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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海的炊烟，
风干在天边。
一声江淮咏叹，
穿越似水流年。
圆月亮爬出了湿地，
乡愁是扯不断的线。

铁军的战马，
定格成画面。
多少波澜壮阔，
化作河清海晏。
大太阳挂在那门前，
汗水是晒不干的盐。

鹤归来兮 一飞冲天。
鹿鸣呦呦 谁与缠绵？
盐之城 海之缘，
梦里梦外总流连。

鹤归来兮 一飞冲天。
鹿鸣呦呦 谁与缠绵？
盐之城 海之缘，
潮涨潮落皆成诗篇。

盐之城 海之缘
顾向明

猿星期二 2020年 猿月 圆源编辑院杨向东 组版院王逸文
Email院819644638@qq.com

电话院远怨怨远远怨园园 射阳河

题记：宅家禁足防疫月余，闻全国战“疫”形势
持续向好，各地公园相继开门迎客。3月 17日下午，
偕夫人到县城千鹤湖公园一游，口占七绝五首以记
之。

观鹤舞

丹鹤飞天唱九皋，满湖碧浪涤衣袍。
射阳美景留仙客，福地安家四季翱。

赏红梅

梅绽枝头蜂蝶邀，争妍满苑织红绡。
竞相开放迎游客，万丈诗情美景描。

咏春光

穿梭锦鲤碧池塘，李白桃红扮艳妆。
四野花开消疫气，喜看紫燕剪春光。

咏垂柳

春风梳理发披肩，翠绿裙裾首戴天。
秀色可餐迷客眼，古今绝唱入诗篇。

再咏垂柳

立地垂头气不伤，纤柔外表内贞刚。
每年落叶冰霜后，春首争先着靓装。

千鹤湖公园即景
颜玉华

神州华夏战新冠，众志成城克万难。
明烛纸船瘟神去，春风化雨颂平安。

送瘟神
蔡中科

别时儿女共沾巾，归来箪食壶浆迎。
向死而生天地恸，与尔同袍鬼神惊。
历历晴川记住你，萋萋芳草总关情。
黄鹤楼台汗青照，壮士归兮大风吟。

凯旋
———写给射阳援鄂归来的白衣天使

季宏声

春风春雨春萌动，春早春犁众播匆，
春草春花春烂漫，春江春水浪涛涌。
春天春色春阳暖，春柳春桃嫩叶葱。
春日春光春艳媚，春来春瑞太阳红。

春
居文俊

2020———“爱您爱您”，没曾想，庚子新春猪鼠交接，一
场瘟疫突袭武汉，一时间，神女惊世殊，黄鹤飞呜咽，屈原复
太息，昭君塞外泣———江城陷落，荆楚病了，神州染恙……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共中央周密部署，各级政府精准施
策，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全面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

2020，黄鹤楼作证。白衣战士、军队医疗队除夕出征，日
夜兼程，驰援武汉；耄耋之年钟南山、年逾古稀李兰娟两位
院士，冲锋陷阵；“雷神山”“火神山”神速建成，方舱医院横
空出世，除孽降妖；19个省市区对口援鄂，全力以赴，和死神
赛跑，争夺遭难同胞。

武汉本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昌起义，打碎了几千年
的封建统治，扯起了共和的大旗；抗日战争中“保卫大武
汉”，中国军队抗击凶残的日本法西斯，用血肉筑起新的长
城，惊天地，泣鬼神……

武汉还是一座诗城，黄鹤楼下，诗仙李白慨叹：“眼前有
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近百年前，大革命处于低潮，
一代伟人毛泽东来到黄鹤楼前，“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
高”，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上世纪六十年代，73岁高龄
的毛泽东再次畅游长江，赋诗“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抒发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
诗人的壮志豪情。

已亥岁末，武汉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继而蔓延湖北
乃至全国，作为九省通衢有着 1000多万常驻人口、500万流
动人口的大武汉，壮士断腕，果断封城。

2020，黄鹤楼作证。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所有村庄、小
区全部封堵闭户。偌大一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千山鸟
飞绝，万径人踪灭”，蝙蝠插翅难逃，病毒无处遁形。勤劳智
慧的中国人民，一夜间争相宅家“懒床”，以静制动，以逸待
劳，用最原始最科学的办法阻断病毒蔓延，延续了千年的春
节一下子变成了“春蛰”。西方某些国家指责“侵犯人权”，图
谋搞垮中国，然“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今日
之中国分外淡定，取而代之的是人人戴口罩，公安民警、党
员干部、志愿者悉数出动，设卡查防，各就各位，紧张有序，
疏而不漏。

