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子不大，一下子拥进来七八
个人，个个身上都带着血，唬得冯氏
花容失色，奕雯却激动得声音都抖
了，跑前跑后帮忙救治伤员。伤兵
中只有两个伤势较重，其余都是轻
伤。牛少校抽空拉了贻海到一旁，
略微讲了经过，倒也跟民间传闻七
七八八。第三集团军不是嫡系部
队，枪械粮饷自然比不上中央军，不
过总部特务营还能说得过去，每个
班都配了一挺仿捷克式轻机枪，这
次偷袭又是志在必得，全部家底都
用上了。该军在郑县驻防经年，街
道地形熟悉，又有人做内应，顺利从
日军阵地间隙中穿过，直扑南关军
需仓库；得手之后，撤退时遭到围
堵，撤出去了绝大部分，十几个伤兵
不愿拖累大部队，重新进城散开，各
自找地方潜伏养伤。其中有五六
个就跟了牛少校。而他一时也没
地方安置这么多人，猛地想起了贻
海，便趁天没亮，直接带人摸到罗家
胡同，找了个没人的院子躲起来。
整个白天，城里鬼子伪军蝗虫般到
处搜捕，他们也不敢出门，直到天又
落黑了，才打算出来找贻海，却正好
见他从外边回来。

说完经过，牛少校压低声音道：

“赵科长，职下还有句话，不知当不
当讲——”见贻海点头，他便接着
道：“其实职下一听您在罗家胡同，
就猜到是这一户了。”他顿了顿，又
道：“这里住的贾家夫妇，是汪逆的
特工，职下是谍情科的，盯他们时间
不短了，您跟贾太太来往之后，职下
不敢怠慢，特意跟长官部和军统随
军组确认过，才知道您是奉命行
事。”贻海听他一口气说完，倒也没
有什么意外，只是略一颔首，看了眼
旁边忙个不停的冯氏和奕雯，不动
声色道：“隔壁这家，有货没有？”

牛少校点头道：“有的。隔壁这
家户主姓沈，名圣承，兄弟三人中排
行老二，父子都是共党，中共密县地
委（1938年年底，根据中共六届六
中全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路
线方针，决定撤销中共河南省委，成
立豫西、豫南、豫皖苏、鄂豫皖省委，
原中共密县中心县委撤销，成立中
共密县地委，下辖密县、郑县、荥阳、
登封、汜水、广武等县县委）的骨干
分子。新四军事件（指皖南事变，国
民党官方及文献中的常见说法）之
后，地委活动基本停了，区委以上干
部陆续撤走，有的去了豫西，有的去
了延安，沈圣承父子算是走得晚

的。”贻海又道：“省农商银行的沈行
长，涉案没有？”牛少校一笑，摇头
道：“他是沈圣承的侄子，长房沈圣
衍的独子，位高权重，当然是甄别重
点，我们谍情科和军统随军组都查
过了，还不止一次，结论是并无涉案
迹象。”贻海这才松了口气，道：“这
便好。这便好。”

说话间天色已经彻底暗下来，
牛少校他们整整一天没吃没喝，冯
氏烙了一篮饼子，还把鸡子儿一股
脑全煮了，给伤兵们端过来补养。
冯氏见他们狼吞虎咽，直后悔做得
少，还要回去再做，被牛少校拦住，
说已经过了饭点，再生火做饭就是
反常，炊烟一起，容易引来鬼子注
意。昨晚上刚打过仗，今天鬼子肯
定要加强巡逻的。冯氏吓了一跳，
也不敢再提做饭的事，倒是奕雯灵
机一动，兴冲冲把剩下的罐头都翻
出来打开，一人发了一盒。吃喝还
好说，药品却是难办。治枪伤自然
是西药好使，但市面上药铺全关了，
西药比黄金都贵，而且黑市被日军
控制着，敢去买西药的见一个抓一
个，无异于自投罗网。第三集团军
总部撤离时，牛少校领了些急救药
品，藏在长春路孙家巷他的住处，不

过深夜无法去取，只能等到天亮再
说。贻海跟他合计了一阵，牛少校
坚持道：“鬼子昨天吃了亏，肯定要
全城大搜捕，待在这里是给您添麻
烦。职下白天看过，巷口那家院子
够大，没人，估计是举家跑反了，我
们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一口气总算
喘回来了，现在还是趁黑回去的
好。”两人争执一番，贻海实在拗不
过他，只得先出去探了探路，借着夜

