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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 冯杰/绘

李明伦就坐在我面前，眉毛又黑又长，一
脸敦厚坦诚。

知道你们新安县，是在我学习课文《新安
吏》的学生时期。我家所在的洛阳市吉利区，
历史上称为河阳，在杜甫这首著名的诗篇中，
新安与河阳是有渊源的。我对李明伦讲，因为
当时新安县的应征兵丁是要送到河阳补充兵
源的。这情况，杜甫在《石壕吏》中“急应河阳
役”讲得很直白。他笑笑，点头认同。不过，还
有一句话没有讲，就是从那时起，我对新安的
官吏便心存一种好奇。

李明伦本是新安县商务局的一名干部，在
国家精准扶贫工作中，成了县里青要山镇山查
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在洛阳市作协和新安县
联合举办的“品味新安之美”采风活动中，我见
到了他。

山查村在青要山的山腰上。青要山海拔
1385米，是省级自然保护区、省级风景名胜区，
是“新安母亲河”畛河的发源地。《山海经》曾记
载“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在这里，我们
极目远眺，远山如黛层峦叠嶂，云遮雾罩紫气
缭绕，一派山清水秀之相。但只能远望，眼前
近处的山查村，距县城有 30多公里，地处深山
绝境，沟壑纵横，荒草贫瘠，23个自然村千余口
人就分布在这大小20多条山沟里。

报纸上讲，李明伦打起背包、提着碗筷，到
村里安营扎寨。他一家一户深入了解情况，经
过“四议两公开”，将已脱贫的“前贫困户”从扶
贫清单中删除，最终确定了 46家真正的贫困
户。这些工作好做吗？我问。有难度，但不能
不做！李明伦的眼神坚毅，眉毛展开，像一双
钢刷：有些人害怕失去扶持资金，说不是来扶
贫吗，怎么一来就取消了贫困户？我说，我们
是来扶贫的，要把有限的扶贫资金精准用在真
正贫困户的脱贫上。

望着眼前这位将达退休年龄的驻村第一
书记，我不自觉又想起了《新安吏》，思绪飞向

了大唐盛世，穿越到了唐朝一个基层官吏的身
旁。

那是在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的冬天，
年近半百的杜甫沿河踏着弯曲不平的古道，即
将穿行新安县的汉函谷关。这座旌旗猎猎巍
峨雄壮的关隘，是其从河南洛阳返回陕西华州
的必经之道。当时，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
之战”爆发，唐军在河南安阳大败，安史叛军乘
势进逼洛阳。一路上，杜甫感受到的都是紧张
的备战气氛，眉头紧蹙，踽踽独行。“客行新安
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
在这里，杜甫遇到了新安县一个在村里点名征
兵的基层官吏，留下了著名的《新安吏》。“府帖
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
城？”在这问答之中，杜甫浑浊的眼睛直视着这
位官吏，直视着这位不听送行者的哭声、不顾
贫穷瘦弱的未成年人的死活，只知抓丁征兵且
心似铁石的官吏。

要让有限的扶贫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
“造血”功能，就得根据贫困户的现实情况，为其
量身定制脱贫方案。李明伦的话把我的思绪拉
回到现实。贫困户老张，尽管养了十来头猪，但
其身有残疾，除过治病，还要供养一个大学生，
日子过得很艰难。李明伦扳着指头算着，眉毛
渐渐拧到了一起，眼神中既有焦虑又显关爱。
怎么才能让他家脱贫呢？我和局领导商量，建
议他扩大养猪规模，为他争取了扶贫资金，使规
模扩大到了百十头。在李明伦的带领下，我看
到了老张家的猪舍。50多岁的老张对我说，感
谢李书记拉了我一把，第一年就卖了 70多头
猪，净收入 4万多元呐。但李明伦却紧锁眉头
说，去年收益不理想，猪病死了不少，防疫是个
大问题。我已帮他买了十多只羊，要扩大养殖
品种，降低风险。看得出来，李明伦用心良苦。
那小东是怎么回事？我问。李明伦听后顿了一
下说，小东16岁，家境贫寒，1岁时父亲就去世
了，是爷奶把他拉扯大的。现在爷奶 70多岁