2020，黄鹤楼作证。吾古老华夏，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抗
瘟疫：“武汉挺住，湖北加油”，你的背后是 14亿血浓于水的
骨肉同胞，是遍及全球的华人华侨。全国 4万多医务人员，
全军 4千多名医疗队员，若干架次军用运输机，甚至还有出

征过 2013年非典、此后又让非洲埃博拉病毒退却的女少将
陈薇，带领生化部队披挂上阵……

2020，黄鹤楼作证。在此国难当头少数西方国家幸灾乐
祸之际，瘟疫又在韩日意美中东等地流行，祖国没有忘记自
己的儿女，多次派专机接他们回国，令国际社会惊叹不已。

一次疫情，一次大考，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抗“疫”，中
国向世界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才会
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中华民族在突如其来的特大
灾难前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愈战愈勇，愈战愈坚，更增
加了国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力
拔山兮气盖世”，毒魔妖魔奈我何？

鏖战月余，抗“疫”持续向好，捷报频传，己有数日，全国
绝大部分省份新增病例为“O”。春天己经来临，武汉的樱花
依然盛开，“纸船明烛照天烧”，神州处处送瘟神，不日，包括
武汉在内的 14亿中国人民，就可摘去口罩，自由自在走进
大自然，享受明媚的阳光，放飞自己，拥抱祖国的大好河山。

阳春三月，我们己经准备好编钟演奏，我们己经准备好
赛龙舟锣鼓，还有武汉的热干面……

武汉必胜！中国必胜！2020，黄鹤楼作证！

2020，黄鹤楼作证
苏广军

一

坐在床头台灯的影里，拿起书想看会儿，不
觉间再度追溯起夜梦来，然后又被窗口传进的
声音转移了注意力。

夜梦中谁执了我的手，笑看我比常人短了
一小截的小指，比划着葱根似的标准美手形象，
而言语神情间对我这有先天缺陷且多肉的手并
无厌弃，甚至还以为自有其可爱似的。心里明
白，这不过是因对人先存了好感罢了。

今晚的屋外热闹得有些反常。谁家聚有好
几个人久久地大声说话，近处有两三个童声断
续地交谈着什么，有一男一女朗声呼唤应答了
几句。周边少有这样的热闹。间或可以听到这里
那里有沉重的檐滴。檐滴伴着温润的夜气，给我
以清寂感。

下班回家时恰有一阵急雨，回办公室取了
伞下楼，雨却又停了，地上湿着。空气也是湿的，但不寒。天气预
报说明天将大幅降温。心里明白，终究冷不到哪里去，毕竟已是
春天。

午饭时他说，青蒜这时候最好吃，但很快就要抽苔了，一抽
苔，蒜叶的味道就不对了。他这么说着时我暗自恍惚起来，感觉
手里的春日已所剩无多，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把它们给弄丢了似
的，有一些些失落，还有一丝丝慌张。

身累心倦。忽忽一日日，不知忙些什么，有些茫茫然。仍会一
声半声地咳，年前到现在，吃了两三盒药，却一直不见彻底好，咳
声每被他听见，便会引得他几声皱眉责备，说单位对过就有药店
为什么不去买。默然听听而已，懒得回应。屋外孩子们仍在交谈，
大人们的声音却不怎么热闹了。

二

白昼已去，站在昨夜的地方向外看。依然没开灯。独处时，愿
意藏身的屋内，不为刺目的灯光破坏，而能浸融为自然的一部
分。包括光色，包括气息。这时候多是舒服的，没有喧嚣，没有挤
压，没有许多的迫不得已，虽然只是暂时。能活得舒服，并不容
易。

自打开窗口看到的那片地面是湿的，湿的地面有光泽，有屋
宇枝蔓迷人的参差的倒影。向爱看。一如爱看地面上皎洁又斑驳
的月色。不同的是，昨夜寂灭于夜幕的紫藤架下的长方形桌、带
靠背的长条椅，今夜，因雪的覆盖，而轮廓分明，跃然于视野。多
么灿目的白。灿目，而又清冽。