深人静，将牛少校他们送回到那个
空院子。

等一切安排停当，冯氏和奕雯
也回房睡去，早已过了子夜。贻海
在杂物间躺下，只觉筋疲力尽，浑身
上下无一处不酸痛，伴随倦怠袭来
的，还有漫无边际的心事。适才牛
少校所言，重又把他心底的伤处翻
开来，血痂还没长好，丝丝渗红，疼
得锥心。平心而论，小周做特工不
如做记者，露出的破绽太多，两人几
次接触之后，他就有些警觉，却又舍
不得她笑时的一双弯弯眼，不忍就
此了断；不久，战区长官部军统随军
组的老薛找到他，直言小周是汪逆
特工，证据若干，已经坐实，让他继
续保持接触，伺机把她的上线下线，
乃至整个汪逆特工总部河南区打
探清楚。贻海正统军校步兵科出
身，学的是攻守野战，对谍报反间毫
无兴趣，本想拒绝，但又想光明正大
跟小周厮混，这才答应了。说来也
怪，两人就此长则两月、短则旬余，
总要见上一面，而幽会相处之际，贻
海从来眼中只有风情万种的女子，
根本记不得老薛的谆谆嘱咐，故而
你侬我侬的悄悄话虽多，却从未涉
及过党政军情，他不问她，她也不问

他，两人就这么跟寻常恋爱偷情的
男女一般。时间长了，老薛郑重其
事约谈，责怪他经费领了许多，却一
直没什么进展，对上峰不好交代。
贻海也一本正经，说经费给得太少，
那女人心气高得很，一般利诱根本
无效，他自己不但体累心累，还为党
国倒贴了不少津贴，不发个勋章是
说不过去的。两人忧国忧民地讲
来讲去，最后都忍不住一通狂笑。
老薛到底够意思，又特批了一笔费
用，贻海私下返给他一半，另一半带
着小周游山玩水，全都给花了。如
今斯人已逝，永不能见，还是跟另一
个男人同穴长眠。想到这里，贻海
不由睡意全消，鬼使神差地披衣起
来，想再去看看小周。

门一开，赫然可见院子里站着
个人。暗月无色，风淡星稀，看不清
是人是鬼，是魂是妖。贻海倒也不
怕，就靠在门口，抱起胳膊，微微眯
着眼睛打量。那人背对贻海，站了
良久，最后画了个十字，双手合十微
微弯腰，这才转过身来。贻海分明
看见是冯氏，恍然间又像是小周，不
然何以两只眼睛笑得弯弯如月？
他一时神志模糊，仿佛在做梦，也好
像醉了酒，眼前的一切都不真实了，

只见那女人径直向他走来，越走越
近，几步便到了跟前。女人的容貌
是冯氏的，浑身的气息却无疑是小
周的。贻海再也顾不得太多，一把
拉住女人的手，拥她入怀。女人两
手抚在他胸口，脸贴在他胸前，声若
蚊蚋，喃喃道：“我与你只此一晚，过
后，便忘了吧。”

贻海醒来时，冯氏已经在做饭
了。天光微弱，到处黑黢黢的，四周
一切都只有轮廓而已。灶房挨着杂
物间，白蓝色的炊烟钻出灶房，弥漫
在院子上空。奕雯也早早醒了，笨手
笨脚，给冯氏帮忙。贻海记得听冯氏
说过，她以前做丫鬟，有过苦日子，家
务事自是熟稔。她一边麻利地摊煎
饼，一边打趣奕雯“十指不沾阳春
水”。搁在以往，奕雯定会回怼过去，
但看来今天她心情颇佳，根本没生
气，还笑道在静宜女中学过做西餐，
可现在战时，找不到材料，这不能怪
她。贻海见两人笑语不绝，便揣了
手，慢悠悠来在灶房门口，笑道：“夫
人起得早，小姐呢，起得也早。”

“姨娘才是早呢。”奕雯抢道，
“我起来的时候，天还黑着，
姨娘就摊上煎饼了——姨
娘，难不成你一夜没睡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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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让梨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4
岁大的孩子，和哥哥们吃梨时懂得礼
让，小嘴更是乖巧：“我人小，吃得少，
应该拿小的。”这事一传十十传百，成
为千古美谈。

