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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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岁月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春暖花开万物苏， 阳春三
月植树时。 一年一度的植树节
又如期而至。 植树造林是一项
造福后人荫泽子孙的宏伟工
程，自古以来，我国人民一直都
很重视植树造林， 留下了许多
与植树有关的故事，传为美谈。

柳树是阳春三月最夺风
景的树木之一，《诗经·采薇》
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东晋诗人陶渊明不仅爱菊，也
爱植柳，他辞官归隐后，专门在
房前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五柳
先生”，并写《五柳先生传》，自
述其生平之行。从他的“榆柳荫
后园， 桃李罗堂前”“萦萦窗下
兰，密密堂前柳”等诗句中也可
以看出诗人一生爱柳植柳的
情怀。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少年
时就对植树情有独钟， 他年年
栽植松树，从不间断。 曾在《戏
作种松》诗中说：“我昔少年日，
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
如插秧”。苏轼每到一个地方任
职都要大力发展绿化， 推广生
态建设， 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
实的“植树文人”。 更让人感动
的是当爱妻王弗病故， 苏轼在
其墓地上亲手种下三万棵青

松，以示怀念。他以文人的浪漫
和超人的执著， 向爱人表达了
一份感天动地的真意。

苏轼不仅亲自种树， 还把
种树的实践体会写成文章。 他
写的《种松法》等文章，从何时
下种，种在何地，怎样育苗，怎
样管护等等，均做了详细介绍，
供有心人借鉴， 堪称种树的行
家里手。

古人不仅重视植树， 还十
分重视保护林木。 《秦律·田
律》 规定： “春二月， 毋敢伐
材木山林及雍堤水。 不夏月，
毋敢夜草为灰……” 意思是
说， 春二月， 不要伐林木， 以
免洪水冲垮堤岸； 不到夏天，
不要把草锄掉烧成灰等。 《唐
六典》 载： “凡五岳及名山能
蕴灵产异兴云致雨， 有利于人
者， 皆禁其樵采。” 到了唐代
环境保护意识更强， 已经用法
律手段禁止砍伐森林。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在植
树节的意义已远非简简单单的
种树而已， 更多地是要通过植
树节这一天唤起人们的环保意
识，号召全社会共同营造“蓝天
碧水”的生活环境，让我们的家
园更加秀美。

□乔兆军

古人的植树情结

【情怀】15副刊２０19年 3月 １2日·星期二│本版编辑周薇│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张旭│ 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大西北的军人普遍有一个绿
色 情 结 ， 驻 守 在 边 防 的 军 人
尤 其 钟爱象征着生命和希望的
树木。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我怀
揣在军营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来
到西北边陲。 我们部队营区处在
“百里风区” 有名的 “三十里风
口”。 营区内生长着为数不多的
白杨和榆树， 除了几棵树干直径
三十多公分的白杨树外， 每棵树
都是用八号铁丝捆扎着枯死的树
干做支架， 围成一圈支撑着， 以
免被风刮倒。 几棵小树尽管有架
子撑着， 仍然向同一个方向倒趴
过去， 艰难地生长着。 营区的外
面几乎见不到绿色， 只有几簇骆
驼草在劲风中瑟瑟抖动。

那时候， 部队要求 “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 我们看中了训练
场和油库之间的一块空地， 想开
发成菜地。 上级同意并鼓励我们
尝试。 一个星期天， 全连出动，

十字镐铁锹齐上阵， 大家满怀激
情地刨开骆驼草下面一层薄薄的
沙子， 看到的是坚硬的石头。 我
们继续往下挖 ， 期待能见到土

层。 一上午时间过去， 磨破了手
掌的我们 ， 只挖下去四五十公
分。 挥镐下去， 仍然只见火光四
溅， 鹅卵石变成了黑色的片石。

想见到土层的希望落空了。
就在大家灰心之际， 团领导

来到现场查勘后 ， 决定改变策
略： 先种抗旱耐寒的榆树， 改良
环境和改造土壤并举， 再发展种
菜养殖。

此后一连几个星期天， 全团
官兵在这块十几亩河床一样的石
头地上修成了纵横交错的 “战
壕”， 从 百 公 里 外 的 山 里 拉 土
运肥 ， 顶 着大风 ， 在漫天沙尘
中将一棵棵榆树栽种到填充着
泥 土 羊 粪的壕沟里 ， 用做好的
支架支撑加固。 每天早操结束，
洗漱完毕的战士们自觉地排成
队 ， 端着洗脸水浇在榆树底下。
有一次， 我将用香皂洗脸的水倒
进树沟里， 被站在不远处的营长
批评了一顿。 营长说： “新疆的
土质碱性大， 你再往土里倒肥皂
水， 土会结成硬块， 这树还能活
吗？” 打这以后， 我就没再用香
皂洗过脸。

两年后， 这块昔日空旷的戈
壁滩被一排排榆树分隔成棋盘一
般。 尽管榆树的头都向着一个方
向倾斜， 但站在训练场后面的山
坡上远远看去， 就像向右看齐的
士兵队列。 这棋盘之间， 已经开
始生长青菜和豆角苗了。

对于那些常年坚守高原哨卡
的战士来说， 那风中沙沙作响的
树叶， 就是他们对生命律动的最
好感悟。 我曾亲眼目睹换防时从
海 拔 五 千 多 米 的 喀 喇 昆 仑 山
下 来 的战士 ， 抱着树激动得泪
流满面， 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
人 。 那场景深深地印在我的心
里， 也深深地刺痛着我， 更激励
着我热爱自己从事的职业， 珍惜
自己生存的环境， 积极投身植树
造林之中。

