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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我们又相遇
□ 何一东（成都）

今年的春天是很特别的，没有以往的被人
热烈“追求”，只有独自静悄悄。当我稍微静下心
来留神大自然的姹紫嫣红时，已是仲春了。

那一天，阳光明媚，因错峰上班，我下午有
空余的时间经过锦江五丁桥至西北桥段。路上，
依旧是行人不多，大家戴着口罩，步履匆匆。我
边走边和一位好友聊天，虽然都是生活琐事，却
也很有趣。在她的“哈哈哈哈”笑声中，我仿佛看
到她的笑脸如花，可爱的人总是讨人喜欢的。突
然想起，她发朋友圈的春意盎然的照片，我便情
不自禁朝路边的绿化带绕了过去，可以看到一
边是花草树木，一边是蜿蜒的锦江。这些日子，
除了上班、买菜，基本上深居简出，在家里操练
厨艺，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去和春天“约会”，心中
有几分无奈也有几分惭愧。

我伫立河边，只见锦江水缓慢地流淌着，河
边的柳树已发出嫩绿的新芽，娇弱的柳枝，在春
风中轻舞，婀娜多姿，惹人爱怜。“不知细叶谁裁
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三五成群的白鹭轻盈地
在水面上飞翔、滑落。绿化带里，梅花、樱花、杏

花、玉兰等竞相开放；而旁边小区里的海棠、丁
香与紫荆花，也伸出墙外，惊艳又浪漫。

我一直迷惑大自然的神秘神奇，所有的安
排是那么天衣无缝。就如这花儿吧，据不完全统
计，全球各种花卉达四五十万种之多，万紫千
红，各有特点。我们穷其一生，也是无缘一一目
睹的！一年四季，鲜花不凋，尤以春季为盛。我常
想，如果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没有这万千美丽
的鲜花，会是什么模样？人间也会因此而单调乏
味吧！

一株茂盛的樱花树下，有两位姑娘戴着口
罩在自拍。我虽然看不见她们的面容，但凭她俩
的穿着打扮、眉梢眼角和开心的笑声，可以知道
她们是热爱生活、爱美之人！是啊，春天不能没
有鲜花，鲜花不能没有青春焕发的姑娘。只有二
者结合，才能相得益彰！只是因疫魔肆虐，往年
的欢乐春景，今年难再，美好的春天才显得有几
分寂寞。但我相信，口罩可以遮住人们的脸，但
遮不住心中对春天的期盼，对春天的热爱！更挡
不住，对春天向往的脚步！

凝视着水面上展翅飞翔的白鹭，还有树上
跳跃鸣叫的鸟儿，我想，它们应该是快乐的吧。
春天对其而言，意味着有更多的食物，可以结伴
筑巢，可以孵化下一代。可它们怎知人世的风云
变化呢？！以往，锦江边上，早已是舞者蹁跹，歌
声嘹亮；情侣依偎，棋布错峙。熙熙攘攘，不负春
光！而此时，除了鸟儿的啁啾，一切都很安静。这
个春天，有别样的风景。

春景美好，但眨眼之间，三春已过孟春，仲
春已过一半，季春很快也会不辞而别。庚子鼠
年，已过三分之一。春光，为何总是这样短暂相
遇又匆匆离去？放眼茫茫人海，繁花似锦之时，
有多少春天的故事，有多少春天的相聚与别离。
他日归来，“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
波。”

从青春时代至今，一直很偏爱邓丽君的歌
声。她吟唱春天的歌，总是那么余音袅袅，在我
的心中，荡起层层涟漪。如《逍遥自在》《春风吻
上我的脸》《春的怀抱》《阵阵春风柔》《春在岁岁
年年》等，既有对大自然美景的歌唱，也有对离

愁别绪淡淡的伤感，更有对重逢相聚炽热的期
待！

是啊，我们在尘世的奔忙中，有一些朋友早
已各奔东西了，有一些朋友很久没见面了，还有
一些朋友很久没联系了。那曾经欢聚的一幕，又
一一浮现眼前。当春暖花开，万物生长，我们的
思念也会复苏，心中充满祝福！春天，真是上苍
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面对这样的礼物，我们
每个人又会是怎样一番滋味？仔细一想，世间
事，何尝不是“草木枯荣本常理，人情聚散不由
衷”。

疫情中的春天，让我们在失去一些东西的
同时，也收获很多。我们会更珍惜生命、珍惜
亲情，友爱他人，热爱生活；我们会少一些肤
浅浮躁和追名逐利，更多一些理智与淡泊；我
们会少一些消极与自私，更多一些积极与大
爱。我们也会更深刻地明白，人生的幸福究竟
是什么？

