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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袁失利的一方使胜利的一方心折要要要正所谓浩气
长存袁野纵死犹闻侠骨香冶遥 电视剧叶亮剑曳中的特写院我军骑兵
连与日军骑兵联队血战袁鉴于敌众我寡袁兵器简陋袁装备原
始袁壮士相继牺牲在阵前遥 这时袁仅剩下失去左臂的连长孙德
胜袁他从血泊里挣扎站起袁翻身跨上昂首嘶鸣的战马袁带着满
腔怒火袁满脸血污袁狂吼野骑兵连袁进攻噎噎冶单刀匹马向敌阵
冲去遥

端的是视死如归遥 孙德胜手握马刀的最后一劈袁在日军
指挥官的眼前定格要要要但见他色为之沮袁气为之夺袁肃然吩
咐左右院野传我命令袁厚葬这些军人袁他们是真正的勇士浴 冶

这是虚构袁你说遥 是的袁没错遥
但艺术源于生活袁孙德胜并非没有原型袁据说是我军骑

兵部队的某位政委遥
而我最熟悉的历史角色袁无疑是杨靖宇和张自忠遥
杨靖宇袁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袁长年率部驰骋在白山黑

水袁使日寇闻风丧胆遥 1940 年春袁杨靖宇不幸遭叛徒出卖袁孤
身一人被困在深山老林袁天寒地冻袁弹尽粮绝袁日军料他坚持
不了几天袁就会投降或饿毙遥 但是袁若干个几天过去了袁杨靖
宇仍然在声东击西地与敌人周旋袁直至最后壮烈捐躯遥 日军
猜不出他从哪儿获得的能量袁动手解剖他的遗体袁愕然发现袁
胃里没有一粒米袁仅有草根尧树皮与棉絮要要要此情此景袁使身
形矮矬的日本兵瞬间又猥琐了几分遥 为了平复心头的惶恐袁
他们主动为杨靖宇举行了野慰灵祭冶遥

张自忠袁 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
令袁1937 年至 1940 年袁先后参与临沂保卫战尧徐州会战尧武汉
会战尧随枣会战遥 在最后参加的枣宜会战中袁张自忠率领的部
队陷入日军重围袁为了牵制对方主力袁以便外线我军实施反
包围袁他孤注一掷袁身先士卒袁与敌军展开面对面的搏杀袁最
后身中七弹袁喋血沙场遥将军一去袁大树飘零遥山河呜咽袁天地
同悲要要要连暴戾恣睢的日军也为之胆落袁列队向他的遗体致
敬遥

这都是载于史册尧妇孺皆知的遥 本文要说的袁是一位无名
英雄遥

1944 年 1 月袁日本军部大本营下达野一号战令冶袁责成侵
华部队不惜代价袁全力打通纵贯南北的交通线袁旨在让中国
大陆日占区与南洋日战区联成一体遥 为此袁驻守武汉的某部
日军奉命南下袁先后冲破岳阳尧长沙尧衡阳的重重封锁袁抵达
桂林郊区遥 其中有支连队袁把营房安扎在一座寺庙旁边袁连部
设在了一幢废弃的农舍里遥 那天午饭后袁分队长押进一位年
轻的中国女兵遥 女兵体格健硕袁一顶宽大的旧军帽袁低低压至
脑门袁皮肤黝黑遥 显然她刚才经历了一场生死格斗袁脖颈尧领
口处还流着血袁几缕乱发袁从帽檐下窜出来袁披散在淤青的额
头要要要她的双手被反缚着袁要不袁肯定会把它撩上去遥

日军连长来了精神袁从腰里拔出手枪袁在女兵眼底晃了
晃袁通过翻译袁拷问野敌军冶军情遥 女兵昂首挺胸袁拒不回答遥

日军连长暴怒袁枪口抬高袁直指女兵的前额遥
女兵毫不示弱袁索性破口大骂袁历数日军侵华以来的血

腥罪行遥
翻译嗫嚅袁不敢转述遥 日军连长看出名堂袁呵斥她闭口遥

女兵野呸冶地一声袁吐了他一脸唾沫遥
这个连长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袁做事讲究章法板眼遥 他

