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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亙
「一帶一路」圖像 

趙文家
 
                把歷史搬到辦公桌上
                幾千年就那麼幾行
                或者，幾片龜甲
                也許，征戰就是
                十幾個字的《盤銘》

                如寺廟裡的碑石
                一塊一塊把歷史
                排列
                儒釋道，
                三家分爭天下
                鬧得竹簡和宣紙
                嘩啦啦響
                讓吾皇萬歲也沒了主張
                而指南針，造紙術
                黑火藥，活字印刷
                和長城，運河
                都在默默地陪伴著

                一條海上絲綢之路
                除此之外
                誰還順著茫茫大漠
                牽著孤煙和駝鈴
                穿過蒼茫的時間
                向著東方的日出
 
                此刻，嫦娥飛船
                來到天宮與天外的世界
                對接這些
                最悠久
                最有韻律
                最激動人心
                最衝擊視覺的
                橫亙——
                在歷史與現實中的
                圖像

放養
陸琴華

放生就是把捉到的飛禽走獸再放回大

自然，可是你聽說過放養嗎？放養跟放生似

乎是對近義詞，彼此之間有點聯繫，仔細一

想，區別還很大。我這裡的放養就是農家把

家禽，甚至牲畜趕到村外讓它們自由覓食。

「隆冬到來時，百花即已絕。」草成

垛，糧進倉，曾經綠油油，或金燦燦的原

野，到了冬天一下子蕭條起來了，人們所見

到的是裸露的土地。不過，在那裸露的土地

上有厚厚的乾枯的各種野草，還有野草的籽

兒，甚至野草底下說不定還有冬眠的蟲兒。

而這些有可能就是家禽，甚至牲畜的越冬美

食。那時我家養了十多隻雞，這些雞要是都

籠養或圈養，一個冬天下來就是一個不小的

負擔。那時還沒有成品雞飼料或者牲畜飼

料，一年到頭就是給家禽喂癟谷或麩皮。癟

谷或者麩皮沒了，只好用稻穀等糧食來充當

家禽的飼料。冬天雞一般不下蛋，就連那些

牲畜也很少在冬天懷孕，一天到晚餵它們糧

食不是賠本買賣嗎？

我家有一個肚大口小的柳條編織的筐

子，天一亮，爸爸會用一根雞蛋粗的木棍挑

起那筐子踩著厚厚的白霜走出家門。那筐子

一被爸肩到肩頭上了，筐子裡立馬會傳出一

陣咕咕的聲音，原來那裡面裝著我家十多隻

雞，爸爸要把那些雞送到村外去覓食。那時

荒地不少，到了冬天，那些荒地裡的野草雖

然都黃了枯了，可還都迎風招展，爸爸來到

那兒，把筐子一丟下，那些雞就撲啦啦飛出

筐子，展開翅膀落到了那荒地上，鑽進枯草

裡覓食。「天蒼蒼，野芒芒，風吹草低見牛

羊。」這是描寫北國草原的壯麗風景，當我

家那些雞鑽進枯草裡覓食了，就不見了它們

的身影。要是北風一吹，也露出雞們的身

影。有著紅色羽毛的雞，在枯草裡就跟燃燒

的一團火似的，有著黑色羽毛的雞就跟落下

一片雲似的，要是白色羽毛的雞就跟雪花似

的落到了枯草上。

有人形容草原是天然牧場，到了冬天，

村外的荒地就是雞的天然糧倉。到了天黑，

那一隻雞就跟說好了似的不用爸爸吆喝會自

動飛到筐沿上立著，然後頭一低，跳進了筐

子裡。

這時，你要是抓住一隻雞摸摸它的嗉

子，鼓鼓的，都是大自然提供的美食。有時

爸爸還會把雞送到犁鏵剛剛耕過的土地上放

養，還會送到那些年前沒有種上莊稼的茬地

上放養。那些雞們沒來到一個新地方，都是

激動不已，展開翅膀到處覓食。

到了天黑，雞們跟人似的能自動回到

人們為它準備的窩或巢裡去，那些呱呱遊蕩

在外的鴨或者鵝呢？可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不找它們不回家。所以放晚學回到家裡的

