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贻海见小周声音越来越低，顾
不得理会少女，把耳朵贴近了小
周，果然，她呢喃着道：“以前，那些
男人，都是骗你的——除了老贾，
我就只有一个……”

小周注定无法把话说完了。
贻海伏在她胸口，感觉着怀里的生
命一丝丝地消失殆尽。他脸上的
泪，和她胸前的血，清澈和含混凝
结在一处，变成一种奇特的液体，
腥而甜的气息充斥了他的鼻孔。
不知何时，隆隆的炮声已经停了。
此刻的郑县正如这间小屋，沉浸于
巨变之前难以言说的一片静谧之
中。贻海抱着小周的尸体，来到小
院子里。子夜已过，当空满月如
轮。中年女子和少女站在断墙边，
神情各异地看着他。周围隐约响
起坦克和汽车的轰鸣，忽远忽近，
时有时无。大概日军已经进城
了。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
对 31岁的贻海而言，民国三十年
的中秋节，没有风雪，没有拒绝，只
有一轮圆月，一次离别。

断墙推倒之后，贻海仍是不放
心，借着越来越亮的天光，细细查
看了一番。小周的尸体就埋在断
墙之下，为了不引人注意，墓穴挖

得很小，尸体甚至无法平展，只能
蜷缩在其间。填回土后，地面居然
没有什么凸起，仿佛下面没有埋着
一个女人，而是埋了一粒种子。贻
海捡了块砖，拂去上面的尘土，立
在残砖碎瓦上，方方正正的，倒像
个墓碑。贻海轻轻一叹，在胸前画
了个十字。中年女子和少女不由
都是一怔，互相看了一眼，也都是
默默地画了个十字。贻海并不信
教，但他知道小周是天主教徒，也
算是为她临终祈祷。中年女子道：

“长官，人已不在了，还是节哀吧。”
少女哼了一声，道：“亏你还是当兵
的——我若是你，就赶紧换了这身
带血的衣服，洗把脸，好好想想怎
么对付鬼子，这才是正经事。”

贻海转过身来，月光若水，照
着他的泪眼愁眉。贻海躬身道：

“多谢方才救命之恩——在下赵贻
海，一战区长官部参谋处作战科上
校科长，赵某祖籍开封，世居行宫
角。听二位口音，算是老乡了。”

少女奇道：“我杀了你的情人，
你不恨我，还要谢我吗？”

贻海看了看她，又看着断墙后
隔壁的房间，怅然苦笑道：“她是汪
逆的人，我是国军上校，我们刚才

的对话换作是谁听见了，只要是中
国人，都会这么做的——不过小姐
你小小年纪，枪法倒是不瓤。”

“不瓤”是句开封土话，意思是
不错、很好。贻海嘴里突然冒出这
么一句，中年女子和少女都忍俊不
禁。中年女子道：“长官说的行宫
角，就在我们住的省府前街旁边。”

“那就是越说越近了。”贻海
冲她一笑，道，“日本鬼子说到就到
了，不知二位有何打算——是逃，
还是留？两位若是信得过赵某，就
不要急着走，城池易手之际，最是
混乱不堪，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
能。以赵某愚见，不如静观其变，
等局面稳定了再做计较。”

中年女子和少女相视一眼，中
年女子画了个十字，道：“我们商量
一下，长官也先去换换衣服吧，天主
保佑。”贻海一怔，见她们俩要跨过
断墙，贻海想起了什么，忙道：“敢问
二位府上怎么称呼？”中年女子欠身
一礼，道：“长官客气，在下沈冯氏，
这是我家小姐奕雯。我家老爷姓
沈，在本省农商银行做事。”说罢又
是一礼，拉着少女过去了。

贻海努力回忆着，他当然知道
河南农商银行，似乎的确有个姓沈

的，职位应该还不低，具体的就不
清楚了。他恍惚摇头，朝一旁的杂
物间走去。罗家胡同贾家，贻海并
不陌生，可以说还很熟悉。战时经
济凋敝，百业俱废，原先的几个旅
馆毁的毁，停的停，贻海每次到郑
县跟小周相会，居然找不到合适之
所，又不能野合，索性就在贾家。
这半年来老贾常住西安，贻海来得
也勤，小周甚至给他备的有换洗衣

