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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季迭替，天道有恒，暖风徐
至，春和景明。

仲春时节，杨柳返翠，花草复
萌，不由地勾起脑海深处关于春天的
记忆，总觉得仲春风物，还缺点什么。

不错，是燕子！那俊俏灵动的燕
子，还没有回来。

自古以来，在春天五彩的图画
里，那黑色的小精灵——燕子，都是
最生动最鲜活的标志，也是诗词歌赋
中的重要角色。文人墨客对燕子从不
吝惜笔墨，歌咏春燕的文赋如恒河沙
数，不胜枚举，率多精粹，其中北宋
晏殊的 《破阵子·春景》 最负盛名，
词中道：“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
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
两声，日长飞絮轻。”寥寥数笔，春
天那勃勃生机，便跃然纸上，读之如
目其色，如嗅其芳。词首以燕子开
篇，清新活泼，浏亮秀雅，明快之
至，让我难忘。

现代作家也一样，对春燕情有独
钟，把燕子刻画得细致入微，惟妙惟
肖。郑振铎先生的 《燕子》，简洁流
畅，脍炙人口，经久传颂。在他笔
下，青草绿叶、繁花似锦、色彩斑斓
的春天里，拥有“一身乌黑光亮的羽
毛，一对俊俏轻快的翅膀，加上剪刀
似的尾巴”的燕子，斜着身子在阳光
下微风中劲捷飞翔的景象，是春天画
卷中最诱人的风景，春天交响乐中最
动人的乐章。即便是歇脚在电线上，
也是乐曲上的“五线谱”，酷肖逼
真，奏响了嘹亮悠扬的春曲。

他们的笔触，状景状情，是春天
真实的写照。确实，在心底深处，我

一直以为，位居北方的故乡，每当此
时，春光旖旎，春色撩人，如果缺少
了往来穿梭、唧唧喳喳的燕子，春天
的景致会大打折扣。

二

燕子深受喜爱，固然源于它俊俏
伶俐，给春天增添了许多活力，也激
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但在我看
来，它天赋异禀：这麻雀一样的小
鸟，拥有完美高超的飞行技巧，为自
己赢得了不凡的荣誉。

燕子体型虽小，却有令人惊讶的
飞行水平，在同类中相当突出。2000
年前，陈胜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哉”，把燕子和麻雀放到一个水平，
显然不妥。燕子个头虽小，却身怀绝
技，魅力四射，且不乏“鹄鸿之志”。

从春至秋，常见燕子成群结队，
在广阔的田野展翅飞翔，时而贴地疾
驶，如飞矢猛奔，时而高空展翼，如
雄鹰翱翔。灵敏与速度高度融合，姿
态优雅，飞行技巧之精妙高超，令人
叹为观止。

野外池塘溪畔，三五只燕子于水
泊之上，不知疲倦，往来翩飞，欢快
互语，高低折冲，或上下盘旋，沾水
不入，其自在之状，娴熟之态，犹如
高难度的杂技表演，令人激赏。

多年以前，我也曾偶然看到，几
只燕子像五角风筝一样悬浮半空之
中，蓝天之下，除了偶尔闪动几下翅
膀，几乎纹丝不动。两个多小时过
去，当我怀着不舍的心绪离开时，仍
悬浮如初，对它们深为敬佩。

夏秋季节，风云晦冥，暴雨将
至，飞虫因湿重而伏于地表，此时百
鸟敛迹，野物远遁，唯有燕子无畏无
惧，迎风斗雨，掠地翔飞。科学研究
指出，其时气压很低，地表空气湿度
大，飞行困难，只有燕子有此壮举。

“燕子低，大雨至”，成为人类预测天
气的重要依据。

更能体现燕子卓越飞行能力的，
是燕子同大雁与天鹅一样，都是候
鸟，能长途迁徙。当北方气候变冷，
缺少飞虫时，它并不象松鸡、麻雀那
样去刨食，或改食草籽树叶，苟且将
就，而是向南寻找暖热之地。显然，
燕子的迁徙出于生活本能，但要达此

