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回合：“小宝开讲”逗乐一家人

劝阻了姨外婆的拜访，我家的新年安
安静静了。可过了几天，一个新的问题摆在
了我们面前：家里准备的物资告急，蔬菜、
肉类都需要补充。

外婆作为家里的大厨，急得戴上口罩
就要去超市。可是听说周围的小区已经有
人被隔离了，外婆这时候出去不太安全。

我灵机一动，妈妈平时都在网上买
衣服，可不可以在网上买菜呢？我拿着
上网课用的 iPad 仔细查了查，大部分卖
菜的商家因为过年都已经不送菜了。突
然 ，我 发 现 了 附 近 的 一 家 超 市 还 可 以
送，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老大难
问题也解决了。

第二回合：帮助外婆网上买菜

杨舰

今年的春节很特别，有一
个不速之客“新冠病毒”来势
汹汹，把很多人害得生了病，
住了院。我家决定响应国家号
召，闭门谢客，坚守不出，掀起
了一场“居家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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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三十那天，外婆的姐姐姨外婆来
电话了，说准备了很多年货，一会儿来家里
坐坐，拜个年。大家都很为难，因为姨外婆
热情又好面子，如果拒绝她的好意她就会
生气。

看着外婆眉头紧皱，我心生一计，快
步走到外婆跟前，接过电话，乖巧地对着
话筒说：“新年到啦，祝姨外婆寿比南山，
心想事成！”姨外婆开心得连声说：“真是
个懂事孝顺的好孩子，一会儿外婆给你发
大红包。”

我 话 锋 一 转 ，大 声 说 ：“ 谢 谢 姨 外

婆，过年了，我给您表演一段最流行的
拜年诗吧。”电话那头的姨外婆立刻就
同意了。

“今年过年不串门，串门只串自家门，
厨房门，厕所门，客厅门，卧室门。鼠年拜年
不用跑，别让病毒串进门。亲朋好友多珍
重，明年春暖再开门！”我绘声绘色地说完，
电话里静悄悄的。

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到姨外婆爽朗的
笑声：“哈哈，你这个小机灵鬼。这个节目我
喜欢。我听明白了，咱们都保重身体，明年
再见吧！”

没有亲朋来拜年，也不用外出购物，全
家人开启了每天“葛优躺”的生活。

怎样令闭门不出的居家生活更多欢乐
和互动呢？

一天，我陪外婆看着新闻联播，突然想
到了一个好办法：我可以每天播报新闻故事
呀。于是，“小宝开讲”节目就新鲜出炉了。

每天晚饭后，我神采奕奕地走到客厅
中间，绘声绘色地讲述在新闻网站、微博、
朋友圈等各渠道搜集的新闻趣闻：比如河
南抗疫的“硬核”举措；爷爷为了隔离“空

投”红包和口罩给孙子的趣事；全国医护力
量在武汉集结，四大“王炸”医院胜利会师
等等，逗乐了一家人，我的新闻播报水平也
是看涨。

外公做总结：“没想到小宝的知识面这
么丰富，好多新闻我们都没看到。咱们国家
决策高效，行动力一流，相信全国‘抗疫’一
定能取得胜利！”

转眼间，“新冠病毒”的攻势逐渐偃旗
息鼓，我家的“居家保卫战”也接近尾声，很
快就可以去公园呼吸新鲜自由的空气了。

第一回合：巧阻姨外婆串门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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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平

我家门前禾场边上有一株桃树，桃树
下边是两块地的洋芋，洋芋前边是两畦油
菜，油菜下边是三丘冬水田。

我7岁那年，父亲在河边捡回一株弱小
的桃树苗，栽在禾场边上。当时光叔一见就
笑父亲，说这能栽活就谢天谢地了，可别指
望能摘多少桃子。父亲倒是没生气，边栽边
说他等着吃桃子就是了。父亲要我跟桃树
比，看谁长得快。

