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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燕随想
■ 张新民

致敬钟南山致敬钟南山———山中名人—山中名人 人中名山人中名山
■ 吕金玲

“有座山，叫钟南山”“雷神山、火
神山、钟南山，三山齐聚克难关”，每
听到或看到这些高频流传的语句，我
都不免会心一笑。同“诗言志”，话虽
简短，但绝对是那么回事。钟南山院
士绝对当得起全国人民心中这座“定
力山”“攻坚山”。每每紧要关头，老
人家都逆风而上，不惜以命许医许国
的铿锵壮行，一次次于冬春之际卷起
雄波大澜，暖热了脚下的土地，也暖
热了人们的心田。

熟悉并记牢这个名字，始于
2003年非典。当年他67岁，已说不
上年轻，但当广东病例破千时，他毅
然笃定“把重症患者都送我这里来！”
躲尚不及，谁还主动靠前？真个明知
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是因为他太
惯熟并透悟了患者求助的眼神，在病
人眼中，医生就是天，就是山，就是
命，就是神仙，平时是，疫情面前尤其
是。出发征战乃医护人员的天职，同

“天降大任于斯人”，犹豫都有懦嫌。
于他而言，病人康复才是最美的景，
似花比花香，似蜜比蜜甜，实可谓把
特鲁多“有时是治愈，常常去帮助，总
是去安慰”的名言悟得透之又透。而
人们饱有印象的还有其讲真话、敢发
声、不苟且的鲜明个性。面对SARS
期间有官员称“疫情已得到有效控
制”的说法，他即刻驳回“什么叫现在

已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病原都
还没搞清楚，你怎么控制？”细想，对
呀！凡事都有因果，捯出根儿来，方
谈后续文章。我从中分明镜鉴到他
不巧言不妄断不伪饰，只唯事实唯科
学唯良心的境界美心灵美高端美。
常道物以稀为贵，说其气节、风骨有
教科书般的性质，似并不为过。

而谈及精神操守，定然得提上世
纪他43岁生日当天赴英进修一事。
由于某种原因，其导师只允许他待8
个月，且只能以观察者身份出现，言
外之意，某些医务工作如查房、试验
等，是要受到一些限制的。这让人很
受伤，但钟南山是谁？是素来喜挑战
抗争、愈挫反愈勇的刚硬汉子，是高
尔基笔下“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吧”的海燕，想也想得出，“定要为国
争口气”的誓言顷刻在胸中升腾漫
卷。可有谁知，这口气是要以健康甚
至性命做抵押的。因选了与专业相
关的吸烟课题，为研究其对人体的危
害，就必须让血液中一氧化碳含量达
标，而要达标，就须连抽60多支烟。
连鬼都知道，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反复从自己身
上抽血，做了数十次实验，最终，获得
真知还争了气，同行刮目导师折服，
说“你想待多久都可以！”岁月流转，
此事已渐行渐远，但绝对是其人生路

上一段耐读的景，耐读在爱家国的赤
子情怀，耐读在棱角、锐气、韧劲、天
生不服输的性格，耐读在以命投资事
业搞科研的可贵德操，为我们勾描出
有追求有良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可
感可敬的大美灵魂。

言天有不测风云，去岁今春应
验。非典远去仅17年，新冠病毒又
肆虐而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已84岁高龄的钟老再度挂帅出征。
面对荆楚病例快速上升的势头，一向
直言的他元月18日紧急呼吁：无特
殊情况，不要去武汉！但您可知，话
音未落的次日即19日，老人家便登
上了开往武汉的高铁，直奔凶险的一
线而去。劝大家远离自己却毅然前
往，且病毒初起正猖獗，又且年龄已
至耄耋，还且……岂非和平年代上演
的又一幕《英雄虎胆》？了解情况后
又马不停蹄飞北京，元月20日二次
直言“十多名医护人员感染，肯定存
在人传人”，就此，防控警报紧急拉
响，全国上上下下总动员，从救治、隔
离、卫生、出行等可能想到的方方面
面，打响了一场人民战争。作为志
士、斗士、勇士、先锋的钟南山，其名
字带着信任、份量、热度与期盼，又一
次住进了千家万户，住进了人们震惊
又敬重、感动又心疼、更多是高看与
祈福的兹兹念念中。

钟南山——一个好人，好大夫，
好战士，好榜样，正能量足而又足。
拜读了大量关于钟老的报道，数度泪
下、击节中，写就了此真情小文。笔
走思考亦走，竟也获得不少高质量营
养，也算是负责地给自己上了堂人生
课吧。说起来一路走到今天，曾有多
位老师以多种方式给我们上过这种
课。如“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时传
祥，“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
喜，“心中装着全兰考，唯独没有他自
己”的焦裕禄，因排雷失去双眼双手

