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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的晚上，月光如水。我在修剪春

兰。这两盆春兰可不简单，是我去年春天从阿

蓬江大峡谷采撷的。那天，静谧的峡谷犹如一

个童话。碧绿的河水清澈见底，缤纷的草花爽

心悦目。在一座老林里，我忘情地漫步，像是

走在一个梦境里。一株老树下，一丛春兰开得

正盛，馨香浓郁。我轻轻地采出一棵，然后给

这丛春兰培上黑黑的腐质土……

春寒料峭，天气依然很冷。可春兰开得

正盛，清香四溢。我沉浸其中：春兰不惧霜

雪，整个冬季都在积蓄芬芳，以开花的姿态迎

接春天……它好像在给我上课。

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冉成同学的短信：

“老师，我本想去书店买本语文辅导书，补补诗

歌鉴赏的短板。哎，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买不

成了，咋办？”

冉成的诗歌鉴赏能力确实糟糕。十二分的

题，常常只得两三分。我一时也想不到办法，只

好回复说：“先不急，我想想，明天和你说。”

想着想着，又想起了白天的直播，令人担

忧。有的同学说想补文言文；有的同学说要补

作文；有的同学说宅家太久，心情发霉……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侵袭了神州大地。虽

然停课了，但“停课不停学”，师生们通过直播

上课。由于老师直播上课是按照备课组的统

一进度，所以在针对每个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

方面会有一些问题。

我焦急得踱来踱去。妻子见状感到很奇

怪：“怎么了？”我叹口气，说出了自己的烦恼。

妻子笑了声：“瞧把你急的，我给你支一招，快

上学习强国‘在家上学’，里面有各种关于语文

的专题讲座，都是名师的。”

我一听，喜了。转念一想，不会很贵吧，名

师的课呀。我赶忙问：“多少钱？”

妻子说：“放心吧，完全免费。”所有的烦恼

顿时烟消云散。我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学习强

国软件搜索“在家上学”。

瞬间，就进入了一座知识的宝库。尽是名

校教师、全国特级教师、培训大咖讲授的课程。

我赶紧寻找高中语文方面的。在“新东方在线”

里找到了“如何借助意象读诗歌”；在“有道精品

课”里找到了“阅读专项训练营”，找到了“作文

专项训练营”，里面满满的干货……

这夜，枕着兰花的清香，我睡得很安稳。

3月2日，多云。讲完课了，我把镜头给了

书桌上的春兰，说：“我们师生宅家也是在为抗

疫做贡献，保护自己，保护别人。同时，我们还

要养心。大家来看这两盆春兰，它们从阿蓬江

大峡谷而来。它们在冬天不悲观，努力汲取养

分，以开花来迎接春天……我们要学习它们。”

同学们纷纷点赞，我心头暖暖的。

我接着说：“同学们，我们直播网课要按年

级组的统一进度，不能照顾到每个同学。不过

你们有空可以登录‘学习强国’App，它开了‘在

家上学’的专题，里面有很多关于语文的名师

讲座，有讲诗词鉴赏的，有讲文言文的，有讲作

文的……你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学习，所有课程

全免费。今天，我送给大家八个字‘宅家护身，

慕课养心’。待到春暖花开疫情消去，我带你

们去桃花源看兰，到叠石花谷看兰，到阿蓬江

大峡谷看兰……”

3 月 3 日，大晴。冉成同学发来了短信：

“老师，学习强国‘在家上学’是我的解忧花。”

我立即回他：“也是我的解忧花。”阳光洒满书

桌，春兰正在怒放。不久之后，我又将在阿蓬

江大峡谷迎接春天了。

迎着暖阳，心情格外舒畅，来到久负胜名

的黔灵山公园。

刚到公园门口，抬眼便见几个自上而下的

红色草书大字“黔南第一山”。呵！难怪当我

问及周围邻居贵阳哪里最好玩时，邻居们不约

而同地告诉我：黔灵山公园。这不，“黔南第一

山”的“第一”两字不就是最好的诠释吗。

怀揣着“黔南第一山”的神秘，我跟随如织

的人流排队扫二维码购买了门票，再依次朝着

黔灵山公园大门鱼贯而入。眼下人流量如此

之大的情景，可说在其他都市公园是很难见到

的。让游客大开眼界的是，门里门外的情景截

然不同。门外的人们因为一票难求而焦躁不

安；门内的游客却是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

拉琴的拉琴，健身的健身，戏猴的戏猴，登山的

登山，井然有序。当地游客告诉我：这是黔灵

山公园的常态，如遇大节日，游客人数暴增，随

时都会出现摩肩接蹱、水泄不通的情景。

始建于1957年的黔灵山公园，距贵阳市中

心1.5公里，面积426万平方米。公园集自然风

光、文物古迹、民俗风情和娱乐休闲为一体，因

素有“黔南第一山”之称的黔灵山而得名。而

黔灵山又以山幽林密、湖水清澈为特色，集山、

林、泉、洞、湖、寺及动物于一体，山中生长着

1500 余种树木花卉和 1000 余种中药材，故有

“贵在城中，美在自然”之誉。

跟随人流拾级而上，风光更加优美，景色

更加靓丽！尤其让人兴致盎然、玩兴陡增的是

那灵性十足的猴群，它们一会儿独自一个，一

会儿携妻带子趁人不备抢夺游客的食物。更

为有趣的是，一只强壮的猴子让游客亲眼目睹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动物和睦共处的感