目的，也需有相当的能力。
冬季到来之前，燕子会在月明的

夜晚，群集南飞，从我国北方迁徙到
印度、马来半岛，更远的达澳大利亚
北部，距离往往数千公里。燕子尽管
有优秀的飞行能力，但体质弱小，能
量有限，路途艰难，其非凡的毅力是
极其可贵的品质。特别是新生的雏
燕，以稚嫩之躯长驱向南，高翔远
引，并于第二年准确返回故地，记忆
力惊人，令动物专家为之惊叹。

三

燕子因为诸多优点，被赋予了深
情厚意，也成为我们的“吉祥物”，
广受称颂。

典籍记载和考古发现，远古时期
的东夷部落以鸟为图腾进行崇拜，相
当普遍。当时称燕子为“玄鸟”，《诗
经》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燕子是人类的朋友，它专食害
虫，有益人类稼穑，是有名的益鸟。
燕子在迅捷的飞行中，张开宽喙，害
虫当面鲜能脱逃。据统计，3 个月
内，至少有 50 万只苍蝇、蚊子和其
它飞虫成为一只燕子的腹中食。在燕
子聚居之地，害虫得到有效遏止，于
人类生产和健康功莫大焉，燕子无愧

“益鸟”美誉。
燕子结对而居，一旦成偶，终身

不渝，是“一夫一妻”的模范。它们
会选择和睦友善之家，择屋檐之下而
巢。燕子筑巢，美观坚固，舒适耐
用，堪称艺术珍品，在鸟类巢穴中独
具一格。燕子似乎是天生的建筑大
师，它们双双往返于田野和住处，衔
来泥土和草叶，用唾液和好黏在墙壁
上，“夯筑”好巢基，之后用半个多
月时间，用同样的方式一层一层砌
筑，最后在外缘上口收缩成一个小
洞，于是房檐下半个碗状的燕巢基本
告成。细心的小夫妻会检视外壳，发
现确实无虞，再衔来羽毛、细草之类
的柔软物什，把窝里铺得温暖舒适，
一个自己居住和哺育后代的新家大功
告成。观察其筑巢过程可知，燕子是
在用自己的生命之液建造居室，心力
之坚，超乎想象。

无论城镇还是乡村，谁家有燕子
来居都被视为福运之兆，象征富贵吉

祥，诸事顺遂。谚语云：“燕子来家
做个窝，喜事多又多”，又云“燕子
不进愁家之门”，因为暴戾恣睢、经
常吵闹的家庭，任何人不愿做他的邻
居，燕子同样会避而远之。同时，一
对燕子，每年哺育两窝雏燕，第二年
还会返回故巢，不断为居家院落增添
欢乐，因此人类把燕子看作有灵性的
动物，是很恰当的。

燕子归来舞蹁跹，桃红柳绿又一
年。对于春天，包括燕子，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感悟，朱自清先生想到时光
飞逝，青春不再，不无伤感地说：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
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
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
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燕子正在归来，暖风和煦，山河
日新，绚丽多姿的春天愈加美好，春
天的脚步声，清脆入耳，更加动听。

歌从哪里来
歌从五星红旗向风而升的广场来
金光大道之上 红色疆土之上
那五万万挺直了腰杆的劳苦大众
用满腔热血
和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一遍遍唱起新中国的歌

歌从哪里来
歌从1978年春的消息中来
玉兰摇曳着煦日的气息
飘向刚刚返青的沃土
快来，一双双高举的勤劳的手
那是希望的双翼
那是中国的未来

歌从哪里来
歌从海边来
当那位老人亲手绘出边陲小渔村
腾飞的蓝图

这座新城平地而起的楼宇
从此创造了一个词——深圳速度
深圳速度
诠释了一个硬道理
改革是崛起的磐石
开放就是改革的宣言

歌从哪里来
歌从1997年的紫荆花蕾来
歌从1999年的五星莲花绿旗来
歌从华夏儿女灿烂的笑靥来
从此
一首首铿锵之曲
一支支清灵的歌
经久不息在北疆和南海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山河之间
当高原雪野间铺就天路
这首歌便唱出了精彩民族的未来