“在人生另一战场，继续做个好兵”的
杜富国等，我心中，他们都是信仰、志
向、干劲从不变形不掉色不摇晃的

“特种部队”成员，共同特点是喜打善
打大仗硬仗，且关键时刻刃不卷，不
恋闲逸恋鏖战，特别能战斗的钟南山
显然在其列。致敬中解读，崇仰中思
考，亟盼诚信、正直、务实等一众清流
光耀蓝天，因诸美质皆上述师者人格
魅力的真实写照与再现，自信其将教
益我一世。

突降的大疫大考面前，有“钟南
山们”披铠亮剑负重前行，才有我们小
康路的静好与坚定，而为众人捧薪柴，
历来为人民所挂怀，此由衷想说“山中
名人、人中名山之敬爱的钟老——战

‘疫’辛苦任务繁，务请珍重保平安，遥
祝顺心又顺意，病毒早散早凯旋！”

一座座方舱
组成一艘巨大的诺亚方舟
由最可爱的白衣勇士护航
一路乘风破浪 与恶魔作战

正日夜兼程 向着希望的彼岸

汗水化成雨水 留给了海
火神山 雷神山

吟唱出生命的歌
照亮 黎明前的黑暗

天使划过天空的美丽弧线
更有一位八旬老人

早已化作 丹心阕词一片

春寒 不能阻隔春天
这时 窗前

飞来一只喜鹊 是报告好消息
还是 等待那久违的拥抱

或者 为了一个即将兑现的诺言

往年我喜欢春天的五颜六色
2020年春天的颜色，我只钟情白色
就像白衣天使那样，有高尚的情操

有至善的大爱
以前总是对五彩缤纷书写炫丽

而今，我对白色另眼相看

并把她赋诗讴歌
悄悄的用心收藏

不管是冬天和夏天
不管是春天和秋天

她再也不会在风雨交加的时候无人问津
更不会在瑞雪纷飞的时候没地方落脚

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又快到了。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
社会”号召，旨在让读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
或缺的部分。

21世纪的今天，图书市场丰富多彩，纸质
书、网络阅读、视屏阅读方式多样，“博览”群书
成为信手拈来之事。加之每个人的性格情趣、
岗位职业、阅读习惯不同，是读纸质书、电子书，
还是读人文历史、名人传记、科幻文学、养生烹
饪，自然不尽相同。早间，作家王蒙先生在央视
《一堂好课》上与某大学青年学子分享阅读与人
生故事时指出，青年人“一定要认真读书，而且
要读一点自己看不太懂的书，读一点费劲的
书。不能光看那些无聊的段子，应该按求知和
提高精神境界的要求来读书。”曹文轩先生也曾
表示：书分为有文脉和没有文脉，如果青少年看
了太多没有文脉的书，对他们的成长和写作没
有什么用处。

哪些属于“看不太懂”的书，“有文脉”的
书？为什么要读“看不太懂”“有文脉”的书？用
两位学者的话说，与青年人“求知和提高精神境
界”“成长和写作”密切关联。青年人要成为有理
想、有志向、有抱负的时代新人，必须是有文化、有信仰、有境界、有
使命感的人，要多读一点“看不太懂”的书籍。网络化、信息化、数
字化的今天，《史记》《春秋左传》《二十四史》等，被很多人视为“最
难读”、读起来最“费劲”的书。这尚不难理解。那么，“三百千”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鲁迅的《呐喊》、梁晓声的《人世
间》、莫言的《红高粱》、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读起来也那么费
劲、难读吗？有的人恐怕是心性过于浮躁，看不到既得利益，故
而没有了读书心境，没有了早年那种专心、耐心、信心吧。如此，
又如何谈得上对阅读有多少深层思考、多少情愫情怀。

读书有两大基本功用：一是消遣娱乐，二是增长文化知识、
涵养思想。与其说阅读是为了长知识强技能，不如说更是为涵
养文化信仰、理想信念。钢铁大王卡内基曾说：“人活着不只需
要面包。”还需要信仰、文化、精神。一个人读哪些书，用哪种方
式读书，与社会工作、年龄性别、个人情趣有关系，尤其与修为修
养、信仰志向有关。清朱焘在《北窗呓语》中说：“少年读经，其功
专业；中年读史，其识广也；晚年读释典，其神静也；至若最无聊
时，读庄列诸子……”显然这是对读书人心境需求的描述。但从
另一角度说，无论阅读哪种书，采取哪种方式读书，有一点应该
是相同的——尽可能系统阅读，多读经典。专注哲学历史，一定
逻辑严谨，以古鉴今；酷爱文学艺术，必然胸襟宽广，情怀绵长。
一部经典，一部“读不太懂”的书，或许一时不会让你洞察人文历
史、社会风云；但一堆碎片信息、“鸡汤文化”，肯定会干扰你的逻
辑思维，使你难辨孰是孰非。明清时代，一代又一代皇帝、太子、
大臣，在紫禁城文华殿讲堂上接受着“四书”“五经”等“专业知
识”教育。正是如此精心、经典的传经授业、文化熏陶，为明清