服，平时收在一个藤箱中，搁在杂
物间里。贻海找到衣服换上，又顺
便翻了一阵，的确再无其他男人的
衣服，又想起小周临终的话，一时
间心潮跌宕，好久才平缓下来，这
才给左臂的伤口换了药。伤不重，
可若是偏上几厘米，也能要命的。
而过去的这半天，细细想来，他竟
是几次在鬼门关荡来荡去。从军
校算起，行伍间有近十年了，生死
也看得淡了，可这半天来种种惊心
动魄、生离死别，着实耗尽了他的
精气神。不知不觉中，他好像睡着
了，但无梦；也好像醒着，却体察不
到任何动静，就连枪炮声也渐渐远
去。直到一股烟火气弥漫开来，贻
海才疲怠地睁开眼。

杂物间门口，冯氏生着个火
盆，他的军服军帽都在火盆里，火
苗发暗，看来已经烧了一阵子。冯
氏见贻海过来，忙站起道：“长官醒
了？”贻海一笑，目光落在火盆里，
不由得一皱眉。冯氏不慌不忙道：

“跟我家小姐商量了，长官既是同
乡故旧，又是教会教友，如今一道
被困孤城，还望长官多照应。像这
样容易出事的东西，藏也没处藏，
反会惹祸，不留也罢。”

此言一出，贻海虽心里不快，
却不禁对冯氏刮目相看。冯氏话
不多，声音也不高，但语气很庄重，
根本不容贻海有异议。一席话说
来，进退有余，步步为营，贻海思忖
片刻，竟找不到丝毫破绽。冯氏见
他不语，笑着站起来，递给他一张
名片，又道：“我家老爷管着本省农
商银行。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
通令统一全国财政，原来的省库划
归国库，统称公库，由中央银行代
理。但鉴于战时交通不便，经费调
拨殊为困难，央行又与各省银行签
了代理国库支库契约，实际上还是
由各省银行代央行维持驻军开支
和机关经费。即本省田赋、营业
税、厘税等原归省库的，均归国库，
由各省银行代为收支，各省银行的
权限从仅负责省库部分，扩展到了
本省整个公库。也在洛阳跟一战
区的长官们常来常往，也是熟的，
说不定还跟长官你见过呢。”

贻海终于一笑，忙道：“夫人说
得是，就算夫人不说，赵某也是要
烧军服的。”

名片上写得再清楚不过：沈徵
茹，河南农商银行总行行长。徵茹
作为一行之长，豫省财神，当然少不

了跟军界来往，贻海一时也搞不清
到底见过沈行长没有。不过无论
见过与否，面子总是要给的。冯氏
说得对，困守孤城，落单总是最为危
险。贻海便道：“夫人和小姐为何会
在郑县？不是该在洛阳吗？”

“本来是在洛阳。”冯氏苦笑道，
“沈家在郑县有些产业，老爷让处理
一下。谁知道第二天就赶上鬼子
攻城，铁路一断，想回也回不去了。”

贻海道：“府上的事，赵某本
不该多问，还望夫人见谅。不过
既然要共克时艰，也不知得熬多
久，夫人想必是有章程了吧？”冯
氏笑道：“我是女流之辈，不像长
官见过大世面的。该怎么办，还
得长官你拿主意。”贻海刚要谦
辞，不料冯氏抢先一步，道：“要说
章程，我倒是有一个，长官看行不
行。我家这座宅子，现在没什么
人住了，我和小姐是女眷，不宜抛
头露面的。家里有藏身的地下
室，我和小姐就住那里，长官委屈
一下子，就算是我家的杂工，主家
跑反留下你照看门户，面上的事
都交给长官支应——长
官是场面上的人，自然知
道该怎么应付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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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是不会受疫情影响的，和往
年一样，今年的春天依旧如期而至。
当小草探出脑袋，树叶开始泛绿，大地
萌生春意的时候，我们恰好正在屋里
躲避新冠肺炎病毒。口罩后面，对春
天的渴望和梦想一下子堵在家里，心
却随着春风在窗外荡漾，不知不觉间，
紧跟着它的脚步，在野外打开，徜徉在
阳光的怀抱里。