6年后，10岁的孔融独自拜访东汉
名士李膺的故事，则尤令人叹服少年伶
俐。李膺素来不喜外人打扰，孔融自号
李家亲戚而得见。见面后李膺问啥
亲。孔融答：我的先祖孔子曾与您的祖
先老子有师友之谊——他是指孔子曾
就礼节问题向老子请教过——轮到咱
俩这自然算得上亲戚了。李膺对三尺
小童如此能言善辩很是赞许。但太中
大夫陈韪摇头道：“小时了了，大未必
佳。”即小时候太聪明了，长大后不一定
能成器。孔融一听，立马回敬了一句：

“想君小时，必当了了？”意思是您小时
候一定很聪明吧？陈韪对孔融的回答
有些估计不足，一下竟被噎住了；而李
膺则大笑，夸孔融“高明必成伟器”。

孔融后来的悲剧，与他维护风雨
飘摇的东汉王朝的政治立场有关，但
不客气地说，恐怕也拜他那张不让人

不饶人，甚至以吐槽为能事的嘴所赐。
袁曹之战中，曹丕收了袁绍家老

二袁熙的漂亮婆娘甄氏。孔融散布
说，武王伐纣时将纣王的美妃妲己赐
给了周公。曹操不解，妲己不是被姜
子牙杀了吗？孔融答：这是我按照今
天的情况想象的。曹操这才明白，原
来孔融是在埋汰曹家，言外之意，你老
曹能纵容小曹娶甄氏，还不等于武王
把妲己嫁给了弟弟？但史载，甄氏实
贤德之妇，还真不像传说中的妲己乃
蛇蝎美人。

东汉末年，民不聊生，曾唱出“何以
解忧，惟有杜康”的曹操决心禁酒。孔
融明知曹操禁酒是因为惜粮，却横加反
对，其两篇《难曹公表制禁酒书》，高谈
阔论，胡溜八扯，把帝尧、孔子、刘邦等
圣哲或帝王建立功业都归功于好酒，盛
赞“酒之为德久矣！”并极尽讽刺揶揄之
能事，置曹于不堪；不仅如此，他视禁酒
令如无物，照样每日把酒言欢。

就像起先瞅董卓不顺一样，孔融也
看不惯曹操拿汉室的权，凡事与之作
对。譬如，在东吴使者面前狂吐槽朝

政，尽丧汉室和曹氏的脸面；曹操要讨
伐对汉献帝断贡的刘表，他鼓噪替刘表
开脱；他主张距离许昌千里之内不应再
封建诸侯，这摆明了是针对曹操的；甚
至曹操为平定北方要远征，他也冷嘲热
讽，如此不一而足。倘若这些还能勉强
解释为他的立场问题，或者说书生意气
对权势抗争的话，那么接下来他那张嘴
秃噜的，以其孔子二十世孙和建安名儒
的身份，就直接让人无语了。

在和“忘年交”愤青祢衡互喷时，
他曾抛出“父母无恩论”：子女是父亲
情欲的产物，没啥亲不亲的，是寄存在
母亲肚子——好比一只瓶子里的一件
东西，出来了就出来了；还是这一对喷
子，祢衡吹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回
祢衡乃“颜回复生”；而《路粹奏孔融
书》中，还揭露孔融任北海相时曾放
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这
是反话，怎么说呢，曹操想杀人，找个
理由还难吗？何况孔融实腐儒加狂
儒，到处过嘴瘾、遗口祸。

南朝宋史学家范晔说：“融负其高
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

功。”鲁迅先生也说过：“志大才疏，哀
北海之终不免也。”孔融的悲剧，其实
还是陈韪有先见。一个屁大的孩子，
因小嘴会说，被大人惯着，以至于把聪
明用在嘴上，凭一张嘴逞强、刷存在
感，日后能成什么大器？又怎能不虚
妄轻狂？当然，孔融有“建安七子”之
名，为官也赢得一些政声，但终归只是
坐议立谈，真刀真枪时则菜得不行。
譬如，任北海相时他曾两次败于黄巾
军，第二次还是刘备解的围，后又败于
袁绍家老大袁谭。搞笑的是，袁谭来
攻时，将士浴血拼杀，北海大人却在读
书谈笑，结果兵败，他只身逃往山东，
妻儿尽被袁军俘获。