6年后的一个星期天，天刚放亮我就起
了床，去屋后的山冲里割了一背篮牛草回
家。父亲看了看牛草，又提着背篮掂了掂，
满意地看了我一眼。我心里美滋滋的。

吃过早饭，父亲望一眼从山后升起的
太阳，扛上锄头，叫我跟他一块下地，给洋
芋锄草去。我响亮地应答着，挑了一把锄
头，欣然同往。

在桃树下，牵着大黄牛，扛着犁的光叔
和我们会了面。光叔仰望着簇簇桃花，说这
树也怪，就知道报答似的，桃子不仅结得
多，还个大，又甜又脆，总那么好吃，还好
看。父亲慈爱地摸了摸树干，抬头深情地看
了看桃花，说世间什么都是知道好歹的，哪
怕是一只鸡或是一棵草，只要你待它好，它
就不会亏待你。光叔眨眨眼睛，点了点头。
大黄牛低头闻了闻地上零星的桃花花瓣，
兴奋地“哞”了一声，奋蹄往冬水田去了。

洋芋苗长半尺多高了。微风吹拂，绿里
透青的叶子闪耀着光亮。我蹲在地里，静静
地听着，分明听到了茎脉在跳动，叶脉在流
淌，静静地看着，仿佛看到了茎干在抽节，
叶片在扩张，静静地闻着，真切地闻到了生
长的气息，成长的味道。

见地里没什么杂草，我说这地干干净
净，不用锄，不如去干点别的。父亲说那不
行，哪怕是没一根草也得锄地，因为锄地不
只是清除杂草，不让杂草抢吃洋芋的肥力，
也是要松松土，让洋芋能更好地呼吸，还是
为明天的施肥做准备，让洋芋好吸收。

小晌午了，地已锄了一大半了。父亲将
锄头把枕在地边的石块上，坐下，边扯着衣
襟扇风，边叫我也过去歇息一会。我忐忑着
过去了，在锄头把的另一端坐下。父亲一时
问我上周考得怎样，一时问我老师教得如
何，我都回答得简短，声音又小。父亲似乎
看出了什么，问我怎么老低着头。我脸一
热，假装看着自己手上的两个小水泡，又吹
了吹，说没什么。父亲起身往我锄草的那边
走去。我木然坐在原地，望着父亲的背影，
做着挨骂的心里准备。

果然父亲朝我招手了。我硬着头皮走
了过去。父亲指着一蔸耷拉着的洋芋，厉
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怯怯地说是自己不
小心，把洋芋锄了，怕骂，又把锄了的洋芋
苗栽上，想蒙混过去。父亲骂了我几句，扬
起了手。上来歇息的光叔边跑过来，边说
不就是锄了一蔸洋芋，用不着生这么大的
气。父亲放下手，说他来气的不只是我锄
坏了洋芋，是我锄坏了洋芋不告诉他，还
把锄了洋芋苗栽在地里，这是哄地皮，也
是蒙他，做人不诚实，就该骂，就该打。光
叔拉着父亲的手，说走，抽烟去。父亲甩脱
光叔的手，蹲下，拿开洋芋苗，扒开土，刨
出一个小手指大的洋芋，放在手心里，边
端详边说，你看看，多可惜，要是不给锄
了，再过一个多月，那它就会有鸭蛋那么
大了，这蔸洋芋到时候怎么也会挖一斤多
的。他一声叹息，瞪我一眼，说好端端的一

