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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读书， 读到李清照的词“浓香吹尽有
谁知， 暖风迟日也， 别到杏花肥”， 不禁感叹。
其实李清照就是一个杏花般的女人， 她一生经
历国破家亡， 结婚离婚， 千回百转， 跌宕起伏，
却留下了“人比黄花瘦” “凄凄惨惨戚戚”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的美丽、 悲凉和豪
迈， 像杏花春天开花时绚丽灿烂的无限风光，
也像杏花春尽凋零时的凄楚悲怆。

杏花可能并不是春天最早开的花。 2014年
3月5日， 我们援疆大部队进入吐鲁番时， 还是
满目沧桑， 完全看不到一点春色。 不过20天以
后， 杏花开始探出枝头， 小草开始泛绿， 维吾
尔族老乡开始把埋在土里一个冬天的葡萄藤挖
出来， 搭到葡萄架上， 于是， 一个生机勃勃的
吐鲁番完完全全地从寒冬中醒过来， 就像一个
大型乐章， 杏花是第一声响， 接下来是一波一
波的浪潮。 粉红的杏花染遍了田野、 山坡、 庭
院、 路旁。 在我的印象里， 吐鲁番的杏花不是
“一段好春藏不住， 粉墙斜露杏花梢” 的掩面含
羞， 而是春天乐章的最强音， 整个世界都被染
得通红， 从高昌区的上湖村到鄯善的库木塔格

沙漠旁， 再到托克逊南湖村的万亩杏花园， 呼
喊着， 奔涌着， 上演着色彩浓郁的春天的故事。
在万亩杏花园里， 你看到的不是一朵两朵的娉
婷， 也不是一枝两枝的婀娜， 甚至不是一丛一
丛的斑斓， 而是汹涌澎湃、 震撼人心的繁花似
锦。

而与此相呼应的是， 从四面八方来参加杏
花节的游客。 3月， 新疆大部分地区还是天寒地
冻， 唯有温暖的吐鲁番盆地率先开始了“新疆
第一春”， 那些窝了一个寒冬， 急于踏春的游客
们就乘着从乌鲁木齐开来的“杏花专列” 高铁
如潮水般地涌来了。 一时间， 吐鲁番成了欢乐
的海洋。 维吾尔族老乡把自家的小毛驴打扮一
新， 做成花枝招展的驴车， 当地人俗称“驴
的”， “驴的” 上载满了欢声笑语的游客。 老乡
们做的各种美食： 馕、 馓子、 拌面、 抓饭和各
种干果被游客们一抢而空。 各种游戏节目斗鸡、
斗羊和欢乐的歌舞盛会也隆重上演。 杏花园里，
姑娘们百媚千娇、 争奇斗艳， 孩子们的笑声荡
漾在天地之间。 吐鲁番的春天， 就这样在倾城
狂欢中轰轰烈烈地登场了。

（三）
不朽的光辉，即便被掩埋，也终会破

土而出。
青铜器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 古

老而神秘的青铜器或掩埋于山坡， 或沉
没在河底。 今人的偶尔发现，开启了探寻
青铜方国踪迹的序幕。

于是，我远远看到一个身影，藏着姣
好面容，身披风沙，越过3000年的岁月长
河，从沩水岸边款款走来。

“青羊公主”，炭河里王宫的主人。 商
周女权统治时代由她延续，“大禾方国”
的绮梦由她编织。

一梦千年，白云苍狗。 她巡视曾经的
领土， 断墙残垣在幽邃的目光中逐渐苏
醒。 长叹一声，俯身从泥土中拾起沾满灰
尘的编钟，想那击磬之人必是生死已矣。

躯体千年未腐，灵魂亘古不变。 更多
青铜器被相继掘出， 炭河里遗址越发成
了气候！

试想若青铜器乃祖辈迁徙而来，顺
沩水西游，江面定曾有安渡千帆之景。 此
后，青铜文化生根发芽。 浪涛声中，炭河
里人滴着一片片汗涩的盐， 吼着响亮的
号子，铸出青铜器，置于皇宫之中。

