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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元月 30 日，是农历正月初六。这一
天是东江市人民医院医生赵康和护士李欣
欣的婚期。全家人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同
事们真诚地向他们表示祝贺，等待喝他们
的喜酒。

可是，有一种叫新型冠状病毒的家伙
像恶魔一样，从武汉蹦出，跟着欢欢喜喜回
家过春节的人们，乘飞机，坐高铁，很快蔓
延至全国各地。钟南山院士建议武汉封城
后不久，各大城市乡村纷纷响应，停止了交
通，关闭了道路，隔离了自己。

大街小巷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城市乡
村好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按下了暂停键，
顿时陷入了安静之中，这是一种令人窒息
的安静。

赵康和李欣欣商议，把婚期往后推，等
过了“风头”再热热闹闹举办不迟。毕竟，
婚姻是人生大事，马虎不得。

元月 28 日，东江市人民医院召开全体
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会议。院长告诉大
家，荆楚大地正深陷严冬，需要我们后方提
供援助。疫情就是命令，灾区就是战场。
所以，我们要尽快组建一支队伍前去援
助。大家纷纷在“请战书”上签名、按手
印。赵康叫李欣欣留下，自己前去签名并
按了手印。他转头一看，李欣欣也已按好
了手印，心里有点不乐。医院组织了一支
由 12 人组成的驰援队伍。院长说，这支队
伍将和本市其他医院的驰援人员一起，于
明天上午9点出发，前往飞机场。

回到家，赵康正为白天的事闷闷不乐，
突然，手机传来语音通话的铃声。赵康一
看，是李欣欣，犹豫了一下，还是按了接听
键。李欣欣说：“还在生我的气哪？”

“哪敢？！”
“你看你看你看，还说哪敢，明明就是

生着气嘛！”
“我叫你留在家里，你干嘛不听我的建

议？！”
“你不知道，我想与你并肩作战。你一

个人去我不放心！”
“有啥不放心？我是男子汉，是党员，

我该去！你就不同了，才是一个入党积极
分子，你起什么哄呢。你完全可以留在大
后方，等我！等我从战场上回来，风风光光
娶你！”

“你知道的，那儿更需要护士！我想好
了。我们的婚期不但不延迟，还得提前。
就放在明天！你看怎样？”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亲爱的，是这样的：院长说明天上午9

点，我们出发，那么，我们可以在 8 点就去
会议室集合。在医院那间大会议室里，我
们请院长给我们主持婚礼。这样，我们就
可以在出征前，举办一个隆重的、有意义的
婚礼。你想想看，现场有那么多人为我们
证婚，为我们祝福。那可是前无古人，后无
来者的事情呀。多有意思呀！婚礼结束，
我们一起出征！

我要你给院长打个电话，把我们的想
法告诉他。并且请他当我们的证婚人，请
他为我们写个简短的证婚词。”

“好吧，听你的。不过就委屈了你了！”
“只要和你在一起并肩作战，我愿意！”
元月 29 日上午 8 时，在众人敬佩的目

光中，赵康身穿黑色的羽绒服、戴着白口
罩、拖着灰色拉杆箱，李欣欣身穿红色羽绒
服、带着白口罩、拖着粉色拉杆箱走进了会
议室。他们没有特别的打扮，没有浓艳的
妆容。见他们进来，“噗”，两个小护士手拿
彩喷迎了上去。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
声，一双双微笑的眼睛里藏着晶莹的光。

院长宣读了证婚词，向这对新人表示
祝贺，接着说：“……我想，每个人的名字都
暗藏深意。赵康的父母为他取名赵康，就
是期望他一辈子健健康康；李欣欣，意在高
高兴兴。好，那我们就等待这对新人健健
康康、高高兴兴地凯旋归来吧！”话音刚落，

“嘀嘀——”外边传来大巴的鸣笛声。
在车轮碾过的地方，一片树叶被风吹

得打了几个旋儿，轻轻地、轻轻地落在了道
旁的冬青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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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扬州扬剧研究所所长，著
名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李政成
率团来天长剧院领衔主演传统古装戏《恩
仇记》。我的好友曾任天长扬剧团团长的
施志勤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邀我和扬剧
戏迷张鸿飞老中医一同观看演出。李政
成名不虚传，他那行腔含蓄，刚柔并济，韵
味无穷的演唱风格为全场观众而倾倒。
李政成的这场演出助推了天长正在形成
的扬剧热。

