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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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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宜发

2020年春天，一种被称为“新冠”的病

毒搅得天无宁日，全民抗击病魔。我的故乡

长垣生产的卫生材料和防护用品，在这场抗

击新冠疫情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垣是全国卫生材料生产基地，产品

销售占全国市场的一半以上。2020年农

历小年过后，大多数企业生产任务提前完

成，人们都在准备过一个祥和快乐的春

节。突然，长垣市政府接到通知，湖北疫情

严重，需要大量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卫生材

料。疫情就是命令，抗疫就是责任。全市

70余家卫生材料生产企业立即行动，一方

面，厘清家底，将现有的产品集结发往武

汉；另一方面，积极备料，开足马力加班加

点生产。飘安集团和亚都、华西卫材厂等

都是长垣卫生材料生产的龙头企业，他们

率先让机器转起来，让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为抗疫一线源源不断送去急需用品。《光明

日报》记者走基层到长垣现场采访，报道了

飘安集团普通员工崔东娟舍小家为大家，

大年三十骑着电动车冒着严寒进厂上岗生

产的事迹，感动了无数读者。

除夕夜，亚都20万只医用外科口罩、

200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50万顶医用帽

和20万只医用手套，连夜运往武汉。长垣

起重机械的龙头老大卫华集团，积极购置

筹措粮油、蔬菜32吨，智通物流公司免费

送往武汉。卫华集团员工自发筹款232万

元，捐给最需要的人。长垣矿山集团创始

人、党委书记崔培军带头捐款200万元，连

同员工捐助共计390万元用于抗疫防控，

体现了长垣人的大局意识和奉献精神。

病毒传播无声无息，无孔不入，抗击

疫情任务十分艰巨。长垣市政府结合实

际，优化生产方案。眼下，长垣生产抗疫

防控医疗防护用品的企业有44家，1月

25日（大年初一）开工率达到了100%，

3590名一线工人全部到岗。每日生产的

180万只各类口罩和1.5万套防护服，统

一调配送往武汉和湖北各地。生产的医

用外科口罩，半数以上分配到湖北，其余

安排发往各地防控疫情。根据抗疫防控

的需要，长垣在全面启动企业生产的同

时，又新采购1127台专用设备，扩大医用

防护用品生产规模。

非常时期的特殊政策，为长垣企业生

产助推加速。防疫物资生产各个环节必

须环环相扣，否则就会影响生产进度。长

垣卫生材料生产加工均属中、小、微企业，

有许多自身不足，很有可能会出现“卡壳”