春天，我们又相遇。我要深情地说一声：“看
见你，真好！和你诉说心曲，真好！”

一

大渡河是我童年时代可望而不可即的一
个梦。

“大渡河，闪金波，龙王派你上山坡，大浪
犟起牛脑壳！”这是我最早会唱的歌谣。浮光
耀金的大渡河就在山脚，河岸两边是一望无
际的绿油油的稻田。我站在山顶艳羡地盯着
山脚，恨不能变成大力士把那闪闪亮的大渡
河吊上山来。大渡河啊大渡河，我看得见它飞
溅的浪花，听得见它隐隐的涛声，却沾不到它
一粒儿水星。

我家住在大渡河边的高山上，庄稼长势
全看老天爷的脸色，就是生活用水也得仰仗
那口蓄“天花水”的池塘。塘水有股浓浓的陈
腐味，还常有红色的沙虫子在里面缓缓蠕动。
苦中作乐的乡亲们彼此安慰说，不干不净吃
了没病。

我跑遍村边的坡地也只寻到了小半背篓
蔫猪草，母亲在稀稀拉拉的玉米地里唉声叹
气：这干得起灰的庄稼地，能有啥收成？她望
着那奔腾不息的大渡河，发着狠对我说：“以
后找婆家就去大渡河边！”这话，我耳朵都听
起茧子了。

二

我真去了大渡河边——县中就在大渡河
畔，我考上了县中！

母亲送我去学校，一走进大渡河畔就啧
啧赞个没完：“瞧，多饱满的稻谷！天哩，好水
灵的辣椒茄子……”进校门看见那哗哗流的
自来水，她又大呼小叫起来：“妞呀，你好福气
……”对于尝够了缺水苦的人来说，能依河而
居当然是天大的幸事。

怀着对大渡河特别的珍爱，我常偷空与
它“约会”。寂寥无人的河边，空气中飘荡着两
岸庄稼浓郁的气息，我亲昵地挨它坐下。望着
后浪赶前浪的水波，听着时而宏大时而温柔
的涛声，吮着晶莹多芒的水沫，渐渐地我仿佛
也跟着河水流动起来，变成了一朵飞溅的浪
花或是一尾欢悦的鱼儿。有时心里难受，我就
把泪淌在大渡河宽广的胸膛上，把委屈大声
地倾诉给它听。它轻声哗啦着，像极了温厚的

母亲。
然而，它也有暴戾的时候。河里浑浊的

泥浆裹挟着大块的石头、连根拔起的大树，
甚至还有沉浮挣扎的猪牛汹涌而来。猛涨的
河水席卷了河畔叶肥枝壮的庄稼，留下满河
坝的狼藉。望着怒发冲冠的大河，我一次次
陷入沉思：是什么让仁爱的大渡河变得如此
暴躁呢？

三

后来，我顺大渡河而下，走向了外面的世
界。

我看见一座座城市依河而建，人们就像
结在河边上的瓜，沿河繁衍生息。慷慨的大河
带给人们生计的希望，人们天经地义地享用
着它：修电站、建工厂、采挖沙石、网箱养殖
……同时又污染、伤害着它。

大渡河奔流到乐山，与岷江、青衣江三江
合流，再流至宜宾，融入长江滚滚东去，最终
在上海长江口投入大海的怀抱。

初到上海，我的心沉重得难以呼吸。在这
个处处彰显着现代化、国际化、时尚化的繁华
大都市，水龙头里流出的却是茶色的液体，简
直和我老家那塘浑浊的“天花水”有得一拼。

我是来参与上海青草沙水源地原水工程
建设的。

由于黄浦江水生态环境遭到污染，上海
市决定启用长江水系，在位于长江口的青草
沙建设水库，改写上海 80%以上饮用水由黄
浦江供给的历史。相对而言，由大渡河等多
条支流汇聚而成的长江水比黄浦江水洁净
很多。

工程竣工后，站在碧波千里、像宝石般清
澈莹亮的水库边，我感慨万端：质本洁来还洁
去，还江水一个清白，就是还人类自身一个安
稳啊！这项伟大的工程，它为上海提供了 50%
以上的原水供应，受益人口超过1100万。我所
有的辛苦付出都值了！

四

去年，我终于逆流而上，去探望了大渡河
段最重要的雪山——贡嘎雪山。

从石棉到泸定、康定又到九龙，再从九龙

到冕宁又回石棉，正好绕贡嘎雪山转了个圈。
整个旅程，我的目光始终被那冰清玉洁的雪
山牵引着。阳光下金光闪闪的雪山，云雾中神
秘梦幻的雪山，飘着旗云像要纵马驰骋的雪
山，月光下泛着莹光的雪山……尽管横看成
岭侧成峰，日月阴晴各不同，但不离其宗的永
远是那一袭荡涤人心的洁白。