阴沉着脸袁命人量了女兵的血压袁随即给她戴上眼罩袁推至土
墙根站立要要要女兵虽然看不见袁也明白这是要被枪决了要要要
日军连长举起手枪袁瞄准袁野叭尧叭尧叭冶射出三粒子弹遥 三枪都
偏离女兵袁弹孔落在 50 厘米之外的墙上遥

让人骇异的是袁揭开女兵蒙着的眼罩袁发现她竟然从容
淡定尧神色自若袁再量血压袁和先前测定的一般无二遥 这样一
来袁一向以武士道精神自诩的日军官兵也都张口结舌袁说不
出话来遥

剧情反转院日军连长本是职业恶魔袁是军国主义制造的
杀人机器袁但同时也是战争受害者遥 那一刻袁他兴许想起家乡
的姐妹袁或是未婚妻噎噎或是袁从女兵的凛然浩气中窥见了

战争凶多吉少的走向噎噎
这事在从前是没有过的袁 日军连长突然下令为女兵松

绑袁当着众人的面袁掏给她一盒香烟袁随后袁把手向门外一挥袁
说院野你走吧浴 冶

女兵接过香烟袁也不道谢袁扭头跨出门槛遥 自由了袁应该
是撒脚丫就跑袁这一去袁正是野鳌鱼脱却金钩去袁摆尾摇头再
不来冶遥 然而袁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要要要

片刻袁那位女兵去而复回袁一脚跨进连部遥
野你怎么还不跑钥 冶满屋的日军都一头雾水遥
女兵瞅定日军连长袁不卑不亢院野你方才送我香烟袁但没

送火柴袁我是回来讨取的遥 冶
众人又是一凛袁折服小女子胆大泼天遥 日军连长二话没

说袁乖乖递上一盒火柴袁女兵接过袁依然无谢袁头也不回袁扬长
而去遥

要要要注意袁此非文艺作品袁乃真实的历史事件遥 记录者为
山田伸雄遥

山田伸雄生于 1919 年袁1942 年大学毕业袁 应征入伍袁派
往中国战场遥 上述女兵故事袁正是发生在他所在的连队遥

战后袁山田从事实业袁退休后袁埋头撰写生平往事遥 2004
年袁85 岁的山田病逝袁 家人整理他的遗稿袁 结集为 叶青春彷
徨曳袁自费印刷了若干册袁分赠亲朋故旧遥 山田伸雄有个老友
叫阿川弘之袁是名出色的小说家袁他在第一时间分到一册遥 阿
川与山田同年入伍袁也到过中国遥 山田回忆中那位中国女兵
的峥嵘伟烈尧飒爽辣亮袁以及那个日军连长的优柔彷徨尧良知
一现袁使他心有戚戚袁情不能已袁遂写了篇随笔叶战场的青
春曳袁发表在 2004 年 9 月号的叶文艺春秋曳上遥

呜呼袁日本人存此记忆袁而神州竟湮没无闻浴 我的大学同
窗尧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名誉教授马成三先生袁为之耿耿
于怀袁铭心镂骨遥 每次回国袁都要跟我提起遥

月前袁我请他把阿川弘之的随笔传来遥 当下读了又读袁不
忍释手遥 读到后来袁分明不像在读袁而像在参与雕刻袁参与塑
造遥

真希望有人前去采访遥 记住院时间为 1944 年曰地点为桂
林郊区某座寺庙的一隅遥 甭管生死存殁袁这位活在异邦退伍
军人心底笔尖的抗日女兵袁 应该补充进国家记忆要要要起码袁
先让我们在心头为她耸起一座文字碑遥

“日本版”的抗日女兵
卞毓方

渔民称海豚为丫头鱼遥 之所以称海
豚为丫头鱼袁一可能是缘于它的美丽善
良以及披着一身黑色野紧身衣冶的流线
型身材曰二可能是因为它的善舞与极具
灵性遥 海豚不仅在海洋馆里是人类的朋
友袁即便是在波澜壮阔的大海里袁同渔
民也是好朋友遥

