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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阳春
雷锋
你那温暖的名字与
含笑的记忆
就，开始葱茏
那些返青的故事
顺着阳光
花开枝梢

多少年来
那一首歌
总在心头荡漾，让
叽叽喳喳的鸟鸣
唤醒
岁月的笑
温暖
从小到大的成长

千千万万朵花红
绽放
新时代的光芒
三月的话题
与你的爱心相关
与厚厚的日记相关
与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相关
让阳春三月
书写生命的美好

你和春天一同走来

从抚顺走来
你不曾闲着
一火车的好事
道出了你心窝子的秘密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你的笑容
绽放成那座铜塑像的光芒
一路上那么多的话题
开满三月的枝头
从此
春天离不开你
你的眼神
闪烁春天的暖
倾洒三月的阳光
孵化一茬又一茬春意

从抚顺走来
春风顺着
你紧握的方向盘而来
春暖花开、芳香四溢
那株倾倒的电线杆
没有挡住
春天的脚步和
你方向盘转出的力量

从抚顺走来
你坚定的步伐
踩响春天的音符
荡出一个蓬勃强劲的旋律
一个永恒的主题

你那温暖的名字
（外一首）

□ 张 勇

有人说春风如钢似铁——可以把冰冻的江河震
碎，让炸裂的冰排呼啸着汹涌向前；有人说，春风
如一位神奇的魔术师，唤醒了万物，把冷寂许久的
人间变得绚烂多彩；也有人说，春风就是一位岁月
的智者，用慈祥而智慧的目光提醒每一个人：要早
早种下自己的梦想，否则会在未来本应收获的季节
一无所获……而面对三月的春风，我总是想起四十
多年前那个刚入学的春天里，生平学会的第一首歌

《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会这首歌后，同学们每天放
学排着队唱着歌回家，直到自家门口。想起这首
歌，也自然要想起那个个子不高，但总是带着无限
热情和自信的中国普通士兵——雷锋。在温暖和煦
的春风里想起了雷锋，我也就有些执着地认为，三
月的春风如笔！不仅在美好期待中点染了无限美好
江山，描摹多情岁月好时光，还带着春风化雨的使
命，用爱与责任勾勒出人心深处最真最纯的美。

哪一个日子能拒绝春风的拥抱？哪一朵鲜花
能躲在春风之外？哪一条江河能不与春风携手并
肩？春风似乎无形无影无声无息，但春风却又是
无处不在、无处不至、无时不在化育万物。而雷
锋精神，正与春风的秉性高度契合——在潜移默
化中，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充满希
望，让每一个心灵都变得向真向善向上。

““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雷锋好榜样……””当这首歌在耳边萦绕当这首歌在耳边萦绕
回响时回响时，，我总是想起身边的一些人我总是想起身边的一些人，，他们很普通他们很普通，，很很
平平凡，但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着，在做
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像春风一样悄无声息温润着
身边的一切，温暖着生命中的每一寸光阴，让起起
伏伏、远远近近的岁月都无比静好。我在东北师大
读书时的同学李勇，刚参加工作时只是一家企业的
一名普通的员工，但他还是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一
些钱，悄悄参加了希望工程的活动，资助了远方一
位贫困学生，而身边的人对此一无所知。直到有一
天一封来自大娄山深处的报喜信，才让大家知道他
已经资助那位贫困学生五年了，并一直嘱咐那位学
生不要声张不要给他写信。而那位学生在他的资助
下以优异成绩考上初中后，实在抑制不住心中的喜
悦，写信给李哥哥报喜，才意外地让同事们知道平
时性格内向、工作认真严谨、生活极为简朴的小李，
还有这样初心如火的一面。还有，我的高中同学王
海，少年时就经常帮助村里的孤寡老人挑水、劈柴、