但据《后汉书》说，曹操办孔融时，
是孔融七岁女儿的一句话：“安有巢毁
而卵不破乎！”使曹下了尽杀的决心，
史载“下狱弃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
诛。”果如是，曹氏心狠手辣不说，但花
骨朵般的孩子，生命比啥都重要，咋就
说了那样的话呢？害得连同她那九岁
的哥哥也命丧无辜！这一点，好像有
点像她老爹，令人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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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觉醒，离孩子的心便越
近，也越能给孩子温柔而有力的教
养。从控制孩子，转向培养孩子成
为真正的自己，带领整个家庭走上
觉醒之路。觉醒的教养方式打破了
传统的游戏规则：要改变的不是孩
子，而是父母自身。每一位父母都
有能力培养出具有高度适应能力并
在情感上与父母保持深度联结的孩
子。但实际上，很多父母都无法做
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被现代社会
对养育子女的误解和自身内在的局
限蒙蔽了双眼。觉醒式教养的核心
就在于：孩子不需要我们带领他们
觉醒，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觉醒的。

我们的任务是巩固他们天生的觉醒
意识，为它提供可以开花结果的土
壤。要完成这个任务，父母必须转
移育儿焦点，从控制孩子转向支持
发展孩子的体魄、情感和心智。

这本书因融汇西方心理学和东
方哲学而充满洞见。作为一名经验
丰富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家庭教育专
家，作者为读者提供了极具实用性
的引导。她向父母展示了如何更好
地培养与孩子的关系，让他们成长
为真正的自己；同时也带领父母踏
上一段觉醒之旅，超越对为人父母
的恐惧和幻想，进入更平静、更有同
情心和智慧的状态。

新书架

♣ 吴乃歆

《家庭的觉醒》：引领家庭教育的革命性转变

打眼一看，像是一片轻云掉在了
河畔。细瞧，却是一树一树怒放的白花
列阵而待。花单生或两朵生于叶腋，小
巧玲珑。白花半重瓣，圆形或椭圆形。
早樱、山樱，还是美人梅？路人摇头。

一种玄都旧种花，谁将缟雪换蒸
霞。看来，古人喜欢将白花拟雪。俗
话说，开到碧桃始知春。春天藏在料
峭的寒风中，早已潜滋暗长。一片满
枝晴雪，骨骼轻盈的白花碧桃，将春天
举在了枝头。金叶女贞、光叶海桐、红
叶石楠、紫叶矮樱似睡非睡，似醒非醒
地站在风中，仍是提不起精神来。冬
天残留在枝干上的枯槁之色，貌似山
中野狼黄色的尾巴，不几天就会逐渐
而迅速地褪去。

河里欢腾开来。一只鸭子张开翅
膀，将飞欲飞的样子，攒足了劲，在水
面上疾速地滑行。十几米的距离，眨
眼就过。划下的水迹，犹如小鸟飞过
天空，瞬间了无痕迹。另一只鸭子，正
在卖力地表演潜水能力。身体挺立，
优雅在向上伸展一下，像是运动员比
赛之前的亮相。趁人不备，倏忽一个
猛子掘进水中。当你无处寻觅时，它
却在七八米开外的地方冒出头来，潇
洒地甩一下脖子，水珠从身上光滑的
羽翅上滚落下来，算是圆满地谢幕。
谁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为什么不问
鱼的感受？扬鸭而抑鱼，宁肯相信浮
在水面的鸭子，而不相信深潜其渊的

鱼？可见，诗人的感性。
鱼不管那么多，在水中自由自在

地游动，不理会诗人的矫情。它们避
开闹腾的鸭子，沿着河边清静的地方
游走，就像我，经常游走在这座城市的
边缘。大多的鱼儿只有半拃长，轻柔
加可爱的样子，不像四足迅疾的高大
动物凶猛。是那种常见的鲫鱼，或者
鲤鱼，鲜艳如红色、黄色者较少。不知
它们是在觅食，还是在寻找什么？一
座座青色的脊背默然前行，仿佛是一
列列开往春天的地铁。