影响供应链的正常运转。政府部门建立

了“统一采购、统一调配、统一供给”机制，

强化了政府服务职能，保证原材料供应不

断线，企业生产不停摆，防疫用品源源不

断地送往武汉、湖北和全国各地，展示了

古老长垣的崭新形象。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又是人间

四月天，阳光明媚，百花争艳，我决定回家

乡看看，黄河两岸油菜花盛开，遍地金黄，

春意盎然；一望无际绿油油的小麦长势喜

人，充满希望；沿黄河东去一座座风力发

电机拔地而起，高高耸立，一台台满载着

各种疫情防控物资的重载汽车，正源源不

断地从这里出发驶向远方。

鼠年的春天疫情肆虐，神州大地万众

一心，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守护生命。勤

劳的家乡人在这场生命保卫战中，付出了

艰辛和汗水，赢得了信任和赞誉。故土情

深，我爱家乡这片古老的土地，我爱淳朴

善良的家乡人。

□李风玲

一到春天，我就想起老家的牛。

我家的牛，样子很慈祥，很是讨全

家人的喜爱。父亲和爷爷，总是精心地

给它准备草料。那时候，似乎家家都有

一口铡。长方形的木墩上，一口明晃晃

的大刀立在豁口处。

该给牛准备草料了。父亲脱了笨重

的老棉袄，只穿了秋衣，抱住铡刀那粗粗

凉凉的刀把儿。爷爷则抱住一捆玉米秸

秆。父亲把铡刀竖起，爷爷便把秸秆伸

到铡刀底下。只听“嘎吱”一声，父亲的

铡刀落下。碎了的玉米秸秆从铡刀的另

一侧，蹦了出来。父亲再次掀起铡刀，爷

爷再次伸进秸秆，如是反复，一捆又一捆

的玉米秸秆就这样被爷爷和父亲铡成非

常规则的小段儿。凉凉的铡刀把儿早就

被父亲握暖了，铡好的秸秆也已经撒进

了石槽，成为牛的美餐。

那时候的牛，应该正值青壮。它拉

磨、拉碾、拉地排，拉犁、拉耙、拉耧车。

家里那些最重的农活儿，都仰仗着它。

当然得用心地饲养。

冬天天冷，田野里也不见青色。牛

只能吃干的草料。若是夏季一到，便是

牛们的好日子。我扯住那黑油油的缰

绳，和牛一起，行走在田野河畔。

最常去的地方，是村东的大河。一

想到两岸那绿油油的青草，我比我们家

的牛还要兴奋。只要它们能快快地吃

饱，我就能快快地解放，也好在那天高

水阔里，自由地玩耍。

但牛却是很挑剔。那些看起来非常

茂盛的草，它并不感兴趣。它单拣那些

看上去很小很弱很瘦的草。瘪瘪的肚皮

也就很久都不能撑起来。我问母亲：“为

什么牛不吃那些高高的茂盛的草？”

母亲一笑：“那些长得好的，多半是

被牲畜拉上了粪便，所以才长得茂盛。

牛当然不吃。”我恍然大悟。

放牛的时候，我握紧了缰绳。牛拉

住犁铧的时候，还是由我，握紧了缰绳。

小时候的印象，总觉得那一垄一垄

的田地，好长好长。父亲一手扶住犁

把，微微倾斜着身子。他的另一只手，

有时候会握一根细细的鞭子。那鞭子

经常会扬起来，但并不会打在牛的身

上。最多，也就是用一声长长的吆喝，

虚张声势。牛也并不偷懒，它卖力地低

头前行。犁铧过处，是散发着清香的、

黑黝黝的土地。

我们家的牛，在繁忙的劳作之余，还

在家里的那棵柿子树下，诞下了牛犊。

刚出生的牛犊很快就能站立。牛

妈妈用舌头舔舐着它的每一寸毛发。

那望向牛犊的目光，和村里那些怀抱着

新生儿的母亲，毫无分别。牛和人一

样，都是大自然的生灵。

我们养着大牛，也养着小牛。但

不等小牛扎上鼻圈，就已被牵到集市

上卖掉。那是贫瘠的家庭里，一笔不

菲的收入。选择买主的时候，父母亲

也特别留意。他们说：“买牛的人家看

上去也慈眉善目，应该不会亏待我们的

牛犊……”

失去了孩子的母牛，目光哀哀，无

精打采。那易主的小牛，也不知道是在

哪一天，被洞穿了牛鼻。

也许，疼痛是必须的。那是属于每

一个生灵的，成人礼。

却不记得我们家的牛，最后的归

属。或者，我是刻意地忘了这结局。只

记得它在最后的几年，已经不太有劳作

的功能。飞速发展的时代让农业一天

天走进了机械化，曾经繁忙的牛们，也

被从犁耙上彻底解放。

只记得最后一次放牛，也是个夏

天。牛仍是挑挑拣拣，对于那些特别茂

盛的青草，连闻都不会闻一下。即便属

于它的时代就要过去，但尊严和底线，

还是坚决恪守。

我那时已经读大学，不知道从什么

时候开始，我也缓缓地松开了手里的缰

绳。曾经在我们的生活里举足轻重的

牛，悄悄地隐进了时光之中。

多年以后，儿子问：“妈，什么是

牛？”