这盛景，“青阳公主”已无缘再见了。
前人旧梦，后人续之。“人面方鼎”，

气度非凡；炭河古城，连绵不绝。 建博物
馆收藏器具、垒黄土筑起宫墙。 3000年前
的西周皇宫，正迎来重生。

千古风流之无穷， 大半仍在江底低
唱浅吟。 翻起的每一滴雪浪，早已溢满了
岁月沧桑，在深广的水域间澎湃疾飞。

直到我听见自湘江传来一声呼唤，
沩水消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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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天， 有与我一起援过疆的队员问
我： 你还记得2014年3月5日我们的援疆队
伍从长沙出发时， 你代表所有的援疆队员
作表态发言时说的话吗？ 我回答： 当然记
得。 我发言的标题是： 朝着春天出发。

其实， 那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后面会
有怎样的故事， 令我想不到的是， 我人生

最难忘的春天真的就是从杏花三月开始
的。 那沉静蔚蓝的天空， 那一望无际的原
野， 那明媚绚烂的鲜花， 还有那些让我永
生难忘的人， 让我变得坚强、 美好， 内心
充满着爱和宁静。 这个在春天里成长的故
事就是这样： 走着走着， 花就开了； 花开
着开着， 生命便美好， 圆满了。

杏花开， 春天来， 我给你唱歌。
世界， 就这样， 慢慢变成了我梦里想

要的样子……

（作者系湖南省妇联党组书记 、
主席。 曾任吐鲁番市委副书记， 湖南省第
七批援疆工作队总领队、 援疆指挥长）

我在吐鲁番援疆的三年里， 一直住在
一条叫“柏孜克里克路”的街上，对面是一
所小学。每天早上，我从自己的住所出发去
上班，和一群上学的孩子们一起，在交警的
指挥下穿过马路。 维吾尔族的孩子长得特
别漂亮，大眼睛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每个
孩子都不会忘记用流利的汉语礼貌地对交
警说“谢谢叔叔”，这时候，我的内心就如明
媚的朝霞一样温暖灿烂。穿过马路，走到转
角处，就有两棵杏花树在等着我。我会看到
它们从一小朵的花苞开始，先是朵朵粉红，
如点点胭脂，随着花瓣的伸展，色彩慢慢变
淡，直到一片雪白。每天上班下班的这个转
角，那朦胧淡远的杏花，就成了我喜悦的等
待。隐约记得有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叫做《转
角遇到爱》，就觉得很像我在吐鲁番的生活
状态： 全力以赴地工作着， 无比深情地爱
着。

就是在这条叫做“柏孜克里克路”的街
上， 我认识了乡镇小学老师贾国宏和他的
维吾尔族妻子祖丽菲娅。 第一次知道贾老
师是看到他作为优秀教师上台领奖， 第二
次是到他家去做客， 惊讶地发现他的妻子
竟然是一个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 祖丽菲
娅，就像一朵美丽的杏花，由远而近地飘入
了我的眼帘。

贾老师在乡下的小学任教时， 祖丽菲
娅是他的学生。祖丽菲娅家境贫困，因父亲
常年卧病在床， 母亲一个人扛起全家生活
的重任，懂事的祖丽菲娅决定辍学，与母亲
一道打工赚钱，贴补家用。贾老师为了让祖
丽菲娅能够回到学校读书， 决定支助她上
学的所有费用，直到祖丽菲娅大学毕业。爱
情的种子最开始是在祖丽菲娅的心里萌
芽。面对如杏花仙子般美丽的祖丽菲娅，贾
老师很是犹豫。 贾老师多年来支助了很多

维吾尔族的老乡， 从来没有想过要得到任
何回报， 祖丽菲娅的爱是他从来没有奢望
过的。没想到的是，祖丽菲娅的父母也看上
了这个朴实、勤奋、热心的汉族小伙子。 祖
丽菲娅的父亲去世前， 对贾老师说：“这个
家就交给你了。 ”

