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是人间的保姆，

带领一切到秋天成熟，

劝服你用温暖的阳光，

用风和雨，使土地重复。

林间的群鸟于是欢叫，

城外的小河也开始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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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笔滨海
■ 毅剑

空气里或许有着最无形的病毒
像细小的群魔的蜂巢
在走廊、人群、口罩、空气之间

逡巡
我害怕我的医疗卡上沾到病毒
我害怕CT的床位上有着病毒
我害怕急诊室的床单上有着

病毒

氧气管子第一次以悬浮的方
式插入我的鼻子

拯救我心窦过速的狂乱心跳
大年初四，我竟然以如此的方式
参与整个世界和病毒的抗争
所有的呼喊已经漫滤
只剩下白衣的医者和我目光

的交替

“请放宽心
你未曾有直接的武汉接触史
你的肺部未曾有相应症状
我们不能启动相关检测程序
请继续回家留观”
我感觉到戴着护目镜的医生

有着最谨慎的表述
我侧身
看到他温和的目光
把我内心的颤悸和惶恐一扫而空

一场春节的风暴
一场武汉的风暴
一场中国的风暴
一场新冠病毒的风暴
一场世相众生的风暴

我和每一个人成为风暴里细
微的蚂蚁

在口罩和自我隔离里
躲避疫情的侵袭
像卑微的尘土
在大地边缘绵延喘息

这次初四的救护车和急诊
让我邂逅了一场突然而至的

特殊经历
在2020年静寂却又喧哗的病

毒战争里
我终于意识到我渺小如一滴

水珠
随时都可能湮灭在燃烧的人

群里

现在，严冬未曾过去
春天的火焰是否能取暖杀毒？
所有有着逗号和句号的诗句
如同雪橇和战鼓般列队而来
在病毒的杀戮和黑暗之乡
我们想把苦难和恐惧，
把魔性和贪欲
驱逐到另外一个星球