海豚极重感情遥 海洋专家告诉我们
说海豚是野一夫一妻冶制遥 野夫妻冶中袁只
要一方遭遇不幸袁 另一方决不再 野娶冶
野嫁冶遥那年袁我们在东海淌流网袁天亮收网时袁只见一条海
豚焦躁不安地在船舷旁游来游去袁 一会儿把它那墨绿色
的身子埋进海水袁一会儿又浮出水面遥 大伙觉得蹊跷袁认
定其中必有隐情袁于是加快收网速度遥 就在这时袁一条黑
色的身影渐渐从海的深处浮现袁待到海面上时袁大伙终于
看清流网里裹着一条已经死亡的海豚遥人们大惑不解袁这
海豚不仅灵性十足袁虽然眼睛不怎么好使袁但由于它在游
动中能够发出一种声波袁 声波的反射能够帮助它及时发
现前面有无危险和障碍袁 它怎么会缠上鱼网钥 可能正在
野恋爱冶吧袁一不小心就碰上鱼网遥徐文修的调侃引得大家
一阵哄笑遥 就在这时袁只听得左舷野嘭冶的一声巨响袁船体
好像被水雷击中遥大伙一转身袁只见刚才那条一直焦躁不
安的海豚已一头撞死在船舷旁遥 野以身殉情浴 冶野几乎比人
还忠诚浴 冶噎噎大家伙唏嘘不已遥

海豚不仅温柔尧善良尧忠诚袁还是渔民的好朋友遥那一
年袁我们船在吕泗渔场生产鳓鱼尧马鲛遥 一天突遇天气剧
变袁六七级的风浪搅得渔场黑压压尧乌沉沉袁让人很是恐
怖遥 老大潘必宽急忙让大伙收网返港袁舱面上袁大伙各就
各位袁忙着拽网拿鱼遥绰号野二稀拉冶的王正平受不了风浪
的颠簸袁趴到船帮上呕吐遥不料袁一个大浪从右舷打来遥猝
不及防的野二稀拉冶倒栽葱跌进茫茫大海遥 满船人立马施
救袁却怎么也不见野二稀拉冶的身影遥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
去袁风浪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大袁一排排随风涌起的巨
浪以排山倒海之势袁打得渔船在浪头上颠簸遥就在大伙焦
急尧无望的时刻袁二老大钱克勤指着 30 米开外的一条黑
乎乎的身影说院野快看袁那是什么钥冶大伙定睛一看袁只见一
条硕大的海豚在波峰浪谷中穿行袁 它的背上隐隐约约好
像驮着什么东西遥

野它的背上驮着一个人遥 冶眼尖的船头黄志成高声嚷
着袁野是耶二稀拉爷袁快袁快扔救生圈遥 冶听黄志成这么一喊袁
大家伙也都看到那海豚背上驮着的的确是 野二稀拉冶袁于
是袁大伙一齐用力袁抛下船上的救生圈袁野二稀拉冶奋力抓
住救生圈袁从海豚的背上滑下海袁被大伙七手八脚拉上了
船遥待大伙把野二稀拉冶安顿好袁再回头去寻那条救命的海
豚袁只见那海豚用它那大而有力的尾巴用力一甩袁猛地窜
上浪尖袁似乎在祝贺野二稀拉冶的死里逃生袁随后便快速消
失在茫茫大海中遥

海豚善良尧温柔袁然而对强敌袁它们的团结尧它们的忠
诚尧它们的勇敢同样让人叹为观止遥 那年袁我们的船正在
浙东洋面上航行袁风和日丽袁让人感受到大海的温暖与柔
和遥突然袁船的左舷不远处溅起阵阵浪花袁大伙觉得好奇袁
便让潘老大带舵袁去看看那到底是什么玩意遥 驶近一瞧袁
只见十数尾海豚正在同一条大鲨鱼搏斗袁 大鲨鱼凭借着
强有力的身躯和摆动灵活的大尾袁 不断地向海豚发起攻
击遥好几条海豚被大鲨鱼咬伤袁鲜红的血把那一片海水都
染得通红遥海豚亦不示弱袁轮番以坚硬的头向大鲨鱼发起
攻击遥