都在感叹，活在春天，真好！
四季里，世人尤爱春天，他们偏爱

的是春天的美景，和煦的春风，清新的
空气，还有就是如梦如幻、充满幻想的
境界。有诗云：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
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
千红总是春。

所幸病毒是识趣的，就在人们层
层设防，在屋子里隔离，屋外百花含苞
待放，准备绽放之时，疫情慢慢隐去，
春天的光辉一下子照亮了所有人的
心。万家激动，亿万人振奋，这世界出
奇的美起来，烂漫起来。

正好是三月，正好赶在花开，花香
里有了千般情意，万般妩媚。

就这样，白玉兰、紫玉兰、西洋杜

鹃、春鹃、山茶花、贴梗海常、迎春花、
连翘、梅花、桃花、苹果花、李花、杏花、
樱花、春兰、紫荆、日香桂、四季海棠、
红花酢浆草、君子兰、大花蕙兰、洋绣
球、米兰、红叶李、碧桃、瓜叶菊、金盏
菊、蒲包花、三色堇，好多好多的花，竞
相开放，把人间装点得无限美好。

三月，是花的世界。
也是，这世界，是百花的天下。在

人们的心里，病毒是丑陋的，可恶的，
不受欢迎的。好的东西，永远都是主
角，永远都会主宰世界。

阳春三月，我们会以花的名义下
逐客令，让万恶的病毒走开，还人们以
健康，还人间以自然。

上班的路不算漫长，但我走得很
慢，我不愿自己的脚步不小心踩到了
绿草，也不愿意因步伐快了，错过了身
边的好风景。虽然戴着口罩，但我心
里的花香依旧会弥漫在心底，那份美，
可以带到梦乡里。

即便今年有些矜持，没有人像往
年那样恣意地挥霍春意。但三月的阳
光照旧温暖着，百花照旧盛开着。它
们还是老样子，我行我素地行走在四

季的路上。
更多的时候，花，可以唤醒一切。
倒是那些孩子，淘气得要命，一个

二个，不分青红皂白，只管爬到树上，伸
出他们细细的胳膊，长长的手爪子，专
拣开得最旺的那枝掐了，圈成花冠，戴
在头上，居高临下地目空一切，少年的
心狂野着，让三月平添了淘气和稚嫩。

还有那些如水般的少女们，最是
按捺不住一颗春心，远远地就相中了
自己中意的花枝，一路小跑过去，踮着
脚尖，掐掉一声惊讶，拿到办公室，抑
或家里，插进花瓶，摆在办公桌前，或
者床头，让倾心已久的一抹春意停留
在她面前。她养着花，花也养着她，相
互的牵挂，相互的爱惜，彼此的花容月
貌为的是永远留住最好的时光。

爱花的人，心里都有一片晴空。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一眼

望去，远处、近处都被花霸占了。白
的、粉的、黄的、红的，一棵棵、一排排，
一片片，赶着趟儿，相互追赶着，随春
风奔跑者，让世界一下子妖艳起来，如
诗般的意境，如画般的美景，看不够，
说不完，赏不尽。此时，谁都不会错

过，谁都不会割舍，都愿意和花香一起
融化在春风里。

站在楼上，走在路上，坐在车里，
不管在哪，都会不自觉地审视周边的
花，欣赏每一朵，每一枝，每一树，每一
片的奇幻世界，打心底里喜欢，无休止
地欢喜，由衷地感叹：春天真好，三月
真好！

如此，没有人能抵挡住这迷人的
春色，花草带给人类的不仅是岁月的
美景，更多的是那份畅然和快意。春
来疫去花满园，绵甜的花香里，有希
望，有期盼，有精彩。这个时节，适合
爱情，适合工作，适合休闲，适合春耕，
不管干啥，都会给这个世界增加美，增
加活力。