这些留在大漠高原上的一抹
绿色， 不仅会成为人们永久的纪
念， 更会在人们心中植下一片神
圣的色彩。

□王新智 文/图在心中种下一片绿

■家庭相册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柴闪
闪 “火” 了。 他这样介绍自己：
“我是柴闪闪， 闪闪红星的闪闪，
我是全国人大代表， 也是千万邮
政快递从业者的一员。” 闪闪从
农民工、 快递员， 到青年业务骨
干、 先进工作者， 再到全国人大
代表， 貌似 “开挂” 的人生历程
背后， 没有什么秘诀， 只是把奋
斗做成了标准答案， 把平凡岗位
当成了 “建功立业” 的战场。

闪闪的 “闪光”， 让我再次
想起那首在 《经典咏流传》 上，
一夜之间从三百年的孤独沉睡中
醒来， 轰轰烈烈 “刷屏” 朋友圈
的小诗 《苔 》： “白日不到处 ，
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 也学
牡丹开。”

苔， 百度词典这样注释： 隐
花植物的一类， 根、 茎、 叶的区
别不明显， 常贴在阴湿的地方生
长。 打小在农村长大的我， 对苔
是相当熟悉的 。 在老院 、 在墙
角、 在树洞、 在石缝、 在草丛，
那些低至泥土、 丛簇翠绿的微小
植物， 从不打眼， 只有被踩踏、
铲除、 忽略的份儿， 更不知它也
开花； 即使后来接触文学， 对苔
也仅是停留在 “应怜屐齿印苍
苔” “苔痕上阶绿” “闲步青苔
院” 的清幽雅趣层面， 并未作深

入体悟。
直至 《苔 》 走出尘封的典

籍 ， 走红于世 ， 成为众人口中
曲 、 笔下诗 、 情之属 ， 被人熟
识、 灿然开放之时， 才真正了解
了 “苔” 引人共鸣、 励人心志的
境况与意旨。

苔，生在阴暗处、卑微处，不
引人注目，不被人喝彩；但从不自
惭形秽，不顾影自怜，仍执着地释
放青春、静寞开放、笑对世界。 这
是何等的自信、自强与自爱。 “白
日不到处”“苔花如米小”， 是客
观，也是事实，是不可逆转的初始
设定 ；“青春恰自来 ”“也学牡丹
开”，是骄傲，也是谦虚，是不可企
及的生命风采。

《苔》 歌咏的是 “苔”， 不
也正是歌咏的如 “闪闪” 一样的
我 们 吗 ？ 是 你 ， 是 我 ， 是 他
（她）， 是每一个用泪水灌溉 “梦
的未来” 的普通人！

我， 出生贫寒， 自卑相随，
但一直坚信 “只有努力， 才有出
路” 的道理， 勤奋刻苦地读书，
脚踏实地地工作， 坚持不懈地写
作， 一步步拥有了知识， 创造了
业绩， 赢得了尊重。 虽仍是低至
尘埃的普通人， 却足可以昂首挺
胸， 自信满满， 把握人生。

橙冰， 装修新家时认识的家

装工人， 每天在木屑、 粉尘、 噪
音中， 精致打磨着每个细节， 用
匠心、 诚心赢得了我的信任， 成
了朋友 。 偶然看到了他的公众
号， 便被其风趣幽默的家乡方
言 配 音 秀所吸引 ， 用诸多快乐
片段收获了众多老乡的关注。 他
笑谈： 苦累的日子， 我也要如此
搞笑地生活。

其实， 如 “苔” 般生活在周
遭的人， 转身可见。 无数奔走在
大街小巷、 城市乡村的快递员、
邮递员， 用疲累和隐忍为我们打
理着日常， 却无人知晓他们的名
姓。 无数攀爬在脚手架、 奋战在
砖泥堆里的农民工， 用黝黑的身
板、 粗造的大手撑起了城市的繁
华。 无数扎根基层的乡村教师、
乡村医生 、 志愿者 ， 用拳拳爱
心、 默默付出擦亮了农村蔚蓝的
天空 。 还有无数清洁工 、 服务
员 、 军人 、 警察 、 出租车司机
……无数为梦想、 为生活不息奋
斗的普通人， 虽如电影片尾飞速
滚动， 看不清、 看不及的职员表
一般， 但也似一颗星装点星空，
似一滴水融入江海， 似一棵树成
就森林……

苔， 虽小， 却因其可促进土
壤生成， 成为自然界的拓荒者；
因其独特的生活习性， 成为土壤
酸碱度的指示植物； 还可保土蓄
水， 作燃料、 作草药； 更有科研
表明， 苔藓植物竟是地球首个稳
定的氧气来源， 英国某科学家感
叹： “想想如果没有这毫不起眼
的苔藓， 就不会有我们所有人的
今天， 这真是令人激动。”

“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
正如闪闪所说： “我们需要一个
屋檐， 也要有撑起这个屋檐的力
量， 每个人公平地奋斗， 就能够
获得闪闪发光的人生。” 我们都
是 “普通人”， 但又都是美好生
活的 “奋斗者” “追梦人”， 用
我们的坚守和奋斗创造出一个属
于我们自己的感光时代、 发光时
代、 高光时代———“苔时代”！

□张金刚 文/图

致我们闪闪发光的“苔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