扬剧由流传于江淮大地上的民间花
鼓戏、香火戏和扬州清曲融合而成。1950
年扬剧被扬州市政府正式命名，2006年入
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长地
处江淮要冲，紧临扬州。

相传，清朝未年位于天长东南的横山
（今金集镇境内）一带的“香火”，在祭祀活
动中，根据民间小调创作了有的由锣鼓打
击乐器伴奏，有的则为清唱的多种曲调，
久而久之便在天长各地广为流传，因为始
创于横山，故被命名为“横山调”。因横山

“横”字天长人读成“洪”水的“洪“字，故而
“模山调”误称为“洪山调”了。民间艺人
用“洪山调”排演的戏剧也被称之为“洪山
戏”。曾任省文联副主席的天长已故农民
作家缪文渭，16 岁起学习香火戏，1939 年
参加革命成为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当
时，他的公开身份是高塘民兵剧团团长。
1944年春，缪文渭根据天高县委书记李世
农的指示，创作了反映皖东抗日根据地开
展生产大互助的三幕四场洪山戏《大互
助》。

是年9月，在新四军二师“天高民兵万
人大检阅”大会期间，高塘农民剧团演出
了洪山戏《大互助》，受到新四军二师师长

罗炳辉、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范长江的高
度赞扬。在范长江的帮助下，缪文渭对

《大互助》进行了修改并易名为《生产互
助》，由《淮南日报》刊发面世。

洪山戏《生产互助》的演出，加快了
“洪山调”的普及推广，至今一些上了年纪
的老人仍然能随口哼上几句“大开口”“传
十字”等洪山调。扬州扬剧团成立后对

“洪山调”进行了加工提炼，定名为“大开
口”等，成为扬剧较为常用的曲牌。

从某种意义上讲，天长乃为扬剧发源
地之一。1952年，天长组建新中国成立后
的第一个正规文艺演出团体——天长扬
剧团，涌现出陈宏杏、岳佩峰、吴艳秋、陈
佩霞、夏淑芳等著名演员。1960 年，由青
年演员宋其仁为主演的自创剧目《小包
公》首登上海大世界舞台。该剧连演数
场，场场爆满，使天长扬剧团声名大振。
1985 年，天长扬剧团面对演员青黄不接，
装备陈旧，演出不景气的状况，主管部门
对领导班子进行了充实和调整。新任团
长施志勤打破常规，大胆从民间演出团体
中选招十多名青年演员，聘请江苏省著名
扬剧艺术表演家对青年演员进行培训，并
排编出新的古装戏《情魂》和现代戏《训草
人》等优秀剧目，同时更新了服装、导具、
布景等装备。

他们深入乡镇各地巡回演出，受到观
众们的好评。剧团的“三新”（新人、新戏、
新装备）迅速打开了新的局面。1991 年 6
月，天长扬剧团二度赴上海演出新编古装
戏《情魂》等。青年演员徐爱萍、尹树桐优
美的“李派”和“金派”唱腔及其精湛的表
演，赢得了无数的掌声和鲜花。天长扬剧
团又一次轰动大上海，上海的主流媒体纷

纷发表评论予以褒奖。中国唱片社上海
分社将该团演出的《情魂》和卜玉清、薛莉
演出的传统独幕剧《王瞎子算命》等录制
成盒带全国发行。是年11月，团长施志勤
代表天长扬剧团赴京参加“全国文化工作
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受到了江泽民、李瑞
环、李铁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

随着电视连续剧的兴起，现代传播方
式的日新月异，固有的舞台表演形式受到
严重冲击。1995年底由于种种原因，天长
扬剧团宣告终止演出。

景弘戏剧艺术团聘请原天长扬剧团
的知名演员作艺术指导，精心排练出自己
创作的以宋代天长人“二十四孝”之一的
朱寿昌为原型的大型古装戏《弃官寻母》，
以临终前捐献角膜的本市高庙中学学生
虞秀芝为原型的独幕戏《生命之光》，演出
后受到无数观众的赞扬。如今在天长城
乡不少人在为老人祝寿时便点名该剧团
演出《弃官寻母》。据了解，从2016年第一
场演出至2019年底，《弃官寻母》一剧已演
出四百多场，二十多万观众接受了孝亲文
化的教育。2016 年 10 月在全省第一届艺
术节上《弃官寻母》获得优秀剧本奖，次
年，该剧被省文化厅评定为年度全省民营
艺术团“十大名剧”。