在众海豚一轮又一轮的攻击下袁大鲨鱼渐显疲态遥眼
看寡不敌众袁大鲨鱼大尾一甩袁一头潜入深海袁逃之夭夭遥
复归平静的海面浮起了十多条庆贺胜利的海豚遥

海豚分布很广袁 大海中都有它美丽的身影遥 许多时
候袁它们追逐着航船袁似飞鱼一样滑行在船舷两旁袁煞是
惹人喜爱遥

海豚是人类的好朋友遥善而待之袁关爱它尧保护它袁是
我们不可推卸也不应该推卸的责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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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于故纸堆中邂逅了东晋时期女诗人
谢道韫袁并为她的诗才所折服遥 她曾写过一首玄
言诗袁题为叶泰山吟曳袁其中有野秀极冲青天冶之
句袁 我觉得以此来赞颂女诗人己身袁 也并不为
过遥 她凭着野未若柳絮因风起冶的咏雪状物诗袁而
被称为野咏絮之才冶袁叶三字经曳中有野蔡文姬袁能
辩琴遥 谢道韫袁能咏吟冶遥 此二女子因此名播声
传袁奉为标杆遥 叶晋书曳称她野夫繁霜降节袁彰劲心
于后凋袁横流在辰袁表贞期于上德袁匪伊尹子袁抑
亦妇人焉遥 冶今人余嘉锡说她院野道韫以一女子而
有林下风气袁足见其为女中名士遥 冶林下风气是
指女子态度娴雅袁举止大方遥 仅凭这四个字的评
述袁谢道韫的仪态与气韵袁便可略知一二遥 谢道
韫出生于东晋鼎盛时期的顶尖豪门 野陈郡谢
氏冶袁是安西将军谢奕的长女袁当朝宰相谢安的
侄女遥 她后来嫁给书圣王羲之次子袁王谢两家都

是当时的顶尖权贵袁谢道韫的家世足以让人心生羡慕袁但她却凭
着自身的才华袁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历史上千古流芳的才女遥

少女时期袁她既有同龄人共有的幻想和禀赋袁又有别的女孩
所没有的发现美和解读美的天资遥 据传袁谢安让谢家的儿女们咏
雪袁出了一个题目要要要白雪纷纷何所似遥 实心眼的兄长谢朗脱口
便说院野撒盐空中差可拟冶袁而善于观察自然尧思考人生与天地关系
的谢道韫随即纠正说院野未若柳絮因风起冶遥 谢朗那郭靖似的回答
其实并不错袁若是状物袁盐和雪粒确实是极为相似的袁只是作为
诗袁少了谢道韫诗句中柳絮般的温柔质感遥 谢安是主观先行者袁有
名士的风流袁哪里会喜欢直截了当的野撒盐冶钥 谢朗迹近写实的诗
句袁被谢道韫的印象派轻松击溃袁矫情镇物而至于野不觉屐齿之
折冶的谢安对谢道韫的诗句自然是情有独钟的遥 如此才女会让人
推想袁她一定不是小家碧玉似的容易脸红的女子袁她兴许会有女
扮男装尧遨游四方的秋瑾式传奇遥 然而令人难以预料的是袁她用了
所有的才智竟给自己安排了一辈子的平庸遥 她的丈夫王凝之是大
书法家王羲之的次子袁擅长书法袁也有官职在身袁但居然迷上了五
斗米道袁整日昏昏沉沉袁家事国事茫然不顾遥 他担任会稽内史时袁
三吴地区孙恩发动叛乱袁逼近会稽城袁谢道韫劝他做防御准备袁他
回答院野吾已请大道袁许鬼兵相助袁贼自破矣遥 冶丈夫如此的不可理
喻袁谢道韫时有一种孤独感袭来遥 找不到温暖的婚姻生活袁让她产
生了迫近黄昏的一腔沧桑袁她在平平仄仄中为自己的悲催情绪找
到一个痛快的出口遥 她在岁月静好中轻轻转身袁竟自来到野身居锦
秀心无爱冶的琼瑶之境袁她即使在婚姻生活里缺失大喜大悲尧大起
大落的癫狂之恋袁而那与生俱有的千帆过尽的大气袁不是任何人
都能匹配的袁平平淡淡的铺排尧慢慢变老的心态是这个睿智女子
应得的从容遥 然而就在她的故事终将结局之前袁她却触碰了一个
大开大阖的机关袁陡然出现命运的起承转合遥 这样一个独特的女
子最后一次出现在史书上袁却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遥

