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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吧

没有温度的阳光
兀自灿烂
雨敲窗棂的脆响
犹在耳旁回旋

不知何时
才能拥有肆意倾听
落红满径的窸窣的安然
若是水阔鱼沉时
早已园林煮酒
烂醉花间

窗外的鸟儿告诉我
快了
寒意散尽
新芽吐绿时
又一个暖风十里丽人天

盼
常德市鼎城区永安小学 肖丽

伍若毅/摄

印象只 争 朝 夕

抒怀

乡民们喜欢燕子，记得小时候，村里
就有许多起名叫燕子的女孩儿。 七九河
开，八九燕来。立了春，风和日丽，桃红柳
绿，燕子就要从南方飞回来了。母亲将院
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屋里收拾得清清爽
爽，就像是迎接出了趟远门回来的孩子。

燕子归来寻旧巢。 某天，听得“唧”的
一声宛转，燕子就轻快地扑进了春意盎然
的小院里。 屋梁上闲置了一冬的巢，显得
有些陈旧了，燕子双双齐心协力，花费不
了多大功夫，旧巢就被修葺一新。

而新生代的燕子则要靠自己的力量
另立门户，“小夫妻” 俩进这家出那家，精
心挑选着住址。母亲说，燕子不嫌贫爱富，
但燕子又是最有灵性的喜鸟，它只到“好
人家”里来垒窝。 什么样的人家是“好人
家”？乡民们自有一个评判标准，那就是对
内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对外与人为善，宽
容大度的人家。

找到了合适的人家， 燕子便开始衔
泥筑巢，像泥瓦匠一样，一层一层垒。 燕
子很聪明，一层垒完后，并不急于垒下一
层，而是稍作休息，待泥土稍干了再次开
工。 有时还需要衔些草棍、纤维来“加钢
筋”。 几周时间，一个像菠萝外形的小巢
便初具规模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不知哪一天，乳燕
就破壳而出了。 才孵出的乳燕全身无毛，
肉嘟嘟的，实在说不上好看。 见父母觅食
回来，它们会不停地扑闪着稚嫩的翅膀，
不安分地互相推挤着，伸长脖子，张开嫩
黄的小嘴，发出“唧唧”的叫声，争抢父母
口中的食。

我小时候十分淘气，摸虾捉鱼，偷瓜
摘枣，农村小孩干过的“坏事”我几乎都
干过，但对燕子却敬而远之。 母亲曾无数
次地告诫我，谁要是捣毁了燕子窝，谁就
会变成秃子，逮燕子玩会瞎眼的。 长大后

才知道，燕子在乡民心目中是吉祥、美好
的象征。 燕子还是保护庄稼的忠诚卫士，
母亲是为了保护燕子才用这样的话来吓
唬我的。

母亲说，我们就是她的燕子。 母亲育
有我们姐弟三人，姐姐远嫁他乡，弟弟在
南方谋生，而我也是为了生活天南地北地
流转，很少像燕子那样准时在春暖花开的
时候飞回来。 年年与母亲做伴的，竟然是
屋梁上的那窝燕子。

母亲走后， 老屋成了我思念的一部
分。如今，更是一梁一椽都不在了。燕子归
来寻旧巢， 那越过春天的河流而来的，有
没有我家的燕子，再来的时候，它又将依
附于哪根屋梁？

母亲的燕子
□ 乔兆军

陈寅恪先生在一篇文章提出：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 其对于古
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
笔。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序言中也
主张要对哲学家抱有“同情的理解”。
我个人以为，无论是“了解之同情”还
是“同情的理解”，通俗点说就是学会
换位思考。

“中午放学前，全班将《木兰诗》
全文抄一遍、译一遍！”我怒气冲冲地
甩出这句话，拂袖走出了教室。 这是
发生在上学期某节课下课时的情形。
因为在课堂上居然没有一个学生将
文中使用了“互文”修辞的句子翻译
正确，而头一天晚上，我布置的家庭
作业是要求他们参考资料书口头翻
译全文。我心中笃定他们根本没有认
真完成作业。

中午放学前，班主任说全班学生
都在教室里抄写《木兰诗》，让我去看
看。 当我走进去时，孩子们都在奋笔
疾书，教室里异常安静，只有“沙沙”
的写字声。 一会儿功夫，绝大部分人
就已完成了。离规定的放学时间还有
几分钟， 我说道：“老师让你们抄写，

并非是为了罚你们，而是让你们记住
口头作业也是作业。如果你们遇到不
会的，就去查阅资料书……”这时，一
个坐在第一排的胆儿大的孩子嘀咕
道：“资料书上就是那样翻译的呀！ ”
我刹住话头，转过脸问他为什么不在
课堂上说明情况。他一脸无辜地看着
我， 说：“那时您在生气， 我不敢说
……” 闻言，我的内心犹如刮过一场
飓风。