是的，下雪了。静静的雪。是被呼啸的北风送来的。风起于
凌晨，未眠的枕上听见，在屋子上方忽然啸叫着涌入第一拨，激
越地长久盘旋，然后远去。如此一拨又一拨。早晨大楼内那么封
闭的视频会场上，也还不时听见它的动静。

风中一直有雨。细小安静的雨，极度无主的雨，任由被裹挟，
飞扬或飘摇，以极偶然的方式终于落地，根本左右不了自己的命
运。雪是向晚时分才开始落的吧，无意间一转头，惊讶地看见，前
邻屋顶暗红色的瓦楞，竟成了一道道起伏着的洁白的波。方知是
落雪了。雪落得同样悄没声息，却有其触目鲜明的痕迹。

夜色浓了些。风声远了些。但也不时听见芭蕉残叶被粗野翻
动的声音。最后的叶了。缸沿上的积雪依稀可辨。紫藤，蔷薇，栀
子，它们交缠的裸枝也捧着或厚或薄或浓或淡的一簇簇。雪，勾
勒出它们别样的姿态来。但那雪下的枝里，我是知道的，已有一
些新芽儿，在探访春天。这个不同寻常的春天。

雨·

风·

雪

鲁
声
娜

每年的 4 月 4 日，是我痛彻心肺的日子，因为
2007年的这天早上 7点 39分，慈祥的父亲永远离开
了我们，屈指已经 13年了。我把对父亲的思念深深埋
在心底，时常翻开父母的影集，父子默默对话，寄托对
父亲的哀思。

父亲对我们家教很严。只要逃学的，没有完成作业
和家务的，轻则被训，重则罚跪。我上学时，偶尔贪玩或
逃学。父亲晓得了，勒令我跪在门口路上，谁讲情都没
用，只有自己表态承诺才可起来，兄弟姐妹 5个都被父
亲责罚过。而我把指头粗的银项圈钻草堆洞丢了，父亲
都没有这样严厉过。他专门写了治家格言、处世篇等字
幅，挂在家里醒目处，时刻提醒我们如何立身处世。

父亲爱着自己的儿女。我 2年级时得了淋疤结核
(俗称老鼠疮)，父亲带着我四处治疗，民间用过火针，
后来青霉素一天一针，好长时间才看好。我妹妹 4岁那
年春天得了菜紫症，全身乌青，父母抱着奄奄一息的妹
妹从家跑到卫生室，医生说必须用“米兰”药水，父亲徒
步跑到半夜，终于从千秋三区诊所买到一支，一小时后
妹妹转危为安。我在河中摸鱼滑倒，右膝盖下方被坏玻
璃瓶划出二寸口子，父亲二话没说，抱着我一口气跑到
村卫生室包扎。

父亲心里工作为重。弃船上岸不久，父亲进入区政
府搞水利，从此便与水打了一辈子交道。1955年，组建

民工大队参加过射阳河大闸建设，1958年被县水利局
派驻淮沭新河工程任统计文书，亲自组织 200人青年
突击队挖土挑泥，射阳队夺得竞赛优胜大红旗，插在老
县委、县政府门口好几天，还获得省驻淮沭指挥部的猪
肉、大米、白糖等奖品。期间有一年多抽调跟随副县长
杨以高做文字秘书，工作认真很少回家，1960年杨副
县长调任淮北盐场。组织上又安排父亲到五岸灌区工
作，无论值班，巡逻干渠，都很认真。退休后，离我家近
的地龙闸依然交给父亲代管六七年，没额外领过单位
一分钱。

父亲爱憎分明斗歪风。上世纪六七十年，村里一等
残废军人被打成特务，多人受到批斗。我父亲担任贫协
主任，利用在公社开会的机会，连夜向县里反映斗争扩
大化问题，得到及时纠正，保护了一批无辜乡邻。干渠
堆被当地群众开挖种植，导致水土流失，父亲就请乡村
组干部一起做工作，有需要用水的，父亲协调上下游分
时差合理用水，化解各方矛盾。

父爱如山。我们慢慢长大，父亲却慢慢变老。因为
深爱，所以沉默；因为克制，所以情深。突然有一天父亲
不再问东问西，不再早晚打电话，这种永久的沉默令人
窒息。发现很想他，想那个年轻、永远不老的形象。

