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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一瓣心香

短笛新韵短笛新韵

战“疫”必胜（版画） 刘松柏 王洪生作

袁中秋篆刻

阳春三月春意浓，我时刻惦记着家
乡层层梯田里的油菜花。这个季节，满
田金黄色的花朵，在山坡上正露出迷人
的微笑。

去年这个时候，我随父亲回了趟老
家。在春阳的照耀下，一簇簇黄澄澄的
油菜花香气扑鼻。微风吹拂，花丛泛起
一轮一轮的金色波浪。

一位老乡大老远跑过来对父亲说：
“今年的油菜花长得不错，这里空气好，
城里人经常来看花。”他放下手中的锄
头，乐呵呵地描述现在农村的生活有多
么好，“打个比方，就像田间黄黄的油菜
花一样，日子过得很喜庆。”

听父亲说，他小时候村子里穷，一到
春天青黄不接时，家家户户有的跑到很
远的山上挖野菜吃，有的去田间揪些油
菜叶子回来煮粥喝。那时，田间的油菜
花长得金灿灿的，可大家连肚子都填不

饱，哪有心情欣赏这满目金黄啊。
近些年，随着关于农村发展的好政

策陆续出台，老乡们的日子逐渐富裕起
来。他们又在梯田上种出一片片的油菜
花，那是金色的希望。每到油菜花开时，
游人们有在梯田间奔跑的、有俯身闻花
香的、有陶醉于这如画美景的……在和
煦的春光里、在飘香的油菜花间，尽情释
放惬意喜悦的心情。

可是，今年春天油菜花开时，因新冠
肺炎疫情我宅在北方的家里不敢出门。遥
望家乡那层层梯田上的油菜花，我渴望自
己是一只蝴蝶，能随朵朵白云飘飞到家乡
的山坡上，吸吮沁人心脾的油菜花香……

遥望家乡油菜花
■王哲涵

我爱绿色，就像爱我的生命一样——
当我在沙漠里跋涉，多么想看见绿

色的草——高大的沙冈隔不断我对绿色
的思念！

当我在大海上行船，多么想看见绿
色的树——汹涌的海浪翻卷起我对绿色
的渴望。

绿色的风是生命的风。当地球上尚
未出现人类，就先已出现了绿色的苔藓
与海藻；接着，逐渐有了大片绿的森林；
森林培育了猿猴，养育了人类……

绿色的风是和谐的风。赤、橙、黄、
绿、青、蓝、紫，组合成七色之曲。七色中
不能没有绿色。没有绿色，就不能构成
虹，就不能谱七色之光、唱七色之歌。绿
色是生命的主色。

绿色的风是美丽的风。红花有绿叶
相衬才显得格外美丽，树木须有绿叶才
能撑开它美丽的华盖，草原因为有了绿
色的草而呈现生态之美，沙漠因为有了
绿色的林带才构思出美丽的传说。

绿色是长流不息的灵泉，在大地上
铺展出生命的斑斓。

绿色的树林，像一队队整装待发的
队伍。绿色是青春的河，哨兵握枪的剪
影，就是绿色诗行。穿上绿军装的队
伍，挺立成一排排青春树，扎根在祖国的
边防线上。山溪，无声地泻下绿色的山
冈……

边防军人牢记初心，就是怀揣报国
梦想，时刻牢记使命担当，把个人价值追
求融入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军征途上
留下铿锵足音。用绿色年华和满腔忠诚，
守护绿水青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新时代军人的贡献。

绿色队伍，是一支忠诚于党、忠诚于
祖国的人民军队。

呵，我心中不变的军魂，我心中绿色
的队伍……

沉思的茅家岭
——写在上饶集中营旧址

我在松涛汹涌的山上，拾到一块坚
硬的碎石。路过的农民告诉我，那是被
砸碎的先烈的墓碑。此刻，我感到手掌
瞬间沉重。

于是，我没有将它放在枕边垫我缥
缈的梦，也没有供在书桌上，为我的虚弱
装饰。而是将它嵌进我柔软的心里，让
它增加千倍的硬度。

这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坪，曾响过凶
残的枪声……那一切已经很遥远了，也
许我们再也不会听到脚镣的声响，刺破
草坪的宁静。然而，当我踏上这一片土
地，抓一把红土，贴在心上，我敢说，这里
的野草是刚强的，这里的绿叶是沉重
的。因为，这是用先烈的鲜血浇灌的，这
是用先烈的笑声培育的。