最不愿意看到花谢的时刻，总想
让它们永远地开着，一生一世地开在
心里。最后还是用南宋诗人叶绍翁的
诗《游园不值》作为结尾：应怜屐齿印
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
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细想一下，抗疫期间，我们每一个
人，何尝不是一枝盼着出墙的红杏
呢？春天真好，健康真好！

如果说能言善辩是一种能力，那
么哲学式思考就是这种能力的源泉和
后盾。提到哲学，大多数人的印象和
感受是枯燥、乏味、高深、离我很远等
等，但实际上，哲学就在我们身边，并
且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面对哲
学问题，并且思考它们了。

是让孩子在懵懂中走向成年，还
是洞悉万物，从容不迫地长大？相信
所有父母都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后者
吧！该书是一本可以解决孩子成长过
程中的疑问和困惑，让孩子从容不迫
长大的图书，它是由日本立教大学教
育学团队联合“儿童与成人哲学研究
会”精心打造的极具权威性的哲学启

蒙读本，四位作者具有教育学与哲学
的专业背景，以及丰富的哲学实践经
验，该书在日本一经出版，即深受中小
学生以及老师家长的欢迎。该书与其
他哲学类书籍最大的不同是，对于一
个问题，并不是只有“正反”两个观点，
而是四位作者各抒己见，带领小朋友
全面的思考，给小朋友不一样的哲学
体验。

与孩子们一起进行哲学对话的意
义就在于，将孩子看作一起求知的伙
伴。当大人与小孩的关系由大人教小
孩听的被动关系开始转变为“和大人
们一起学习”的能动关系时，孩子才能
变成学习的主角。

新书架

♣ 四 朵

《我的第一本哲学启蒙书》

当地里所有稻子割完以后，大地更
加空旷，那些只剩下稻茬的庄稼田静静
地躺在天空下，像是在等待秋去冬来。
舅舅是不会让自家的土地闲着的。白
露时节，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舅舅挎
着一只柳条小筐下了地，将一种叫草籽
的植物种子一把把均匀地撒在那些湿
润的土壤里。

豫南的冬天，天寒地冻，农人很少
出门，也没人去管庄稼地，这是一个不
用去打理农作物的漫长悠闲时期。

开了春，冬天的寒凉还没有完全散
去。喜鹊已开始忙着筑巢，大地从沉睡
中慢慢苏醒。虽然田野里还是苍茫寥
落，但到处已在悄悄萌发生机。田地里
有了农人劳作的身影。一天，舅舅领着
我给自家稻田上草灰，指着稻茬丛里长
出的绿色小草说：瞧，这就是红花草。
红花草已长到半拃高，柔柔弱弱、挨挨
挤挤、翠绿可爱。这不是草吗，哪有一
点花的样子？舅舅说：草籽也叫红花
草，别看现在像不起眼的小野草，等到
过些时日，花一开，遍地红色。

在温暖的春风里，红花草长势迅
速，到二三十厘米高时停止向上生长。
再看那庄稼田里，已是绿叶交织，簇满
田地。那时的乡下，虽然人们早已解决
温饱，但许多人家还是在春日里养成了
挖野菜吃的习惯，一方面是尝鲜，另一
方面是旧情难忘。许多时候野菜在青

黄不接的艰苦岁月里，陪人们度过难挨
的日子。是时候掐红花草尝尝鲜了。
姥姥递给我一只竹筐欣喜地说：大外
孙，走，咱们采野菜去。踩在松软的红
花草上，舒服极了，就像踩在软绵绵的
绿毯子上一样。不一会儿，我和姥姥的
竹筐里就装了半筐红花草的嫩头。拿
回去，姥姥先焯过水，然后清炒，再将这
青丝碧绿的春色盛入盘中，真是令人垂
涎欲滴。红花草那新鲜柔嫩的滋味至
今在我的记忆里散发着清甜的气息。

