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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繁花处处开
□柏滨丰

一到春天，被漫长寒冬压制的情绪全面
“暴动”，像最狠的打折季来临，商场大门一开，
人们争先恐后地冲向……户外。除了“坐着，
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
迷藏”，就是追着各种花花草草赏与拍。

梅花山的梅花，鸡鸣寺的樱花，南理工校
园的二月兰，莫愁湖的海棠……线上，五颜六
色的照片如云锦般荡漾；线下，黑压压的人头
如王羲之洗墨池水般波动。

比如南京鸡鸣寺的樱花大道。每年一到
阳春，那摩肩接踵的人潮，跟赶庙会似的。随
着咔咔咔的交响乐，你拍的照片里有我，我拍
的照片里有你……附近的居民“叮铃铃”把车
铃声按得咬牙切齿，走唉！走唉！走唉！

而今，随着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城市中的

绿地越来越多，繁花也日渐点多面广。茶余饭
后，扶老携幼，看花开花落，成为和平盛世里日
常的一大闲情逸致。

去年，小区进行了二次雨污分流改造，工
程结束后，开挖的路段被重新铺好，受损的植
被也被重新补上，还新栽了不少梅花、樱花、
二月兰、海棠、广玉兰……以前孩子问我小区
里种的什么花，我会不假思索地说：“桂花！”
现在得一棵棵辨认，梅花、樱花、桃花，还是梨
花？

新年里，最早开的是梅花，从早春一直到
阳春。看着粉色花朵，闻着浮动暗香，不禁想
起张枣《镜中》的那句“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
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我后悔
的事是什么呢？应该是没能当一名植物学家
吧！

小区附近的一条外秦淮河，曾经又脏又臭，

是有名的“一河当关，万夫莫近”。河道边杂草丛
生、垃圾遍布，河水上常年躺着绿藻、泛着油光。
夏天，临河的家家户户不得不门窗紧闭。早晚锻
炼，居民们也只能舍近求远，跑到 2 公里外的小
公园。

而今，这里脱胎换骨。河水清过了，河道
修过了，沿岸栽满了二月兰，花季一到，紫色花
海在风中荡漾，一如季羡林在《二月兰》里的描
述：“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
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
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只是，总有苦
命的二月兰，不只被个别只顾拍照不顾素质的
路人踩晕，还被称呼得莫名其妙：“哇，那么多薰
衣草！”人家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开放，叫“二月
兰”！

老家六合的龙池街道也是今非昔比。乔
迁龙池湖边新居的老人感叹：“过去晴天刮尘

土，雨天行路难，家禽满地跑。现在马路宽阔，
环境整洁、绿化也好。吃完晚饭沿着龙池湖散
散步，满眼都是绿树红花。”这话不假。彼时
龙池湖环境脏乱差，明显落后于六合城区建设
节奏，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质量。历经多
年整治，如今鸟语花香、亭台楼榭，成为当地的
地标性景点。闲暇之余，一家人结伴环湖，踱
步亲水栈道，置身蓝天白云，轻松惬意。

远眺湖面，碧波荡漾，水天一色。近看湖
边，高处有香樟、垂柳、雪松、红枫、桂花、广玉
兰……低处有丁香、杜鹃、栀子、海棠、月季、波
斯菊……千姿百态，四季常青，真是个休闲娱
乐、晨练夜跑的绝佳去处。

“美丽抬头可见，幸福触手可及”，祖祖辈
辈生活在湖边的村民们，如今尝到了环境提档
升级的甜头，真正实现了“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

愿山河披锦绣
□张焯

作为一个云南人，离开家乡便是一路向
北，从南方到了北方。

从南方的大山里走出来，第一样要适应的
便是会掉光叶子的树。还记得在武汉上大学
时，第一次看到秋风一夜之间扯光了梧桐树上
所有的叶子，仿佛一排排没穿衣服的人立在路
边。我惊讶得大呼小叫，而来自天津的同学却
不屑地说：“我们北方冬天都这样。”

后来，我一路向北，落在北京，渐渐习惯
了北方四季分明的春草夏花秋叶冬雪，习惯了
夏天知了的吵闹，习惯了冬夜站满鸦群的秃树
枝。

花草树木，随季节而变，提醒人们时光的
流逝，也为生活增加了滋味。四季更迭带来
大地的色彩变换，这正是生命勃勃不息的循
环。它们有时甘做环境中可有可无的点缀，
被人们忽略，有时却是生活的全部，左右人们
的命运。

祁连山、天山、阿尔泰山，在中国广阔的国

土上一路向西，可以领略更多北方山河的雄壮
与粗犷。那些寸草不生的荒滩、那些人迹寥寥
的湖泊，是大自然力量的宣示，更是教人理解
生命真谛的课堂。在这里，天高野阔纵然是一
种美，没有生机的大地更像一张严酷的脸，让
人无法轻易接近。

