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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庚子之交，冠毒起于江夏，疫情蔓
延九州。时至上元，染者数万，殁者近千，
中华告急！

朝庭发诏，举国响应，山原偃息，万马
衔枚，通衢匿其车迹，闹市顿失喧嚣。封巷
闭户，藉微信以拜年，发消息以互勉，传抖
音而取悦。游人不得还家，随遇而安居；庠
序不得复学，凭网络而传道；艺人不得出
户，就客厅以歌舞；文士适得静气，沷翰墨
以颂国风。募资赠物，九州献爱，捐粮献
蔬，八方驰援。将士急赴沙疆，精英荟萃武
汉。工人不辞其劳，十日建成医馆，医护不
避其险，昼夜坚守疫区。十四亿炎黄子孙，
血脉连带，亲同一宗，银屏呼应，真情炽烈，
大义崔巍，令人血脉贲张，热泪纵横！

疫情骤起，杳无乱象，危机四伏，民心
齐聚。城乡肃穆，关山益固，江河偃息，氤
氲伏流。伟矣哉！我中华文化，载大爱之
德，行日月之健，普照无私，载育不言。山
峙河浩，西下昆仑，东出沧海，越千山以得
精气，聚万汇而腾巨龙，屡挫而不折，历久
而弥坚，岂能为区区一疫所毁哉？域外有
嗤笑者，岂知我文脉之厚重绵长？西土有
诋毁者，岂知我族类之无坚不摧？

君不见，骄阳北回，熏风东起，山川焕
彩，草木贲华，冰雪消而柔条舒，蜇虫振而
嫩蕊发！喜看我东方大邦，秩秩大猷，志在
复兴，煌煌伟业，直济大同，亿万夸父抖精
神，担山赶月扶昆仑，天人和合，明日世界，
非我族类，又复孰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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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朱金华

岁暮疫情却纵横，九州处处见真情。
众人入室自隔离，医护别家正逆行。
口罩酒精应有备，粮油蔬菜几无升。
春风二月花成浪，日出云开遍地清。

钥匙放在窗台上，母亲说。
孩子，忙完了，
就快点回来，
钥匙放在窗台的阳光下。

穿白衣的妹妹，
你的眼睛如水晶一样，
你的黑发如绸缎一样。

你递出一把剪刀，

让护士长为你剪去一头秀发。
剪去一袭秀发，
剪去此刻的思念与牵挂。
舍弃一袭秀发，
舍弃女子的爱恨与柔情。

剪去一头青丝，
剪断一世情丝。
你便是白衣战士，
此去义无反顾，不计生死。

可是，那一寸寸秀发落地，
你的眼泪珍珠一般滚落。

剪去一袭秀发的你，
那个像月亮一样脸庞的妹妹。
你的眼泪打湿早春的梅花，
你决绝的目光淋透我的心。

寒风凛冽，
母亲等你回来的背影，

站成长江畔的一枝芦苇，
柔韧而雪白。

母亲说，
孩子，治好肺炎的病人，
就快点回来吧！
钥匙就放在窗台上，
钥匙放在春天的阳光下。

一
开工复产是良方，
上阵岂能军断粮。
生计宜有生计续，
紧握胜券除民殇！

二
劝君莫要意彷徨，
直面刼难心向阳。
亘古山河亘古在，
雨后飞虹耀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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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应超

蓝天期盼白云飘飘
白云期盼阳光照耀
阳光期盼鲜花盛开
鲜花期盼蜜蜂围绕

百姓期盼五谷丰登
五谷期盼风调雨顺
风雨滋润万物生长
万物和谐互不打扰

工人期盼返岗生产
学生期盼早归学校
万众一心抗击疫情
华夏大地春光更好

冬去春来草木萌，
新冠幽灵困苍生。
壮士逆行何所惧，
江城万户踏歌声。
白衣天使赴国难，
洒向人间大爱情。
谁言沧桑尘世苦，
敢叫日月乾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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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武汉疫情中，日本捐赠救灾
物资的文字，截至今天我看到了三则，用
典用诗都恰到好处。

其一，就是流传最早也最广的这个：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
同裳！”今天又看到日本舞鹤市送给大连
市的救灾物资上写的：“青山一道同云
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另外我还看到日
本富山给辽宁捐赠品上的留言：“辽河雪
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

还有比这几句优美贴切感人的吗？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八个字是

什么意思？查了一下，原来大概在一千
三百年前，崇敬佛法的日本长屋王造了
千件袈裟，布施给唐朝众僧。袈裟上绣
着四句偈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
佛子，共结来缘。”后来，鉴真和尚听闻此
偈，很受触动，决定东渡日本，弘扬佛
法。这件事记述在《唐大和上东征传》
里。后边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八