幸福的家庭都是这样的，爱、尊重、融
合、体谅，让一个维汉结合的家充满了平凡
的温馨。爱情的到来就像杏花开了，最好的
日子就这样次第展开。

在吐鲁番的那些日子里，我总是能遇到
这样的好故事，就像《诗经》中的句子“邂逅
相遇，与子偕臧”。“臧”是“美好”的意思。 所
以，即使在杏花飘落，缤纷满地的时候，我也
一点不沮丧。 我知道，春天去了，还会再来。
在吐鲁番那些春风拂面， 花影照人的日子
里，我变得从容、恬淡，心中有爱，处处皆风
景。 那是人生的风景，也是心灵的风景。

在这样倾城狂欢的春天里， 我想起了
一个叫陈书国的年轻人。 书国最初是一个
援疆干部， 去援疆时还不到40岁， 正是如
春天般的年龄， 内心深处是熊熊燃烧的火
焰。 在吐鲁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他如一
盏灯， 照亮着无数风风火火的日子， 把全
部的爱， 交给春风， 融化了所有的寂寞和
冷清。 他成立“杏花诗社”， 成为了“杏
花诗人”， 留下了一首首温暖明媚的诗歌。
后来， 他决定留下来， 从一个援疆干部变
成一个留疆干部， 成为了吐鲁番市旅游局
局长， 参与策划和组织了杏花节、 葡萄节
等一系列活动， 直到查出绝症。

在书国病重期间， 我去看他。 他是笑
着的。 他的年轻、 瘦削、 苍白和眼睛里流
露出的令人感动的友善， 让我的心疼痛不
已。 书国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好

想念吐鲁番， 我要回去。” 书国的妻子曾
雪晴是一个知书达理、 坚强贤惠的大学老
师。 在书国去世后， 雪晴对我说： “书国
决定留在吐鲁番时， 我是不同意的。 我就
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我只想书国留在我身
边， 不要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 雪晴曾
眼含泪水傻傻地问书国：“我是不是你生命
中最重要的女人？” 可惜， 那时书国已经
讲不出话来。 雪晴说， 后来我才想清楚，
书国的心中有我达不到的境界和理想。 只
是， 生命的链条无法重接， 无法续接。 人
生， 一转身， 已经没有后来！ 我安慰雪
晴， 书国虽然走了， 但是他的诗、 他的歌
声还在。 每当杏花开放时， 由书国作词的
那首歌 《杏花开了》 就在到处传唱:� “杏
花开了， 春天来了， 我给你唱歌了。 阳光
暖了， 冰山融了， 坎儿井水流了。 苜蓿绿

了， 马儿追了， 牧人醒过来了。 风车转
了， 榆钱摇了， 葡萄藤上架了。 羊群走
了， 鞭儿响了， 都塔尔拨动了。 杏花开
了， 春天来了， 我给你唱歌了” ……

盈盈花丛中， 脉脉不得语。 我写过一
篇纪念书国的文章 《春天来了， 杏花开
了， 你却走了》。 人生这场旅途， 一路走
来， 一定会伴随着悲欢离合， 花开花落。
你走过的那些路， 你留下的那些深深浅浅
的脚印， 就是你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有
些事情， 也许走着走着就忘了； 有些人，
也许走着走着就散了。 但一定会有一些留
在心灵最深处的东西， 也许是再也见不到
的笑容， 也许是再也听不到的问候， 也许
是再也不会转身的背影。 我们能做的是什
么呢？ 面对曾经， 永远记住你是怎样走
过； 面对现在， 我们要比过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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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乐章的最强音