东晋之末袁历史的风云在谢道韫看不见的地方袁悄悄的起了
波澜曰一场席卷整个东晋的战乱突然爆发袁谢道韫和丈夫王凝之
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战争遥 王凝之是会稽城的内史袁他冥顽不化地
认定袁只要对神灵虔诚袁便一定会得到神灵的护佑遥 谢道韫劝不了
执迷不悟的丈夫袁 只好在家丁中选择一拨人进行培训以御叛军遥
她知道袁仅凭区区几百人是远远抵挡不住叛军的袁然而这只能是
一个弱女子的无奈之举了遥 会稽城中弥漫着绝望的气息袁这是一
场优势只属于敌军的战争袁破城后的敌军选择了惨无人道的倾城
屠杀遥 谢道韫和她的外孙成了最后的野活口冶遥 目睹丈夫和女儿被
杀的惨状袁她没有时间悲伤袁她预料自己和外孙难逃一死袁但她仍
挺身护着外孙袁瞪大眼睛对敌军厉声呵斥院野事关王门袁何关他族钥
此小儿是外孙刘涛袁如必欲加诛袁宁先杀我遥 冶敌军将领早就听说
谢道韫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女子袁今又亲见她如此英勇袁不禁心生
钦佩袁竟改容相待袁放了谢道韫和她的外孙遥 只有内心的淡定和坚
强袁才能活出非凡的气度袁才能具有野万物皆备于我的积极的精神
状态冶遥 在中国的历史上袁习惯于将人物标签化袁很多女子袁阴差阳
错袁被拉出来做铺垫袁以一种并不匹配的造型挂在群芳谱遥 而对谢
道韫的评判袁众说纷云袁虽然她最终也逃不过野万艳同悲冶的宿命袁
但毕竟不是随意让人摆布的弱者袁她的大气尧果敢和智慧袁总是让
人仰视的遥 历史上有一个人对她的评点很值得提起遥 那是在孙恩
之乱平定之后袁新任会稽郡守的刘柳前来拜访谢道韫袁两人说了
什么袁不得而知袁但事后袁刘柳逢人便夸院野内史夫人风致高远袁词
理无滞袁诚挚感人袁一席谈论袁受惠无穷浴 冶我读谢道韫袁心中也仅
留下两个字袁野震撼冶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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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详婉莹拍摄的陈洋轮船码头照片袁 疑惑着袁心
想袁这哪里是我记忆中的那个陈洋轮船码头呀浴

不错袁 我记忆中的那个轮船码头是有两个船桩袁
但那桩远比这俩粗壮遥 那个单弱稚嫩的小女孩呀袁曾
多少多少次只身从向晚时分的校园走出袁走过拱形向
阳桥尧幽寂小花园尧素朴老校门袁循着瘦削蜿蜒的老
街袁经过密挨着的黯旧的店铺以及喷香诱人的烧饼麻
团摊位袁寻摸到码头里袁怀着少年莫名的淡淡忧伤袁静
静注目遥远的天边遥

