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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意渐渐消退，湘中梅山大
地回春。

湖南省安化县全力打好疫情
“阻击战”和经济“复苏战”，春
耕生产“抢夺春光”，复工复产

“全面开火”，外出就业“马不停
蹄”，在两个“战场”开足火力，
力稳全县经济“基本盘”。

田间山头“播种希望”

2 月 23 日，天空放晴，茶农
们戴着口罩，在海拔 860 米的马
路镇岳溪村青云观茶园里，分布
山头各个角落，栽种刚刚冒出绿
芽的茶苗。

安化是农业大县和全国茶叶
主产区，疫情当前，农时却不等
人，该县迅速出台 《安化县农村
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12
条》，做到防疫、春耕两兼顾，备
足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组织
农技专家下乡，全县 377 个村组
织村民分批下地、分开栽种，田
间地头活跃着忙碌身影，机器翻
耕、人力锄垦、茶苗入土、油菜
施肥……田间山头已紧锣密鼓

“播种希望”。
凭借茶叶年综合产值 220 亿

元、现有36万亩茶园，稳坐全国
茶业十强县榜首的安化，一年一
度的春茶开园节是茶产业的“开
门红”。

在当前的防疫形势下，该县
2 月 22 日在茶界发布公告，今年
改为线上开园节。2 月 22 日至 4
月30日，将通过淘宝、天猫商城
等网上平台实现开园节。

“我们通过天猫安化黑茶日活
动和安化黑茶离岸孵化中心的多
年流量资源积累，线上销路不发
愁，收入也有保障，对今年的茶
生意心里仍然充满希望。”湖南云
上茶业总经理刘波如是说。

企业车间“全面开火”

“湘安钨业口罩已配送到位”
“白沙溪茶厂车间防疫到位”……
连日来，安化县驻企防疫联络员
微信群里喜报不断。2 月 11 日，
安化紧急派驻 100 名联络员下沉
各企业，协助企业防疫、联系原
材料、帮助找销售，迅速让企业
吃下了复工复产“定心丸”。如

今，全县60家涉农龙头企业开工
复工“全面开火”。

同时，安化县紧急出台 《关
于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企业复工
复产的九条措施》，聚焦企业关注
较高的租金减免、财税优惠、金
融支持、社保优惠等领域，提高
政策受惠面，加快政策兑现，扩
大企业知晓度和感受度，给企业
生产添足马力。

安化县银行机构积极为复工
复产企业提供信贷支持，5 家商
业银行发放贷款 5202.4 万元 （其
中新增贷款2903.5万元），使企业
复工复产的生产要素得到保障。

“政府对我们 2 月到 3 月份
生产所用的水、电费按 20%的额
度进行补贴。我还听说，政府
针对四类企业在贷款上还会按
贷 款 利 率 的 50%给 予 财 政 贴 息
……招招硬核，真是给我们注
入了一剂强心针。”当地企业负
责人感激地说。

送工返岗“马不停蹄”

“卫生院为我们出具了健康证
明，明天可搭‘返岗专列’来打
工了。”2月21日，安化县高明乡
贫困户赵永胜得知政府包专车送
他们外出务工，欣喜地给原上班
企业打了电话。

安化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
有近30万农民工在广州、深圳等
地打拼。春节期间，县人社局举
办了全县首场网络直播招聘会，
提供就业岗位7000多个，引导务
工人员尽快、有序、安全外出，
各项就业服务从网上下沉到一
线，温暖送入乡亲心坎。

安化县卫健局统筹安排，各
乡镇卫生院开通“绿色通道”，组
织医务人员加班加点，为务工人
员开展健康体检，出具健康证
明。县政府开通点对点返岗专
车，将外出人员统一发往长沙、
广州、深圳等 5 个重点输入地，
不限人数，免费开通至少5天。

安化县委组织部发布 《致全
县外出务工党员的一封信》，号召
流动党员争当先锋、奋发有为，
所属党组织将竭力扶持、竭诚服
务，当好最坚强的后盾。

“政府包车送我们外出打工，
我 家 就 省 了 交 通 费 用 1200 多
元。”清塘铺镇周家村龚建苏一家
三口坐专车到达宁波的玩具厂后
感激地说，身为安化人十分自
豪，政府考虑太周到了，出家门
即上车，下车门即进厂。