爱的铁门未曾关上
它们一一打开
我们愿栖息在洁净的地球
渴望纯净的雨露浇灌根脉
让河流回归源头
我们要和整个大自然血脉相

连，相亲相爱
直至归于银河系的天幕

初四的急诊室
■ 杨绣丽

洁白

这个最冷的年关
洁白 让我们 泪流满脸

当幽灵 在天空盘旋
一个个白衣天使 打开天堂的

样子
扑通扑通 降临人间
向前 向前
不怕 折翅断羽 不怕 险浪滔天

这个最冷的年关
洁白 让我们 泪流满脸
其实 哪有什么天使
只是一群群孩子 学着前辈的样子
穿上白袍 冲了上去
向前 向前
哪怕 肝崩胆裂 哪怕 青丝寸断

这个最冷的春天
洁白是最滚烫的色彩
你是爱 我是爱
爱 是人间 春暖花开

深蓝

你的热血 我的歌
我的热泪 汇成河
你是谁？
难道披上了深蓝的铠甲
你就以为你可以“金刚不坏”？
为了谁？
难道为了你的父老乡亲
你就已经变得“百毒不侵”了吗？

刚刚过去的11天

全国公安抗疫一线
就倒下了我们8位战友
血浓于水 无声胜过有悲
擦干眼泪 警察不退！

平常的时候
你微若尘土
可就在这个最冷的春天
你开出了这个世上最美丽的

花朵！

国有难 士必当
民有疾 爱无疆
我爱你 我的中国
越是苦难 我越能看见
你 蓬蓬勃勃的希望
你 生生不息的梦想！

白与蓝

你在冬天离开
只为大地 留一片洁白
说好了 在一起
说好了 春归来
你说 是亲人就不会分开
我的天使 我的心爱
回来 回来
我等你 在春暖花开

你在春天倒下
只为天空 留一抹深蓝
民有苦 向前冲
国有难 冲向前
你说 是警察就必须承担
我的战友 我的心爱
回来 回来
我等你 在春暖花开

等你在春暖花开（组诗）
■ 桂子

草木清华
■ 余显斌

草儿绿了，草儿长了，草儿就

沿着每一寸泥土生长着，草儿就沿

着每一寸空地生长着。所有的草

儿，仿佛谁在喊着号子一样，比赛

着生长，比赛着绿着，比赛着青嫩

着。因此，在乡村，每一寸地面上

都有着绿色，有着生命。

土地有没有灵性，就看有没有

草儿。

小村有没有灵性，就看有没有

绿色。

每一个小村，此时也都使劲美

丽着，好像人一样，生怕一松劲儿

就落后了，就被别的村庄笑话了：

“瞧你，也出点力啊，开几朵花，绿

一片草啊。”因此，在村与村之间行

走，就如在城市的花园和花园之间

行走。城里的花园，哪有这么清新

的花儿啊，哪有这么干净的叶儿

啊？这儿的每一朵花都在风里摇

曳着，绝对不是摇摆，那么轻柔的

动作，咋能说是摇摆啊？

花儿也有性格，也有特点的。

性格不一样，举动也不一样。

有的花开朗，直爽，就如《红楼

梦》里略带咬舌的史湘云一样，张了

嘴笑着，一点儿也不羞涩，也不做作，

好像在对你喊着“艾哥哥”，自己竟然

被自己的咬舌逗乐了。还有的当然

就婉约着，咬着唇清浅地笑着，不露

牙齿，就半开着了。也有的是绝对的

小清新，躲在花叶中，含着苞儿。

一家家的房子就在花儿里拢

着，就在翠色里拢着。一般都单独

成院子，院子可不是院墙遮着的。

用院墙遮着干嘛啊？邻居间想搭

一句话多难啊。一家家的院子，都

有竹子打着篱笆，篱笆打成方格

的。院子的一角有一个水龙头，还

有一个水槽。旁边就是一块地，几

铺席子大，生长着韭菜，还有葱蒜，

还有青嫩的小白菜。

院子里当然有桃树，桃花开

了，就是一片霞。也有梨树，梨花

开了，就是一片雪。

一片片花瓣，在风里蹁跹着，就

如跳舞一样，最后落在草坪上，落在

路人的身上，带着一种朦胧的香

味。开花的树，如一个纯真的女孩，

美丽着，花枝招展着，是典型的邻家

小妹。这时，有空的时候，赶快去山

里走走，去村里走走，沿着村子的公

路，就那样慢慢地走着，在舒缓的风

里欣赏着这些花儿。一旦花儿落

尽，一棵棵树都长满叶子，青葱碧绿

着，就是少妇了，穿着青绿旗袍，站

在院子里，眉眼朦胧地望着远方。

开花的树木，天真。

长叶的树木，端庄。

草儿学样，学得更好，更活泼。

蒲公英开了，一朵朵的黄花在

草丛里摇摆着，淡黄淡黄的，如一颗

颗星星一样。鸡冠花也开了，不是

家养的，家养的肉乎乎的，是唐朝的

美人。要看鸡冠花最好是看野生

的，水红色，可又不全是，水红里面

透着大红，和翠色映衬着，鸡血石雕

琢的一样。狗尾草也开了花。狗尾

草也有花吗？瞧你说的，狗尾草还

能没花？没花还能叫草啊？就如树

如果没有果子，那还能叫树啊？狗

尾草的花，细绒绒地粘在硕大的穗

上，用手摸着，软绵绵地很舒服，就

如摸着猫儿的尾巴一样，真担心这

草儿也会发出咪呜一声叫。就连青

苔也开花呢。不然，咋的会有诗说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一切的美，都是值得我们尊敬