那时船桩所在的码头似乎远比照片里的宽大遥 河
水晃着粼粼的波光流过来又流走了袁轮船呜呜低沉吼
叫着开过来又开走了袁人们拥挤着吵嚷着离船上岸了
又四下里散开了袁太阳缓缓地深坠又落下地平线遥 那
时的码头大多时候是热闹的袁语声不绝回响袁但那热
闹里并没有女孩潜在需要着的依傍遥 不断沉寂下去的
河流不住摇动天空云朵树木的倒影袁还不停不息地咬

噬堤岸袁说着女孩听不真切弄不明白的话语遥
也曾随着父母同着弟弟们从这里欢喜地上下过轮

船袁 是去邻县那父亲永生不能忘怀的故乡遥 船在河上
漫不经心地走袁河流轻拍覆有杂树乱草的慢坡袁陌生的
远方来到舱窗口又缓缓退去遥 舱里拥塞又凌乱袁 旅人
不过是声音之浪上的簇簇浮沫遥 船上售卖汪着浓油尧
漂着葱花尧热气腾腾的大碗面条袁那是小孩们以为的天
底下至上之美味袁以至终岁牵念尧对它的渴盼丝毫无逊
于父亲回归故乡的热望浴

而今这照片里的码头呀袁却只见风化了的基座尧裸
露着的石块尧疯长过又衰败了的杂草袁是如此的逼仄又
破败荒凉袁 根本不能承接深藏在脑海里的那些残篇断
简与散章遥 要要要时光荏苒袁物已不是人更非袁它是在诠
释袁什么叫做沧桑钥 罢罢罢袁而今鬓已星白袁前路露浓
霜又重袁莫耽旧忆袁且任流年径自如水长逝袁尘埃若雪
轻埋过往遥轻背负袁简行装袁自珍重袁步步稳笃袁向远方遥

码头亦在诉沧桑
鲁声娜

告别了袁竣工的高楼大
厦袁
告别了袁 熟悉的鹤乡袁
开出朵朵鲜花噎噎
出发了袁 拿好瓦刀尧铁
铲袁
出发了袁奔向蓝天白云
轻抚的湿地下遥

昨天袁这里还是一片荒
芜要要要
柴草茂盛袁积水满洼遥
可眼下变了袁全变啦浴
就好像绿树野草开出
新花遥

看座座大厦高耸入云袁
不正凝望着我们的面
颊钥
看栋栋新楼披霞光袁
不正呼唤着我们歇下钥

多少年来袁我们都探索
着袁
怎样才能使劳动成果
新美如画袁
每时每刻袁我们都在设
想着袁
僻野荒郊随着人的心

愿变化遥

正是由于党百年即将
到来之际袁
我们才不吝惜汗水的
抛洒袁
也正是由于我们党历
经百年沧桑袁创造今日
辉煌袁
我们砥砺奋进袁把一切
困难踩在脚下遥

此刻袁梦想的花朵开在
眼前袁
习总书记把 野十四五冶
蓝图绘画遥
启航第二个百年新征
程袁
再为复兴伟业袁燃起新
的激情火把遥

奋进吧浴 我们挥笔泼墨
描绘新中华袁
我们踏遍祖国的海角
天涯要要要
让万里江山都出现靓
丽的春天万紫千红袁
就像蔚蓝天空铺满绚
丽的彩霞遥

向着又一座高楼告别
江正

青山古寺
绿衣红裙
有花瓣袁从眉梢掠过
有雨水袁从檐上滴落
点点花雨
纷纷扬扬
是平凡中的繁华
朵朵水花
无声无息
是平静中的美丽
在诗里袁在梦里
潜入了情怀的涟漪

舴艋轻舟
双溪娇笑
有荷香袁在水面氤氲
有莲花袁在手边跳荡
一掬心香
寄君心湖
是人世间的大爱
几许芳魂
伴子天涯
是红尘里的牵挂
在闾苑袁在兰闺
谱写出美妙的旋律