在烈士的忠骨边，人民捧起这沉甸
甸的遗物——破烂的草鞋、折断的木棒、
染血的衣片、线扎的竹笔，还有零碎的纸
屑、雕刻的石章……

呵，茅家岭，你给历史也给我留下了
一份珍贵的遗产！我感到幸福，也感到
庄重。我决不是来游山玩水，以绚丽我
单纯的视线；我也决不是匆匆来拍几张
照片，以显示我精神的朝气。

我知道，我的人生需要一次牢固的
奠基。

茅家岭，请让我接受这一份遗产
吧。这是一份沉重的遗产，属于我们，和
我们这个时代。

在叶挺将军塑像前，我该说些什么
呢？你是沉默的，沉默得像山岩，只有那
冷峻的目光，凝视着我。我决不回避这
庄重的瞬间，也决不隐瞒我心的脆弱。

我年轻，想象的天空是自由的白
云。我年轻，柔嫩的肩膀也许扛不住一
根小草的分量，甚至在风雨里会跌倒，会
迷失方向。

将军，请您告诉我——人生，该如何
起步？又该如何走完？就像当年你带着
十几岁的红小鬼冲锋陷阵。可你默默无
语，是要我也像你一样沉默，还是要我去
读懂你深邃的眼睛？！

也许什么都不是！但我要把你的眼
睛作为我人生的路灯，伴随我走向黄昏、
走向黎明……

呵，摄影师，请别拉住我！
在这庄重的纪念碑前，请不要拉住

我匆匆地留影。我感到，这里每一寸地
面，都包含着先烈坚定的信念。我需要
静静地站着，思考我人生的道路、我人生
的意义……

呵，摄影师，请别拉住我！
我想，在这庄重的时刻，笑，也要笑

得自然；哭，也要哭得真诚。然而，面对
高耸的纪念碑，我更需要心的袒露、心的
交谈……

呵，摄影师，请别拉住我……

绿色畅想
（外一章）

■樊银生

离家的火车刚开动，手机便响了，
打开一看，是父亲发来的短信：“所谓父
子母女一场的缘分，是今生今世送孩子
渐行渐远，而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
追。但追逐孩子的背影，是父母血液里
的执拗！”

刚有孩子这几年，我回家的次数比
以前更少了些。这次带孩子回去，父亲
别提有多开心了，每天家里都充满欢声
笑语。而我带孩子离开，父亲的心也随
之落寞。我一遍一遍品咂着短信里的字
眼，不知不觉间回忆翻腾而起。

从记事起，父亲就是个能量“满格”
的人。虽没有穿过一天军装，却兵味儿十
足，是个地地道道的军事爱好者。每天早
晨四点半起床锻炼身体，不论严寒酷暑，
风雨无阻；每天晚上锁定《新闻联播》和军
事频道，雷打不动。五步拳、军体拳、捕俘
拳，父亲练得虎虎生威，年纪小小的我在
父亲身后，扎着朝天辫，一招一式模仿他
的样子。就在那时，父亲于无形中在我心
间埋下了热爱军旅的种子。

时光荏苒，忙碌成了高考那个夏天
的主旋律。我如愿扛上“一条杠”，能穿
上军装似乎也是替父亲圆了当兵的梦，
他的幸福和满足全部写在脸上，我反而
对陌生的未来心怀忐忑。此时的父亲变
身成为我的“指导员”，让我不再孤独想
家，充满力量地度过了 4年国防生生
活。每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父亲都会
来条短信：“小盆友，节日快乐！”字里行
间流淌着的宠爱让我从未有过漂泊感，
让我知道自己飘得再高再远，终究有人
带我回家。有时因为忙于训练和学习顾

不上联系家里，父亲也会很有默契地告
诉我“家里安好，勿念，照顾好自己”。这
位“指导员”更多的是在成长之路上为我
点灯、指明航向。

刚毕业那年，我参与到新兵训练工
作中，本以为可以在这片新训热土上挥洒
自己的一片激情，但现实着实给了我一
个下马威。新兵报到前，我们经历了近3
个月的强化集训，正值济南的三伏天，每
天满满的训练任务配上将近 40℃的高
温，让我心里偷偷打起退堂鼓，和家里通
电话的语气也由最初的斗志昂扬变成后
来的悄然暗淡。父亲察觉到这一切，在电
话短信中给予我更多的能量和鼓励：“当
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要珍惜生活、部
队给予你的磨练，它让你成为更好的自
己！”“丫头好好努力，你会感谢今天拼命
努力的自己！”读着一条条短信，我为自
己的散漫感到羞愧。我不再抱怨，学会
积极调整自己，迎接生活为我安排的一
切。我也把父亲的话告诉我带的新兵，
激励她们度过了一段无悔的日子。