扫院子。到武警部队参军后，平时经常用他的武术
散打特长帮助战友们提高技能。一次到驻地村屯走
访中，得知一位小学生学习成绩优异但家境困难面
临辍学时，他主动提出资助这名学生到上大学，尽
管他的津贴只有几百元……后来这名学生在王海
的资助下，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并在大学毕业参加
工作后也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了另一名困难学生。这
种爱的传递与延续，不也正如一缕缕承前启后的春
风，带着博大而无私的爱，在美好的岁月，继续奔赴
百里、千里、万里的梦之旅吗？王海转业后，不仅工不仅工
作出色作出色，，而且作为组织选派的第一书记而且作为组织选派的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在脱贫攻
坚战和乡村振兴中坚战和乡村振兴中，，以其踏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村以其踏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村
民的信任与喜爱民的信任与喜爱。。每次回省城看望亲友或者办事的每次回省城看望亲友或者办事的
时候时候，，他总是忘不了到各大药店给村民捎回各种药他总是忘不了到各大药店给村民捎回各种药
品品，，而大部分药品而大部分药品，，都是王海从自己并不多的工资都是王海从自己并不多的工资
中支付中支付。。短短三年间短短三年间，，他为村民们买药的费用就达他为村民们买药的费用就达
两万多元两万多元，，相当于他半年的工资了相当于他半年的工资了。。

就在这春风里，有人通过希望工程默默无闻
地付出，有凭借网络为素不相识、遇到困难的人
自发组织“水滴筹”等微捐行动，还有一些离退
休老同志依然在为社会做着贡献……这些人，从
地理方位和年代上看，似乎和雷锋隔着千山万
水，隔着遥远的岁月，但他们和雷锋之间的精神
脉络却是紧密相连一脉相承的！他们的脚步都有
着春风的气息、气度和品质。

春风，用柔软而难掩锋芒的笔，轻轻抹去心
田的灰尘，柔柔而又坚定地画出一条引导心灵前
行的轨迹，引领着每一颗向上向善向美的心灵。
走在三月的春风里，《雷锋日记》 在启发我们：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
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
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
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
的岗位上？”是啊，不管是雷锋还是他的传承者，
人们的每一次付出，都像春风一样，让这个人
间、这个时代多了一份暖、增了一丝亮、添了一
缕爱。

走在三月的春风里，在感受和享用春风带给
我们的温暖与爱的时候，更应该想一想如何把自
己融进春风，成为春风中的那一缕和煦，去温暖
未来每一个美好的日子。

燃放了除夕夜的烟花燃放了除夕夜的烟花，，看过了元宵节的秧歌看过了元宵节的秧歌，，
在亲朋好友的拜年声中在亲朋好友的拜年声中，，一转眼就到了二月二一转眼就到了二月二。。

二月二是个民间节日二月二是个民间节日，，叫龙抬头日叫龙抬头日，，有些地方有些地方
也称花朝节也称花朝节、、踏青节踏青节、、春龙节……儿时记忆里春龙节……儿时记忆里，，这这
个节没有特别隆重的仪式个节没有特别隆重的仪式，，但要做三件事但要做三件事：：一是用一是用
秫秸编制简易的小鸟秫秸编制简易的小鸟，，插在炕席上插在炕席上，，意为鸟吃虫意为鸟吃虫，，
把虫子吓跑了把虫子吓跑了；；二是用木棍敲打房梁二是用木棍敲打房梁，，嘴里叨咕嘴里叨咕

““二月二二月二，，敲过梁敲过梁，，蜘蛛蚂蚁都上房蜘蛛蚂蚁都上房””，，让它们躲开让它们躲开，，
各自去找栖息处各自去找栖息处；；三是有正月里不理发一说三是有正月里不理发一说，，到了到了
二月二才可以理发二月二才可以理发。。

室外冰消雪融室外冰消雪融，，大地生机一片大地生机一片，，每个人心里都每个人心里都
酝酿着新一年的梦想和希望酝酿着新一年的梦想和希望。。又长了一岁的孩子们又长了一岁的孩子们，，
撒着欢儿地沐浴在春光里撒着欢儿地沐浴在春光里，，可供他们玩的也多起来可供他们玩的也多起来，，
最应景的当数风车最应景的当数风车。。二姑家的表哥心灵手巧二姑家的表哥心灵手巧，，会制作会制作
好多稀奇古怪的玩具好多稀奇古怪的玩具，，我一直惦着跟他学艺我一直惦着跟他学艺。。有一有一
天天，，表哥送给我一个精美的木制小风车表哥送给我一个精美的木制小风车。。他告诉我他告诉我，，
风车迎风转动是靠叶片同向偏斜风车迎风转动是靠叶片同向偏斜，，风越大转速越快风越大转速越快。。
他还教我如何用秫秸做风车他还教我如何用秫秸做风车，，如何用硬纸折叠风车如何用硬纸折叠风车。。
我学会后做了好多小风车我学会后做了好多小风车，，送给小伙伴们送给小伙伴们。。