身体也差了，去年春节后，上初三的他就想休
学外出打工。我想这怎么行？孩子在上学的
年龄不上学，可能就会误他一辈子。我就和其
帮扶人老徐，多次到他家做工作，并积极联系
学校，最后把他送到了洛阳市慈善职业技术学
校免费读书。这孩子还行，上学走那天对我们
说，一定努力学习，早日自食其力，让爷爷奶奶
过上好日子！说到这里，李明伦笑了起来，眉
毛向两鬓舒展，如燕子的一对翅膀。

看着李明伦的笑脸，想象着他几年来在村
里走街串户的样子，在养殖场和村民交谈的场
景，在搬迁工地上忙碌的身影……那天或许有
风，或许下雨，或许是在赤日炎炎的夏季，或许
是在白雪皑皑的冬天，或许那是个早晨，或许
那是个黄昏……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黄昏呀！凄凉的坡岭
上枯草遍野，村外的古道上一片苍凉。破旧的
村落，斑驳的民房，冻得发抖的一群年轻人，冷
血的唐代酷吏。在这样困顿的黄昏里，面对几
个弱小的未成年人，杜甫仰望天空长叹不已，
更生无限怜悯和担心，无奈地对着这群即将踏
入战场的年轻人说，把眼泪收起吧，不要哭坏
了眼睛，徒然伤身。面对那个心硬如铁的酷
吏，我相信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当时心中
充满了无奈和悲伤，他除过劝慰，还能讲什么
呢？他同情人民的疾苦，可又不得不含泪安慰
劝勉那些未成丁的“中男”走上前线。他当时
的心境在其著名的“三吏三别”中流露得非常
清楚，最终在《垂老别》里得以爆发，发出了“人
生世上都有个离合悲欢，哪管你饥寒交迫衰老

病残”的凄绝呐喊！
听说你晕倒过？我问李明伦。哦，那是在

填《贫困户精准扶贫明白卡》时，大概写到凌晨
三点左右，眼一黑栽倒在了办公桌上——没多
大事。李明伦回答我。你常年独自驻村，家里
人放心吗？还行吧，不过我心里有内疚，那就
是老母亲去年离世前没能在家好好孝顺她。
李明伦说罢眼圈便红了。他抬起头，眨了几下
眼睛，黑长的眉毛霎时立了起来。但李明伦很
快平复了心情，继续说，在我们新安，县里非常
重视扶贫工作，像我一样的驻村第一书记有很
多。很多人工作比我条件还要艰苦、任务还要
艰巨。在我们商务局，虽然我是山查村第一书
记，但局里一大帮干部把贫困户的脱贫任务全
部承包了，扶贫脱贫成了大家共同的任务。目
前，山查村 46家贫困户中已有 23家实现了脱
贫……李明伦继续讲着，浓黑的眉毛在我眼中
不断跳跃。看得出来，他一直沉浸在他的“山
查村故事”之中，沉浸在他勾画出的“山查村
梦”之中。

春风浩荡，艳阳温润，江山如画。
人间的美有很多种，但帮扶黎民百姓脱贫

解困，可谓第一大美！
我很欣慰，结识了李明伦，无疑也就品味

到了“新安之美”。回到这个拥有千年古关和龙
潭大峡谷以及世界地质公园黛眉山等众多旅游
资源、已成旅游强县的新安县城，游人如织，车
水马龙，绿树成荫，高楼林立。想这眼中的繁华
盛景，如果杜甫他老人家现在“西行返回”，相比
之下，他又会发出怎样的感慨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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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子奇

一个因为残疾 不能站立的人
在他的三轮车里 坐着
当他拄起双拐
像一棵被风吹弯的小草
却有着一块太行山的石头的姿态
沉默、担当
让病毒在小区门口停下

一个拄着双拐 撑着黑夜的人
在这个世界睡觉的时候
他以自己的方式醒着
他看到了星空的灯盏
夜色空旷 大地在惊蛰中抖动的样子
所有的花朵 还在等着小区的大门打开
在梦中 他依然警惕着
在口罩后面与每个人微笑

