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忽报新冠又反复，
严防死守漏洞堵。
赶迎大考除妖魔，
负重抗击加力度。

（二）
变异病毒来去突，
雕虫小技害无辜。
白衣天使织天网，
百姓心平气也舒。

（三）
天雷困难敢担当，
丝缕毒株何处藏？
方寸不离意志坚，
铜墙铁壁紧跟党。

申城防疫迎大考
□袁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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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头腊底，阴阴冷冷，
很容易让人着冷、感冒、并
发咳嗽。我的老表哥听说
我咳嗽了，专程给我送来了
满满一篮子他家自已种的、
又脆又甜的梨，让我加川
贝、冰糖煮汤喝。

吃了表哥热心送来的
梨，润肺止咳，我的咳嗽很
快就好了。这不禁让我想
起了50多年前，年近10岁
的我，跟随父母走了足足一
个多小时的坑坑洼洼的乡
村田间羊肠小路，才到了当
时仅两车道，而且是包括了
人行道的，按现在的标准，
只能算是一条乡村道路的
沪南公路。在一个叫“十八
里桥”的车站，挤上了一辆
叫“沪南线”的公交车。这
在我的记忆里，是人生中第
一次乘座公交车。

10虚岁的我，在那个
尚处在缺吃少穿的年代，长
得十分矮小，乘公交车还不
用买票。这让我不仅有了
第一次乘车的新奇，而且感
受到了免费乘车的幸福。
但很快，我被挤得呼吸都困
难。因为当时的沪南线，不
像现在三、四分钟就有一班
车，而是起码三、四十分钟
才可能来一班车，等待乘坐
公交车的人又特别地多，但
大家都必须拼命地挤上去，
否则，又要久等难免误点的
下一班车。

到了表哥家，我很幸运
地吃到了他们自家园子里
种的，一直藏着舍不得吃
的，只有来了重要亲戚才会
拿出来吃的梨。这一次去
表哥家，也是我记忆中第一
次看到梨树。在当时的浦
东老南汇的郊区，一般少有
人家种果树，特别是梨树。
寒冬时期，那十几棵梨树外
形奇丑，树枝枯槁而且扭
曲，我当时想象不出这样的
树怎么能结出如此美味的
梨呢？

第二年的春天，表哥结
婚，我们一家人去喝表哥的
喜酒。他们家园子里的梨
树，被青青的嫩叶覆盖，生
机又盎然，充满了活力。

又过一年的初夏，表嫂
生宝宝，我们去吃满月酒。
表哥家园子里的十几棵梨
树，洁白的梨花争向绽放，
梨花香气四溢，看起来十分
美丽，且给人希望。这梨树
的清香与美丽，彻底改变了
我第一次看到梨树时的认
知。

表哥知道我特别爱吃
梨，四个月后就托人捎信
来，他家的梨成熟了，让我
趁着暑假去吃梨。其实，现
在想想，那时人人缺吃，又
甜又脆的梨，谁不喜欢呢？
表哥家的十几棵梨树，能摘
到多少梨啊？他们一家老
小自已吃，也绝对不会嫌多

呀。表哥的邀请，是兄弟之
间的一份浓浓亲情。

趁着暑假，我去表哥家
住了好几天，天天从树上摘
梨吃。看着梨树上结满的
果子，充满着成熟和收获，
我对梨树又有了新的认
识。春天，看梨树，一片片
嫩绿的新叶给人带来了无
限希望；初夏，看梨树，梨花
怒放的美丽与芳香，让人心
旷神怡；早秋，看梨树，硕果
累累是收获的喜悦，让人懂
得了有付出总有回报；冬
天，看梨树，是潜伏和积淀，
迎接来年的又一春。

梨树的一年四季，随着
不同节气，呈现出不同风
景，不同状态，与我们的人
生，有着极多的相似，所以，
我们不能用一个季节的风
景来评判一棵树，也不能用
一段时期的状态起伏高低
来衡量一个人。一棵树的
景观和其价值，一个人的外
貌与内在本质，只有经历过
了年复一年的四季轮换，以
及悠悠岁月的磨练之后，才
能全面地展现，也才能比较
客观和正确地判定。

在人生前进道路上，如
果我们一遇到寒冬和坎坷
就不再坚持，放弃努力，那
就犹如我们放弃冬天的忍
耐与积淀，我们就会错过生
命中春天的萌发、夏天的美
丽、秋天的收获。

梨树的四季
□胡德明

水总是以饱满的热诚、禅定
的心态、坚毅的步伐，去它该去的
地方，从未倦怠与休息，人是很难
做到的，比如我就是。我在河岸
走了半小时，看了半小时，想了半
小时，我对水有了一种生于心底
的景仰。其他不说，这河里的水
呀，总是流淌在可以流淌的水道
上，不逾矩，不犯规，微风来了
起点涟漪，阳光来了做成镜面，
雨点来了起些水花。无数个日
子，一种态度，几个做派，你看
到了它，它也看到了你，相看两
不厌，无语，无语是相知的最好状
态。