草地泛绿草地泛绿，，柳树吐芽柳树吐芽。。我模仿大孩子们弄根柳我模仿大孩子们弄根柳
条条，，拧动柳皮拧动柳皮，，抽去木芯抽去木芯，，用剪刀把柳皮截成一两用剪刀把柳皮截成一两
寸的小段寸的小段，，再把一端削薄再把一端削薄。。边削边念咒一般地嘟囔边削边念咒一般地嘟囔

““哨儿响哨儿响，，皮儿响皮儿响，，南边大树林儿响南边大树林儿响””，，说是这样柳说是这样柳
哨就保准响得清脆悦耳哨就保准响得清脆悦耳。。

还有一种春天的声音还有一种春天的声音，，要比要比柳哨嘹亮动听，那
就是家禽陆续“开张”下蛋了，小鸡下蛋后的叫声，
在屯子里此起彼伏，传出很远。

那个年代，庄稼所需的粪肥来源，主要是人畜
粪便、沤压绿肥和垫脚。垫脚是冬季在水泡子边上
刨下来的冻土块。由大车运送到田野里，卸成一排
排的小堆。待春天解冻后，再均匀地扬开，称作扬
粪。一天放学路上，我看到一帮农民从地头开始，
每人负责扬一排小粪堆。由于体力不同，他们的进
展也不一样。那些青壮年几乎把铁锹抡圆了，一个
小粪堆三下五除二就搞定。

在学校，课间活动时，女生踢口袋或跳皮筋，
男生踢毽子或扇啪唧，还有些靠在窗台前晒太阳。
可那里挤不下更多人，挤来挤去就转变成“挤香
油”的游戏了。大家一边挤一边喊着号子，被挤出
来的就是“香油”。所喊的号子是“挤香油，拌凉菜，
吃一口，好凉快……”后来我到外地亲戚家串门，
那里的孩子们也玩这个游戏，喊的号子则是“挤啊
挤，挤香油，挤出香油换糖球……”

春风把大地吹得松软如棉，散发出泥土的芳
香。在人们还没有什么察觉时，小根蒜、苣荬菜、蒲
公英……率先拱出地面，铺满地埂田间。此间正是
冬储菜吃光之际，过去，人们称这青黄不接的时节
为苦春头子。于是，大地及时奉献出这些绿色美
味，呈现在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我们把小根蒜叫大
脑瓜，把苣荬菜叫曲麻菜，把蒲公英叫婆婆丁。

前一年收割庄稼留下的矮茎和根须，叫茬子。
春天把田野里的茬子刨下来，清理干净，便于春
耕。刨茬子是重体力劳动，农民们一个挨着一个，
大家面向同一侧，镐起镐落，镐刃切割茬子根须的

“嚓嚓”声，在同一个节奏上，犹如一支步伐整齐的
队伍发出的声响。如果有谁减缓了速度，就会妨碍
挨着他的人，依次影响到大队人马的进程。因此从
地的这一头刨到那一头，需要一气呵成，那场面堪
称一道壮观的风景。

我曾近距离留意过农民刨茬子，他们并不气喘
吁吁，更没有汗流浃背，而是相互调侃，有说有笑。在
地头歇气儿的时候，年轻人聚在一起吵吵嚷嚷地打
扑克，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年岁稍大的则把镐横放
在垄上，往镐把上一坐，卷上一颗老旱烟，慢条斯理
地抽起来。烟雾在头顶上盘旋缭绕，直到散开……他
们脸上写着的是安然，是享受，是满足。

进入阳春三月，花草树木都伸展开腰肢，摇曳
在暖暖的春风里。榆树的枝条上长满榆钱儿，摘下
几串放在嘴里咀嚼，起初有些涩涩的，但随后又会
泛起微甜。榆钱儿既可生吃，又可搅拌在发糕里，
或掺在烙饼的面里。在那个没有什么零食的年代，
榆钱儿可谓最美的小食品。那苦涩之后方觉甜意
的转变过程，似乎蕴藏着生活的哲理。

在春末夏初的艳阳下，眺望大地，有水蒸气从
地面向上抖动升腾。每天清晨，村头有布谷鸟啼叫，
到了夜晚，池塘边一片蛙鸣，这是播种的最佳时期。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田野里，每一副种地的
耲耙配有一组人马，他们各有分工：左前侧牵牲口的
人，叫赶牵的；由两匹马或两头牛拉着一副耲耙并排
前行；耲耙左侧有个人掌管扶手微调着方向，相当于
车把式；耲耙后边是两个踩底格子的，穿着大棉鞋；
紧随其后是一位用点葫芦播种的，这是个技术活儿；
还有两个滤粪的，在小粪堆与耲耙之间交替往返；最
后边的人，双手完成培土程序。一块地播种完，还要
用牲口拉着木磙子碾压一遍，以此促进种子发芽，又
避免地里水分的蒸发。