上图：农民驾驶机械在田间
耕作 周云峰摄

左图：茶农在茶园劳作
刘 波摄

防疫不负抢春光
刘刚贵 周云峰

旅游流动性大，人群交流频繁，扎堆
旅游不利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虽然
春天的脚步近了，但还未到扎堆出游时。

目前，防疫已进入关键时刻，因为
采取了及时的隔离措施，有效地控制了
疫 情 传 播 与 蔓 延 ， 但 疫 情 尚 未 消 除 ，
采取隔离和区划管理以及有序复产复
工是必须的。而暂时的隔离，也正是为
了让将来的出游更健康、更安心。

今年春节，我像往常一样，从北京
回到老家山东过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一回到北京，我便进入了隔离区，开始
了为期14天的医学观察。

在隔离区中，我每天大多数时间被
禁锢于一室之内。在脚步被按下了暂停
键后，我从未像这般向往远方。

坐在几平方米的室内，我开始怀念
曾经到过的远方。在手机中翻看着一张
张照片，温州、三亚、重庆、鄂尔多
斯、乌鲁木齐、芬兰、冰岛……这些在
过去一年曾经去过的地方，无不让我产

生无尽的遐想。
江南的花，是否已经含苞待放？内

蒙古大草原上，是否有了一丝绿意？芬
兰的夜、冰岛的风，是否还是那样迷人？

若不是这宝贵的 14 天，我可能都没
有时间停下来，好好回想过去踏足的地
方，回忆那一段段美好的旅程。想起在
过年期间，我在家中将手机里的旅行照
片投到电视屏幕上，一边翻看，一边给
父母讲解，两位上了年岁的观众，看得
聚精会神并感慨道：“感觉我们也去了一
趟芬兰和冰岛。”

每一篇过去的文章都是未来这本书
的序章。因为流去时光的宝贵，因为充
满回味的过去，我向往能够在未来到达
更多的远方。隔离也是战斗，也是对
防疫做出了贡献，有许多人与我有同样
的经历，大家对远方的向往也是共同
的。最近在微信上跟朋友聊天，不少人
都跟我表达了同一种意愿：等疫情结
束，我一定要出去旅行。

我是一个喜欢自由行的人，之前每
次准备出行，都会因此而费上一番脑
子，也正因为此，我每次都很期待下一
次旅行。每一个已经到达的远方，都让
我沉醉；每一个还未到过的远方，都让
我憧憬。那里有不一样的风情，那里的
人，那里的笑脸，都让我充满期待。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旅行，我是一个
旅行者的话，那么，在这趟长途旅行
中，一个重要的使命便是认识我自己，
丰富我的人生。脚下走过的地方越多越
发现，我更想抵达的，是属于自己的远
方，是自己内心向往的远方，更是内心
希望自己成为的那个人。

虽然在隔离期间，我不能“行万里
路”，但是，这不妨碍我“读万卷书”。
原本，过完春节，我要去库布其沙漠出
差，既然去不成，我索性打开了 《春归
库布其》 这本书，抚摸着书上的文字，
书中的场景变得立体，治沙人几十载的
努力，换来了库布其的绿意盎然。我去
过两次库布其，还要再去。

有向往的远方，隔离期间的生活也
变得丰富多彩。除了读书和网上办公，
用手机与亲朋好友交流感情和思想之
外，对于喜爱体育运动的我来说，在一
室之内，一样可以完成一些基本的锻炼
项目。有强健的身体，才能到达更多的
远方。

“飞翔的蒲公英，不是真的勇敢，是
远方有呼唤；扬帆起航的船，不是为了
走散，是寻找新的海岸。”我们向往每一
个远方，因为我们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再等等，切莫掉以轻心。现在短暂
的隔离，是为了明天能看到更美的远
方。再多一点耐心，再多一分坚持，我
们便能早日向远方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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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我坐飞机飞行在高
空上，都能看到云海。然而，回
到陆地，想要看云海，机会就很
少了。