我记不得那天是几月几日
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所处的
位置，当我站在被奉贤人民称作
母亲河的金汇港面前时，河流就
成了我俯视的神物，神物总是奇
异。河面上的点点阳光，裹挟着
河上水流的清气，慢慢向我拂来，
贴着面孔，像是母亲双手的摩挲，
我感觉自己顿时被物化了、同化
了，变成了河里的一滴水，或者一
股清流，正在与所有的水，所有的
清流，一起忙碌，一起奔波，一起
欢唱，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
南，昼夜流淌，昼夜欢唱。

像在奉贤的土地上撩开的一

道印痕一样，金汇港就是横亘在
奉贤大地上的一条水道。水道绵
延数十里，像极了飘带，悠悠地躺
在大地之上。金汇港的一切都在
自然的秩序中，非常谦卑地用自
己的血汗，连着汹涌澎湃的杭州
湾，倚着滔滔汩汩的黄浦江。从
此，南面有亿万斯年的伙伴，北面
有千年不散的朋友。金汇港多了
一份远古、远方的气息。我在水
闸上看风景，感受到了这气息的
弥漫。一道水闸大门，规定了咸
水与淡水的交融时间，也让它们
知道了交融是一个机遇，更是一
种幸福。我在寻找一个答案，河
水清幽幽，海水黄灿灿，江水白乎
乎，肤色不同，来来往往，却从未
有过龃龉。海水、河水、江水都是
水，都是家，都可以驰骋，都可以
逢源。水生鱼，鱼为水生，水为人
生。我看见了河岸两地的几处高
大的扳罾，看见了大海里起伏的
点点船帆，看见了水草、水泡、水
汽，看见了垂钓的老者，身边是一
只老旧的鱼篓，一只榆木的老凳
压在屁股的下面，眼睛对着河面，
他在搜索水面，也在等待，等待着
鱼线的颤动，等待的快乐自得知，
等待蕴含着修行，而修行总要见
诸行动。

金汇港是奉贤人的等待，是
祖辈的等待，不能忘记的岁月是
1978年的冬天。奉贤十几万老百
姓，意气奋发，心想一致，浩浩荡
荡地走到一起，只为一个等待的
出现。绵延几十里的工地上，红
旗招展，人声鼎沸，人头攒动，所
有的人都铲着泥土，所有的手都
紧握担绳。他们硬是用扁担、铁
铲、铁锄、畚箕，一块泥一块土从
河底向河岸挑去。很快，河岸变
成了高坡与山丘，漫延数里，起伏
有致。一群人的劳碌，一群战士
的奔突，一种力量的组合，从早上
到傍晚，从傍晚到早上，慢慢地，
慢慢地，看见了河的雏形，看见了
河流的模样。土地里的水，无数
的水，不约而同，从四面八方涌
来，一滴、两滴、无数滴，滴滴成
水，九九归一。金汇港水流成河，
奉贤人等待的大河终于轰然而
现。人们喜出望外，奔走相告，等
待在自己的手里变成了一个事
实，变成了一处景观，变成了一种
文化。

景观总是多劫难，历来如此，
金汇港也是。1990年8月，离金
汇港竣工十年零六个月，老天在
空中生起了一座大火炉。六月开
始，40多天的高温高照，土地皲

裂，庄稼萎靡，人心也惶然，大家
都在等金汇港北闸开闸。北闸顺
应民意，机器轰鸣，响彻天地，如
同呼唤之声，引进浦江水源达
6356万立方米，旱情缓解，人心舒
缓。但灾难还在继续。时隔六
年，1996年6月13日至19日，老
天爷成了水天，暴雨如注，七天七
夜，日降雨量达92.6毫米，庄稼、
农田，都在水流中，河面与地面持
平，人们又开始等待。审时度势
的金汇港，南北水闸紧急启动，三
日排出水量达8072.21万立方米，
水渐渐少了，等待渐渐有望了。
无法无天的大自然又一次俯首称
臣，金汇港再立奇功。问，没有金
汇港，这个水怎么来法又怎么去
法？人说，很难说，有人说，自有
流处，但我相信，人为的设计有时
也是顺遂自然的。

我思考着这一场场的苦难到
来的缘由，想来是上苍给予的铁
定遭遇。一群人与一滴水、一条
河的故事，永远在风雨里依存延
续，有水无水，都是需要经历的，
有河无河却是不一样的。掬一把
金汇港的流水，想告诉金汇港，有
了你就有了逆转，有了重生，关键
需要付出。金汇港流水潺潺，敞
开了宽阔的胸怀，继续等待着过
往的船只、鱼群、人流。听过风
声，听过雨声，听过雷声，看过闪
电，大河满小河满，谦受益满招
损，是历练、是考验，几十年的风

雨如磐，已经成了一条生命之河，
智慧之河。在与你对话中，你启
示了我，土地是父母，大桥是通
道，沉寂与热闹，没落与辉煌，都
重要。再将手放在水里，看一眼
水，水清冽无比，润滑无限，寡淡
少欲，像极了善良的化身，任何一
滴水都愿意进入你的怀抱，都愿
意体会日行之艰，都愿意化解无
妄灾难。

