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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后面不远处便是沁河堤，堤坡
上那一排排迎春花顶着萧瑟的寒风次
递开放，黄灿灿的小花朵异常引人注
目，更让人心头充满暖意。

当冬天尚未走出这个季节的寒冷
与萧条，在转身和回眸之间，其实早有
一种温暖悄然挂在枝头。迎春花以它
特有的姿态和拥抱春天的胸怀早早地
开放了，黄色的花蕾和花瓣在缺乏色彩
的冬天，静静地绽放出一种喜悦和风
情。

堤坡上的那一排排迎春花，是很多
年前爷爷当护堤员时栽种的，已经有好
些年头了，枝枝蔓蔓几乎爬满了堤坡。
它们恪尽职守保护着堤上的土壤，使大
堤固如金汤，也成了家乡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在每个寒冬腊月风霜雪雨里那
下垂的光秃秃的枝条上都会布满乳黄
的花芽，悄无声息地孕育着花期，不经
意间就会迸发出一朵娇羞的喇叭，让人
不由自主地对春天的到来充满期待。

记得小时候爷爷给我们讲的迎春
花的故事：从前花神决定让一种花在春
寒料峭的时候向人们报告春天来了，便
召集百花宣告此事，期盼名贵的花儿能
报名前往。可是那些有名的花，像玫
瑰、牡丹、杜鹃……都沉默无语，突然，
一朵小黄花站出来轻声说：“我可以
吗？”她的眼里炯炯放光，满怀期待看着
花神。花神专注地看着那柔弱的小花
说：“你行吗？你不怕北风刺骨、冰雪寒
冷吗？”小花坚定地说：“不怕！”花神感
动地说：“为人们报春，只有你才是属于
春天的。”花神就派她去了，还送给她一
个好听的名字——迎春花。

迎春花不似蜡梅那样夺目，没有雪
压红梅的艳丽璀璨，可以引来文人墨客
的竞相盛赞以致走进无数的唐诗宋
词。迎春花以低调的缄默，不择生存环
境，在寒冬无情地用冰冷将它淹没的时

候，如同一个没有赶上时序的孩童，独
自面对霜雪，紧绷弱小的身躯穷尽全身
力气对抗漫长的冬天，将根深深埋入地
下，以常人不能想象的勇气在寒冷和无
助里积攒力量，冲破料峭，花开春近，正
是生命的力量到达极致时恰在枝头的
迸发！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旋律比春天更
能拨动人心，没有任何季节比春天更能
让生命焕发活力。一朵花开就这样开
出一个季节，一种心情盛放就会将一个
个蛰伏的生命唤醒，那洋溢着灿烂的笑
容，轻盈的脚步，奔跑的童真，消融冰雪
的热情，放声高歌的欢愉，不正是挂在
枝头的迎春花吗？凝望着那一大片犹
自悄然开放的迎春花，莫名的感动让我
不禁眼眶湿润。

也许，当所有被唤醒的花儿，借着
春归的温度和暖风，将积攒了一整年
的生命力、一股脑儿地竞相绽放在春
色里的时候，迎春花已耗尽所有的春
机，无缘于姹紫嫣红的那场春的盛宴，
悄然退场。但我们又怎会忘记，曾经
有一种花儿在深冬默默为春天开放，
用生命独有的颜色让灰暗苍茫大地迎
春花开！

岁岁迎春早发枝，金梅开后众芳驰。
黄花璀璨除颓意，翠蔓葳蕤引丽思。
常笑东风归太晚，敢和腊雪竞当时。
为驱萧瑟寒冬去，才报佳音世上知。

在这料峭依旧的早春里，深深感动
于迎春花开的勇气和坦然，让我更加感
动的是家乡的父老乡亲像迎春花一样，
抖擞精神，不畏艰难，为改变家乡的面
貌，为家乡的快速发展而竭尽全力，一
个个让自己的生命也绽放成花一样。

迎春花一开，春的气息便扑面而
来。

那一簇簇鹅黄的迎春花并不择
地，或从墙角伸出几枝，或在某家门前
绽开，或盛放在哪户的阳台上，不经意
间与行人的目光撞个满怀，时光在那
一瞬间，就变得温暖柔和起来，让人想
起母亲的怀抱，突然就迫不及待了，折
回家去，脱下厚棉衣，穿上毛衣与短
裙，臭美着去与那个一日不见如隔三
秋的人约会。

家乡在北方，春天来得相对迟些，
并不是“人间四月芳菲尽”的景象，特
别是在多年前，全球变暖的迹象还没
有这么严重。正常的季节，到五月份
的时候才能见到一点点春天的气息。
只是今年似乎格外早，时间刚刚走进
三月，似乎昨儿还冷得彻骨，今儿就春
色满园了。城里的春装一家一家都早
早地挂进橱窗，诱惑着靓男靓女；乡下
的女子比较实际，裹上头巾，背着锄头
下地，开始张罗着在自留地里种点什
么；山坡上，不知名的树扯起了一枝一
枝嫩芽，浅浅的绿色，将那山抹上一片
翠绿，一改冬日的颓废景象，忽然间生
动活泼起来。几个摄影发烧友终于按
捺不住了，一到周末，便背着长枪短炮
徒步而来，“咔嚓咔嚓”拍个不停，于
是，一处处春色便定格在电子相簿中。