这个放下双拐 坐在三轮车里的人
是整个小区都熟悉的人
是平凡和普通的人 在他弯曲的疲惫中
善良 高尚的事物
在扶着他的摇晃 使他获得了山一样的稳当
在我们高过他的时候 总有些事物
在高过我们 这个拄着双拐立在门口的人
他身上有着高高的沉默
那是小草在山坡上的担当
麦苗在大地上的挺拔
它们都是沉默的 在大风中弯下身子
让更高的事物从身上站起

现在 这个拄着双拐的人
仍然立在小区门口
春天已经进入了他打开的门里
他还是以一棵小草的警惕
提防着乌云里爬出的闪电
闪电后面那些灾难的冰雹
这个在大风中草一样弯曲的人
是默默无闻的人

当他坐在三轮车里 像星光坐在一朵云上
他放下疲惫 轻轻笑一下
不惊动草木蓬勃的大地
和大地上开始走动的人们3

翠柳丝雨花艳红，清明酹酒祭英灵。
白衣执甲战瘟疫，沙场献身化干城。
无畏无私彰大义，仁术仁爱济苍生。
每念忠魂心潮动，丰碑镌刻不世功。

□颜道瑞

慷慨悲歌唱大风，逆行天使傲苍穹。
胞泽生死仁心系，民命旦夕大爱浓。
英雄功勋齐三曜，烈士浩气贯九重。
膜拜顶礼无一语，酒含深情举数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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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八十四岁不服老
冲锋陷阵，舍生忘死
哪里像一位耄耋老人
分明是朝气蓬勃的小伙子

你曾经扬眉出剑斗“非典”
今又与新冠病毒再较量
你的眼神
有一种威力，又透出阳光
你和千万白衣战士肩并着肩
铸成一道钢铁屏障

你和白衣战士们穿上防护服
让人想起千树万树梨花开
你们脸上绽放的笑容，让人感到
春天来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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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之道草木之道 □炉子

英雄的模样英雄的模样 □杨晓东

山查村之梦 □吴文奇

清明清明
酹酒祭英灵酹酒祭英灵

星光坐在星光坐在
一朵云上一朵云上

初春，迷上了薅草。薅字是比较接地气的叫法，
土气一点儿。书面或比较正式的叫法叫作采摘，比
如《诗经》中篇章《采蘩》《采蘋》《采葛》《采苓》等。

马路边儿，薄沙地，春风一吹，那些光秃秃的地
上或干草丛下，便冒出了绿油油的小草芽儿。刚一
探出地皮，便匆匆忙忙地生长，急慌慌的。它们可
不像那些古代文字里描述的，倚门打望的小娘子;
或是坐在绣楼上盼春、惜春的千金小姐；又或是戏
曲里以采摘野菜果腹，寒窑苦等薛平贵一十八载的
富家小姐王宝钏，在慢板里原地不动地等你，它们
是当下现代版的小女子，节奏快，你胆敢隔两天不
去看它们，便心生了芥蒂，长出主心骨，从草心儿里
翘起草梗，开花结籽，老给你看，让你提着空篮子呆
在那里，后悔去吧。俗语中说的：二月茵陈，三月
蒿，四月五月当柴烧，就是这个意思。

草喜欢挨挤在一起生长，鲜有大草。只有那
些不随群儿的草，要么寂寞到老，要么长高长大。
但也终究是一棵草，一年一度，便是一生。不似树
木，如果不是人为砍伐，树便可以站在那里，几百
年、几千年岿然不动，长成精，长成神。

单个的草，似很柔弱，一旦连成一片，便如野
马般烈性难驯。秋去冬来，草在地表上的部分死
去了，这便到了它们最能表现出烈性的时候，如果
一不小心丢下一粒火星，或好玩火的孩子用一根
儿火柴棒点燃了三两棵草，如果又恰好有风，不得
了，它们便趁机造势，呼啦啦伴着噼噼啪啪的响
声，火势迅速向四野蔓延开来，直烧得漫山遍野光
秃秃的。但也不怕，来年仍旧萌绿。