一场桃花雨后，斑鸠叫醒了红花草，
无数花梗上举着一把把小伞似的花蕾。
艳阳之下，那些柔嫩的红花草披着露珠
绽出紫色光芒。先是星星点点，继而星
光灿烂，好像商量好似的，呼啦啦全开
了。无以计数的花朵汇聚成紫色的花
海，烂漫了田野。一片连着一片，就像给
大地铺上了红绿相间的花毯。许多人家
的稻茬田也种满了红花草，远远望去，像

是碧绿的湖面上飘着紫色云霞。
红花草花期很长，近一个月之久，

是早春里蜜蜂的天然蜜源。这时，村里
的龚二伯不失时机地将他家的二十箱
蜜蜂搬到田野来采蜜。盛开的红花草
也吸引着村里的孩子们。我和小伙伴
们经常高兴地跑到红花草地里玩耍。
翻跟头、打滚，做游戏，软绵绵的，即使
摔着也不会疼。女孩子们还会用红花
草编织花环和花冠，佩戴在脖子和头
上，漂亮极了。有时我们玩乏了，也会
三五成群跑到龚二伯的蜂场跟前，看蜜
蜂采蜜和龚二伯割蜜。龚二伯是个很
和善的人，常常用小碗盛了半碗新割的
蜂蜜让我们来尝，清亮香甜的红花草蜜
汁甜醉了一颗颗童心。

夕阳如画，孩子们无论怎样疯玩都
不会忘记家长交代的任务。回家路上，
一个个都拔了一大捆红花草背在肩上，
踏着儿歌归去。一冬没见绿色植物，这

刚出地皮新鲜水嫩的红花草是牲口和
家禽们最爱的草料。我也隔三岔五地
拔一些回家。抓一把青丝翠嫩的红花
草递到老黄牛嘴边，牛眼瞪得更大了，
伸出舌头，一卷送到口中，呼哧呼哧贪
婪地大嚼起来。大花猪一看到又香又
甜的红花草，兴奋得圈里乱窜，前蹄不
住地扒圈门，迫不及待地一个劲儿哼
哼。喂完了牲口，姥姥把留着的一把红
花草用刀剁碎撒在门前，唤来四散的
鸡，它们拍着翅膀飞快地扑来，头也不
抬地争啄着。吃饱了，有几只咯咯地唱
着，还用爪子不停地刨着地面。

塘边的柳条绿了，燕子在屋檐下呢
喃着，温棚里的秧苗开始泛青。就要春
耕了，庄稼人扛着犁铧，牵着牛儿下了
地，陆陆续续将红花草犁翻到土里来沤
肥。舅舅说：草子种三年，孬地变好田。
红花草的根有固氮作用，是最好的绿肥。

红花草就这样过完了短暂的一生，一
路最大化地实现了生命的价值，它来自土
地，最后又将自己的身躯毫无保留地献给
了土地，为下一季的丰收创造希冀。

今天，各种化肥撒向农田，农民很少
原生态耕作了，也早已不再用红花草来
沤肥、让土地休养生息，致使一部分土地
质量严重退化。此时又是早春，看着空
旷的田野，勾起了我对那如画一样的花
海的回忆。我的记忆里永远住着温暖的
红花草，也住着那段可爱的时光。

人与自然

百姓记事 灯下漫笔

♣ 潘新日

春来疫去花满园

开在童年里的红花草

宅在家里，就是对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最大支持，而网络，
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宅家生活。

微信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
大变化，在微信上看朋友圈要花
大量的时间。文友群、球友群、舞
友群、酒友群、亲友群、钓友群、同
学群、战友群，群群相连，密不可
分，哪个群一天都得看几遍。在
人们的日常联络中，微信的音频、
视频通话也习以为常。

我原有一部几千元的进口
手机，屏幕摔烂了觉得可惜，拿
去维修店换屏，要 1500多元，觉
得不值。新买的国产手机，赶
快加了外壳，还真起到了保护
手机的作用。春节过后，外壳
彻底摔烂，心想即便贵也得再
买一个。疫情好转，街上门店
开始营业，进了两家专卖店、4
家维修店，都没有买到。妻子
提醒我上网看看，还果真查到
该款手机的软塑料壳，标价 3.9
元，点击下单，用券 1 元，实付
2.9 元，三天后到货。这就是让
外国人羡慕的中国网络生活。