我的心里颇受了些震动。这就是

时间吗？我的童年，是一个又一个与牛

有关的故事。到我的下一代，牛，却已

然是相当陌生的名词。我们是否都遗

忘得太多太快，我们是否应该慢下来，

等一等岁月深处，所有的步伐悠悠。

□惠军明

小麦是北方最重要的农作物，麦子是

北方最重要的食物来源。秋日里播种，夏

日里收割，年年如是，周而复始。

冬日里的麦苗早已崭露头角，长势

旺盛，但严寒到来，农人为了保护这些

“心头肉”，竟然采取了极端的方式。有

的用脚踩踏，有的用石磙碾压，有的喷洒

农药……麦苗的疯长态势被人为扼制，

进入冬眠状态。

冬去春来，天气转暖，万物萌发。

麦苗如同解除魔法，被重新唤醒，开始

快速生长。它们卸去冬装，从黄绿色渐

渐变为碧绿、青绿、深绿，如同一块块绿

色地毯铺满田野，直至天边。田野里的

每一株麦苗都精神抖擞，认真进行着生

命的蜕变，焕发出崭新的活力。麦苗从

不孤独，它们的伙伴千千万万，都彼此

打量，都相互模仿，都不甘人后……寂

静无人的田野，所有麦苗都在潜滋暗

长，亿万株麦苗构成壮阔的青绿色海

洋。春风吹拂，青青麦苗起伏摇曳，层

层叠叠，麦海泛起层层波浪。

农人们伫立在田间地头，欣喜地看

着小麦生长的态势，脸上的皱纹条条舒

展，心中燃满希望。春天是个好时节，

庄稼长势不错，自己不能偷懒，也要锦

上添花啊！农人们也开始忙碌起来，打

井抽水，春灌浇田，让麦苗们汲取水分，

保持旺盛。几场春雨，几番春灌，麦苗

们意气风发，新一轮的生长冲锋号再次

吹响。

麦苗拔节，团团簇簇喜人，但麦田里

的杂草也应运而生，一场“养分争夺战”

打响了。那些麦蒿、野燕麦、荠菜、面条

菜等数十种野草环伺在麦苗左右，虎视

眈眈。它们可分不清谁主谁次，谁是农

人的宠儿，一切唯我独尊，疯狂地抢夺着

自然资源。农人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赶忙想办法清除杂草。男女老少齐动

手，锄头镰刀上阵，一遍又一遍对付杂

草。几番努力，杂草纷纷倒下，麦苗蓬勃

生长。农人长长吁了口气，转身悠然离

去，但那些狡猾的野草们又挺直腰杆，四

处蔓延。几天不见，庄稼地又是杂草丛

生。可恶恼人的杂草，它们的生命力真

是顽强！人们喃喃低语着，又开始新一

轮的辛勤劳作。

当然麦地里的杂草也不是个个面目

可憎，有的还是相当可爱的。如荠菜、面

条菜等，虽然长在麦地里，但人们对它们

则另眼相看。曾几何时，野菜们无私奉

献，拯救过许多人的生命，对它们人们充

满感恩。农人们小心翼翼地挖掘摘取野

菜，将它们盛放在竹篮里，回家仔细拾掇，

精心烹调，制作菜肴。麦地里的野菜丰富

了人们的味蕾，成为缭绕不绝的舌尖记

忆。

麦苗青青的时节，田野成为孩子们的

乐园。在田野里踏春，在田野里嬉戏，在

田野里歌唱，在田野里吹柳笛，在田野里

放风筝……青青麦田是孩子们徜徉的场

所，青青麦苗是他们的忠实观众。

麦苗青青的时节，田野又充满了诗情

画意。天空碧蓝云朵飘，麦苗青青柳如

烟，春燕呢喃农人忙，四方野花醉人香。

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又开始精彩上演，醉

人的各种感觉，在心间到处流淌。

麦苗青青长势旺，人间又迎好春光。

莫负及时多努力，岁月从不待庸人！

□王吴军

春风吹拂起来了，似乎是在转眼之

间，油菜花就开得一片金黄，好似蓬蓬勃

勃的思绪，在春日里尽情摇曳。

站在乡下老家的原野，我无比欢

喜。天空湛蓝，阳光明媚，罩了我和身边

的世界。

望着这无边春色，无端想起杜丽娘

的唱词：“遍青山啼红了杜鹃，那荼蘼外

烟丝醉软。”