而今，余欣喜地看到天长十多家民间
扬剧演出团体活跃在城乡各地，新人、新
剧不断涌现，使业以形成的扬剧热不断升
温。我相信：天长众多的扬剧演出团体在
竞争中必将大浪淘沙，锻造出演艺超群、
颇具风格的传承之人。扬剧这个百花园
中的一朵小花也必将在创新发展中推陈
出新，绽放异彩。

亲爱的父老乡亲：
往年的春节，是一串串在漆黑的夜空

中划过的璀璨烟火，是一个个令人惊喜的
充满亲情爱意的红包，是一幅幅用春晚作
为背景音乐的家人团聚图片……无论哪
一个画面都是其乐融融的。然而今年的
这个春节，对十四亿中国人来说，确实是
相当的与众不同，刻骨铭心。今年春节，
因武汉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场突
如其来的灾难很快蔓延到了全国各地，让
人们的生活圈一下子缩小了很多。这个
春节，没有亲友聚会的热闹景象，没有了
结伴看灯的优雅清闲，没有了走亲访友的
拜年习俗。

春节已经结束，可疫情仍在继续。记
得刚放寒假时，腊月二十六，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确诊病例只有291例，可是今天（正
月二十一）已发展到 63851 例。这一组不
断飙升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灾
难面前，虽也有人趁乱浑水摸鱼，但更多
的人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击疫情的第
一线中。84 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
南山，一边告诉公众“不要出门”，一边自
己登上去武汉的高铁，逆行而上，挂帅亲
征，积极投身到抗击疫情的前线。夜以继
日、舍身忘我的张定宇，他与同事们一起，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努力去呵护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还有许许
多多的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赶来支援武
汉，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争分夺秒地抢救

病人的生命，他们用身体为人们构筑了一
堵健康的城墙。也有许多人，用不同的方
式为祖国、为社会做贡献：有的是为武汉
人民捐款捐物；有的是日夜守候在道边路
口，用自己的健康保护国人的平安。

而我们——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同学
家人，我们只需要在家呆着不出门，不给
国家添乱就行。

可是，在我家附近，在我的身边，就有
那么几位爷爷奶奶。他们觉得待在家中
时间太长了，憋得难受，就不听国家号召，
放松了警惕，出去找人聊天了。他们到牌
场去打发时间，消除寂寞了；他们怕难受，
出门不戴口罩了；他们怕麻烦，回家不再
洗手了。

亲爱的父老乡亲，当我们坐在家里享
受清闲，安静地看着电视、刷着抖音的时
候，此时此刻，有多少人正挣扎在痛苦之
中，他们拼尽全力与死神搏斗，只为活着，
只为获得活下去的资格；有多少人，在视
频中看着自己的家人在生死线上挣扎，无
能为力，揪心难受；还有多少人为了抢救
别人的生命，不惜感染了病毒，甚至牺牲
自己的生命；还有多少人，夜以继日地维
护着社会治安，只为保护我们这些闲人的
平安。亲爱的爷爷奶奶，亲爱的叔叔阿
姨，我的家人，我的同学，你们知道吗？我
们能安心、健康地待在家里，是一种奢侈；
我们能睡到自然醒，醒来看自己喜欢的
书，是多少人向往的生活。就在我们嘴里
喊着“难受啊，难受啊”的时候，他们正默

默为我们付出。世界上哪有什么岁月静
好，是因为有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我们
是不是应当换位思考？我们是不是应当
珍惜现有的一份清闲？！

我们不能辜负那些用健康守护我们
的人，我们不能辜负那些拿生命做赌注在
拼搏的人。我们在家待得再难受，也得忍
下去；我们出门戴口罩再不舒服，也得戴
着。这不仅是为我们自己，更是对他人对
社会的负责任！

灾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万众一心，
团结一致，响应号召，共抗疫情。我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当人们回忆这件事时，会
感慨万千：己亥末，庚子春。荆楚大疫，染
者数万计，众惶恐，举国防，皆闭户。南山
镇守江南都，率白衣郎中数万抗之，且九
州一心，月余，疫尽去，国泰民安。

让我们默默为守护我们平安的人祈
福！让我们静等春暖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