流前行，但作为开路先锋“头雁”就
会非常疲惫劳累，所以雁群要经常变换
队形，频繁更换“头雁”，一只只灰褐色间
白色的羽翼的雁子依次紧随其后，它们

也会用丰满的羽翼刮起一阵阵旋风，就
像放飞的一架架风筝一样在自由滑翔，
顺风飞驰，它们飞呀飞呀、越来越远，越
来越模糊了，雁阵过后，只留下一串串嘎
嘎嘎的鸣叫声，昭示着雁群正在发着呼
唤、提醒、起飞、停歇、相互照顾、共同前
进的密码和信号。
正在恍惚间，雁阵突然又掉头折了
回来，看，它们在“头雁”率领下成人字形
在加速飞行，就像一架架正在执行任务
的战斗机一样在极速飞翔；快看，他们又
成一字长蛇队形在减速漫行、时而又成
三角队形，它们相互提携、结伴而行，既
紧张有序又有条不紊，它们不时在变换
着队形，排列着组合、调整着次序、改变
着飞翔姿势……
艳阳晴天，春光乍暖，鸟雀狂欢，雁群
北迁，莺歌燕舞，百花争艳，春天的使者来
了，杨柳依依、万紫千红的时节就要到了。

向中国军人致敬
向新时代穿迷彩服最可爱的人致敬
人民需要你啊
手握信念与忠诚的人
有硝烟还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无声洗礼中
都会铸造出时代英雄
向秀发致敬
向一头充满青春魅力的秀发致敬
飘逸演绎属于自己的芳华
逆行路上削去秀发
抗疫一线留下最美的生命剪影

向武汉致敬
向武汉千万人的生命力致敬
英雄的城必然涌现英雄的壮举
祖国和你一起消除生命的疼痛
共同迎接已经挂在枝头的春天
向生命致敬
向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致敬
向大自然中的万物致敬
敬畏你啊可爱而神圣的生命

假如我是
一缕明媚阳光
在病毒肆虐的时刻
洒向广袤的大地
共同筑起一道铁壁铜墙
一柄利剑
紧紧握在手中
以雷霆万钧之力
斩断病魔吐出的魑魅魍魉
一阵奔涌的波涛
一浪翻过一浪
用卷起的千堆雪
把邪恶的病毒深深埋葬
一颗火苗
在阴暗中发出光亮
荧荧的温暖之光
帮你燃起生命热望
一朵小花
悄然来到你的病房
温馨地伴随你啊
不时散发出宜人的芬芳
一只小鸟
展开坚韧的翅膀
飞到你的窗前
听我用心轻轻地歌唱
一条清澈小溪
永不停歇地欢快流淌
不论路途多么遥远
悄悄流到你的身旁
一个挚友
即使遇到艰难险阻
手挽手心贴心啊
与你一起把星空仰望
一首厚重乐章
在空中高高奏响
以恢宏磅礴的旋律
激励勇士奔向流血不流泪的战场

父子兵
□冯清利

和平时期的“武汉保卫战”在持续
着。疫情面前，堂堂七尺男儿，不能慷
慨赴国难，到一线救死扶伤，只能禁足
在家，想来汗颜。但有道是，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作为文艺工作者，那就为前
方的医护人员加油鼓劲、以“艺”抗“疫”
吧！
除了督促各文艺家协会积极参与
创作，或书法，或美术，或音乐，或朗诵，
各尽其能外，自己天天在手机上时时浏
览各方面与疫情有关的文字。
其间，著名的、知名的作家在推出
一篇篇文学作品。那些细腻的文字和敏
锐的观察，让人体会到了喜怒哀乐，吸收
到了精神能量。他们在尽一个文人的天
职！县里的一个写作大腕儿接连写了系
列感悟文章，民间的诗词爱好者也纷纷
摩拳擦掌、一展身手。
苔花 如 米 小 ，也 学 牡 丹 开 。 大 家
都在为战胜困难提供精神支持，自己
也得迅速行动起来。一个多月来，形
势在不断发展变化，国家有规划、有目
标、有行动，宅家的感受也由阴转晴。
一篇出手、几天过去之后，我有了新的
感 受 ，便 又 上 电 脑 敲 新 冒 出 的 思 想 。
最终，我整理出了四篇文字，达到了创
作小高峰。
国难当头，
每个人都是战士！老父亲
一定也在做着自己的
“战斗”
吧！已70多
岁的他，
只读过小学，
但凭着勤奋，
硬是写
了几百首诗歌，
编印了一本《晚晴集》。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不，
擅长写歌词的弟弟也开始频频露脸
了。近期有个报道，河南支援湖北的医
生李慧，在紧张繁重的救护中，得知父
亲突发脑梗离世，而她只能隔着手机屏
幕长泣不已、长跪不起。面对同志们的
劝 慰 ，她 说 道 ：
“ 别 拦 我 ，让 我痛哭一
场。”李慧的感人故事，一下子点燃了弟
弟的创作激情。
在手机上，他把写了一半的诗发给
我。因情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又过了
十几分钟，才终于把未写完的那部分发
了过来。
“腾讯新闻”
“今日头条”等诸多平台
上，已发表了他的《保重》
《你可知》等十
余首歌词，省内一位知名的主持人专门
做了配乐朗诵。从一条条留言里可以感
知，歌词呼唤了真善美，激发了正能量。
文艺作品也能传递信心与力量！
一位读者在听了他为上前线的护
士写的小诗后，留言：听到那富有磁性、
声情并茂的诵读，一刹那，我的鼻子酸酸
的：
好想好想
给你打个电话
可我的泪水
总不听话
十天前，广场匆匆告别
此刻
妈妈我又想你了
在一些人看来，也许这些诗作存在
诸多不足；也许在危难时刻，这些文字显
得有些苍白无力，但它却来自一颗颗滚
烫的心，行间意切切、字里情真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