那段时间，我只感知到父亲对我不
变的关心，却不知道他瞒着我做了青光
眼手术。听母亲说，父亲常常因为思念
我而整夜辗转反侧，知道我受了训练伤，
捧着我的照片一遍又一遍端详甚至落
泪。父亲给予我的永远是阳光般的爱，
让我永远保持昂扬的姿态笑对风雨。

后来，我被分配到某海防部队，成为
一名排长。父亲对我的挂念、鼓励和对
部队的痴迷不曾减少。但是不得不承认
岁月无情，父亲已年过半百，以前喜欢带
着我看新闻、读时事、指点江山的他，现
在钟爱在电话里安静地听我讲身边的新
鲜事儿，听基层官兵的“家长里短”。他
好像变成了我一位退伍的老战友，虽不
能亲身经历，但依然念着部队的一切。
我告诉父亲营区里的桃花开了，女兵们

拖着我去给她们拍合影，我说她们的笑
靥比花儿还美；连里的老班长为了比武
得个好成绩，放弃了休假刻苦训练，最终
荣立二等功，我说这就是老班长身上浓
浓的兵味儿；那天一个战士感冒发烧，正
值寒冬腊月，我替她站了那班夜岗，回屋
的时候早已冻得手脚冰凉，没想到小战
士已悄悄为我接了盆热水烫脚，我说这
就是部队里最朴实最亲切的相互关爱。

休假回家的时候，没有接受过正规
训练的父亲让我教他几招。我告诉父亲
如何使用步枪、手枪射击，教父亲刺杀
操，卧倒在地给他讲解匍匐前进，父亲练
得满头大汗不亦乐乎。练罢，我们躺在
地上看着彼此哈哈大笑，感觉是那样开
心和幸福。我恍惚间好像回到20年前，
怀念风华正茂的父亲带着我练拳。时光
飞逝，我们的角色在不经意间反转，我想
我是该真正长大了，该用心去回报这一
路陪伴我的父亲。

如今我也到了而立之年，成家立业
做了母亲。这次带孩子回家，父亲又开
始练他的“老本行”——五步拳。没想
到，女儿湉湉竟然跟着姥爷有板有眼地
模仿起来，那小手握起拳头像一个小馒
头，软软的，但打起拳来，婴儿肥的脸上
竟有几分严肃。父亲拿出我小时候的一
张照片，那是我打五步拳中“马步架打”
的一个亮相姿势：小嘴紧闭，眼睛睁得大
大的，拳头握得紧紧的，虽然细胳膊细腿
看上去没有多大力量，但神情是坚定的、
认真的。父亲说湉湉打拳的样子像极了
小时候的我。也许我跟着父亲断断续续
学的一招一式，完全不足以称之为“习
武”，但它的的确确是我的一种启蒙，是
我爱上行伍并对之心生向往的开始。不
知道这颗绿色的种子此刻是否也已经种
进女儿的心里，正悄悄生根发芽。

闲聊之间，我问父亲：“如果组织上

需要我到抗疫一线、到武汉，您怎样看？”
父亲只说了两个字：“得去。”“您外孙女
这么小，我去了她怎么办？”父亲说：“谁
都有各种各样的不舍和羁绊。但是当兵
的不能谈条件，谈条件就不要去当兵。
你入伍、入党都是宣过誓的，组织需要你
的时候，不能当逃兵。”其实，倘若真的有
机会去一线，我是不会迟疑的，也确定父
亲会百分百支持我的选择。但我知道，
父亲的心里除了为女儿骄傲外，还藏着
牵挂。