歌从哪里来
歌从丝路来
那曾熟悉又遥远的驼铃声声
而今再次以新的姿势重现
千年的丝绸之路上
巨龙的舞动声
正友好地问候一片片期待而又富
饶的热土

歌从哪里来
歌从中国人的航天梦来
从1974年卫星庇护着《东方红》起
航天梦历久弥新的生命之源是中
国航天人对和平的忠诚
载人飞船升空，驾起了中国人与
天外对话的天梯
玉兔二号拨动月球琴弦的那一刻
中国，从此赋予了深邃的穹宇和
无尽的星空
更多的命题
航天梦啊，
中华儿女永擎云天的矢志

歌从哪里来
歌从新时代来
新时代中国梦的胸襟
谱写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
的旋律
它从北京奏响
它在七大洲的掌声中落地生根
……

从隆隆的中欧班列
从蛟龙号
从珠港澳大桥
从美丽乡村阡陌
从祖国的处处绿水青山
从……
我听到了无处不在的中华歌谣

燕子畅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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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与绿

古浪八步沙，在腾格里沙漠南
缘。它的出名，并非仅仅是进入此沙
漠，走八步得歇一歇。更重要的是，
由于石满、郭朝阳、张润元等六老汉
治沙的事迹。自 1981 年秋天，六老
汉结伴带领全家搭窝棚治沙，到目前
已 38 年。带领我们进入沙漠的，是

“沙二代”郭万刚，他也67岁了。
风吹沙响，响的是榆树、沙枣树

和花棒、柠条、拐枣叶子的组合交
响，还有各种花香裹在一起的味道。

已有 30 多年树龄的沙漠之树在
它们挺拔姿态中展露的精神，就是六
老汉和沙二代、沙三代们的精神。

立体的绿，让我们的眼睛开始温
润，慢慢歇下来领受这摇曳着生机的
恩赐。这不是自然单纯的恩赐，而是
六老汉及沙二代、沙三代用心血与沙
漠斗智斗勇斗狠的实证。

“八步沙不治，土门子不富。”八
步沙的东面，原是古山墩煤矿。想挣
银子的本地人和外地人，驴驮120斤
煤，人背 100 斤煤。走三步，退两
步；走八步，歇五步。驴驮的口袋里
的煤被倒出，人背的背篼里的煤被晃
出。出了八步沙，驴驮的仅剩 80
斤，人背的剩 50 斤。春秋两季，风
横沙飞，驼队跋涉在沙漠中间，望着
黄如枯草的沙漠，把泪珠和尘粒摔成
八瓣。

治沙。
六老汉毅然走进了八步沙。
7.5 万亩，八步沙沙漠被绿锁

住。站在六老汉背后的，是国家三北
防护林的强大支撑和当地政府强有力
的防沙治沙举措。一群人努力的成
效，在国家战略中得到了彰显。

“六老汉的头发白了，八步沙的
树也绿了。”白与绿，有了辩证关
系。已完成八步沙防沙治沙的六老汉

和沙二代又举家向黑岗沙、六槽沙、
漠迷沙三大风沙口进发，他们之中，
沙三代以更年轻的姿态和精神融入，
让八步沙也变得年轻起来。多年来的
精神接力，八步沙三代愚公已经累计
完成治沙造林21.7万亩，管护封沙育
林草 37.6 万亩。他们只有一个愿望：
筑梦八步沙，用愚公精神在这里创造
奇迹，让生命充满一种绿色。

守 望

1999 年 3月 3日，抱着“不让沙
漠毁没土地、房屋，就能保住自己的
饭碗”的念头，王天昌与儿子王银吉
一头扎入沙漠，一干就是 18 年。其
间酸甜苦辣，现在老人讲起已有历经
磨难后的平淡，惟有提及 2005 年大
孙子罹患绝症不治而亡的经历，老人
总会泪流满面。那年，大孙子王志军
14 岁，总喊自己不舒服。王天昌父
子治沙正处于关键期，植栽的梭梭苗
需浇水。当孙子晕倒在学校时，一家
人才扔下梭梭苗，把孩子送往医院检
查。天塌的事发生了，孙子是脑瘤。
王天昌自己守着沙漠刚植的苗木，让
儿子王银吉带着王志军到各地寻医问
药，然而已错过最佳治疗期。孙子弥
留之际，说希望把自己葬在八十里大
沙漠的高处，他要守望着爷爷和父亲
把这片沙漠治绿。