“治国理政”理念的传承起了巨大作用。
明其道不计其功。读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同跑马拉松，

需要科学知识和时间、耐力，尤其需要精研细磨。从古至今，有
所成就的科学家、学者、匠人，无一不是从做学问开始，在探索求
知的征途上努力攀登。读书，除了增长知识阅历、陶冶情操，更
大的功用在于抚慰心灵、精彩生活、充实人生。如《红楼梦》《水
浒》《西游记》，除了让我们读到情景交织、跌宕起伏的一个个故
事，是不是还能解读出旧时中国家庭与家族内部的矛盾纠葛，早
期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官商富豪与农民“草寇”之间的生死斗
争，古代中国权势较量与权力制衡等多重内涵？

读书，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常阅读“看不太
懂”的书、“有文脉”的书，有助于丰富生活、涵养文化素养，有助
于拓展视野、提高思想境界和生活质量。

春风吹绿了杨柳，春花开满了山岗，
燕子已从南方飞回到我家屋下。轻盈的
身姿，动听的呢喃，溢满在堂前。老伴将
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屋子里收拾得清
清爽爽，就像是在迎接出远门归来的孩
子。燕子，黑黑的羽毛，白白的肚皮，棕
色的下颚略带白色斑点，飞翔起来像箭
一般，唧唧咋咋叫唤起来如唱歌一样。
有人称它为春燕，因为她是春天的使者，
她到春天到，她走寒冬来。也有人称呼
它为家燕，因为她的窝就筑在各家各户
的屋檐下或农家院落的过道上，常常与
人同居一室，和谐相处的像一家人一样，
在我的眼里它是人类最好的伙伴。更可
贵的是它是害虫的天敌，它一日三餐吃
的都是害虫，蚊虫，昼夜保护着人类居住
的自然环境。我喜欢燕子，更赞赏燕子
勤劳持家的精神。

在故乡，有一种说法：燕子落户的人
家，一定是和睦、美满、幸福的家庭。燕
子最念旧情。如果今年春天在某家筑巢
了，明年一定还来这家。记得小时候我
是如何羡慕邻家屋檐下住着一窝小精灵
的。终于有一天，辛苦大半辈的父亲在
秋天里盖起了四间漂亮的新房。少年的
我在心里盼望着春天快点来临。果然第
二年春天，一对小燕子开始在我家新房
的屋檐下筑巢。燕子呢喃是春天里的赞
歌，我便天天饶有兴趣地看着燕子怎样
啄柴草、衔春泥。不到一星期，它们小巧
的新窝便建成了。我们家也像多了几个
成员一样，平添了许多乐趣和生气。窝

建好以后，两只燕子开始忙着孵化小燕
子。某日醒来，就听见檐下啁啾不停，抬
头看去，四五个小东西张着嫩黄的小嘴，
正翘首等待燕妈妈喂食。从那天开始，
燕子夫妇更加忙碌，一趟趟飞进飞出，叼
来小虫、草籽。有一次，一只雏燕掉出了
窝，老伴立即找来梯子，小心地将其放回
窝内。早就急坏了的母燕一见宝贝归
来，在一旁感激得喳喳直叫。

燕子每年飞回，都筑巢在我家东房
的屋檐下。我和燕子有着说不出的感
情，每天当我和家人一起出门的时候，它
们会从屋檐下俯冲过来再从我的头上掠
过，张开翅膀为我们带路。当我下班回
家的时候，老远就看见它们在空中盘旋，
叽叽喳喳的叫着，好像在等着我回家。
老伴特别爱燕，每年初春，她便早早地盼
着燕儿归来。我和老伴育有一儿一女，
他们常年居住在外，很少像燕子那样准
时在春暖花开的时候“飞”回来，天天陪
伴我们的竟然是屋檐下的那窝燕子。

燕子最愿意接近人类，它从不弃旧
巢，更不借巢生卵。它们懂得生活的真
味，农人给它准备再漂亮的鸟巢也不住，
必须通过自己的辛劳和汗水，用春泥、麦
草以及对生命的热爱，执着地构筑自己
的爱巢。燕子是朴素、负责、忠贞的精
灵！她们满足于布衣平凡的生活。没有
奢望，没有艾怨。无论在王谢堂前，还是
在寻常巷陌，她们永远劳作着、寻觅着，
用勤劳构建自己朴实的家，享受着温馨
的天伦之乐。

春寒不能阻隔春天春寒不能阻隔春天
■ 史迎凤

春天的颜色春天的颜色
■ 王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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