聚少离多是军人家庭的常态，但是
分别的日子里，爱与教导不曾间断。感
谢父亲伴随我一路走来，成为我人生路
上最亲密、最特别的“战友”。

你是我一路同行的“战友”
■林 嘉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清
明节即将来临，人们在祭奠自己先祖和
亲人的同时，也纷纷在网上或到烈士陵
园凭吊英烈。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硬
核”，是一个民族引以为荣的“瑰宝”。英
雄不朽，化作陵园里座座墓碑，祈愿岁月
静好。守护英雄墓的人也是英雄，除草
扫灰、擦拭墓碑……他们年复一年的坚
守与陪伴，让英雄不孤单。

这里是湖南省东安县一个叫大坳的
小山村。村庄的对面有一座无名烈士
墓，一位红军战士长眠于此已经 80多
年。当年，这位红军战士受重伤留在村
民谢忠芝家，几天后不治牺牲，谢忠芝含
悲把他埋在对面的山上，并坚持每年为
烈士扫墓。后来，渐渐老去的谢忠芝郑
重地把这件重要的事交给儿子谢臣明完
成。谢臣明受父亲的影响，不仅以祭扫
红军墓为荣，还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谢
红军。如今，这个村的村民大都搬出了

大山，但谢红军继承爷爷、父亲的遗愿，
仍坚持在大山中陪伴无名烈士。人们赞
扬他们：“三代烈士扫墓人，一样忠贞感
恩心。”

这里是重庆市黔江区水车坪村。当
年，贺龙率部路过此地与敌人展开激战，
有 22位红军战士不幸牺牲。黔江刚解
放时，县里决定将22位烈士集中安葬于
三元宫，村民程绍光自告奋勇担负守护
任务。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程绍光参
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就委托妻子罗素香
来接替自己。1956年，程绍光带着军功
章从部队回到老家，又与妻子一起守护
烈士。后来，这一接力棒传到儿子程祖
全、儿媳曾贤平手上。如今，他们的女
儿表示：哪天父母干不动了，她会接着
守下去……

这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
乔尔玛烈士陵园。当年修筑天山独库公
路而牺牲的革命烈士长眠于此。陈俊贵
是这支筑路大军中的一员，当时因严重
冻伤在医院接受长达 4年的治疗后，于
1980年复员回到辽宁老家，有了一份稳
定的工作和一个温暖的家。后来，他听
人说班长和战友被收葬在烈士陵园，便

毅然辞去工作，带着妻子来到天山，在离
战友墓地最近的地方安了家，并主动当
起烈士陵园的管理员兼讲解员，深情地
为人们讲述当年修筑公路的故事……在
陈俊贵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
烈士陵园的守护行列。《感动中国》栏目
因此献上对陈俊贵的颁奖词：“只为风雪
之夜一次生死相托，你守住誓言，为我们
守住心灵的最后阵地。洒一碗酒，那碗
里是岁月峥嵘；敬一个礼，那是士兵最真
的情义。雪下了又融，草黄了又青，你种
在山顶的松，岿然不动。”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墓
碑前，由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坚守，
由一代人的坚守到几代人的坚守，其中
所蕴含的精神密码早已超过血缘之亲、
越过时空之隔，直抵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间，让我们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英雄气、民
族魂，唤醒我们心中的理想，催动我们前
行的步履。

英雄不是点燃的蜡烛，而是一束纯
净的阳光。生命终有逝去之日，蜡烛终
有燃尽之时，但“堪嗟大地多荆棘，愿借
犁锄一扫空”的宏大志向、“未惜头颅新
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献身精神、“裹

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令汗竹香”的战斗
豪情，可以历经时间冲刷而凝为不朽。
中华大地上，那些几十年默默为英雄守
墓的人，其实守的是英雄的火种、是红色
的基因。他们的坚守带动了更多人的坚
守，这火种就不会熄灭，这基因就不会变
异，并在代代传承中发扬光大，带给人们
心灵的温暖、精神的陶冶。

这种坚守，是永不忘却的纪念。中
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
的民族。无论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
期，都有许多人甘愿赴国难，一心救苍
生。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我们当铭记他
们的名字和功勋，更要继承遗志，续写他
们未竟的事业。我们应该经常检视自己
是否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的无畏，是
否坚定“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是否
保持“千锤百炼不怕难”的韧劲。

李大钊曾言：“高尚的生活，常在壮
烈的牺牲中。”先烈们用精神战胜了时
间，永留我们心中，成为不朽的丰碑；默
默守护英雄墓的一代代人，虽没有惊天
动地的壮举，但他们同样拥有英雄的鲜
明品格：忠诚、执着、朴实。向英雄和守
护英雄的人致敬！