沙漠确实绿了。每当行至埋孙儿
的地方，老人总会驻足。

我们坐在王天昌住了8年的窝棚
前，几朵黑云压了过来，滴下几滴太
阳雨。王天昌靠在一棵树下，讲起给
老天磕头，让老天每天都能下一场透
雨在沙漠里的祈愿。可惜，几滴雨过
后，阳光又洒在沙漠上。那把被老人
称为沙漠枪的治沙工具，静静地躺在
老人的身旁。这不是枪，它一头焊着
铁锨头，一头尖若矛头，被磨得铮光
发亮。离矛头40厘米处，焊接一蹬脚

的铁杆。正是运用这种自制工具的特
点栽种梭梭，才保证了梭梭的成活率。

“天上下纱帽，头得伸出去接，
睡在炕上戴不上。”又一次告别老人
的时候，老人唱道。他说，一切都
在于干，还在于会干。只有努力，
踏实干，干涸了的红水河里才会再
次有水。

老人所说的红水河，古名长泉
水，过去古浪嫁出去的姑娘回娘家
时，沿红水河老河槽一直走，望到水
就到家了。红水河干涸后，还有王天
昌老人 7500 亩的绿。望见绿，家也
就不远了。

在老虎口的梭梭林间散步

老虎口，因风大而得名。位于巴
丹吉林沙漠东缘，面积17万亩。

在中国位居第三大沙漠的巴丹吉
林沙漠，老虎口所占面积只是极小的
一部分，但对民勤县来说，则是绿洲
西线最大的风沙口。

在 10 多年的时光中，我见证了
民勤人治沙的过程。尼龙网、生态
垫、芨芨草、卵石、秸秆等，凡能挡

风固沙的东西，都与老虎口有了交
集。而麦草，作为铺设草方格的用量
最大的防风固沙物，成群结队地列布
于沙丘。在不同物事围拢的方格中，
梭梭有了一个虽小但能扎根的家。

10 万亩的梭梭，成为老虎口沙
漠身上的色彩。这并非斑斓的花纹，
而是生命的律动。

清晨，我走进了梭梭林。沿着梭
梭林的间隙，我寻着悦耳的鸟声。老
虎口成了喜鹊、麻雀、野兔、狐狸的
天地，有了这些，更显得幸福无比。
亦如拥有幸福感的、正在梭梭林间散
步的我。这可是被誉为中国频发的沙
尘暴的沙源之一。在老虎口沙漠散步，
无疑是一种奢侈。

鸟鸣在继续，它们不知疲倦，正如
数十年来的治沙人。每年冬春两季，他
们背着馒头和水，冒着漫天风沙和严
寒，带着麦草捆，弯腰铺着麦草方格。
在方格里，又苦植梭梭苗。那满目的青
绿，是他们持守征战沙漠的一种见证。

青土湖的月光

夕阳从巴丹吉林沙漠落下，月亮

从腾格里沙漠升起，这是我数年前在
民勤青土湖偶遇的一大奇观。

青土湖，原名潴野泽，又名休屠
泽，在 《尚书·禹贡》 的记载中，属
当时中国的大湖之一。

1957 年，青土湖干涸沙化，沙
厚达3至6米。上世纪90年代，沦为
巴丹吉林沙漠的一部分。2002 年，

《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 制定施
行。2010 年，随着人为的第一股水
的注入，青土湖重现水光。目前，青
土湖的水域面积已恢复为 26.67 平方
公里。

生活在民勤城的人们，常常从风
沙中仰起头，喃喃低语：民勤城无北
门，北门埋在沙漠中。

埋在沙漠中的，还有数以万计的
水生动物。10 多年前，当青土湖还
未列入国家重点治理规划时，一沙黄
天的青土湖，除零星的沙生植物外，
白花花的贝壳和青油油的蟹壳，布满
整个沙丘。