莲 语
张为燕

一道强烈的电光从窗前闪过袁紧接着野喀吧冶一声袁
巨大的雷声由近处渐渐滚向远处遥

大山站在桌子旁袁 娴熟地用一支小针筒抽着自己
最新研制的疫苗遥 屋外雷电交加袁正下着暴雨遥

大山博士读的是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袁 今年
刚毕业就遇上这可怕的疫情遥 他读博期间有数篇水平
顶尖的研究论文在国际学术权威刊物发表遥 他研究发
表的叶流行病病毒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曳论文还被大学授
予野校长荣誉奖冶遥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袁大山都是新起
的黑马袁国际许多知名的大学尧医院尧教授都派人登门邀
请他袁他都婉言谢绝遥 现在是抗疫最关键时刻袁国家需
要他袁人民需要他遥

野疾病无国界袁疾病无亲疏袁疾病无敌我遥 在疾病面
前袁你面对的永远只是病人袁哪怕这个病人就是你的亲
身父母袁你也要勇敢地面对遥 冶大山想到博士毕业时袁大
学校长的演讲遥 站在窗前袁大山久久地沉思着遥

一道强烈的电光从窗前闪过袁紧接着野喀吧冶一声袁
巨大的雷声由近处渐渐滚向远处遥 墙上的钟滴滴哒哒
地响着遥

大山 3 岁时袁母亲病逝袁他从小就立志学医袁长大了
做一个优秀的医生袁让父亲过的每一天都很健康遥 哪知
这一天来得这么快遥 大山相信自己的研究水平袁但内心
还是有些许忐忑袁 他居然要将自己研究出来的第一针
疫苗袁亲自在父亲身上试验遥

父亲是大山深处一位村支部书记袁20 多年来袁父亲

吃辛受苦袁 愣是将全村 200 多户贫困户带上了致富路袁
将原先的穷山沟变成了落凤凰的宝地遥

一道强烈的电光从窗前闪过袁紧接着野喀吧冶一声袁
巨大的雷声由近处渐渐滚向远处遥

大山端着托盘袁走进了父亲的重症病房遥 父亲还没
有苏醒袁昨天晚上刚经过紧张的抢救遥 大山望着头发花
白的父亲袁几颗晶莹的泪珠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遥 大山
曾经在心里无数次发誓袁为了自己袁为了贫困的村民袁父
亲拒绝了众多姑娘的好意袁至今仍然单身遥 是父亲含辛
茹苦地将自己拉扯上大学袁读研读博遥工作后袁一定要好
好地孝敬父亲遥 挣钱给父亲在城里买套房子尧给父亲找
个伴遥 谁知刚开始工作袁却无意和父亲在这样的情形下
见面遥

大山想到了自己刚刚入党那天晚上袁 平常从不来
大学看自己的父亲却亲自赶来祝贺遥 野大山袁你很优秀袁
爸爸为你骄傲遥 以后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危险袁你要时
刻想着自己是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遥 你要永远践行党
的初心使命袁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尧实现人民幸福噎噎冶

一道强烈的电光从窗前闪过袁紧接着野喀吧冶一声袁
巨大的雷声由近处渐渐滚向远处遥

在护士的帮助下袁 大山将自己最新研制的新冠肺
炎疫苗袁 缓缓地注射到了父亲要要要一位因帮助群众隔
离而不幸感染确诊的老党员的体内遥

窗外的雨停了袁天亮了遥 这一针袁拯救的不仅是父
亲袁是整个国家袁是整个世界遥

初 心
张才祝

五色秋 王万舜 摄

苍茫疆土袁连绵平远袁射阳次第繁华遥 高速贯穿袁川通四
海袁瑶庄安住人家遥 釆菊摘云霞遥 放舟捕渔港袁飞鹤鸣涯遥 灵
气盘空袁户居奇丽尽豪奢遥

高秋五谷丰嘉遥 看排行嫩蕊袁满目寒花遥 农圃善收袁陶公
喜悦袁乡情漫品清茶遥天醉弄眩琶遥借得春回返袁香净仙葩遥迤
逦含娇绘画袁能不叫人夸遥

望海潮·中国洋马菊乡一瞥
王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