一回，在福建德化石牛山，
我看到漫山云遮雾绕，天地如梦
如幻。体验之后，十分心动。女
儿看到相关相片后，心生向往，
于是我带她同去，体验雾景。

石牛山，至今我只去过三
次，每次都能遇见云雾，每次都
心满意足。

一些风景，一些人，需要缘
分，才能相遇，谓之偶遇。

2020年春节前夕，我去了福
建安溪紫云山。经过山下村庄
时，天地白雾朦胧，五米外不见
任何它物。我不由想起曾去过厦
门第一高山云顶山，当时更是三
米内几乎不见道路。

行至紫云山半山腰，前座开
车的朋友叫了一声：“下车，我
们看下云海。”我们随即下车，
只见半山腰阳光朗朗，但远处景
致却已是漫漫如海，唯有几个山
头突出海面，观之如海上仙山，
给人不可及的仙境般的画面。

继续上山，车停后，步伐加
快，想赶在阳光驱散云雾前再睹
云海。我到紫云山海拔1400米的
至高处，只见四周不远处云海依
在，毫无散去的迹象。

山下村庄难见踪影，海上仙
山似千年静止，云海表面白雾浪
涛般在荡漾。天空与云海的颜色
相近，差别在于云海会飘动，它
洁白无瑕，其内如是深渊。

紫云山上有不少枯黄色的芦
苇，显现大自然旷野原貌，流露
大自然特有的繁华与苍茫。云海

景致停留四周，阳光直达紫云山
顶，阳光下的明朗与四周云海有
着显明区别，有着一份真实，也
有着一份梦幻。

紫云山，位于安溪县芦田
镇，它还未真正开发，有着两公
里左右道路未铺设水泥，前去游
玩的人不多。此次，整个山上我
更是不见其它游客，只有我们同
行三人。

紫云山主峰，形状如鹅冠上
的角髻，于是当地人们俗称它为

“鹅角髻”。其主峰边沿，一步外
便是百丈悬崖。意志薄弱者，望
之心悸。

在主峰对面山头观看，主峰
峭壁上有着一尊天然巨型佛像，
佛首上有嘴有鼻，有宽大肩膀及
巨大身形，唯手脚不够明显，也
形似双手双脚盘缩于身前正在打
坐的老者。

位于山尖不远处，在两面夹
壁间，有一凹地平台，那儿长年
有水珠汩滴，有山泉停留，那是

难得一见的海拔千米以上的清
泉。那处山旮旯地形，十分不明
显，如无向导，几无可能得见。
在它之前，一步外是山涧悬崖，
两步内无法继续后退。其边上石
壁，整体褐色岩石间，有一只黄
色石兔突显。当面观之，十分形
似。时有山鹰在天空中滑翔，那
是山区平常景观，却也是城里人
难得体验的风光景致。

紫云山中有着数亿年前曾爆
发过的火山遗址，其火山口现今
积水成一方小湖泊，周边岩石呈
赤褐色，可能是所谓的火山岩、
火山灰。那湖水有着一份清澈与
冰凉。

见到紫云山云海，是一次偶
遇。在人间，相遇无数人，无数
风景，对生命而言，也是一场场
偶遇。许多时候苦寻不到，一些
时候转眼即逝。在明白其罕见与
难得之时，便会多加珍惜，多些
珍重。

下图：紫云山云海

偶遇紫云山云海
洪少霖文/图

一定是春风有情有信，捎拂我去江
西上饶的广丰，去东阳，去龙溪，去赴
一个梦中久候的美丽邀约。

春过龙溪，宛若风行湖面，花落池
间。龙溪一轴泼墨写意被春光信手拈
来，俨然有了山水叠翠、烟云流润的疏
离画境。而我们，是几粒吃纸很深的墨
滴，一经沾染在龙溪岸畔，便有了如影
随形的深情，和如鱼入水的默契。

但我知道，比影随行更深情、比鱼
入水更默契的，笃定是龙溪和龙溪村。
这么多年，一粒豌豆大的龙溪村，甘然
藏身山川褶皱，悠然藏匿岁月皴缝，笃
然静守一方赣东门户，花开花落，云卷
云舒，朝朝暮暮，岁岁年年，只被一脉
出自嵩峰的龙溪挽入怀中，只凭一条汤
汤作响的龙溪沟通内外。一截清亮明净
的龙溪水汩汩流泻，除了留下浪花、弧
度，纷繁的色彩和朗润的歌喉，更濯洗
映照出龙溪村的迷人雅姿，浆灌滋养了
龙溪人的幸福日常。