个字，出自诗经《秦风·无衣》。
这是中国文化的鼻祖，还需要我用

白话文释义吗？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出自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送柴侍御》。诗全
文：“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这么美好的诗句，还用我赘言吗？
第三则同样也是寓意深刻，溢于言表。
对比这些，我能不责怪整日以五千

年文明傲人的国人，如今只会喊：“武汉
加油，中国加油”吗？

正如一位我从未谋面但非常尊重的
先生所言：文化，是民族是衣裳。没有文
化，等于穿着廉价的地摊货，张口只有低
端的国骂了。对此，也许你穿着世界上
最高端牌子的衣服，开着最豪华的汽车，
但给世人的只能是一个暴发户、土豪的
形象，更难以获得别人的好感。而相形
之下，东邻扶桑国穿着华美的和服，轻声

细语、吐气如兰，温柔如水，怎不令人肃
然起敬。

正如那位先生所言：日本，早已不是
当年的日本。我们，却远远不如当年的
我们。

两下相比，粗鄙和精致，高雅和污
浊，高下立判。

当年冰心女士面对官场文化和商业
文化的侵蚀，发出了“无士则如何”的诘
问？如今读书人一堆，文凭亮堂堂，没有
人文素养，没有人文关怀，就是经济产值
全球第一，就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吗？

尽管从19世纪上中期开始，日本开
始高喊“脱亚入欧”，但人家不但把西方
文化学得得心应手，同样把中华文化的
精髓传承下来了。而本土，最早应该从
新文化运动开始把真理和孩子一起扔
掉，当时为了救亡图存，一时搞得矫枉过
正，似乎还有情可原。可后来的一次一
次的运动，实在就像对待河里残存的鱼

虾，电网炸药齐上，消灭殆尽了。
更可怖的是从此在社会上形成了背

离文明，以无知粗鄙为荣的风气，以致
“洪钟毁弃，瓦釜雷鸣”，到“史无前例”，
实际上就连毛细根都挖断了。

先秦时代有“不学诗，无以言”的传
统，两国交兵都不出恶言。给我们创造
出典雅华美的语言文字。自古号称“以
吏为师”，当时的官吏都是正儿八经从科
场考出来的，尽管后来的八股取士因禁
锢思想，广为人诟病，但作为传统的人文
素养还是有保证的。但这些年人文素养
缺失，官场“文盲”比比皆是，连堂堂的

“国子监祭酒”北大校长也白字连篇，国
字号的发言人张口闭口就是那几句，不
亚于泼妇骂街——拿起诗经汉赋唐诗宋
词，想起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他们的华
章珠玑闪亮香气袭人，但而今只是留在
典籍里。真是非祖先不赢人，实在是今
人不争气，让祖先蒙羞了。

虽说，没有一个严寒的冬天不可以逾越，没有
一个美好的春天可以辜负。可是，2020年的春天
来得似乎还是晚了一些，河边的柳色没有看到，园
林里的腊梅花也无缘见到，就连原来拥挤的商店、
繁华的街道都变得空寂冷清，门可罗雀了。黎明
时分，也听不到窗外次第歌唱的鸟鸣了，就连夜半
的圆月都缺失了一份唯美的诗意。到处都是静悄
悄、阴沉沉，只有冠状病毒的风暴席卷笼罩着中华
大地。这个春天我们宅在家里，看到的、听到的都
是最新的疫情情况和各种传闻。夜变得更加漫长
了，“武汉病了”，辗转反侧，梦里梦外都是武汉。

九省通衢的武汉从来没有这么被人热议过、
关心过，穿过病毒的风暴和洗礼，我看到、听到的
更多的是美好，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小环境，尤其是
那些微弱的、细小的、平凡的、普通的，闪着亮光令
人感动的思想和行为。

学校放假前，孩子给我发来四个他给学校公
众平台做的视频：一个是辛苦跑街洒着汗水的快
递员，一个是学校餐厅里给他们服务忙碌的叔叔
和阿，一个是帮助戴着墨镜过马路的盲，一个是回
收废弃塑料瓶节约资源方面的。这四个视频做得
很好，有创意、有公益思想。我给儿子点了赞，也
感到很欣慰！最近几天，孩子也一直在学校公众
平台上给武汉加油，做公益宣传；女儿、姐姐的孩
子也专门做了一个“亲亲环游记”的公众号，发表
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武汉加油，当樱花绽放时你依
然美丽》，宣传武汉的黄鹤楼、长江大桥、博物馆
等，我大力支持，点赞并转发，并且给予热情的鼓
励。在孩子们的身上我看到了善良的心地，我看
到了美好，看到了希望。

其实，2019年年末到2020年之初，我也一直和
疾病较着劲，和医院打着交道。疼痛在我头上扎
上了根，怎么也拔不去。各种止痛药都吃遍了，而
病情丝毫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升级。不得已走
访了多家医院，有的说看不好没有根治的办法；有
的虽然开了药，也做了检查，但态度生硬、冷淡，拒
人千里之外；还有的外地医院在网上热情接诊，但
中途就音信全无了。总之，半年来病看得虎头蛇
尾，最后抱着背水一战的态度来到了第四军医大