不远处长虹卧波，水中倒影与真
实桥拱浑然一体，是栖鹤桥。鹤没有
见过，倒是有很多白鹭。它们趁上游
闸水，下游水落的时候，三五成群地来
到河边，等待时机饕餮。小鱼、小虾、
水生昆虫和贝类，是白鹭最喜欢的零
嘴儿。河里从来不缺少这些东西。浅
水的时节，河畔就会迎来这群稀客。
人们饱览了风光，白鹭饱账了肠胃。
直到晚风渐起，一行轻盈的身影，才恋

恋不舍地朝着那轮赤黄的斜阳飞去，
成为黄昏温情的一点诗意。

偶然一次，随意在河边闲走，我邂
逅了一只天鹅。这座城市是很难见到
天鹅的。天鹅喜欢安静，喜欢水草丰
茂的峡谷、滩涂、僻远的湖泊，城市太
喧嚣。一只小天鹅，瘦瘦的身形，长长
的脖子，纯白的羽毛，有点形单影只。
可能是失散的，也可能是掉队的。它
孤独地站在清浅的河中央。我有些惊
讶，心里泛上幸福的感觉：竟然能碰上
天鹅。记得那年远足新疆，跑了好远
的路去看天鹅。导游心无底气地说，
能不能看见天鹅，只能碰运气了。果
然，只看见一群野鸭白鹭之类的鸟们，
当时很多人觉得遗憾。呵呵，无由偶
遇，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幸运的呢。

除了我，河畔无人。天鹅顾自河中
漫。它似乎看见了我，又像是没有看见
我，至少在它落落大方的神情里不曾有
明确的表现。它的行走蕴含着一种高
贵，和一种无以言说的典雅。我呆呆地

望着河中，脑袋一片空白，不知用什么
词来表达由衷地赞美。对于我的专注，
天鹅似乎有一点深刻的不屑，甚至鄙
视。它把属于它的那种孤高美好气质
呈现给了我，把我衬得孤陋寡闻，而一
无是处。我傻傻地站了许久，甚至不知
什么时候，天鹅已经飞走了。

本就不太炽热的阳光，隔着玻璃
照着我，慵懒爬上脸颊。楼下空地，
就在那些开满像缟雪一样白花的碧
桃南边，陈列着一些简单的设施，木
椅或石凳。上了年纪的老人，自顾连
线，调话筒，试音响。不多久，声音传
来，是豫剧《穆桂英挂帅》：“辕门外那
三声炮如同雷震，天波府里走出来我
保国臣……”每天的这个时候，声音
都会响起，寒暑不辍。从刚开始的反
感，竟然逐渐地听着有些味儿了，这是
时间的给予，也是岁月的馈赠。

高高低低的树随风摇曳，浅黄，或
者嫩绿婆娑。视线无处落脚，被一棵
高高的大树接住。那棵树的枝杈中间
有一鸟巢，似有鸟儿蠕动。鸟似乎都
喜欢把巢筑在高树之端，而不筑在低
树之巅，是想离人远而距天近。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鸟也具有神性。离
散的视觉中，设若没有这个温暖的鸟
巢，这个世界将会多么无聊又无趣。

七里河游走在春风里，它应该不
只七里，就像碧桃，不仅繁事如花，亦
是通往春天的使节。

郑州地理

灯下漫笔 史海钩沉

♣ 周振国

孔融让梨不让言

七里河畔

年幼的时候，我的性格比较懦
弱，与人相见总是低着头，未曾开口
脸先红。母亲嗔怪地对我说，你是
个男子汉要顶天立地，不要羞涩，要
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

我记下了母亲的叮咛。刚开始
我还是有些胆怯，不敢正面与人交
流。母亲和我说话时让我看着她的
眼睛。我鼓起勇气抬头望着母亲，
这时，我猛然发现在母亲慈祥的瞳
孔里，有一张稚嫩男孩子的脸。

那 个 清 瘦 的 男 孩 子 就 是 我 自
己。后来，在母亲的瞳孔里，我慢慢
地活跃了起来，变得开朗、爱笑又自
信。母亲就像早晨的太阳，我就是
一株刚冒出嫩芽的小草，在母亲柔
和阳光的照耀下，享受着无比的温
暖和幸福。不知不觉中那个稚嫩的
小男孩渐渐长大了。

当我娶了媳妇之后，我又喜欢看
着爱人的眼睛说话。爱人不解，说我
整天看还没有看够啊。言语里充满
了浓浓的甜甜的爱意。我目不转睛
地看着心爱的妻子，只见她的瞳孔里
出现了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庞。