蔸洋芋，就这么给我锄了，真是造孽。光叔
不断地朝我使眼色。我低着头，垂着手，认
了错。

父亲和光叔并肩坐在锄头把上，边说
边卷着各自的喇叭烟。我站在光叔旁边，看
几眼油菜花，望了望在田埂前吃着草的大
黄牛，目光落在了云霞般的那树桃花上。

光叔鼻孔冒出一串烟圈，朝我一笑，
亮了一下喇叭烟，问我来一口不。我瞟一
眼父亲，摇摇头，说不要。父亲笑了一下，
虽然笑得浅，但笑得真。我心里一下轻松
了许多。光叔指了指油菜，说那两畦油菜，
现在远看花都开得繁盛，似乎没什么差
别，可走近了一看，那西边的就比东边的
开得更热闹了，到时候西边的油菜籽也会
比东边的更饱满。父亲望着油菜，说差别
就在光叔的那畦底肥少下了两担。光叔点
点头，说他种了这么年的地了，一直在跟
着父亲学，可许多东西就是学不到，种的
庄稼总比父亲的差那么一点，很少有超过
父亲的。父亲笑了，笑得眼睛都湿润了。光
叔和我都跟着笑了。

父亲扔了烟头，抹了抹眼睛，站了起
来，望着田垄，说土地是最讲情义的，也是
最懂情义的，只要你不哄地皮，地皮就不会
哄你，但如果你要哄地皮，舍不得花工夫，
舍不得下本钱，那地皮就会哄你的肚皮，让
你饿肚子。庄稼人就得实诚，别让地皮哄肚
皮。我默默地走进了地里，边认真锄草边细
细琢磨起父亲的话来。

别让地皮哄肚皮。之后的岁月，这话父
亲还多次跟我说过。我每每琢磨，都会有新
的领悟、新的收获，让我受益一辈子。

是啊，种地是如此，做人做事又何尝不
是这样呢！

袁锡卿

一

二〇二〇年四月四日。长沙。久雨
初晴，薄雾裹寒静，飞花谢暮春。

清明节，一个贯穿整个华人世界追
思与缅怀情感的时间点，今天更烙上了
神圣的国家印迹：以国之名，悼念新冠
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作为个人，宅家，可静默祈祷；在
途，可伫立致哀……而最有仪式感的行
礼，当是在庄严的国旗之下。

二

降半旗！
旗杆中部耀眼的“旭日红”，时而猎

风飞扬，展热烈、昂扬、奋发之姿；时而
漫卷低迴，显庄严、肃穆、沉痛之态。

痛悼！上午10时整，时间仿佛在这
一刻凝固。破空而来的防空警报与街上
骤然停驶的汽车鸣笛，汇聚成宏大的声
音洪流和哀思交响：天地同悲，英雄不
朽！

“穿行”声音和情感洪流，触摸这
“凝固”的时间，触摸这至真至纯不带一
丝杂音的“安静”。仿佛，除了无边无际
的“静”，一切都戛然而止……

三

感觉虽“停顿”，记忆却蜂拥。
春节前夕，武汉告急，全国一盘棋

的抗疫大战全面展开。
一座城的静，是为一座城的好。

“宅家”虽无奈，静居好“修行”，“家
里蹲大学”这一网络热词应运而生——

宅家静居，或捡拾足迹，反思过
往，克己守正；或优化规划，谋划未来，
更好前 行 ；或 勤 理 家 务 ，体 味 责 任 ，
乐享天伦；或捧读好书，精骛八极，心
游万仞……

静心深造中，大家少了浮躁，多了
思考；少了推诿，多了责任；少了抱怨，
多了包容；少了躲闪，多了自信……

静水深流，动静相生。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沉静乃至静默，深藏其中的，
往往是排除万难一往无前的洪荒伟力。

四

静由心生。
新冠疫情突然来袭，举国上下何以

能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只因大家内心
笃定：信！

信国家，生从容之“静”：党为砥柱
立中流，初心一切为民，国力“硬核”担
纲，制度全域扛鼎……

信社会，生共情之“静”：他人即我，
行止有度，持正分忧，守望相助……

信自己，生担当之“静”：家是自己
家，国是自己国，内心有皈依，危难行大
义……

当然，疫情之下的“静”，乃是无奈
之“静”，更是被迫之“静”。而我们要的，
是岁月静好之“静”：摘下口罩自由呼
吸，大街小巷满城烟火，宾馆商场人来
人往，田间地头自在劳作，工厂码头机
欢人忙，大中小学校书声琅琅……