现在的国产手机质量已经
很高，超过大部分外国品牌，用
着很方便，照相效果也很好。我
的手机用了两年多，近日发现照
相模糊了，在功能设置里调了好
多次都不管用。疫情还没有彻
底解禁，真不想再去店里维修。
妻子说上网搜搜，还真有人给出
了怪招，说把屏幕朝着左手手掌
拍打几下问题就解决了，她拿我
的手机试了试，还真神奇地好
了。我在网上查了原因，有人怀
疑是后置摄像头松了，一拍又复
位了。我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
什么，但我实实在在体会到了现
代网络生活给我们带来的方便，
这种小常识是任何词典里都不
可能找到的。

疫情防控小区是重点，网络
的支撑，让现代通信技术发挥了
极大作用。一个小区一个专用

“二维码”，用手机上的“支付宝”
一扫就能知道每个人的真实状
态，绿码通行，黄码隔离，红码估
计就得住院了。这要搁到五年
前是无法想象的。我到老父亲
住的小区看望他，去了几次都没
能进去，一个人只能在一个小区
扫码出入，想去别的小区那不可
能，试了一次，手机上显示：“您
不是本小区人员”。系统虽然无
情，但也最坚持原则，真是我们
疫情防控的最好卫士。

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这一个
两三亿的群体也受到了极大影
响。最长的假期，促成了世界
上最大的网络课堂，教师在准
备上网课，学生在想法上网课，
电脑、平板、手机各尽其能。网
络信号已成为现在人们离不开
的无形伴侣。

有了网络，也让我们的学习
有了更好的平台。“学习强国”
已 经 开 始 由 党 员 向 单 位 非 党
员、普通工作人员普及。实际
上大部分人上“学习强国”已成
为自觉习惯。浏览新闻、观看
视频、理论、文艺、科学、自然，
内容精彩纷呈。“学习强国”是
在疫情期间对我的最好陪伴。

作家可以网上投稿，看病可
以远程会诊，做生意可以网上
签合同，税收可以网上申报，保
险可以网上续约，在家可以尽
情 K歌……宅在家里，网络实实
在在地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宅家的网络生活
♣ 王宏治

♣ 殷雪林

诗路放歌

万众一心支援武汉（国画） 袁汝波

抗击，从长江两岸开始
阻击，从黄河岸边响起枪声
呐喊，带着机翼的呼啸
松柏，在南山之南的夜里
将寒冷变成火热的阵地

一万里的热情是一万里的城墙
一万双焦灼的眼，十万双炽热的手
来到了武汉，以光的速度
雷的霹雳电的闪耀 驱赶病毒

还我们蓝天白云
给我们纯净呼吸

疫情，给各条战线的我们
发来信号:众志成城
治疗室的灯火通明
隔离区的平静如水
安检区关爱的语言
乃至，护士大姐的泪水和汗水
给南山的松，传递安慰
南山松把山海一样的慰藉
送来更多的温暖

诗歌和人民站在一起
人民和国家的命运站在一起
诗歌和伟大的抗击站在一起
一起合唱，一起诵读
我们是生命的南山松

南山松
♣ 蒋长青

战战““疫疫”（”（书法书法）） 崔向前崔向前

江城突降疫情 你们奔来匆匆
白衣执甲的天使啊
抛家舍命 驱赶冠毒
千般关爱 万丈豪情
我多想当面说声谢谢
多想再向您深鞠一躬
虽然看不清您的面容 我的英雄
依依惜别 泪眼相送
只有请您多保重

武汉消除疫情 你们离去匆匆
大爱无疆的天使啊
无名英雄 悄然离去
令人感动 令人泪崩
我多想当面说声谢谢
多想再向您发个邀请
虽然不知道您的姓名 我的天使
常来江城 鲜花相迎
但愿真情永相拥

向天使致敬
♣ 尚 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