在祁连山山坡上，我认识了依仗草原而生
的牧民，寒风中大地挤出的点点绿色，是他们
所有生计的指望。在山脚下雪水汇聚的平地，
千辛万苦种下的果树是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全
部寄托。

在宁夏广阔的大戈壁上，高速公路笔直
平坦，难得的暴雨扫过大地，路边躬身播种
的农民如黑色的蚂蚁，没有遮挡也丝毫不准
备躲避。当地人告诉我，这里一年下不了两
次雨，收获的粮食常常还没有撒下的种子
多。

在山西的煤矿沉降区，赶羊的老人告诉
我，一不小心原上的深坑就会吞掉他的牲口，
那是他几个月的收入。这里，大片随时会塌陷
的土地沟坎纵横，只能荒着，没人敢靠近。

草、树、土地、雨水、河流，在大多数地方
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东西，在另一些地方因珍
贵而格外美丽。只有在这里，很多人才会明白，
没有了大自然的庇护，人类的生存会是多么吃
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真实不虚。
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过去一直在

想方设法利用自然所给予的一切，但很少会去
想这些东西由哪里来，还剩多少，用完的残余
扔到哪儿以及大自然因人的利用会变成什么
样。那些原本水草丰美的地方，因为无知的索
取变成了沙漠戈壁，许多前人的恶果成了后人
的枷锁，还有一些很快就把人们自己逼到了绝
境。

我儿时最开心的事就是周末去滇池游泳，
那是清澈见底、喝起来格外甘甜的湖水，胆小
的我经常因为被小鱼啄到而哇哇大叫。湖边
有无数贝壳碎片和鹅卵石堆成的缓坡，不时还
能捡到小颗的玛瑙。滇池被誉为“高原明珠”，
每年冬天有无数候鸟来这里越冬。我的小学
老师说，她儿时直接用饭盒就能舀到无数小鱼

虾。
然而，就在 80 年代初，湖边先后建起诸

多工厂，只几年间，滇池水质就恶化到了“劣 V
类”，黑如墨汁的水泛着恶臭。全城人都震惊
了，因为它是昆明当时的唯一水源，居民向政
府请愿，我所在的学校号召学生给政府写信，
请求救救滇池。我们每个人都郑重地写下了
人生中的第一封信。

30 年过去了，滇池的治理才初显成效。
2020 年 1 月 20 日 下 午，正 在 云 南 考 察 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滇池星海半岛生态湿地，
察看滇池保护治理情况。习近平总书记肯定
了滇池治理成效，他强调，我们要避免走先
污染再治理的老路，一定要摒弃过去那种以
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发展的做法。
我们提出新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文明，是符
合客观规律的。从当前看，老百姓现在吃饱
穿暖了，最关心的就是环境。长远来讲，我
们不能吃子孙饭，要造福人类。要继续抓下
去，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把绿水青山真正变
成金山银山。

奔赴一场春天的美好之约
□方怀银

大寒后，淅沥下了几天雨，温度不低，有
些许春意。

春天最先是闻到的。小区里飘来似有还
无的淡香。停下脚步特别关注时却闻不到，在
你不留心时，又飘然而至。树丛中，几株腊梅
正开得欢，一树黄灿灿的。雨水滑过花瓣，增
添了丰腴。

腊梅开了，她的那些伙伴也耐不住寂寞，
吸收着大地的阳气，等待一个时节的到来，那
就是立春。

立为建始，春木之气始至，故称“立”。“玉
润窗前竹，花繁院里梅。”春就在冰雪中静静
地培育。五九六九，河边看柳，立春已是六九，
不待春风浩荡，便“柳色早黄浅，水文新绿微”
了。

柳色清浅，不如红梅艳艳，更能让人感知
春的到来。立春赏梅花，春风试手先梅蕊。南
朝陆凯在折梅时遇见驿使，便寄给远在陇山的
范晔。王维问家乡来客，“来日绮窗前，寒梅
著花未？”梅花成了友朋问候的寄托物。今年
立春在春节前，红梅迎春十分喜气，不妨风雅
一回，来个案头清供，正乃“山间除夕无他事，
插了梅花便过年”。