一起加油吧！我们只要凝神静气，
立定脚跟，全心投入，一定能早日拥抱
这岁月静好模样。

胡春阁

再过几天，就是母亲离开一周年的日
子，不知母亲是否远离了病痛的缠绕，是否
和先她而去的父亲相聚了。

母亲离开的第一个清明，本应回去给
二老扫墓，但当前的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我所在的工作地湖南衡东距离老家湖北鄂
州还有那么远的距离……

父亲去世得早，离开时家里还欠下了
不少债务。忘不了，瘦弱单薄的母亲强忍悲
痛，起早贪黑省吃俭用，像男人一样忙里忙
外，重活累活一肩挑，含辛茹苦地拉扯我长
大，尽可能地为我创造好的环境，而母亲却
积劳成疾患上了绝症；忘不了，母亲在生命
即将走到终点时，还忍着巨大的疼痛为我
和妻子张罗着婚礼，当我和妻子向母亲端
敬茶水时，连日操劳的母亲已经面色苍白，
双手不停地颤抖，但母亲强忍疼痛微笑着
接过“媳妇茶”，欣慰地看到我成了家，不会
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世上；更忘不了，母
亲离开的那天，我从衡东匆匆赶回鄂州，跪
倒在病床前时，母亲已经说不出话，想再伸
出手来摸摸我的脸颊，但却一点力气也没
有，两行热泪无声地流淌……

母亲的离开，让我深切体会到“子欲养
而亲不待”的遗憾和伤痛。现在想来，真的

非常后悔母亲在世时没有尽心尽力地服侍
她、孝敬她、陪伴她，没有尽好孝道。

我总是想起母亲，特别是到了夜深人
静时，会听一听歌手毛不易写给他母亲的
歌曲《一荤一素》：“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
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知
道我睡得轻/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怕我再
想起你……”这首歌，常让我泪流满面。而
我的梦中，也总会听到母亲的谆谆教诲，在

母亲的心里，我依然是那个“儿行千里母担
忧”的孩子，依然是那个“临行密密缝，意恐
迟迟归”的少年。

父母在，家就在。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
人群和霓虹闪烁的灯光，我常常想，茫茫人
海中，父母在哪里？看到年龄相仿的长辈，
我总会不自觉地多看上几眼，试图从这些
背影里找到一丝父母的影子，有时甚至幻
想出现奇迹，多希望在转身的那一刻，看到
的就是我的父母亲。

努力工作就是对父母最好的感恩和回
报。感恩是最大的动力，在这种动力的支撑
下，我在衡东县消防救援大队洣水消防站
的岗位上认真工作，尽职尽责，成功地完成
了衡东洪涝灾害救助、多起山火扑救以及
其他灭火救援任务，被支队荣记个人三等
功一次。我收获到了工作的喜悦。

这一年，远在湖北鄂州的岳母待我如
亲生儿子一样疼爱，时常嘘寒问暖，叮嘱注
意身体，悉心照顾有了身孕的妻子，让远在
千里之外的我毫无后顾之忧，可以更加安
心地工作。而妻子杨莹身为鄂州市中心医
院消化科护师，也同我一样逆向而行，这个
春天一直奋战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一线……

春暖花开，百冰消融。放心吧，爸爸妈
妈，我现在过得很充实很幸福！

王珉

汪曾祺先生在《人间草木》里有这
么一句话：“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
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
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如今国
内疫情趋稳，武汉终于解封，武汉大学
的樱花也开了。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全
国人民可以看到，春风送暖，早樱初
绽，花苞恰似少年的娇羞，又如朝霞出
云般热烈。虽然没有很多人驻足欣赏，
但樱花仍静静盛放，这是献给春天最
好的礼物。