这是初春，油菜花已经开了。

我的印象里，乡下老家的春天一直

都是烟丝醉软的。

春天是丰满的，抒情，艳丽。那温柔

的春色仿佛是一根小草轻轻触了耳朵

眼，痒酥酥的，柔软，又让人舒服。

春天应该是四季中最好的季节，就

好比一个人的青春岁月，是最好的年

华。但是，青春总有逝去的时候，春天也

有消失的日子，春天的花，开到最绚烂，

渐渐地，也会凋零。后来，就成了一地落

英。

这次回乡下老家，正是在油菜花盛

开的时候。

原野里，油菜花一片绚烂，仿佛花的

海洋。这里留下了我少年生活的痕迹。

想起过去的一朝一夕，令人幸福，也令人

惆怅。

这样的春天，是我小时候无比热爱

的。就如女作家张爱玲热爱旧上海一

样，在平庸的日常生活里发现着人世的

俗美，在琐碎的柴米油盐中寻找着实际

的人生，那时，张爱玲总是听得见电车响

才睡得好觉，真是一种幸福。

坐在老家的屋子里，再次品尝母亲

做的馄饨。刚吃了一口，就有浓烈的辣

在唇齿之间弥漫，急忙问母亲，原来，她

在馄饨里撒了一些胡椒粉。不禁想起了

电影《花样年华》里的馄饨，优雅地被张

曼玉在午夜街头拎着，暖暖的，保温着

的。30年代的馄饨，大概也是要放胡椒

的吧，不然，味道就不足了。30年代的馄

饨，美味可口，却一去不返了。

午后，静谧的时光里，坐在绿树环绕

的走廊下读旧书《枕草子》，清少纳言在

《枕草子》中写道：“高雅的东西是，淡紫

色的衣，外面着了白袭的汗衫的人，小鸭

子，刨冰放进甘葛，盛在新的金碗里，水

晶的数珠，藤花、梅花上落雪积满了，非

常美丽的小儿在吃着覆盆子，这些都是

高雅的。”