人情景。

黔灵山公园最值得一游的应是麒麟洞。麒

麟洞原名唐山洞，因洞内有钟乳石酷似麒麟，故

又称麒麟洞。明嘉靖九年，镇守贵州的太监杨

金曾为此洞写景云：百云深处一唐川，枕石烟萝

洞口莲；千重岚气千峰翠，万颗垂珠万象悬。

夕阳西下时，随着逐渐散去的人流我意犹

未尽地走出公园大门。猛然回首间，夕照的余

光照在“黔南第一山”那几个红色大字上闪闪

发光，把整座山脉映照得更加美丽动人。

一道白光落在餐桌的菜盘上。我萌生一

个念头：“一个月没出门了，连泥土的气味都忘

了。要不要到没人的郊外，看看久违的春色？”

太太热烈地响应后，我们像逃出牢笼的鸟

儿一般欢悦。车子在悄无声息的街道狂奔，行

道树上的樱花、玉兰，在冷落多时后像突然得到

了人间恩宠，纷纷打开各色的脸蛋向我张望。

升起天窗，暖融融的阳光涌进来，清新的空气飘

进来……封冻的春天，张扬在我的飞驰里。

不问目的地，人少的地方、春浓的乡间，便

是去处。穿过钢筋水泥筑成的丛林，冷寂的工

地前方露出一抹葱郁的原野，啊，竟然还有一条

宝石般的翠色飘带。嘉陵江畔，已有比我早到

的“偷春”的人们。

停车坐爱春意浓。顺着通往江边的道路，

一路捡拾着春天。还有没来得及拆迁搬走的人

家，门前的幽幽篁竹，微风中姿影婆娑。路旁的

树木虽然零零星星，都蓬勃得枝繁叶茂，有异香

扑鼻冲云霄的润南，有“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

香”的木荷，有“春风不识杜英树，待到夏季如云

开”，还有“楠木泛清香，悠悠已千载”……

从江上吹来的清风，抚摸着脸颊。路旁的

花，不知是有心人的栽种还是上天弥补给人间

的道歉。迎春花星星点点爬在石壁上，似在向

我眨着眼睛，白里透红的樱花树站在路旁像粉

妆的少女，夹道的石楠绿装头上露出红嫩叶尖

如羞羞含笑……听，有鸟儿在啼鸣，虫子在歌

吟，林子间落下的阳光似乎也在沙沙作响。

到了江边，寂静中有初潮的轻吟。微微波

浪泛起道道细纹，与河滩上的鹅卵石亲昵着；

不时飞来几只水鸟，向着江面俯冲，再划过一

道曲线掠向空中；从天宇投下道道金线铺成半

江瑟瑟半江红，如璀璨的霞，似闪烁的星。水

岸边，浅草嫩绿，树枝鹅黄，万物复苏。

很久没到这方来，嘉陵江两岸的楼宇已如

春笋般拔节。望向对岸，高高的脚手架已突破

多日的“疫霾”向着云天伸展。代表重庆新形

象的两江新区，一边在坚定抗疫，一边已经涌

动起复工的春潮。

沿着河岸漫步，前方传来小曲的哼唱。林

子里漏下的光影间，有一个曼妙身影。稍稍向

她靠近，一张大口罩上方，露出漂亮的眉目，是

一个俊俏的姑娘。身着碎花衣，躬着腰身在树

林下的草丛中寻找着什么。太太远远地和她打

过招呼。原来她是在采野菜。翻看路边的背

篓，分享她的收成：马齿苋、马头兰、荠菜、小野

葱……太太眼馋了：“能卖一点给我们吗？”姑娘

随手抓了一大把野葱给她：“拿去吧，山里采的，

要什么钱哟。”我把野葱凑近鼻息，闻到了青葱

的香味，还弥漫着泥土的气息。

晚上回到家，太太用江边带回来的战利

品做了一道“葱烧鲫鱼”，飘香的滋味里，我

吃出了春光的美妙，尤其喜欢那缕缕泥土的

气息。

嘉陵江“ ”
■施崇伟

偷春

小草以绿的铺张

花朵以心的芬芳

竞相展示三月的美

惊蛰发出一声号令

鸟兽虫鱼都齐声唱响

美的主旋律

如梦似幻的雨点走着猫步

大地的T形舞台令人炫目

天边的云牵住了远山的雾

美得让诗句无法捕捉

初涨的溪河泛起了潮红

冥想中的人儿影影绰绰

亿万年的太阳中了大奖

居然获得了少女的羞涩

白生生的脸蛋半遮半现

忍不住一声笑

喷出满地胭脂红

失眠的春天

据说全球变暖已成定局

冬天将可能模糊与春天的界线

甚至在春天未来之前

冒领鲜花与蜜蜂蝴蝶的赞美

春天是真正的失眠了

连续多日阴晴不定的天气

不时夹杂一些飘忽慵倦的淫雨

是春天在无奈地辗转反侧

我听见大地的床铺吱吱作响

仿佛已承受不了失眠的春天

春天会不会摔下去啊

摔下去的春天会不会受伤

受了伤的春天还美不美丽

假如冬天真的与春天没有了区别

绝不是冬天消失了换来两个春天

季节将变得多么残缺

肌体失调得不成比例

什么样的恶疾都可能发生

什么样的灾难都可能聚集

我跟春天一起失眠了

惺松的双眼些许迷离

太阳与月亮的二人转

太阳的一生

都在追赶月亮

他那负气出走的妻

今早我终于看到

太阳和月亮

出现在同一片蓝天上

本想松口气瞧着他们夫妻团圆

却始终还是天各一方

一个修辞的父亲

蓦地飙到我的眼前

他着什么急呢

那么拼命追逐太阳

欲把他唤回