学神经外科。没想到一切顺利，并没有想象中那
样排不上队，看不上病，住不上院。轻松地在网上
挂号，在约定的时间里见到了专家教授，第一时间
给开具了住院证明。还记得邹教授温和的声音：

“咱们西安能看好你的病，不需要到外地去了。你
的病情很严重，明天就来办理住院手续吧。”其后，
又告诉了他助理孙医生的电话，让我有问题就联
系他。孙医生接到我的电话后，积极协调床位，三
天后，我就接到了住院的通知，可是我却因为恐惧
而迟疑，拖后了一周，才到医院报到。

来医院之前，听说三叉神经痛要做开颅手术，
我自己恐惧，亲邻好友都担心。因此早就知道军
医大医术高明，但还是最后一站来到这里。在手
术开始前，五六个医生为了缓解我的紧张，他们你
一言我一语谈到我的工作、我的作品，像是多年的
好朋友一样熟悉亲切。他们微笑着，我也微笑着，
紧紧抓住手术台的手慢慢放开了，渐渐睡着了。
我醒来的时候，手术已经做完了，孙医生的手在我
额头上，他告诉我：“手术做得很好，放心，没事，一
周后就可以出院了。”

他们让我想起了医院走廊墙壁上镜框里美国
医生特鲁多的铭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
是去安慰。”他们践行着这句铭言，表达着医生对
生命的挂牵、肩头的责任和对病人的一片爱心。

他们不只是把牵挂和爱心传递给了我，也把
牵挂和爱心传递给了所有病人，传递到了武汉。
在除夕之夜，西京医院 60名、唐都医院 35名，
共95名医护人员，连夜出发武汉。紧接着，各大
医院相继派出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武汉人民的心
连着西安人民的心，武汉人民的心连着千家万户
的心。

2020年的春天，我看见疫情逐渐好转，阴郁的
人们变得开朗了，愁云满面的人们变得喜气洋洋
了。2020年我看见消极的人们变得积极向上，得
过且过的人们有了责任心和使命感。春天来了，
我心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生根发芽……千年一
遇的 2020年，我看见身边的一切事物都有了质的
飞跃，焕然一新的改变！美好的 2020年属于你和
我，属于我们身边的小世界！

像历史上许多鼠年带来的灾难一样，
2020年的春天，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型冠状
病毒来袭，波及全国乃至世界。人们再一
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生命的威胁。使我
情不自禁想起大文豪莎士比亚的巨作《王
子复仇记》中的一句经典：“生存还是死亡？”

在疫情面前，奋战在第一线的人们紧
张忙碌自不必说，后方的亿万人该怎样
做？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或是“深院锁
清秋”，关起门来，睡觉、喝茶、看电视，只
享受清闲自在？还是应该在上天面前面壁
思过，醒察自我，虔诚祈祷？我们是同一个
地球村的村民，同一条船上的人，只能同舟
共济，彼此相爱，共渡难关。生命系于一条
船上，生命重于泰山，岂能等闲视之？疫情
与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

为生命祈祷，为奋战在第一线的医护
人员祈祷。他们在最危险的关口，昼夜奋
战，抢救生命。他们日夜劳累，超负运转，
精疲力竭。愿上天怜悯他们，给他们力
量，时刻看顾、保护他们不被感染，平平安
安，健健康康。

为生命祈祷，为建设医院的解放军战
士祈祷。他们日夜奋战在“火神山”“雷神
山”。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人
民子弟兵都是最可爱的人。他们不畏牺
牲，勇于奉献，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为人
民和国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

为武汉祈祷，作为九省通衢的大武
汉，是中国东西南北的中心，长江经济带
的核心，列世界最具经济活力排名第 11
位。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纵横南北东

西的许多人要经过武汉。如今，武汉疫情
严重，它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蔓延全
国。为武汉祈祷，愿它早日脱离病魔的威
胁，更愿这里的人们脱离罪的辖制，获得
自由与新生。不仅成为经济、地理的中
心，也成为精神的中心、信仰的中心。

灾难无情人有情，大难有大爱。只要
你用心，只要你有爱，可以随时随地献出
真诚的祈祷。我们共有一个家园，我们都
是地球的孩子，理应彼此相爱，爱人如己；
心心相惜，互相关爱；同舟共济，共渡难
关。愿上天怜悯、医治这地，止息这场瘟
疫的蔓延……

我们真诚祈愿，爱的阳光照耀中国每
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拥有新生命，内在
生命，丰盛的生命，永恒的生命！

不辜负美好的春天
□崔彦

捐赠物资上的几则留言 □郝振宇

为生命祈祷 □兰溪

■笔走龙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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