我，媽媽說：「趕鴨子去。」那時我家養了

四五隻鴨子，別看只有四五隻，可我每天一

點兒沒少費心。村前有一條河，把本來一個

莊子一分為二，連一座橋都沒有，由這個莊

到那個莊都得趟水過去才行。我家那幾隻鴨

呢？鳧水到對岸，天黑了也不游回來，害得

我常常脫光衣服到對岸驅趕它們。當然，鴨

子鳧水到河對岸的並非我家那幾隻鴨子，別

人家的鴨子也過去，不驅趕也不知回家。這

樣，我們就輪流到河對岸驅趕鴨子。鄰居小

虎家雞放養，鴨放養，那驢和羊，甚至牛馬

呢？也放養。好在小虎兄弟姐妹多，也都年

齡不大，早上上學前，把它們送到村外，到

了放晚學，他們一個個連老師佈置的作業也

不做，拎著書包往家趕，再來到村外把放養

的家禽和牲畜朝家裡趕。有時我看著在裸露

的土地上，枯萎的荒草裡穿梭的家禽或者牲

畜，我就想：這不就是一幅移動的風景嗎？

它和人類在同一個藍天下共同製造一個祥和

安定而又閒適的冬天。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

餐，粒粒皆辛苦。」農人面朝黃土背朝天，

起早貪黑忙活計，不容易，見不得浪費，連

那些枯草，還有枯草的籽兒也不放過。拾

秋是把不小心丟失的莊稼撿起來，是人唱主

角，冬天放養也是一種撿拾，只不過是家禽

或者牲畜唱主角。那些家禽或者牲畜經過一

個冬天的放養個個膘肥體壯，不見一點兒瘦

削。過完年，迎來了春天，有的家禽早早下

蛋了。

年關將至
我的故鄉在遠方

高洋斌
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一顆焦躁的心無法入眠，總感覺缺點什

麼。孤獨一個人，在冷風肆虐的大街上漫無目的遊蕩，任憑蠟黃的

街燈把地上的黑影撕扯，一會兒瘦、一會兒胖，一會兒短，一會兒

長……

一眼望去，映入眼簾的紅色看不到頭。燈紅酒綠的大都市，

沒有一個親人，即便有些心裡話，也只能對著月亮獨白。就要過年

了，我多想回到家鄉，回到親人的身旁。我一路向前，落寞的走

著，期待著下一個紅綠燈路口就是魂牽夢繞的故鄉。擁抱故鄉的願

望一次又一次的落空，我的內心一次又一次的失望，這一刻掙再多

的錢也變的索然無味。我開始打冷顫，害怕孤獨，那首「常回家看

看」的歌一個人在心底唱，為四周如潮水一般侵襲而來的黑暗打開

一扇透亮的窗。

我像荒原上的一隻斑馬，從太陽升起的那一刻就學會了一個勁

的奔跑，一生之中從未停息，從來沒有欣賞過沿途的風光，錯失了

無數的風景。

我時常祈求有一個可以遮風擋雨的港灣，這個港灣裡有媽媽熟

悉的呼喚：「起床了！」還有熱騰騰的扯面，伴著大蒜，外加一碗

燙嘴的麵湯。

我努力說服自己要堅強，再忍耐一段時間就可以回到媽媽的

身旁。無奈年紀越大，越經受不住悲歡離合，故鄉的一草一木都能

勾起我無限的神傷。看著同事大包小包的收拾行裝，帶著異地的特

產，一個個歡欣鼓舞的回家，我只能發出「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

何時照我還」的感慨，歸鄉之路仍舊遙遙無望。

多少次，我都在哭，淚珠掛滿了整個夜空。人多的時候，我對

身邊的人講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以此展示我的壯志凌雲，卻

總是口是心非。我渴望有一把箭，穿透這不解風情的黑幕，帶著我

的思念，一箭切入故鄉的泥土之中，深深地扎根，再也不離開。我

又怕，如果此刻，回歸故里，故鄉的孩童定會驚詫我一身的異域風

塵，不知那熟悉的街道，還有散發著故鄉泥土氣息的綠瓦紅牆，是

否，會接納我：一個漂泊在外的遊子。

窗外的明月灑下一縷清輝，像流沙，沒有一起聲響，細膩卻不

失多情，有著魔力一般的召喚力，引領著我伸出五指，恍如隔世一

般，與透過眼眸的月光來一次親密接觸，十指相扣，接受遠方的信

息，她來自故鄉。

「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這

一方土地承載著我的青春歲月，為了盡快與故鄉相擁，這一刻，我

拼盡全力把殘缺的月牙兒填充。只為今年春節，坐上熱炕頭，打開

電視機，磕著瓜子，與親朋好友共話桑麻。

「不一樣」的旅途：2022年春運觀察
新華社1月22日北京電 北京虎年春節臨

近，一年一度的春運大幕已經開啟。今年春
運，國內外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複雜，北
京冬奧會即將開幕，保障難度加大。行走路
上，讓旅客感受到不一樣的溫暖，是交通運
輸部門的「考題」，更是這個新年最美的開
啟方式。