生命到了中年，总会在某个时刻停下急匆匆
的脚步，蹲在地上，注意起不起眼的草来。散步
时，会将目光不时地扫向路边的绿化带，那里随意

长着绿草，努力地辨识着，逐渐认出了那些从《诗
经》里走出的野菜。比如荠，这种古老的野菜。“谁
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诗经·
邶风·谷风》的邶地，便是我北中原的家乡，说明我
的家乡几千年前就有这种植物，并且那时人们就懂
得食用了。它们穿越时光，保持着最初的味道和模
样。一到春天，就想去采挖一些荠菜，然后在春天
里阳光充足的走廊下，坐在小板凳上，择好洗净，烧
水焯来，菜色碧绿如翠，挤干水分，切碎放在红瓷汤
碗里，拌上少许盐粒、小磨香油，就可以入口了。它
有柔韧的口劲，鲜、香，犹如把一分春色送到了嘴
边。除此之外，还可以煎成荠菜鸡蛋饼，或包饺子
做馄饨，或做成美味的羹汤，很多种吃法。人活一
世，草木一秋，人与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草的滋
味，也许要到中年以后才能真正懂得。

翻看古人描写荠菜的诗句，更是汗颜。原来
我最喜欢的诗词大家苏轼与陆游都是食荠的老手
啊！坡公在《次韵子由种菜久旱不生》中写道：时
绕麦田求野荠，强为僧舍煮山羹。此诗应写于贬
谪之所，据说坡公在黄州发明了一款粥，材料是春
笋、齑粉（姜、蒜、韭菜的碎末儿）、荠菜，苏东坡自
名“山羹”。与坡公并称苏辛的辛弃疾也有“城中
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的诗句，看得出诗
人对荠菜情有独钟，把整个春天都赋予了它。大
诗人陆游偏爱食荠，曾在多首诗中提及，并盛赞荠
菜“荠糁芳甘妙绝伦”。我思忖，这不是在写我们
北中原的菜糊涂吗？他干脆把《食荠》当诗题，“日
日思归饱蕨薇，春来荠美忽忘归”，从中可知荠菜
之味美；在另一首同题《食荠》中，“小著盐醯助滋
味，微加姜桂发精神。风炉歙钵穷家活，妙诀何曾
肯授人。”则把荠菜如何吃的秘方都给写出来了，

令人赞叹。近代在我们家乡附近濮阳范县当过县
太爷的郑板桥，也有过“三春荠菜饶有味，九熟樱
桃最有名”的诗句。看来荠菜之美味，不是虚名，
我薅荠菜会上瘾，终归找到原因了。

《诗经》中还提到一种草，叫白蒿，它在《诗经》
中有一个优雅的名字叫“蘩”，老百姓有时还叫它
茵陈。采来洗净拌上面粉上笼蒸来，鲜香，绵软。
白蒿是治疗黄疸、护肝、消炎止咳的良药。相比于
其他蒿类，白蒿少年时期模样温顺、内敛、低调，放
在那些枝叶张扬的苗蒿与味道极冲的臭蒿中，一
眼便可辨识。

蒲公英是个例外，这种随处可见的草，举着它
隐形的降落伞，逸出《诗经》之外，找不到它的名
字。人活世间，全凭一口气。有时难免想不开，生
些闷气，心急上火，首先沦陷的便是喉咙，干涩、疼
痛，像有草叶的锯齿边儿划拉着嗓子。这时，打开
收藏蒲公英的袋子，一缕干香的草味扑面而来，小
心地轻捏一棵脆干的草出来，放入杯子里，蒲公英
的魂魄便在水中扭转个身儿开始复活，散发着神
奇的药性。喝上一天，灵验得很，疼痛感便消失得
无影无踪，屡试不爽。到了后来，我稍一咳嗽，就
赶紧拿出蒲公英水来喝，也管用。记得儿子小时
候，一不留神冻着了，便会咳嗽不止，这时候便到
医院找医生开中药吃。妇幼保健院有一个叫沛的
女医生，总会开出一味非常好听的中药——蒲地
蓝，其中最主要一味药便是蒲公英。

土地是如此厚道，她生养了万物，让它们互惠
互利，和谐共存。从神农遍尝百草开始，华夏子孙
便深得草木的恩养与庇佑。草药，草药，你身边的
每一棵草，都可能是药材，是病痛的解药。