他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肉身

怎么看都有些夸张

这是人家太阳月亮夫妻档

亘古不变的高空二人转

他们紧牵着的手凡人看不见

我们只享受着永恒的光

鼠年的春节来得很早。大寒刚过，还在四九天，中

国人一年中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就载着金鼠的活蹦

乱跳和笑语欢声飞进了千门万户。人们积蓄了一年的

欢庆的期盼、团圆的等待、幸福的渴望，也在节日来临

前层层打开，一一展现。

比节日欢庆、团圆、幸福的时刻早到的，还有一个

不期而至的神秘生物——新型冠状病毒。就是它，一

下子撞破了人们的欢庆梦，搅扰了人们对团圆的向往，

打乱了排列在人们心中的激情文字，给了我们一个不

同寻常、终生难忘的春节。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节日前夕，国家一系列

防控救治措施相继出台。春节团聚按下了暂停键。许

多人甚至来不及品尝年夜饭，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阻

击疫情的一线。

年逾八旬仍然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专家，家有新冠

肺炎患者却一心扑在其他病患身上的院长，告别年幼

孩子奔赴武汉“打怪兽”的母亲，顾不得迈进婚礼殿堂

而走进传染病房的新娘，以及同上抗疫战场的两代人、

两夫妻，仿佛昨天还在父母面前撒娇，而今天就要去救

治、抚慰病人的90后……

众多奔忙在阻击疫情最基层的公安民警、社区干

部，穿梭在村道农舍的乡镇人员，他们带着防护设备上

路，做着艰苦烦琐的工作，栉风沐雨，含辛历险，连续作

战，唇焦舌燥，永不疲倦。

为抗疫一线送去防护物资和生活用品的运输大军，

通过各种渠道捐赠款物的爱心人士，放弃过节舍身奉献

的志愿者，为宅家群体带去生活便利的外卖小哥……

串串滚动的数字，幅幅流动的画面，让我们揪心，

让我们感动，让我们一次次涕泪涟涟。

在前行的日子里，让全世界关注的是火神山、雷神山

医院的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多所方舱医院的兴建和接

诊；是武汉对患者的应收尽收，各地防控措施和阻击效果

的增强；是符合条件的企业相继复工复产，一些服装企业、

轻工企业迅疾且成功地转产，生产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

医用设备……这来自不同方向、不同群体的春风，把病患

的心，把全国人民的心，把全世界关注中国疫情的心吹暖。

我们从国家更加透明、更加完善、更加高效的疫情

防控机制和具体措施中，一点点看见春天；我们从钟南

山、李兰娟以及众多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专家身上，一

点点看见春天；我们从一大批忘我工作的医护人员、基

层干部、公安民警身上，一点点看见春天；我们从关心支

持抗疫的国际社会、华人同胞和众多奉献爱心的志愿者

身上，一点点看见春天；我们从包括自己在内的疫情防

控意识增强、积聚点滴善事为抗疫作贡献的普通人身

上，一点点看见春天。

尽管这个特殊的春天目前还是春意隐隐，然而待

到中华花似锦，则神州尽是赏花人。

三月的美(外二首)

■三都河

看见春天
■张春燕

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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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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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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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灵山公园漫游
■余德成

车流滚滚映夕阳，

百事复苏行忙忙。

路边风物等闲遇，

此时此景不寻常。

刘雷 摄影配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