缅怀父亲
邹德萍

我喜爱柳。看柳芽，含苞欲放的羞涩；
看柳条，柔嫩飘摇的姿态；看柳絮，如花似
雪的风韵……

春日的柳是最美的。每每一开春，我
便早早地去看柳寻春，渴求尽早地嗅到春
的气息，感受春的温暖。本来在春节前就
有“春游”计划安排，拟春节后带孙子自驾
游江南，去南京玄武湖和杭州柳浪闻莺赏
柳。天有不测风云，今年早春新冠肺炎疫
情肆虐，我只能响应国家号召，宅居家中。
蜗居一月余，战“疫”形势逐日趋好。

那日，我携老伴带上口罩，一起去小
洋河边看柳。我们穿过人民路，沿晨光路
景观带漫步北行，走近小洋河，登上德发
桥，习习河风扑面而来，虽有几分寒意，但
令人神清气爽。不由得驻足，倚扶桥栏，欣
然远眺。但见两岸柳树依依，那垂下的柔
软如丝的枝条在空中轻轻摇摆，酷似一帘
无际的绿色纱幔，在微风中，或明或暗，或
隐或现，一直向远方铺展。极目处，好似一
朵朵绿色的云彩，团团簇簇，朦朦胧胧，似
烟如雾，使人浮想联翩……我们过桥向
东，步入小洋河河滨公园，沿着健身步道
前行，只见岸柳成行，千姿百态。有的笔直
挺拔，高大伟岸，俨然像威武的战士，用心
呵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有的像慈祥的老
者，俯卧于岸边，伸展出坚实的臂膀，似乎

在探寻水中无穷的奥秘，讲述着沧桑变迁
的动人故事。“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
女儿腰”。垂柳婀娜多姿，柳树衬托河流之
美，烘云托月。枝条像仙子的秀发，光亮油
滑，像瀑布那样稠密、潇洒，像绿纱一样轻
柔、飘逸。她们似一支支长笛，风姑娘用她
吹奏出一曲曲美妙绝伦春的乐章。嫩柳垂
于水中，随风招展，在河面撩起一个个涟
漪。她弯下腰，低着头，对视河面，仿佛在
对着明镜梳理秀发。柳条上的颗颗嫩芽最
是惹人喜爱，她色如鹅黄，毛绒绒的，似才
露尖尖角的小荷，像柔软纤细的小毛笔
头。那芽儿，吹弹可破，且生机勃勃。如有
幸遇到春雨，河岸柳枝在水雾中摇曳，晶
莹的雨露顺着柳树的长发缓缓地滑落下
来，随风飘洒，如烟如丝。飞溅的雨花仿佛
是琴瑟上跳动的音符。小洋河边，时常有
垂钓者在享受水韵柳新之美，他们依栏傍
水，抛出鱼竿，双目盯着彩色的鱼浮，岸边
翠柳倒影如画，让人舒心惬意，其喜洋洋
者矣。

小洋河畔，正是有了春柳的点缀，才
裁剪了满园的春意。我漫步在这里，入诗，
入画，也入心。愉悦之余，我拿出手机，拍
下一张张柳的风采，并精选一组发上朋友
圈，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点赞。我在北京定
居的一位初中同学老陈感慨到：“五十多
年前，我曾多次骑单车于陈洋镇、合德镇
之间的小洋河畔，去县城大哥家。那小洋
河两侧确实很美。老同学的几个美景之
作，把我带入那年少多梦的年代，引发无
数难忘的记忆。”另一位朋友则赋诗一首：
“一树春风百万枝，嫩于黄色软如丝。帅哥
靓妹河边语，沐浴霓虹舞晨曦。”

柳树，不仅仅给人们奉献绿的柔美，
更展示出她那勇敢不屈的品格，柳树的平
凡里折射着不平凡，如同人生的哲理。她
全身是宝，柳叶柳芽可制茶，可入药。柳条
可编筐制篓。清明时节，把柳枝编成柳帽
戴在头上，祈求幸运。柳是文人雅士的伴
侣，东晋归隐田园诗人陶渊明酷爱柳，特
意在自家宅子前栽下五棵柳树，并自号“五