安心之路：在「控」和「通」上下功夫
22日清晨，吉林省吉林市吉長城際公

交候車廳內，「您好，請戴好口罩，測量體
溫，出示您的健康碼和行程卡」的提示音不
斷。在乘務人員的協助下，乘客依次完成掃
碼、測溫、安檢等過程，有序進站。

「每輛城際公交車都安裝了掃碼登記
儀，各個站點上車的每位乘客都要掃碼登
記，做到疫情防控有跡可循。」吉林市雙興
公交客運有限責任公司市場營銷部經理張
一一說。

面對疫情考驗，今年春運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時，又要做好運輸保障，確保人民群
眾健康安全平穩有序出行。

「做好『控』和『通』兩方面工作。
『控』就是科學精準實施交通運輸管控，防
止疫情外溢。『通』就是多管齊下確保物資
運輸暢通，保障生產生活物資運輸，也保障
生產生活秩序穩定。」交通運輸部應急辦副
主任周旻說。

從旅客出行來看，今年春運客流存在較
大不確定性，因此，在出行方面要做到科學

精準引導。交通運輸部科學研究院綜合運輸
研究中心總工程師劉振國表示，今年春運將
總體按照減少人員無序流動、引導錯峰出行
的原則進行。

來自交通運輸部的數據顯示，從春運前
5天（17日至21日）客流情況看，全國共發送
旅客近1.3億人次，日均客流約2500萬人次，
與2021年春運同期相比增長約40%；但與疫情
前的2019年春運相比，下降6成左右。「總體
看，客流保持中低位運行，公路、鐵路仍是
主要出行方式。結合以往情況看，預計節前
客流較為平穩，務工流、探親流、學生流仍
是春運客流主體。」交通運輸部運輸服務司
綜合運輸服務處處長曾嘉說。

從貨運來看，貨架子滿不滿，菜籃子實
不實，超市裡供應足不足，直接關係著千家
萬戶幸福年。

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運輸部負責
人表示，鐵路部門春運期間繼續加強發電供
暖用煤、東北糧食、春耕化肥、節日物資等
關係國計民生的重點物資運輸，確保人民群
眾溫暖過冬和國民經濟平穩運行。全國鐵路
日均裝車17萬車以上，力保全國363家直供電
廠存煤可耗天數15天以上。

順心之路：行走在外更通暢
「請問洗手間在哪？」
「您要去洗手間嗎？請跟我來。」
在江西興國西站候車廳，一位名叫「興

興」的新「人」上崗，引來了不少乘客關

注。
興國西站客運員李非凡告訴記者，「興

興」是智能機器人，可以自主完成旅客引
導、安全宣傳、問題咨詢等車站服務，承擔
電子客票無紙化和日常疫情防控消殺「大
使」，對站內地面進行消毒。

科技讓出行更便捷。在河南高速公路鶴
壁站，基于「遠程控制」設計理念創新研發
的混合車道自動發卡設備近日投入試運行。

當非ETC車輛行駛至車道時，系統能自
動準確識別出車型、車牌和軸數等信息，並
自動彈出通行卡。司乘人員領卡後，通行桿
抬起，車輛順利駛入高速公路，整個過程僅
需4秒左右，而且實現了司機和其他人員的
「零接觸」，有效降低了疫情傳播風險。

在長三角鐵路，細節之中見溫情。177
個車站建成12306旅客服務中心，為旅客提供
咨詢、改簽等服務；205個車站啟用「驗檢
合一」組織模式，旅客在檢票口完成驗證、
檢票作業，減少進站排隊等待時間和刷證次
數；上海虹橋、蘇州、嘉興南、揚州東、台
州、安慶西等49個車站候車區提供座椅扶手
掃碼手機充電服務……