回到办公室，我赶忙把最权威的
那本资料书拿出来翻看，发现那几句
话真的译错了！耳畔仿佛又想起了孩
子的那句话“那时您在生气，我不敢
说”。

孩子，我想对你，同情之理解。
如果我能提前翻阅资料书；如果

我能想到学生手中的资料五花八门、
参差不齐；如果我能考虑到学生是首
次接触“互文”的修辞而无法分辨对
错……总而言之，如果我能站在学生
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而非简单粗
暴地将此归结为他们对待作业态度
敷衍，那么，我想就不会出现一堂“不
欢而散”的课。

我想对你，同情之理解
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陈晓星

思想

这些日子，我所居住的小
城很安静，我活到五十多岁从
未经历过如此安静，哪怕是昔
日在乡村生活时都没有经历
过。

小城的空气像凝固了一
般，“每一条街道都屏住了呼
吸”， 除每天中午和晚上按时
响起的广播以及白天流动的
宣传车的喇叭在发出声响外，
其余事物都“销声匿迹”。往常
车水马龙、 拥堵不堪的街道，
现在已变得十分空旷。

今年元月下旬以来，各地都在拼尽全
力阻击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其中最有效
的办法是居家隔离。 居民待在家里，每户
只允许派一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和倾倒
垃圾。

然而，空旷并不代表空虚，安静也不
等于沉默，这一切都是有序安排的，是党
和政府在统一指挥。

每天洒水、消毒、清理垃圾箱，小城的
环卫管理比以前做得更全面、 更仔细、更
殷勤了。超市和农贸市场，商品琳琅满目，
物资供应充足，且价格平稳。

这背后忙碌着一支支队伍，是他们调
控有力，让市民放心。

这段时间， 最辛苦也最让人牵挂的
人，自然要数医护人员。 他们的“逆行”和
他们的家国情怀，在早春里格外动人。

小城的各级干部可丝毫没有轻松过。
防疫指挥部的灯光每天都要亮到很晚很
晚，一条条决策在这里作出，一道道指令
从这里发出，他们把握着区域抗疫的方向
与节奏。

自从封闭各小区的命令下达后， 为了
严格限制出行、严禁聚集活动，防疫指挥部
从各单位抽了部分干部，协助社区工作。我
们单位抽调了十五名同志，全部是党员。单
位接到通知时，并没有马上安排明确，而是
在微信群里让大家自愿报名， 结果短短几
分钟，报名者就达到了四五十人。

诗人李定新在一首关于抗“疫”的诗
中写道：“每一个家庭都是堡垒/每一扇窗
户都是瞭望口……有一种力量/叫退守后
的安静/有一种安静/叫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深信，这安静，彰显的是国家力量，有了
这个力量，武汉必胜，中国的春天将更加
明媚祥和！

这是一个特殊的冬
天， 一个极其漫长的冬
天。

窗外， 阴雨绵绵，天
空依然有些阴沉，寒意凌
然。 隔着口罩，嗅着冰冷
的味道， 心里的那份沉
重， 正如这窗前的迷雾，
悠悠弥漫。 病毒的突袭，
猝不及防。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 如紧绷的弦，拨
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寒冬

何时能过去？
透过迷雾， 突然看到了窗外一丝

丝绿意在枝头上跳跃。 咦， 是春天来
了！ 弥漫着的无尽思绪，随着春雨悄然
绽放。

冬已尽，春可期！
在这寒冷的冬季，不经意间，总会

被一些细微所感动， 最美丽的“逆行
者”、 最可敬的“吹哨者”、 最可爱的
“白衣天使”。 危难之时， 他们义无反
顾，挺身而出，用生命守护着生命，见
证了中华民族的强大与团结， 处处充
满温暖，处处充满着爱，任凭它烟雨茫
茫，我自春暖花开。

看，阳光穿透迷雾，亲吻大地，扫
去连日来的阴霾， 柳树吐绿， 桃花绽
放， 那是生命的颜色。 随着时光的流
逝，这一抹抹的绿，承载着那无尽的思
绪和怆然涕下的酸楚， 承载着感怀天
地的暖意和慷慨而歌的感动， 终将会
从这漫长的冬季浴火而生，激情绽放。

冬已尽，春已到！
我们虽在武汉千里之外， 但仍然

能感受那种举国团结的力量， 当看到
党心军心民心三心稳神州时， 心中会
涌现无限自豪与骄傲， 当我们在听到
“加油武汉！ 加油中国”时，会情不自禁
地热泪盈眶！ 即使，生活总是有那么多
无奈，我们能做的，除了坚强，还是坚
强。

我们站在春天的门槛上， 用执着
与坚强，共同驱散寒风的冰凉，迎接每
一个春暖花开、鸟语花香的日子，我们
坚信，日子一定会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让我们伸出双手，尽情地拥抱阳光，拥
抱生活，拥抱未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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