再次到达青土湖时，我仍选择了
黄昏。我眼前的青土湖，在十万或百
万芦苇的绿意铺陈和水域荡漾中，让
人又一次领略到了人类利用和改造恢
复自然的巨大作用力。

我进入芦苇荡，用手艰难地拨开
芦苇，寻找依稀能下脚的堤面。水是
人工注入的，芦苇却是从沙漠中冒出
的。这些芦苇，眠梦了100多年，在
清水的唤促下，几年之内，呼啦啦成
为一个又一个的芦苇荡，让腾格里沙
漠和巴丹吉林沙漠比目而视。

“晨看老虎午伴沙，半夜起来吃
西瓜。”老虎指的是老虎口沙漠，西
瓜泡馍是民勤人的一种惯常吃法。在
沙漠里品尝带有沙漠风味的美食，夜
色便会入味。青土湖沙漠里的沙生植
物在褪去浓重的温度外衣之后，一个
个精神起来。生活所处地方的认同度
决定幸福度，芦苇是，梭梭等植物也
是，那些生存在沙漠里的动物更是。

人也无法免俗，但决定人的幸福
感的，除了自然，还有诗和远方。

命运之湖

一座水库与一个城市血肉相连。
水库叫红崖山水库，城市叫民勤。民
勤西、北、东三面被腾格里沙漠和巴
丹吉林沙漠包围，这个城市的生存更
需要抗争的精神。

面对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
的虎视眈眈，现今，却没有任何一座
自然湖垂青民勤。

民勤的命运，就维系到了红崖山
水库的身上。

1958 年，民勤人在沙漠里人工
修建了这座水库。87.4万亩耕地，27
万多人口的生活、生产以及生态用水
就有了保障。红崖山水库，成为亚洲
最大的沙漠水库。2010 年至今，红
崖山水库已向青土湖输送了 2.495 亿
立方米的生态水量。

生态，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
而成为实践的行动。到了夏天，红崖
山水库的冰才能完全消融。春天的红
崖山水库，还把冬紧紧挽留，冰面
上的沙尘在这个间隙中仰望着天，
在黑蒙蒙中收缩身子。一旦冰融，
它们就会沉向湖底，和鱼群为伴。

50多年的尘沙，把水面垒堆得老
高。2016 年，红崖山水库加高扩建工
程实施，这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 172
项重大节水供水工程之一，也是国
家发改委确定的 2016 年开工建设
的 20 项 重 大 水 利 工 程 之 一 。一 座
水库的命运，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民勤，这个原本以农为主的县区，
在痛定思痛之后，改变着供水节水和
种植养殖的习惯。水的文章怎么做，
不再是一种单一的阐述，而成为一次
革命。

保住了红崖山水库，就会保住青
土湖，也就保住了民勤。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纪实

沙漠五记
□ 李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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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华文作品版向读者推荐3篇文章。中国纪实栏目《沙漠五记》
讲述了我国八步沙、老虎口等沙漠地区，人民排除万难与国家共同治
沙造林、封沙育草、引水入湖、修建水库的感人故事，表达出对当地
人民不畏艰险、矢志不渝精神的崇高礼赞。诗歌 《歌从哪里来》 从宏
大壮阔的历史中撷取共和国发展史上激动人心的壮举，奏响了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的时代赞歌。《燕子畅想曲》 中，草长莺飞的融融春日，
翩翩飞舞的燕子既是季节更迭的讯号，也是与人为邻的“吉祥鸟”。

——编 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了纪念这一伟
大时刻，人民日报海外版华文作品版诚邀广大作家
和读者拿起手中的笔，以“我与新中国”为主题，
写下自己的故事。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小说
各类文体不拘，篇幅以 2000 字为限。投稿邮箱
为：xzg70zwhwb@163.com

2019年 3月 28日，在甘肃省古浪县境内的黑岗沙风沙口，八步沙第
二代治沙人在沙漠中压沙治沙。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我与新中国”征稿启事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艺部微信公众号“文艺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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