精致的文字，幽静，闲适，在春天的

乡下老家随意翻阅着，心中喜悦。

乡下老家有我人生的一份安稳在。

这里，一切都是我熟悉的，我不会迷路和

慌乱。

告别老家回城里的时候，又想起当

年张爱玲离开上海时的情景。那天，弟

弟张子静敲开姐姐张爱玲的门，姐姐早

已去了国外。张爱玲走得如此决绝，连

自己的弟弟都不肯打一声招呼。人生最

决绝的，在于那最终的一撒手，什么也不

要了，什么都可以舍得的。

春天总是要走的，人也总是要走的。

在美好的时光里，油菜花却是真的

曾经开过。

好好珍惜美好如油菜花一样的时光

吧。

□周同宾

和几位文友一道，去牧原公司南阳

总部参观，先在公司气势恢宏的金字塔

内，看大屏幕上的视频，看遍布全国各地

猪场的实况实景。我看见那么多或卧或

动的猪们，一个个俱雍容大度，仪态万

方，气定神闲，白璧无瑕，漂亮干净，像宠

物，像动画片里的形象，像我们身旁的可

爱伙伴。我看猪，猪看我，看啊看，相看

两不厌。猪的居处已经完全现代化，圈

舍整洁明亮，通风透光，恒温恒湿。服侍

它们的，多是高学历、技术专精的各类工

程师。猪在这里，热不着，冻不着，渴不

着，饿不着，烦不着，闷不着，养尊处优，

安享天年。偶尔哼哼两声，不是叹息，而

是在吟唱惬意生活的赞歌。

猪很幸福。傻乎乎的，乐呵呵的，

心宽自然体胖，心情好，心态好，自然身

体健康壮硕，万事不关心，只顾美滋滋

地上膘啊。

猪并不是白享受。享受是为了付

出，完全彻底地付出。

有哲人说，人生就像文章，不论长

短，而在质量。“猪生”亦如人生，其意义

不在长短，而在价值，正如孔夫子的弟

子颜回，生命短暂，风范长存。猪的一

生过得充实，过得快乐。最终，功德圆

满，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人类，都变成

珍馐美味，让人大快朵颐，让百姓餐桌

上欢声笑语飞扬。猪的一生平凡，而又

不平凡，无怨无悔，无私无畏，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

向死而生，只为他人。这种奉献精

神堪称伟大、高尚。

这不由使人有悟：世间生命，无论

怎样的肉体，都可闪烁自身的光芒。死

亡与终结并不是结束，也意味着另一种

重生。

想到这些，我不禁要高呼：向猪致

敬，向猪学习。尤其是在牧原生活的干

净幸福的猪。

□赵自力

妻子是城里姑娘，自从嫁入我家后，

就喜欢上了春天的各种野菜。

每年春天，我们都要回老家采摘一

些野菜。那河畔的野芹菜，刚钻出地面

就被我们摘了尝鲜。光秃秃的香椿树，

清明过后就冒出了一丛丛嫩嫩的香椿

苗，采一把炒鸡蛋，又香又嫩。至于灰灰

菜和荠菜，都要尽可能地多挖些回家，每

一样都能刮起舌尖上的风暴来。所以，

我们常常把大包小包的野菜带回城，在

美妙的春光里，细细品味着春天的味道。

母亲虽是家庭主妇，却习惯在田地里

劳作，不太擅长做菜。自从妻子喜欢吃野

菜后，扛了一辈子锄头的母亲，竟然向邻居

们学起如何保存野菜来。将新鲜的野芹菜

洗净，摘掉叶子只要又嫩又胖的茎干，放入

塑料袋封好，再放进冰箱冷藏，可以保鲜很

长一段时间。香椿苗母亲总要用开水焯一

下、沥干，等没有明显水分后，装入塑料袋

密封起来，也可以吃到七八月份。

为把野菜的味道和颜色留住，母

亲想了很多办法，如用开水焯、用盐水

腌等，尽量不让野菜失去绿色和纤维

化。每年暮春和立夏之间，正是青黄不

接缺菜时，母亲冷藏的野菜就派上了用

场。那些带着母亲爱的温度的野菜，从

老家的冰柜里转场，放进了我们的冰

箱。妻子总是细心地收藏着，一直舍不

得吃。偶尔馋了，就解开一包来，解冻

后放入盆里用清水浸泡。无论是香椿

苗，还是野芹菜，都新鲜得像刚采摘的

一样。于是，无论在炎热的夏天，还是

干燥的冬天，母亲冷藏的野菜被我们炒

得芳香四溢。还未端上桌，屋里就弥漫

着野菜的香气。我们贪婪地品尝着，连

筷子都能尝到春天的味道。吃完饭，碗

底还留着香。

世事也真奇妙，一把春天的野菜经

过冷藏后，依然能释放春天的气息。更

奇妙的是母亲，不管在哪个季节，都能把

春天留在我们的碗底。

碗底留着一个春天，同时还留着爱

的味道。

□王星超

一块地从地头说起，又在地头予以概

括，地头是一块地的引子，亦是一块地的

后记。

出了村庄，沿着通往田间的小路往

前走，就到了一块地的地头。农人们从

地头走进田园，用得心应手的农具服侍

着温润的泥土，梳理着禾苗的思绪。庄

稼们从地头开始，抒写着朴素而真挚的

诗句，字字温醇，漫溢着泥土的芳馨。

地头或是阡陌小路，或是树林草

坡，或是埂堰栅栏，或是沟谷河畔……

人们在长长的地垄间劳作，劳累了

倒在地头，随便地或坐或卧，头顶蓝天白

云，眼望着田园美景，或谈说农事稼穑，

或述说家长里短，或趣说轶闻往事。

有的地头生长着杂木或柿树，有的

地头蹲着大石头或竖着电线杆，有的地

头有着土堆或坟冢，它们历经岁月的沧

桑，成为一块地的名字和地标。

人们将粪土拉送到地头，逐而挑担

入田间，人们将流水引向地头，使其浇灌

干旱的土地，润泽茁壮的庄稼。

农人眷恋田园，闲暇时常到地头，赏

析着庄稼们的长势，品咂着泥土浓馨的味

道。

从地头到田间，是一种亲昵和亲

吻，从田间到地头，是一种舒适和惬意。

耕耘和收获从地头出发，成熟的光

芒在地头荡漾，金灿灿的粮食从田间走

向地头，逐而走上回家的路，丰收的喜悦

在地头笑语纷扬。

地头是贴在村庄和田野之间的标

签，地头是庄稼人心灵的驿站。地头是

乡土乡韵的协奏曲，挽着悠悠的岁月，撩

拨着庄稼人的琴弦，在风雨故园萦回着、

绵延着……

时令走笔

麦苗拔节春光好

油菜花开

碗底留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