交通運輸部副部長趙沖久表示，為了確
保旅客暖心出行，各地交通部門要加強與鐵
路、民航等部門協同合作，強化幹線運輸與
城市交通銜接，做好到達旅客疏運工作，切
實解決「最後一公里」問題，同時加強春運
高峰時段、重點路段的路網運行動態監測，
引導公眾錯峰避峰出行。

隨著我國高鐵建設高質量推進，今年春
運，鐵路運輸保障能力大大提升。復興號歷
史性地實現了全國31個省區市全覆蓋。「八
縱八橫」高鐵網越織越密，高鐵成網運營優
勢明顯；一大批線路投入運營，又有25個縣
結束了不通火車的歷史。

「我們測算，今年春運全國鐵路客運最
大能力安排較2019年同期增長10%左右。」
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客運部主任黃欣
說。

黃欣表示，鐵路部門將根據疫情防控形
勢和客流變化，加強大數據分析，堅持適需
安排、應急有備，科學精準安排客運能力上
線，滿足出行需要。同時保持普速列車開行
規模，堅持開好81對公益性「慢火車」，為
群眾提供基本出行服務保障。

暖心之路：服務品質再升級
21日上午6時20分，隨著G8801次列車從

清河站開出，京張高鐵冬奧列車正式開啟賽
時運輸服務。

迎接四方賓客，共赴冬奧之約。為打造
冬奧列車服務靚麗風景線，中國鐵路北京局

集團公司北京客運段京張高鐵車隊專門組建
了「雪之夢」乘務組。

作為京張高鐵首發列車長，呂盼是「雪
之夢」乘務組的一員，值乘21日北京北站開
往太子城站的G8825次列車，「該趟列車內有
全球唯一的5G超高清演播室，車廂表面是專
門打造的冰雪塗裝。」「我們經過了英語、
手語、冬奧會知識、國際禮儀常識、業務技
能等全方位培訓和選拔，將用最好的服務為
冬奧助力，為中國喝彩。」她說。

在冬奧列車上，記者看到溫暖的氛圍無
處不在。備有針線包、清潔劑、雨衣、玩具
的服務「百寶箱」、多種冬奧特許商品……

今年春運，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車
站、公路還是機場，出行的服務品質進一步
提升。

在廣州，中國鐵路廣州局集團公司在管
內各大車站276台全功能自助售（取）票機上
新增了改簽功能。電子支付購買、未換取報
銷憑證的旅客，可以直接在自助售(取)票機上
辦理改簽業務，無需再到售票窗口辦理，往
年售票廳退、改簽窗口排長隊的現象一去不
復返。

針對老年人、脫網人群和需要特殊服務
的重點人群，鐵路部門在線上線下全渠道開
展關愛服務。線上持續提升12306網站和手機
客戶端適老化等無障礙服務水平，老年人用
註冊12306賬號填寫的手機號撥打12306客服
電話時優先受理，為老年人旅客線上購票、
信息查詢和預約服務提供便利。

各地紛紛提前開啟農民工返鄉服務。1
月8日清晨，一輛來自廣東汕頭的「春風行
動」農民工專用大巴抵達四川瀘州合江縣堯
壩鎮服務點，在經過測體溫、查驗核酸證明
和信息登記後，車上的外出務工人員分別轉
乘四川「金通工程」小黃車，踏上了返鄉的
路程。而類似這樣的「專車」，當天共有43
輛，分別從廣東、福建、浙江等6省發往瀘
州，1700餘名返鄉農民工順利回到了自己的
家鄉。

「去年底，我們就開始春運返鄉返崗省
際『春風行動』問卷調查，助力外出務工人
員及時返鄉返崗。」四川省交通運輸廳道路
運輸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通過摸排「返
鄉時間」「出發地和目的地」「選擇長途客
車返鄉希望有哪些服務」等需求，不斷推動
省際「春風行動」常態化、規範化。

在新疆，庫爾勒機場在春運期間推出
「首乘旅客」服務保障，增設愛心服務專用
櫃檯、開設專用通道、專人提供「一對一」
全流程引導服務，確保首次乘坐飛機的旅客
出行無憂。

返鄉列車 溫暖回家
1月22日，返鄉人員在福州火車站站台準備登上K1268次列車。當日，由福州開往重

慶北的K1268次列車載著200多名川籍務工人員及家屬踏上返鄉之旅。福州火車站開闢進站
「綠色通道」和候車專區，全力做好疫情防控保障工作，讓他們平安返鄉，溫暖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