薅草与食草，在草中悟道。3

□杨泽远

雪霁云开红日升，燕子归来暖初晴。
春风又绿神州路，万马奔腾中国梦。3

□茜影

日出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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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次，我也急切地想看一看，
我们心中的英雄，到底是什么模样？

终于，风雨过后，在这骀荡的春
光里，微风送来花香，当他们脱下防
护服、摘下口罩的那一刻，你会突然
发现，他们的肩膀，还是如此的稚嫩；
他们的身子，甚至有些瘦弱；他们的
笑脸，是那么的羞涩和腼腆。原来，
他们也和你我一样，有过恐惧、有过
胆怯，有过渴盼、有过脆弱……如果
汇入万千人流中，你甚至不会发现，
他们就是拼尽全力与病毒鏖战过的
英雄。

河南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
王耀平告诉记者，137名队员中，年
龄最大的 56岁，最小的仅有 22岁。
那一刻，我也十分惊讶，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气吞河山、力
扛千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
让他们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到底是
一种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们视死如
归、淬炼成钢？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的万琳
说：“出发前的那天晚上，想起白天

院长握着我的手，说你们一定要活
着回来！感慨万千，怎么也睡不着，
凌晨起来找安定吃……”郑州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的郭秀彦说：“第一次
推开隔离病区大门的时候，腿是哆
嗦的！”郭秀彦的同事袁艳青说：“进
入病房的时候，你虽然看不见病毒，
但是你能真实地感受到它们如海啸
般向你袭来！”王耀平说：“1月 28日
第一次进病房，有的护士是两个人
胳膊挎着胳膊互相搀扶进去的，因
为他们的腿软得迈不开步……”郑
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陈希说：“第
一次进病房，我不敢和任何人说话，
整个身体僵硬得像个机器人，我的
两个拳头一直紧紧攥着……”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只不过他
们选择负重前行。当我们把鲜花和
掌声献给这些英雄的时候，可曾想
过，他们同样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他们同样是食人间烟火的兄弟姐
妹？他们还是父母眼中不懂事的孩
子，是丈夫心中深爱的娇妻，是妻子
眼中仰慕的伟丈夫，是儿女眼中引以

为豪的父母……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张亚如的弟

弟说：“姐姐，在我眼里，你还是满卧
室挂着 Hello kitty、小叮当的小女
孩，怎么能谁也不商量就做出了这样
的决定？”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
关锐对丈夫说：“那时候多么想你说
让我不要去了，可是你没说……”省
卫健委朱声永的爱人——河南省肿
瘤医院的医生孙萍在家书中深情告
白：“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
池。自打结婚以来，从未有过如此长
时间的分别，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担
心，也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期盼！君在
长江北，我在黄河南，守望相助，同心
抗‘疫’……”还有那个让我们含着泪
水欢笑的王月华高喊:“徐国良，我回
来了！往后余生，平淡是你！风雪是
你！家务活是你！挣钱还是你！是
你是你还是你！”

有人说，把理想安放在别人需要
的地方，苦会变得不那么苦，甜起来
却格外甜。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的王林梅说:“把恐惧变成勇敢，是

我这一生的光彩。”王林梅的同事孟
刘号说：“是我媳妇给我报的名，其
他人是医院派来的，我是媳妇派来
的。我儿子以后如果问我一生中最
值得的事，我会说，一个是娶了你
妈，一个是来武汉！”河南大学淮河
医院的曹莹璐说：“这次强烈地感
受到，我的存在和国家是那么紧密
地连在一起……”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的李瞳说：“两个月，感受最
深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名
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
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
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
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
而羞愧’……”

生命有时候脆弱如纸，但在危难
面前却坚韧如山。如果说每一个英
雄都是一朵跳跃的浪花，千万个英雄
就能汇聚成波澜壮阔的江河。如今，
彩虹映天，万里同春，江山无恙。在
这个繁花缀枝，蝴蝶振翅的春天里，
让真心英雄的风采，激荡起每一个人
逐梦前行的力量吧！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