也是，对于春天，每个人都有其不
同的钟情之处。爱美的买衣，爱文的
行文，爱画的作画，爱舞的跳舞，爱田
的精耕细作。

而我自打读了张洁的《挖荠菜》

后，对春天的记忆，似乎就留在了野菜
上。于是就放下琐事，找来一个塑料
袋和一把小铲子，携夫带女到郊外的
农田去。

这样的暖风，这样的青绿，菜田里
的荠菜应该疯长了吧！

记得头一次去挖荠菜的时候，只
是粗问了一位邻居，因为不懂辨别，最
后欢欢喜喜回来以为是满载而归，没
想被母亲一瞧，才晓得竟挖回了一袋
伪荠菜，不过是些长得极像荠菜的野
草而已。笑过之后，专门上网查了荠
菜的资料，才晓得这种十字花科植物
的营养价值竟然很高，食用方法多种
多样，不仅可以包饺子，还可以做成荠
菜拌黄豆、荠菜豆腐羹、荠菜圆子、荠
菜香菇鸡丝粥等。另外，它还具有很
高的药用价值，具有和脾、利水、止血、
明目的功效，常用于治疗产后出血、痢
疾、水肿、肠炎、胃溃疡、感冒发热、目
赤肿疼等症。

后来，专门跟着母亲去挖了一回，
终于学会了从万千野草中辨认出荠
菜。只是由于不长心，来年挖荠菜，还
得打电话再问问母亲，有时干脆邀上
母亲同去。然而今年母亲得了腿疾，
又因腿疾而抑郁，不能去当参谋了，望
望满眼的春色，我还是准备去挖些荠
菜，包顿荠菜饺子，让母亲尝一下这春
天的野味。

这样的春味儿，曾是母亲无法抗
拒的，应该能带给母亲些许赏心悦目
之感吧！

大寒已去，春将履迹，撰而题之。
春寒料峭，春意悄然，春鸟啼啭，春

空霞湛。蛰虫蹐跼，欲透窅穴；伏草蜷
曲，将展茎蔓。苍枝振昨日枯叶，啜以
清露；傲梅笼今晓紫曦，沁以幽芳。远
虹含岚，黛太行之巍嵂；长川静波，涵中
原之辽阔。逵途车驰，闬闾人喧。或乡
徂千里，相思南国，征鸿孤云，柳丝依

人，虽踯躅而将发，目黍苗而伤别；或负
箧曳屣，为学惜时，十年秉灯，方成松
篁，观沧海之壮澜，叹逝水之不返；或戍
卫疆陲，沙碛冷雪，屿峰渊壑，大旗猎
猎，弓射天狼，缨伏苍龙。

春于今发，春花待荣，春风千万，
春时刹那，当躬于心田，扶摇抟上，方
可静于夏花，绥祺秋冬。

因急需要去外地孩子家，现
欲将正在经营的大众洗浴低价
转让。电话:13298395186

转 让

疏通 维修马桶水电暖
清洗空调 维修燃气灶
电话：13083843399

如果您有好的服务
请通过我们告诉广大读者

虚 位 以 待
期待你的加入

以“一切为了老人，为了老人一切”为办院宗旨，经过10年潜心经
营，为全市1400多个家庭的老人提供了专业医养服务。

2014年我院成为焦作市爱心敬老促进会常务理事单位，并被定为
重点扶持养老单位；2016年被评为河南省养老示范单位；2019年被评
为焦作市康养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先进养老机构，被山阳区卫健委评为
医养结合工作先进单位。

公寓已完成全面升级改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关爱老人，用心服务。

康辉老年公寓

咨询电话: 15938183366 (苗院长) 乘5路、23路、33路、38路公交车到解放东路墙北村东康辉老年公寓下车

生活资讯周一至周五刊登
欢迎来电咨询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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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咨询办理
生 活 资 讯 18790205360

一个电话 上门办理

报纸+微信

出国务工 学历提升
法律咨询 婚姻介绍

地址:焦作市解放中路华景国际133号 电话:15839123398尹经理

站前路与友谊路交会处附近有
一门面房的二层，200多平方米，8
个标准间，1个会议室，适合开公司、
茶社、旅馆等。电话：13069416900

出 租

迎迎春花春花
□陈丽娟

带点春味儿给母亲
□崔红玲

立春小记
□李经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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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叙利亚

震后救援困难重重 国际社会紧急驰援
大学生乘火车返校必看
如何正确享用学生优惠

三年疫情过去，
一个拼搏竞进的焦作，强势
回归。三年之中，焦作经受了百年不
遇大洪水的考验，经受了新冠疫情屡
次冲击的考验。在大灾大难面前，焦作人
选择了坚强，选择了善良，选择了奉献。疫
情过去，追梦前行，他们曾经的梦想是否还
在继续？他们未来的希望又在何方？《焦作
晚报》从今日起推出特别策划栏目——拼
搏竞进追梦人，讲述普通人重寻人间烟火，
建设大美焦作，拼搏竞进追梦的故事。

“ 本报今起开设专栏，为您讲述
身边的故事，向奋力拼搏、努力逐
梦的人致敬

杨路明教授：

寻找西瓜“聪慧”和“美貌”的基因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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