我暗暗窃喜，这不就是昔日那
个满脸稚气和腼腆的我吗？再看看
妻子，脸上挂着两朵绯红的云霞。
在一天天爱的烛光的摇曳中，倾醉
了我的热吻。妻子用她那端庄而深
情的微笑，收藏着我们甜蜜地、浓烈
的爱情。

母亲瞳孔里的那个孩子常常爱
笑，有时笑得天真烂漫，有时笑得又
傻里傻气；妻子瞳孔里的那个青年
也常常爱笑，笑得激情澎湃、笑得真
挚和温馨。

时光飞逝，岁月无情。现在，我
多么想再看一看母亲那双充满爱怜
的眼睛啊，可是，母亲早已经不在
了，留给我的是不尽的哀伤和永远
的思念。

当我坐在妻子的面前，温情地
看着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时，我发现
妻子变得有些苍老了。在她的瞳孔
里，再也看不到昔日那个帅气的青
年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昏花。无
奈，自己已经是一个年近花甲的人。

懵懂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对
我说，闭着眼睛就能看到过去那些
清晰的画面，因为那些画面已经定
格在自己记忆的最深处。

我闭着眼睛，耳旁似有一股清
澈的甘泉在弹奏着悦耳动听的岁月
金曲。顿时，幸福荡漾在心间。在
那梦幻迷离的世界里，我又看到了
母亲那双深邃的、亲切的眼睛，那个
明亮的瞳孔里，映射出一个稚气孩
子的笑脸，那是我自己，依然那么的
天真烂漫。我看见母亲一直在对我
笑，笑意绵绵，笑容灿烂，绽放着希
冀和力量。于是，我也笑了，笑得心
痛，眼睛里挂满了悔恨的泪水。

其实，母亲就是一座高山，蕴藏
着万物，哺育着儿女健康茁壮地成
长。母亲就是一首深情的歌，婉转
悠扬，轻吟浅唱，在那激昂的音符
里 ，充 满 了 殷 殷 期 盼 和 缕 缕 的 思
念。母亲的平凡和伟大，母亲的善
良和纯朴，母亲的包容和无私，都是
我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特别是母
亲那无数次对我的激励和宽容，就
像一把金钥匙，让我坚强地去打开
人生那个神秘的世界，拥有自己的
一片蓝莹莹的天空。

美好的回忆已经凝成了花瓣，岁
月的春雨已将往事淋成云烟，可我依
然怀念偎依在母亲怀抱里天真烂漫
的季节，用博大而温馨的母爱亲情，
留住那愉快美好的每一个瞬间。

愿温暖如初，愿岁月永恒。

幸福的回忆
♣ 段建平

♣ 张向前

诗路放歌

木兰花·池塘水绿风微暖（书法）窦效民

春天 我走在门前城河岸边
被一幅幅音画惊煞了双眼
于是 便随手记下些许断想

请看 垂柳轻拂恋人们的倩影
阳光深照老人们的笑脸
小鸟啁啾 欢快地飞跳在红叶绿枝中
像在弹奏琴键
又仿佛在叫着我顽皮的童年
还有蜜蜂嗡嗡 燕子呢喃 蝴蝶翩跹
它们共同编织着这美丽的画卷

突然 我的眼前一亮
被一位母亲在林间教儿子读书图
深深拨动了柔软的心弦
是啊 生活按下了重启键
春风依旧和 阳光更灿烂
看 路上的快递哥在飞快地运输着希望
听 桥头的小商贩在稳当地叫卖着心愿
瞧 河边的环卫工在认真地擦拭着梦想
闻 田间的老黄牛在深情地歌唱着春天
此时 我不由地想起远方的爹娘
他们是否安康 是否享受这份清闲
还有那个叫山青的令我心疼的小侄女
她是否也回到了久违的校园
哦 会的 一切都一定会的
因为我们头顶的是同一片蓝天

走进春天 走进乡恋
走进家国绵绵的期盼
祈祷我的家人永远无恙
祝愿我的祖国昌盛荣繁

春之图
♣ 张升华

赞庚子春武汉解封
♣ 杨德本

九周会战铲顽虫，欣悉楚荆今解封。
复产复工三镇暖，撤检撤站九衢通。
疾风苦雨终消散，柳暗花明还太平。
首敬众医挽千命，更怜将帅与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