朝着春天出发， 在春天里成长

转角遇到爱

杏花开了， 春天来了， 我给你唱歌了

李曼斯

日出奇景扶王山，群峰叠嶂灯窝寨。
也不知这一南一北两大山麓，何时生出了此等默契，

自山石黄土间各自洇出一股清泉，越过山苔幽径，潺潺汇
流，竟淌成一滔洪波，蓄为青羊湖，成就了沩水之源。

也不知这向东的征程，已掺挟了多少经年烟雨。 古今
风流击打浪潮，卷起万千姿态。 被月光拂过的往事，在沉
浮起伏的烟波中呼之欲出。

（一）
晚冬寒夜萧瑟，墓碑夹缝中生出枯黄

野草。 青羊湖边，张浚、张栻父子长眠于
此。

南宋的天空翻腾起滚滚乌云。平定叛
乱、复位高宗、力举富平会战！ 举世皆浊
中，宰相张浚瞪大双目，强撑顽骨，欲挽狂
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高宗情真意切：“朕与卿父， 义则君
臣，情同骨肉。”孝宗言辞坚决：“朕倚公如
长城，不容浮言摇夺。 ”帝王之语犹在耳，
转眼一纸议和书快马加鞭送往金国，临安
旧臣顿时心灰意冷。

血泪嘶喊唤不回君心故土，倒使得张
浚被贬长沙。

于是，我得以在沩水河畔看到郁郁寡
欢的张浚。

长风携着湿润水汽，抚过那双朦胧泪
眼。瞳眸缓缓揭开，霎时，万顷波澜映入眼
底。垂柳与水鸟共舞，青山与孤帆同游。好
一处幽静之地！他心想，百年之后，俨然已
有归处。

3年后， 一代忠臣带着不可磨灭的伤
痕归葬于此。 其子张栻在父亲墓前，盖起
南轩书院，自此与青灯黄卷为伴，悉心守
护父亲的陵寝。直至16年后，随之而去，共
葬沩水河畔。

历史的洪流将南轩书院卷入尘埃，但
存“尸骨”三两。 许是那沩水河畔一缕江
风，吹散了余下的七两“血肉”，也一同拂
去了先人的苦痛。

（二）
山外如何便识山，白云出岫鸟知还。
更看面目知端的，却在先生几格闲。
沿着跃起星火的韵脚，散落风尘的识

山楼在状元易祓笔下缓缓垒起。
沩水一路奔腾， 承载着太多爱恨情

愁，无关轰烈家国、无关烟花风月之事自
是鲜有人知。

一阵茶香自千年前嗅入鼻端，宋孝宗
蹙眉啜饮，不耐地翻阅文稿。 殿试三甲之
言，就不过如此？

“大臣之用天下，当维持天下之治体，
而末节不与焉。 ”一篇《萧、曹、丙、魏就优
论》令孝宗眼前一亮。“帝甚嘉之，赐封释
褐状元”。

残风拂得烛火明灭，千字文章成就了
长沙史上唯一的状元，却未能护得易祓仕
途坦荡。

“敌国有必败之势，中国有必胜之理”

“敌国如外强中干之人，仅延喘息”，易祓
陈词激昂， 对宋金之势的见解鞭辟入里。
可惜世事弄人，主和派百般阻挠，抗金成
了南柯一梦。

一双青筋毕露的手， 从黑暗中端
出明黄圣旨 。 皇帝一句“自便 ”，击得
易祓魂飞魄散。 挽起行囊， 他四顾茫
然，大道行如泥沼，怒放野花传来低浅
哀鸿。

回至故土，家中娇妻尚在，满腹文章
仍存。罢罢罢！无力扶持倾塌的王朝，便守
着这方寸土地，也不枉读圣人书。

家居30年，易祓筑楼于沩水之滨，取
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诗意，题曰：“识山楼”。

面朝江岸， 他将苍凉旧事洒落水中，
只留胸中点墨， 提笔蘸取一二以自娱，直
至85岁高龄。

乱世之间本无完卵，身陷漩涡却得以
脱身，终至寿终正寝，岂能言之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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