古人赋予四季名称，东方为春，春称为

蠢蠢欲动的“蠢”。冬至乃阴极，阴阳相生，
阴极则阳生。当然这有个累积，是从量变到
质变的过程。至立春时，春气还弱，故而“蛰
虫始振、鱼陟负冰”。人们渐渐脱去臃肿的
冬装，变苗条了。树木则萌芽、含苞，渐次丰
满。立春为春天的第一个节气。《史记·天
官书》：“立春日，四时之始也。”自冬而春，
是希望，是生气。人们对春天总是寄予很多，
自不可怠慢。据《礼记·月令》记载，立春
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迎春
于东郊。天子迎春，百姓咬春，乡民吃春饼、
春盘，都是讨个好彩头。

春人饮春酒，春官鞭春牛。一年之计在
于春，春耕乃一年耕作之始。古时，人们常
在立春前一日将泥制土牛放在府衙门前，到
了立春之日凌晨，便将所有春牛打碎，此为

“打春牛”。记得小时候，乡人们常在立春这
天，将生产队的耕牛赶到大田里，向其抛撒
大豆。牛把式手捧大豆，让牛食用，用柳枝
轻轻鞭打，绕田一周，活动活动筋骨。吃了
年饭，农人们就要记得田饭，春耕就看耕牛
了。南方还有摸牛脚之俗，摸摸春牛脚，赚
钱赚得着。

最是春天留不住。让我们携着牛儿，奔赴
一场春回大地、春临人间、春风十里、春花烂
漫的美好之约，不负岁月。 展翅� □吉尔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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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智勇

“新栽杨柳三千里 , 引得春风度玉关。”这
是清代将领杨昌浚所写的诗句，这首诗背后还
有一段故事。十九世纪末，阿古柏悍然侵犯我
国新疆，百姓流离失所。就在此岌岌可危的情
况下，一代封疆大吏左宗棠不顾年近七十高
龄，毅然出征。当左公率军西征时，看到西北
干旱荒芜，就边行军边植树。后来，他在奏稿
中写道：“路旁所栽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
至省城兰州，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
断。”左宗棠当年所栽之树，至今尚有存活，被
人们称为“左公柳”。由此可见，左公当年将
爱国与种树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时下又正值草长莺飞的三月，正是植树的
大好时机。

兰州地处黄土高原，南北两山怀抱，黄河
纵贯其中，“皋兰白塔两遥看，黄河九曲冲霄
汉”可以形象概括出兰州的地形。“皋兰白塔”
是指分别耸峙于黄河南北两岸的皋兰山和白
塔山。这里虽然有山，但却是裸露着黄土本色
的光秃秃的荒山秃岭。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兰州人不乏幽默，
绿化一直萦绕在兰州人的头脑中。其中脑细
胞较为活跃的记者、编辑曾在报纸上制作了

《南北两山戴上了绿帽子》的标题。由此可见，
绿，一直是兰州人心中渴望的色彩。

由于干旱缺水，草木极难成活。解放前，
民间流传着“皋兰山上一棵树”的说法，道尽
了兰州的荒芜之象。皋兰山巅的这棵树，站
在兰州城区仰望可见，这似乎也成了兰州人
的精神之树。

解放后，不妥协、不气馁的兰州人对南北两
山进行绿化，但是因为山高坡陡，植树存在极大
困难。植树大军就分为几路，一路手持铁锹，一
边修路一边挖坑；一路背着树苗，蹒跚爬山。当
时没有先进的喷灌设施，种树又离不开水。劳
动产生智慧，人们发现冬季黄河结冰封冻，正是
存水的好时机。遂破冰取水，将冰块装入背筐，
一步步把冰块背上山顶，然后埋入树坑内待其
慢慢融化，以滋润种下的树苗，或者将其放入水
池存储，待来年开春之时，再进行浇灌。

可以想像当时植树的艰辛，如今我们爬山
游玩，赤手徒步行走在修砌整齐的台阶上，都
会累得气喘吁吁，何况当时还要负重攀爬在无
路的山坡。望着如今蔚然的山林，鸟儿在林间
鸣叫，清风习习，扇扇鼻翼，深深呼吸一下带有
花草清香的空气，使人顿感惬意。这也真应一

句俗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在举全市之力大搞绿化的植树大军中，有

一支身穿绿衣的队伍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当
时的兰州邮政人。老一代兰州邮政人，誓要用
身穿的绿衣遍染黄土横呈的两山。

经过持续绿化建设，目前，南北两山造林
绿化面积已达 58 万亩，成活各类树木 1.5 亿
株，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人工生态体系、基础设
施体系、生态文化体系，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社
会和经济效益。如今站在白塔山巅，放眼望去，
满目郁郁葱葱，滔滔的黄河在山下滚滚东去。

也许人们会在心里产生一个问号，是什
么成就了这样的成绩？那只有一个答案，是
精神，是一种不妥协、不气馁的精神。而这种
精神依然在绵展、延续，而且已被磨砺得熠熠
生辉。

种植的是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