一滴水与一河水的结合就成
了永不枯竭的水源，水源化作了
生命之河，生命之河就会处处有
灵性，就会孕育生活与生命的奇
迹。这是母亲河的特点，母亲河
是水河，也是心河。离开了金汇
港，到了海边村的老家，看到了家
里的锅盘碗盏，水龙头里流出来
的水。我就知道，此刻水的灵性
已经远离了我，我又成了平时的
我，我看得见的老家，就是眼里的
老家，心里的老家。

老家的背面有一条河流，从
我出生的那天起，流水声常年唧
唧地响着，不轰隆，想去探究一下
流水的归处，顺着水声一路走
去，一路寻去，有一种高尚等待
的感觉心中升起。我希望这水应
该向西流，向西流，那儿就是金
汇港，成为金汇港里的一滴水就
会得到永生。此时想：水光潋滟
靠大家，而你去了，今生的你，就
很难干枯，涌动是流水不蠹的唯
一法则。

金汇港的等待
□高明昌

本该春暖花开的季节
却被灰白色的冰面
折射出阵阵颤抖和寒光
天地间丝丝早春的气息
却被突如其来的黑天鹅吞噬
虽然今年的春天姗姗来迟
请相信春天的力量

踩在龟裂的大地上
谛听到涌动的血脉潺潺流畅
仿佛预示着
簇生的新绿 美幻的衣裳
短暂的阴霾不可能阻挡耕耘的步伐
请相信春天的力量

每一个冬天
总会留下隐隐的伤
难于愈合也是生活的时常
冬天的黑子难以切割春天出现的界限
不要习惯踽踽独行
不要冰冻对秋天的承诺和畅想

不要用昨天把明天丈量
春天是冬天的情人
越是期待越是迷茫

去融入地平线希冀的曙光吧
去尽情播撒善良的种子和希望
只要有众志成城的肩膀和胸膛

虽然今年的春天姗姗来迟
请相信春天的力量

致远方

涂抹文字给2015年终的雪
我的破鞋和皱纹里落满灰尘
在奔波的征程中被你洗涤干净
我站在期冀已久的大雪中
岁月已过去了1001夜
漫天飞扬洁白大雪，我的屋子却更加黯然
待到雪霁，走出屋外，雪地的亮光将我刺伤
黑色的树露出一片又一片的黑暗与之抗衡
我们俨然成了黑白两边跃动的音符
愉快的，天真的，混沌的
亢奋中为你写下十四行
期盼白雪飘入我们黑色的眼睛
依然相信雪花，进入内心可以疗伤
鹅毛大雪继续纷纷扬扬
远方就是我现在站立的地方

春天的力量（外一首）

□小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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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贾佳 摄/见习记者 杜洋域

在松江区泖港镇腰泾村，拖拉机的

轰鸣声奏响了新一轮水稻播种的序

曲。泖港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所属上

海兴泖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机手们正

在为区级种子繁育基地的田块进行耕

翻。

人勤春来早。松江稳中有序的春

耕备耕节奏，是确保该区全年粮食安全

生产的第一步。松江作为上海水稻生

产的主产区，也是家庭农场的发源地，

全区水稻播种面积稳定在 15 万亩，亩

产量稳居全市前列；2021 年，松江区

农业农村委获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集体”；今年，松江优质水稻种植比

例超50%，不断向绿色生产、品牌建设迈

进。

“翻耕之后的土壤得到肥化、熟化，

上水之后，再翻耕一次，就为3月中下旬

到 4 月底的播种做好了准备。”春耕现

场，泖港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徐海

云告诉记者，该镇有家庭农场主111户，

确保全镇水稻种植面积的落实，是实现

粮食稳产保供的关键。春耕期伊始，中

心根据种子配送和种植布局安排，确定

将绿色优质稻比例从去年的50%提升到

65%，并继续通过实施耕地地力保护措

施改良土壤，让土壤有机质含量再提

升。

十多年来，在松江家庭农场完善的

社会化服务保障体系下，松江家庭农场

主享受着种子、肥料、农药和农机等生

产资料“一条龙”的配套服务。随着春

耕备耕工作启动，家庭农场主将收到由

区级种子繁育基地配送的水稻良种，然

后，按照已规划的“一户一图”实现精准

播种。良好的政策配套、生产资料和社

会服务的有力保障，将充分调动和激发

家庭农场主的生产积极性，真正保障粮

食安全生产。

春耕备耕景象火热春耕备耕景象火热，，为为““疫情下疫情下””的上海乡村增添生机的上海乡村增添生机
□导读

金山廊下积极保供应，保障百姓“菜篮子”
■此次疫情“大考”下，保供成为廊下农副产品产业必须完成的一道“考题”。 >>>>>>22版版

■倾诉 3版

爱的长跑，在结婚十年后起步

受疫情影响，本报下周起临时休刊。今日缩为
4版，特此敬告。 本报编辑部

敬告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