远远望去，田野里春耕播种的这里一组，那里
一组，从地的这一头种到那一头，又从那一头种回
到这一头……那吆喝牲口的声音，那敲打点葫芦
的声音，还有人们的欢声笑语，在广袤的田间久久
地回荡……他们播种着土地，播种着岁月，播种着
新一年的希望。

光阴荏苒，几十年转瞬即逝。去年春天回老家
探亲，在春耕现场，我见到一整套的机械设备，一
边把上一年的茬子搅碎翻进地下还田，一边下种
下肥把地也种上了。只走那么一趟，便把过去需要
忙上一春天的农活
儿全部完成，让我
这个离乡多年的人
大开眼界。儿时春
天的美景与动人春
之声已成为难忘的
美好回忆。

春 之 声春 之 声
□ 王 爽

风吹过田野，有了暖意。灰头土脸
的老韭菜墩子，像被谁喊了一声，忽然
惊醒，争着把自己的“孩儿”推到春风
面前。它们相帮着，抻抻这，拽拽那，

“孩儿”们的绿裙都细细整理好。一时
间，你也水灵，我也清爽。看，都是娉
婷美少女。那“一畦春韭绿”的视觉美
让人迷醉。

其实呢，韭菜最初的芽芽，不是
青，也不是绿，而是红中泛着紫。韭芽
弧形外翻，造型犹如袖珍的君子兰。那
富有韵致的形态，被南风托浮，仿若大
地飞歌的音符，灵动又跳跃。但是长着
长着，韭叶就少女化了，呈现出端秀娟
娟的身姿。一簇，一叶，鲜灵灵，翠生
生，滑腻腻，质感分明。

有人说，人生中一多半的美好，在
于初见时的惊艳。一畦春韭，让萧瑟了
一冬的眼睛被嫩绿刷新，不由得人不欢
喜。也是，春光一冒头儿，韭菜们就探
得先机，新老联手一起用力，沉凝的冬
意被掀翻。岁月的苦寒，被它们鏖战过
来，成了尖尖的刀剑模样。一地韭芽，
嫩嫩戳起，满地荣光。这微小的“刀
剑”，在我看来，简直不是草本的蔬菜，
而是一群从时间紧箍的怀抱里挣脱而出
的绿精灵。它要蹿跃，要飞腾，势不可
挡。

风在田野翻个身儿，园子里就跑出
辛辣辣的韭菜香。不光是香，一圃子韭
菜，还让小菜园幻化出了一种滋滋润润
的鲜活，一种生发在阳光雨水里的昂
然、祥和与葳蕤。它们，陪伴着还不太
光鲜的春天，一天天把日子翻新。

“夜雨剪春韭”。春风春雨，渐将一
畦畦韭菜梳理、滋润得明媚又瓷实，以
至于有了几分艳色。菜园里，开始浮现
人的身影。他们俯身察看，爱怜地割下
一年里第一茬韭菜。

肥腻腻、厚嘟嘟的韭菜碎，入了蛋
液，急火炒就，试一试春盘，肺腑里洋
溢着春意春味道。作家陆文夫赞新韭

“肥、滑、香、嫩、鲜”，晋代周处《风
土记》 载:“元日造五辛盘。正元日五
熏炼形。”盘中盛五种辛荤的蔬菜，小
蒜、大蒜、韭、芸苔、芫荽之类，有散
发五脏之气的作用。

春韭辛鲜，南北“卷”春，少不了
这一味。正所谓“调羹烙饼佐春色，春
到人间一卷之”。把那韭菜饺子、韭菜
合子、韭菜豆芽粉丝蛋缕的春卷，依次
试一试，你就清楚头刀韭是怎么个

“鲜”法了。探春、尝春的妙处，一多
半在这里了。它那特有的鲜活、明媚，
叫人食欲大动，思之寐之。

选一个周末，自己动手做春卷。面
皮擀得薄而透明，馅儿调得堆金砌玉，
轻轻巧巧卷起来，像是将一小堆一小堆
的春意，收藏在了心里。春卷炸出来，
外观金黄色，咔嚓咬一口，外皮脆生
生，馅子香喷喷。油香，面也香，更烘
托出春卷的清新。