在海拔 3800多米的雅加埂垭口，我与雪
山抱了个满怀。那时，阳光躲在云团里。风卷
云动，一瀑浓雾突然从雪山急驰而来，须臾之
间，我周遭便是一团混沌。这措手不及的 360
度贴肤相拥让我有些惊慌，但雾气中饱含的
水珠气息却很快使我安静下来，是的，那就是
水珠的气息！那是我熟悉的大渡河的气息，就
像外婆抱住我时我能闻到的母亲的气息！那
是一种质洁清凉的、慷慨仁慈的气息！雾气浸
润着我的面庞，我仰起脸，敞开双臂，再次与
它紧紧相依。

在康定老城区，我拜谒了清朝果亲王所
题的一块横匾，上书“天眷西顾”四个大字。仰
望远处高耸的雪山，我想起了熟悉亲近的大
渡河，想起了滚滚东流的长江，想起了我们人
类与雪山、河流的关系……难以抑制地，我突
然热泪盈眶：雪融成水，水汇成河，河流奔腾
养育一方又一方的生灵，这不正是上天对我
们人类的眷顾吗？水存于世已45亿年，它孕育
过比人类更强大的物种，它并不需要人类，是
人类离不开它！我们人类啊，该怀抱怎样虔诚
的感恩之心去接受那份眷顾，又该如何珍惜
利用好那份无私的给予呢？

五

此刻，我正坐在波光粼粼的大渡河边，
一块蓝底白字的“河长制公示牌”像忠诚的
护河卫士巍然屹立在不远处。举目四望，昔
日星罗棋布的养鱼网箱早已销声匿迹，辽
阔澄净的河面上一群海鸟轻快地飞向对
岸。对岸高山上，郁郁葱葱的枇杷树、柑子
树铺满山野，那儿就是我的已经有了水浇
地的老家！

含笑掬起一捧大渡河的水，我又闻到了
雪山的气息。

（本作品由雅安市河长办选送，获征文一
等奖）

迎春放歌
□ 陈柴（成都）

春天，不因疫情而止住足步，她还是如期而
至——
淅沥沥一场春雨
轻盈盈一阵春风
眨眼间
绿上树梢
红上树梢
白上树梢
多情的色彩重叠
湮没了寂静的山乡
也湮没了去年见到的姑娘

踏着春的节拍
你来了
只为 在诗行里把她寻找

清新的空气引路
芬芳在前头开道
那年有约啊
在三月的花期上
怎不见倩影
只香魂荡荡
你只能低声吟唱

终于 她来了
慢镜头的动感中
向你舞跑
袅袅多娜更夭
你扑向她 紧紧地
紧紧地相拥
给一个 热辣辣的亲吻
花神与你
一同走进 大自然怀抱

灼灼桃花万千姿
□ 吴微（成都）

又是三月惊蛰时，阳春日暖柳生烟。沿着去
年看桃花的路线，从龙泉东面盘旋上得山来，满
眼的桃红如天边云霞，层层叠叠，莽莽苍苍，环
侍在龙泉的山脊间、沟壑旁、路两侧，让我左右
回顾，目不暇接。

进入简阳贾家的“东来桃园”，那漫山的桃
花，摇曳生姿，轻歌曼舞，笑颜欢颦，热情地将我
们直接邀请到她俏丽的花枝下，农家主人立即
殷勤放好桌子，搬来竹椅，泡上素茶，撑起阳伞，
招呼我们随意欣赏。

和煦的阳光将花影叠射成粉红的篱笆，幻化
出身边一片坦荡的舒心，轻风拂来，几片花瓣飘浮
于茶杯里，承载上阳光白云的眷顾，那种惬意如丝
如缕，如刃如钩，细细剥开一冬厚实的期梦，露出
了久违的意境。因为是新开张的农家乐，来人不
多，没有与人争抢赏花的担忧，心里非常宽慰。

急急饮过三两杯热茶后，就钻井了桃树林。
今年的天气比去年温度高，桃花开得异常繁茂。
通过镜头仔细观察，发现这里的桃花，比龙泉的
桃花还要大且品相极好。一色的黄土地上，褐色
的桃枝参差成无序的篷架，架上的花儿密实蓬
勃，花蕊含丹，瓣膜透光，仿若红钻白玉闪着销
魂的晶莹，随着风的牵动，似在搔首、在低语、在
大笑、在鼓掌，兀自陶醉其中。从一株株、一丛丛
的花树穿梭找寻，呈现眼前的各种的姿态，在每
一时间停顿处，让欣赏她的人，有选择的品读，
有偏爱的分享，有波澜起伏的渲染、有嫣然如火
的赞叹，心境滤尽凡间的纤尘，完全融入到了造
物的功绩而惊喜莫名。