柳先生”。柳，是羁旅征人心中永远抹不去
的乡愁。“寒夜飘客雨，边柳挂乡愁”，“此
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古长安
“灞桥折柳”尤为出名。灞桥两岸，筑堤五
里，栽柳万株，游人摩肩接踵，景象壮观。
灞桥设有驿站，供人话别之用。人们折柳
相赠，依依惜别，表达对亲朋好友的留恋
不舍之意，蕴含着“春意常在”的美好祝
愿。唐罗隐有诗云；“灞岸晴来送别频，相
偎相依不胜春。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
丝绊路人。”这类诗词，从风雅到唐韵，不
胜枚举。后来，王维的《渭城曲》以及“取材
于《渭城曲》的《阳关三叠》更是成了当时
借柳赠别的流行曲。现代伟人毛泽东在
《蝶恋花 答李淑一》中曰：“我失骄杨君
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寄托了他对
夫人杨开慧烈士和亲密战友柳直荀烈士
的深切悼念和崇高敬意，歌颂了革命先烈
生死不渝的革命情怀。“杨柳”堪称天造地
设，奇妙异常，而且天然产生双关意思，充
分表现了他那发自肺腑的革命浪漫主义
情怀。

早春二月，河柳绿烟，莺飞草长。是时
虽稍有早春乍暖还寒之感，但明媚阳春必
将到来。待到那时，小洋河边的柳一定会
更妩媚妖娆翠绿几分。

小洋河边看柳
祖国柱

初春时节，细雨蒙蒙，如牛毛、似针线，将春色从人间唤醒。
缠绵的雨丝是春的情人。点点滴滴的细雨洒过树梢，掠过

田野，叩开大自然的门扉。
行走乡村，宛如行走在一幅水墨画间，田野村庄浓妆淡抹。

滩涂白鹭飞，塘下鳜鱼肥；斜风细雨中，花儿开满园。
乡村的早春，仿佛一夜醒来。解冻的池水，从小河汩汩流

出，缠绕村落，流淌田野。春江水暖鸭先知，寒鸭在池塘小河破
冰时便早早下水打蹼嬉戏，荡起一圈圈的涟漪。

农含屋檐下，燕子衔泥草、筑新巢。红杏在人们的视野外，
悄悄被晚风逗笑了。正当游人蓦然回首时，已有一片片笑靥纷
飞零落，瓣瓣如蝶。一切皆芳华尽现，可惜只是惊鸿一瞥。

还有姑娘们，水泥桥下清洗青衫，纤细的手指最先触摸春
天的皮肤。拖拉机在田间拉犁翻土，桃花开满园林，粉红一片。
好一幅秀美的春光图。

多少清词丽句温婉了乡村的灵气。最先喊醒乡村春色的不
是花草，也不是蜂蝶，而是文人笔下的诗词歌赋。

梅花当仁不让，是诗词歌赋中最得宠的报春花，是冬留给
春天的圣洁礼物。朵朵精致，枝头绽雪，白的、黄的、红的，把藏
匿一冬的绚烂抢在百花之前绽放。暗香浮动，摇曳生辉，恰似一
支婉转柔情的歌，将春天的芳艳唱响。

读柳永的词：“园林晴昼春谁主。暖律潜催，幽谷暄和，黄鹂
翩翩，乍迁芳树。”让人不经意间误入乡村阡陌。杨柳岸，新芽将
发。长堤复短堤，浅草没马蹄。

迟迟春日里，微风亲吻着大地和牛羊，孩子们穿梭田垄花
间。田野上空，几只纸鸢放飞，有蝴蝶、小蛇、燕子。我在田埂上
漫步，一阵又一阵的欢声笑语，揪出了童年的尾巴———想起小
时候糊纸鸢的情形。早春三月天，孰知谁家年少，只看晴空纸鸢
多少。

常年居住在一楼更比一楼高的都市，灯光充当太阳和月
亮，人们的服装便是四季的符号。入云的大厦，不仅锁住了季节
的脚步，也掩埋了人们心底对时令的感知。

漂泊城市，遥望回首，只有在乡村、在童年，才能看见春天
的模样。人间春色在乡村，有空了，就去乡村走一走。闭上眼睛，
你都可以看到扑面的春色，撩人的生香。

春到人间
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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