巍巍山川将龙溪纵深掩护，龙溪又
何尝不是将这片山光水色深情妥藏并惜

心呵护呢？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龙
溪人，毅然与山水相依，决然与草木相
亲，他们封山护绿，养水禁渔，家训传
世，宗祠严治，从不敢向自然轻取一丝
一缕，也从不敢对自然轻慢一分一毫，
方护得这片蓊郁苍翠的乡野，守住这块
得其庇佑的厚土。

在通往春天的路径上，来来去去的
龙溪人，他们望一眼青翠叠嶂的山峦，
便有了故乡的生动廓影；走一道色彩斑
斓的田畴，便有了生活的绵劲足音；听
一阙铮淙作响的溪吟，便有了梦里的甜
蜜呼吸。

惜山惜水的龙溪人，也惜儿惜女一
般惜护着田园和地垄。在这个仅 7.8 平
方公里的村庄，除了迤逦青冈、阡陌交
通、欸乃溪流，除了零散的屋舍、稻田
和菜园，铺叠其上的，是漫山遍野、接
天连云的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园。被
600亩马家柚园、500亩蓝莓园、150亩
猕猴桃园和 150 亩茶园倾情“围堵”的
龙溪村，你看不到一块空置的地，也找
不出一寸抛荒的田，就像一块用青料浓

涂重抹的画布，没有一寸留白。
随行的朋友带我去一个草莓园采

摘，介绍说主人之前在县城从事基建多
年，最终却还是回到魂萦梦绕的家乡，
在一片鲜绿的田畴里耕星耘月，向一截
清波荡漾的龙溪水晨昏定省。

或许，于他们而言，这是一种由来
已久的信奉，也是最笃定心安的信奉
——那片亘古存在的山野，注定用来种
植草木庄稼，喂养人畜肉身，埋葬祖辈
先人，寄托往后余生，没有哪一寸会是
多余的。就像嵩峰的树，没有哪一棵是
多余的；就像龙溪的清波，没有哪一粒
是多余的；就像天上的星星，也没有哪
一颗是多余的。

祠堂、庙宇、楼阁、凉亭、会址、
社屋……你在龙溪村信步所至，随处可
见这些种在村庄岁月深处却抗拒时光剥
啄的古建筑。

在这里，你甚至会感觉，每一缕风
都像是历史的梵音，每一片云都仿似时
光的羽书——这是另一种的体认和尊
崇、信奉和惜护！这让我不会怀疑，在
龙溪，一定有一条经脉世代传承、以血
质接续绵延的内流河，这条河，会比那
条绕村渠更澄澈更纯粹，甚至比那条龙
溪水更悠远更丰盈，那是龙溪人对山川
万物的一颗虔诚守护之心，对家园故土
的一份笃然守望之志。

清水出山须更清。带着这份笃实的
心意，龙溪人不仅牢牢守住了境内 3.5
公里的款款清波，让它被鱼群驾驶、被
歌喉驾驭，与春天相通、与春光相伴，
更以垃圾四类处理全覆盖，死死掐住了
垃圾入河源头，让龙溪这脉清波，只携
带嵩峰山的青荫绿影，只摇曳龙溪村的
风光水色，潺潺流向江山凤林镇，流注
浩浩钱塘江，成为钱江源水之一脉。在
龙溪河畔，一块“赣浙联动治山理水”
的大石碑赫然矗立，“赣山浙水”已然
成了龙溪村最响亮的标识。

作别龙溪时，已是近黄昏，晚霞茵
茵，青山隐隐，熏风习习。龙溪水清波
粼粼，摇曳生姿，跌宕流逝，暗示我龙
溪的一日春光就要过去。

春过龙溪。或许我会过去，会缱绻
离开；但春天不会过去，它会永驻龙溪。

上图：龙溪村风光

春过龙溪
程杨松 王青海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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