转过一垄垄错落的田边地头，高天下起伏
的山峦，桃花一如粉色的锦缎，连天接地，把自
然的空旷、幽远、深邃集聚胸怀，令人眼界豁然；
和桃树一起贴近自然，倏忽的领悟和感恩之情，
云水样汹涌，雨露般祥瑞，只愿此生守着这些桃
林，以一种出世的淡泊，用心守护田园的绽放。

还未看完周边的桃花已经正午，吃着农家
饭，就着桃花的鲜艳、秀美，舌尖上醇香温心的感
觉层出不穷，有种让人回归自然的念想沁入灵魂，
攀着幸福指数节节高升；咀嚼着有形的恩赐，真实
与虚妄在此刻有了生动的对比，自然与人、天与
地，都是给予我生命的动力之源，我应该敬重珍视
这份享受，就像收藏温暖了一生的记忆，于不时曝
晒的回顾中，书写精神的存在和对价值的孵化。

午后的桃林，春风劲吹。飘浮风中的花瓣，
如雪如蝶飞舞在身上头上；风声里，桃花的歌声
带着丰收的憧憬，轰隆隆回响在这片土地。农家
主人说，花100元钱可以认领一棵桃树，到了结
水蜜桃的时候，就来自己认领的果树上采摘桃
子；如果认领的桃子不好吃，还可选择别的桃树
摘桃子；当年的桃子没有采摘完，可以延续到下
一年。这么大的诱惑、这样新颖的点子，立即撼
动了我的决心。我立马就近认领了一棵桃树，交
付了认领金，留下了自己的通讯。

桃园的丰收是季节最富饶、农家最开心的时
刻，我不着急自己一无所得，因为我与厚土签有协
约，我与桃花两心相映，所有的等待只为那甜蜜的
奉献，我期待着再次体验采摘的快乐……

刘道平诗三首

宅思

宅闷家中自下厨，
青山寂寞小楼孤。
凭窗愁望云含泪，
何日江城解耋孺！

戴口罩出行

颧受欺凌鼻亦蒙，
珠眉露问耳边风。
平时出气无人管，
利害当前戴嘴笼。

新栽芙蓉

逐梦断头颅，
迎风立小区。
若须谋再起，
还得有人扶。

蔡长宜诗二首

观春惜春

荧屏画面炫春光，
仙境灵氛动腑肠。
久困城中孤岛地，
漫思郊外满园芳。
烟花三月无缘会，
桃李千林有梦藏。
注目宛随庄蝶舞，
牵情又觉楚神伤。

雨声如乐

庚子逢灾后，
丽阳连月频。
醒来闻好雨，
喜去润芳春。
农事耕耘日，
天公惠济人。
秋收今有望，
粮积定盈 。

我与大渡河
□ 何瑜（雅安）

日子
□ 杨诚（成都）

她喜欢喝粥 不紧不慢去熬制日子
一杯白酒 一盘素菜可以打发太多的光阴
听禅音古曲
有客相谈无客自品

店里的茶香和大自然一样
大树茶、下关及其他有名的茶叶
而她偏爱生普
似乎每片叶子都是精灵
藏着流动的山水

夜里打坐 摒弃白日的繁杂
双手合十 有魂与天地共息

“寻找最美家乡河湖”获奖征文

《大渡河》作者：罗小琴
（本作品由阿坝州河长办选送，获摄影二等奖）

编者按

谁家门前的河最清？
谁家故乡的湖最靓？

由四川省河长制办公
室主办、四川经济日报社承
办的2019年全省“寻找最
美家乡河湖”主题征文、摄
影活动已圆满落幕。各地各
单位精心组织、积极响应、
踊跃投稿，共选送作品
2400余篇（幅），其中征文
410篇，摄影2013幅。经过
层层筛选，最终评选出征文
和摄影作品各18篇（幅），
其中一等奖各三名，二等奖
各五名，三等奖各10名。

“寻找最美家乡河湖”
主题征文、摄影活动已连
续开展两年，一支支妙笔，
一个个镜头，对准一条条
河流、一处处湖泊，真实地
记录下蜀水保护治理的巨
变。本报今日起陆续刊发
2019年征文、摄影活动部
分获奖作品，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