的。就如每一种草木，都值得我们

歌颂一样。

因为，正是由于这些草儿这些

花儿，乡村才一片青葱，一片碧翠，

一片美丽。也正是因为这一棵棵

草儿，一棵棵树木，一朵朵花儿，乡

村才会有一片草木清华。

我走远了，走离了乡村。

我清新着洁净着，没有肮脏，因

为，我带着一种草木清华上路，走在

人生的红尘中，走在茫茫的江湖间。

草色青青，蔓延着小村的每一

寸土地。草色青青，蔓延着我的每

一寸思念。

城建：向海拓展

枕着渤海湾的涛声，注定了这

片城区的一切都将与潮汐相依。

翻阅厚实的史书，没有哪一个国度

能够与海的宽度相比，也没有哪一

片土地的沉重，经得住海水的冲

刷、洗礼和久远的淹没。

浅海填沙崛起的一片又一片

厂区，盐碱滩涂耸起的一排又一排

高楼；大滨海走出的一条“港城联

动”，点燃并激发着——一座城的

高质量加速度的发展，以及它不断

创新的活力和不断更新的动力。

“城因港而立，港因城而兴”。

滨海新区着眼未来规划现在，聚焦

海滨城市、港口城市和产业城市特

点，科学谋划布局，突出绿色发展、

创新发展、向海发展的理念，做到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高点定位，着

力打造属于自己的“滨海特色”。

使新区进一步提升了港口的功能，

完善了配套产业，并通过进一步的

优化通关环境，提升了开放程度，

以共荣共赢的港口经济发展新态

势，实现了滨海新区高质量快速度

的发展。

在向海拓展触角的同时，大滨

海也不忘驱动属于自身的万向联

轴器，伸长行车的铁臂向高空挺直

着张扬，那众多高楼簇拥着的周大

福金融中心，就是铁证。

这座高530米，中国北方最高

的摩天大厦，用钻石般耀眼的光芒

刺破苍穹。数千名参建人员近 6

年的精心雕琢打磨，让这颗“北方

之钻”提前 4 个月完成竣工备案。

标致性的建筑犹如传说中的“定海

神针”，在滨海新区2270平方公里

大工业和大科技的浪涛峰涌间，灯

塔般闪亮着：

——矗立成一种神示的高度，

亮丽成一道天工的风景！

科技：抢占高点

一个新区，一年有近万件的发

明专利。

在滨海，每一个发展的指标都

随着时间成倍地快速繁衍和膨胀着。

在新区，每一种成长的数字都

伴着日子几何状的演变递进增长着。

如细胞裂变的演绎速度，似星

云密布的纷呈亮点，也只有属于它

的天河一号，才能理得出，算得清。

在滨海新区，每天都有大大小

小的科技创新成果出炉，每日都有

一颗创新的种子在这片沃土里生

根、发芽、开花，并最终结出丰硕的

果实。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飞腾

CPU与麒麟操作系统形成了该领

域的“中国方案”；生物医药领域，康

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已形成了腺病毒

载体疫苗技术、结合技术、蛋白设计

与重组技术、制剂技术四大创新疫

苗技术平台；力神电池公司“高安全

高比能乘用车动力电池系统技术攻

关”项目，成功入选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

抢占科技的制高点，让人工智

能、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在滨海新区

获得普遍应用和快速发展。让航

空航天、新能源、生物医药、海洋工

程装备、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制

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领域突破

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转化一批重大

科技创新成果，形成一批百亿级产

业集群。

文化：亮点纷呈

每次的滨海之行，它设施不

断完善规模不断扩大的文化艺术

场馆，总是给我带来过多的惊喜

和兴致。

以滨海文化中心为骨架的系

列馆场，铺展并积蕴着这片新生城

区的文化长卷。两年多以前，它首

批开放的场馆包括滨海新区图书

馆、滨海美术馆、滨海演艺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和文化长廊等，无

疑就是这一巨幅文化长卷中最为

精彩的一个个片段，而其中的滨

海新区图书馆，更是凭借其别具

一格的造型成为“网红”，在成为

大滨海文化亮点的同时，也成为

了全国的经典。

从取得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资格到构建起全方

位、立体化、广覆盖的阅读服务体

系；从设施齐全的培训室到“五脏

俱全”的小剧场；从完善旅游公共

服务体系，研发智慧旅游平台到积

极培育旅游新业态，推动邮轮、低

空飞行旅游发展，大滨海亮点纷呈

的文化，助推着和谐繁荣的创新和

发展。

滨海新区依托“五馆一廊”的

资源优势，积极探索丰富文化和自

身发展的模式，在努力为市民群众

奉上文化盛宴的同时，并将滨海文

化中心打造成特色的文化地标，让

涉足到天津大滨海的外地人，也能

感受到它的创新活力动力与无穷

无尽的精彩和浪漫。

港口：不断升级

迎着朝阳，面向大海，153 公

里的海岸是滨海不断扩张的命脉，

占尽得天独厚的“地利”。

“一带一路”建设支点作用的

持续增强。这百年不遇的“天时”，

推动着天津港加快世界一流智慧

港口、绿色港口建设的步伐。那铿

锵有力的机车动能，那巨型行车四

处张扬高高举起的铁臂，在深入实

施口岸降费提效优化环境专项行

动中，被一一印证。

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压

缩 74%和 87%。新增 4 条国际干

线，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1700

万标准箱。国际班列保持常态化

运营。开通天津港至雄安新区绿

色通道，建成京津冀港口智慧物

流协同平台……新区完善的社会

保障体系，坚持公共资金向民生

领域倾斜，改革开放红利的进一

步释放，充分缓解了企业压力、解

放了发展动力，这无疑是又抢占

了“人和”。

从 1997 年开始形成的 5 万吨

级航道；到 2005 年 12 月，开工建

设 25 万吨航道一期工程；再到

2012 年，天津港航道等级提至 30

万吨级，成为世界上等级最高的

人工深水港。以码头为代表的一

大批基础设施建设竣工并投入使

用，基础能力的加强和发展，巩固

了天津港在全球资源配置枢纽的

地位。

触角向海，总面积约 30 平方

公里的东疆港区在天津港东北部

拔“海”而起，这里上演了现代版

“精卫填海”的故事，为天津港发展

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空间载体。港

口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础，而随后

城市也为港口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和经济腹地。作为天津港功能延

伸的主阵地，东疆在进一步提升天

津港国际话语权的同时，也扩大滨

海新区的国际影响力和对外辐射

作用。

大滨海不断扩张的港口，彰显

着它自身独特的个性和实力！

你从雨后的巷中走来
轻捻裙角
脚步闪躲银亮的水汪儿

我是被幸福惊呆的孩子
只想化做泥墙的影子
投影在你的春衫 发际

你投向我的目光闪躲
唇角吮起羞怯的笑

这时光让我欢喜得想哭

心酸酸的痛着
却如此幸福

可恨那无情的风啊
劫走了你的影子
却抛下了相思的种子

彼时满满的
此时却空空
一如你去后的雨巷
窄窄深深 冷冷清清

偶遇
■ 果子1974

中 国 新 经 济 文 学 专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