坚守，是永不忘却的纪念
■向贤彪

荆楚之滨，江城故郡，三镇星罗，
九州通衢，襟巴蜀而带吴越，控汉水
而略洞庭。物华天宝，龙行通南北大
地；人杰地灵，鹤翔迎东西之英！

雄州雾列，忽现新冠，流毒于亥
子之交，染即发热而咳，继则肺闭诸
药难愈，众皆惕然，幸医学专家之决
断，初探病源。中央令行，力挽危
局！防控律严，封控武汉！新冠之
毒，医护竟亦濡染，民众之身，何可
保重万全？南山兰娟，逆行冲锋；中
西医学，各显神通！时维春节，庚子
之初，众怀烈而奔前线，披白衣而作
征袍！启国人之奋请，扶同舟于共
济，临危难而不惧，赴荆楚而逆行！
火神雷神，方舱医院，协和湘雅，齐
鲁华西，硬核抗疫！

惊蛰雷动，万物春发；浊气降而
清气升，邪气遏而正气充！民望所
归，国祚启万世之尊；休舱大吉，悦
传盛况之喜！初战捷，责任巨；士皆
激昂请缨，除新冠而快意。内控传
播，需同志之努力；外防输入，当国
人之责任。正天下之视听，卫华夏
于国门。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
以德报德，原为华夏衣冠。怀侨子
于心间，唯和平与发展！

嗟乎！世事难测，风云变幻；百
年变局，前所未有。阻新冠于荆楚，
不忘初心；击流毒于武汉，气势如
虹！我辈众志成城，国运昌盛！科技
兴国，仍须尊医重教；中华复兴，定能
虎跃龙腾。肃党纪而正风，严律法以
为民；扶贫攻坚，民心工程；农工商
学，百业俱隆！南水北调，岂非开天
之功！一带一路，必将世界大同！

吾，堂堂男儿，心怀家国。汉有
疫情，定当请缨，奉一己之薄力；有
怀投笔，慕南山之长风。别故朋于
牧野，挂云帆于千里。受良师之谆
谆，携益友之切切。白衣为甲，披袍
进舱；奉爱慰心，救我同胞。橘泉香
药，迎朝霞而疗患；杏林春暖，沐夕
阳以抚伤！

而今，江汉青山，群雁北飞；汉
阳武昌，樱花草长。父老箪食，幸阻
毒于方舱；和辞作赋，乃文章以铭
志。滕王阁序，千古奇文；后生窃
仿，恐贻大方。武汉战“疫”，抒臆而
歌云尔！

黄鹤楼高临江渚，
巍巍华夏佑荆楚。
江城十月淫雨霏，
亥子冬逆留疫毒。
钟公南山毅决断，
武汉封城国人愁！
十万白衣皆请缨，
不灭新冠不息鼓！
（作者系河南省第五批援鄂医

疗队队员）

武汉战“疫”记
■孔庆伟

你迎疫而上去了江城，
剪去了心爱的长发，
它曾吸引着无数热烈的眼神，
割舍是为了治病救人。
你们夫妻病房相遇，
玻璃窗上留下轻轻一吻，
那是世间最美的爱情，
是危难中的心心相印。
防护服的后背上，
你写下姓名，
还有对妻儿恋人的心声，
没有什么语言比这更动人。
你对患者亲如家人，
问诊开药治病抚心，
用心灵温暖心灵，
用生命守护生命。
你是白衣天使的化身，
为患者带来了福音，
给大地注入了青春，
人民心中的丰碑上，
将刻下你的姓名。
抗疫中最可爱的人，
白衣天使，
盼你们平安归来，
拥抱春暖花开，
放歌祖国新的黎明。

盼你平安归来
（歌词）

■王登平

己亥末，庚子始，新冠江城起；
疫魔狂，染华夏，炎黄急急急。
救人命，佑吾民，谁可举刀旗？
生死劫，辨忠佞，钟鸣南山脊。
大中华，万万年，何惧魔与戟？
党指引，扛鼎力，回天斩恶疫。

战“疫”铭
■孙景平

守护平安

致敬白衣战士

天使守，八方助，驰援荆楚地；
家闭户，街空巷，然铜墙铁壁。
山川异，日月同，患难有真谊；
海内外，与同衣，乃当永牢记。
天地力，人和济，必降魔除疫；
浴火生，腾飞期，看雄狮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