韭菜的辛香非但没减弱，反倒虎虎
有神。春韭，把春天盘活了。

韭菜，是味觉舞台上的青衣，不花
哨，它水袖一甩，一转身一回眸，一个
早春，便有了深深浅浅好滋味。

三 月 韭 芽 芽
□ 米丽宏

去嘉应观游玩，我被两株椿树的魅力感染
了。

景区的人叫它们姊妹椿，就是两株椿树长
到了一起，像双胞胎一样。

这是雍正钦赐建造的道观，也是万里黄河
唯一一所治理黄河的行在。我从椿树那儿起
身，绕过钟楼与鼓楼，再经过大禹的神位，跃过
丹墀，看到了雍正正襟危坐，手持山河社稷图，
然后我又回到了姊妹椿的身边。

我猜测这两株椿树一定充满了传奇色彩。
我绕着树身仔细看它们的纹路，因为祖母曾经
告诉过我，椿树是长得慢的植物，尤其是臭椿
树，不管长多少年，它们的树身不会太高，这可
能是基因所致。叫我感兴趣的是它们如何纠缠
在一起，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幻想试图还原整个
过程：最开始时，这儿可能还是断壁残垣，战争
的阴影尚未散去，原来的嘉应观方圆非常小，战
后，有一只鸟儿衔来了椿树的种子，落在这儿，
椿籽遇到了湿润的土地后，开始萌芽。当时，长
出来的椿树一定不是一株，应该是一大片，但经
年累月，最后只剩下一株。椿树要发展要生长，
它的根系不断地发达，有一块树根调皮，想从老
椿树身上逃离，另立门派，于是，它拼命地往北
边生长，直至形成了庞大的根系。在另外不远的
地方，长出枝芽与叶子，另外一株椿树就这样应
运而生了。我想，它们一定是同一块根系，缠绕
在土地里……

嘉应观处于武陟县，在清代属怀庆府管辖，
这是块风水宝地，典型的中原，北边是太行山，
南边是黄河，这样的土地上，椿树可以自由自
在、无拘无束地生长，就像这儿的人们一样，善
良质朴。几个游客驻足，他们品头论足关于椿树
的种种过往。“听说在树上拴红布，便可以高中
状元。”“还可以心想事成，我的事儿太多，我得

拴块红布。”被神化了椿树一定在苦笑，因为它
们只是两株椿树，经历了万千种磨难，才有了现
在的灵性与善解人意。

我看到了无数叶片上面，挂满了各种各样
的祝福红布，有些年代久远，已经腐烂变质，大
多数却是新鲜的。刚刚下了一场雨，湿漉漉的
红布在风中飞舞。

我在椿树的身上，发现了“花娘娘”，这是以
椿树为生的一种昆虫。小时候，在家里的椿树上，
经常逮这种“花娘娘”，逮住了，它便在你的身上
分泌出一种香液，摄人心魄的香味。这种虫子可
以吃，但必须烧熟了吃，放在煤火上面，烧焦了，
香味四溢，如果烧不熟，会有一股子怪味。我轻轻
地将一只“花娘娘”捧在手心里把玩，任凭它肆意
地将香液喷在我的手上，我知道它是在制造逃跑
的良机，所以，我顺应它的心情，将它放置在椿树
身上，它扭动了一下尾巴，爬了几下，飞到一片叶
子上面，犹豫了一下，又飞到了另一片叶子上面。
它们就这样无休无止地爬动、飞翔。它们原本就
与两株椿树共生，共一轮明月。

游客们在此地游览时，除了听取故事外，
便是在此地拍照。有个游客一心想将两株树身
拍全，可是，他一直没有成功。后来，他爬上了
钟楼，从钟楼处的小窗户上往外面拍摄，好歹
找到了最恰当的角度，照片上两株树相互依
赖，平等相待。

我觉得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于世间，椿树一
定不会寂寞。一株树太孤独了，哪会经得起这么
多苍生的崇拜，还有自然的冲击，更有战争的洗
礼，两株树就像一个家庭里的两个孩子，互帮互
助。它们就这样相互搀扶着，走过了万千岁月。
黄河从身边滚滚淌过，椿树吸取了日月精华，它
们虽然被赋予了神圣的力量，它们的生存依赖
的却是自然法则。

椿树的魅力
□ 古保祥

□
曹
景
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