朱自清先生在《春》里描述：“春天
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
的。”春游，古人大都话作“踏春”，陆放
翁曾写：“桃杏酣酣蜂蝶狂，儿童相唤
踏春阳”，由此可窥踏春应是冰雪消
融、鸟语花香之时。从春节开始，我们
就宅家战疫。眼看春天已经到来，但疫
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只能选择在城市
周边踏青。

不敢约朋友，自己戴上口罩去悄
悄寻访春天。户外垂柳已是“碧玉妆成
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静谧晨光
驱散黎明，乍暖还寒清冽之风扑面。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甫诗情
触动心弦，鸟语花香中，空气氤氲着潮
湿的泥草芬芳。在一片花海的南方，三
角梅只不过是一朵浪花。春天开满大
街小巷，洋紫荆、美丽异木棉、风铃木、
火焰木等，数不胜数，紫的、粉的、黄
的、红的……风姿绰约，风情万种，无
须刻意寻找，总能轻易邂逅。

在经历了寒冬之后，一切都苏醒
了。首先跃入视界的是燃情盛放的油
菜花，将山野填满恰似一幅金色的油
画。“桃花依旧笑春风”，野生桃花长势
繁茂，粉红淡紫，交相辉映，气势磅礴，
又柔情万种。赏心悦目的不只是花枝
烂漫绿意闹春，还有小桥流水、村舍牛
羊、阡陌交错、鸟鸣啁啾和虫鸣低吟。
万物生长的时节，田园上春的气息扑
面而来。

踏春，不仅能大饱眼福，还能满足
口腹之欲。山坡挖笋，田野采蕨。乡村
农人种的果树都挂果了：番石榴挂枝
头，百香果躺架上，桑葚压弯了枝条。
蔬菜也长势甚好：香菜株株嫩绿，花菜
个个饱满，卷心菜颗颗紧实……

花朵义无反顾地盛开，和着新绿
的枝条，初生的果实，铺陈出如火如荼
的绚烂，到处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大
自然仿佛在无声宣告：我们已经战胜
了疫情，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杨文国

平淡而恬静的日子怡然自得地逍遥
漫不经心总看不到暗藏的波涛
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幸降临到拂晓
蓦然回首才觉得活着真的很好

这个初春没有往昔的热热闹闹
欢乐与祥和的大地被寒风笼罩
奋起抗争同时把悲伤化作微笑
春暖花开最美风景是与健康相依

到老

想起儿时装满故乡记忆的流水小桥
依恋漂泊他乡都市的繁华喧嚣
思念浸透血浓于水的骨肉同胞
感恩还有祖国和人民守护生活的

美妙

平平常常的年月并不是每天阳光
普照

天地有情珍爱自然是人类共同的
需要

万千祈祷天下苍生岁月静好
期待久别重逢活出诗与远方的味道

静
·
好

万
千
祈
祷(

歌
词)

别让地皮哄肚皮

春
天
的
怀
念

没
有
一
个
春
天
不
会
到
来

和我一起数节气
李盛

立春

春风此刻抵达熙园居每一道门槛
祈祷与祝福发自我由衷的心愿
与他们与它们、与所有。欣欣此

生意
譬如一把希望的粟呵葳蕤绕指

雨水

始于春风吹起：初一日，初十五
日，初二十五日

层层暖意，无处不在其身
窗外柳丝放晴，窗外草色泛青，

窗外
欠我一帘烟雨。因此陡生悲吟

惊蛰

虫子们该醒了
我们却还须蛰居
战“疫”相持阶段
拼的是意志
战胜它，毫无疑问
隔离只是一种方式
生命与生命呐须各守本分
我们不可以傲慢
虫子们都醒了
是不是皆有觉悟

春分

阳光跳进面南的阳台
与我相向而行
一步，复一步，它有十分好奇
我有十分满意
譬如初学试步的稚子
期待我伸过拥抱的双臂

汉诗新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