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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最后一次风雪漫卷时，我来到
黑龙江哈尔滨的呼兰河口，想要感受萧红
曾感受的冷。

想要真正理解作家萧红，我想，首先
要来到呼兰河边，体会她所经历的寒冷。

血脉里的牵挂

萧红是在呼兰河边长大的。这大雪纷
飞，寒风呼啸的春天，她也经历过。这片
地处松嫩平原南部的黑土地，此刻，正笼
罩在春雪中，天地一片苍茫。

雪落下的声音，是呼呼地、飒飒地，
地上雪最薄的地方，也有10厘米厚。

冷，没饭吃，命运不由自主，可是，
萧红还是想读书、想成就自我、想为那个
时代更多在寒冷中挣扎的女子发声。

这，才是真正的萧红吧？
萧红的血脉里流淌着呼兰河水，无论

走到哪里，她始终挂念着这条河与河边小
城里的人民。

萧红最喜欢抒写呼兰河边的景物，四
月的柳条、五月的青杏、八月的牵牛花、
九月的落叶，在萧红作品中都闪耀着自己
独特的光彩，但最让人震撼的，则是她描
写的呼兰河的雪和雪后的寒冷。

在呼兰河口宽阔的冰面上伫立，朔风
吹乱了我的头发，想想萧红，她一生经历
幼年丧母、几段恋情失败，以及病痛的折
磨……仅仅在世上活了31年，从发表第一
篇作品，到 1942 年在香港孤零零地离世，

萧红真正用来创作的时间只有9年。
一个女人的芳华，在动荡不安的年

代，流离失所，疲于奔命中，留下 《生死
场》等百万字传世之作。1940年，萧红在
贫病中完成她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 《呼兰
河传》，这部小说以萧红自己的童年生活
为主线，以细腻的笔触，深沉的情感书写
了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呼兰河。

最珍贵的温暖

呼兰河是平凡的。河水冰封可行车的
严寒里，行人嘴角都冒着白气，车夫的手

冻裂了，呼兰城就是在冬日
灰灰的色调里，从萧红笔下
走向世人。

读 着 萧 红 的 《呼 兰 河
传》，感觉一段历史复活了：
十字街头热闹的商家、东西
二道街上的学校，人们跳大
神、放河灯……呼兰人的生
活虽然平凡，但踏实又充满
热望。萧红以诗意的笔调，
一幕幕写来，仿佛是一幅幅
民俗风情画。

呼兰河是苦难的。和 20
世纪 20 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乡
村一样，呼兰河是贫穷而落
后的。一块豆腐是他们的奢
华大餐，雨后房顶上长出的

一簇蘑菇则会引来全院人的羡慕。
萧红在 《呼兰河传》 里塑造了有二

伯、王大姑娘、小团圆媳妇等一系列悲剧
人物形象。爱呼兰河的萧红又是恨呼兰河
的，她恨围绕着小城的那些守旧、落后的
思想和观念。

萧红是以一条河，在为一座城市、一
群人、一个时代立传。

时代是人的背景，人是时代的注脚。
《呼兰河传》 中人物是不幸的，而萧红的
一生，又何尝幸运呢？

萧红故居位于今天哈尔滨呼兰区南二
道街，占地面积3500平米。1911年，萧红
就出生在这儿一个地主家庭里。偌大的房
子，却因为生母病故、继母冷漠，在萧红
看来是一个无趣也无爱的所在。只有祖
父，跟她感情深厚。

北方民居家中一般都有一个种着应季
果蔬的园子，萧红故居的正房后面就是一
个大园子，在 《呼兰河传》 中，被萧红称
为“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后花园”。洁白
的雪，此刻覆盖了园中所有枯叶，也遮盖
了萧红曾经的快乐与痛苦。雪中，只有一
个老者和小孙女在园中嬉戏的塑像，铭记
着萧红心中最珍贵的温暖。

呐喊的声音

认识萧红，一定要从呼兰河边开始，
这样你才会听见萧红为自由和人性呐喊的

声音。
她挣扎过、彷徨过、探索过，却从未

停止过抗争的姿态。在中国现代小说史
上，萧红创造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
说风格。

我特别敬佩萧红，不管处于何种艰苦
困顿的条件下，她都坚持自己的写作，不
为外在的事物牵引。更可贵的是，萧红的
笔，一直在为普通的东北老百姓发声。

萧红的气质是冬天的气质，她的文字
寒冷之中深藏着热情：“我以为，自己原
本该一无所恋，但又觉得到处皆有所恋。”

在饱受磨难的一生中，她曾有过无数
次“生无可恋”的绝望念头，但是绝望过
后还是对生命深切地留恋。

故居门口的萧红塑像是最打动我的雪
中风景，塑像全身洁白，却没有被白雪的
白掩盖光彩，反而是在风雪漫卷中更加沉
静、坚韧、眉目生动。

一个命运坎坷的青年，一个思想锋利
的女作家，当这两个形象合而为一时，才是
完整的萧红。她的文字，刺穿了那个时代！

萧红被誉为“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洛
神”，可谁又知道，她文学光环的背后，
有那么多无人能懂的悲凉。我想，孕育了
她的呼兰河应该是最懂她的，那是一个母
亲对女儿的信任与期许。

萧红故居前，现在已经成了人们休闲
娱乐的所在，雪中有跳广场舞的、舞剑
的，甚至还有几个人在打扑克。而呼兰河
口湿地公园，夏天可戏水，冬天可滑雪，
佳景吸引了无数中外游客。当年离家出走
的萧红，一定想象不到今天的呼兰河能有
今天这样祥和幸福的氛围。她如果见到会
欣慰的。

已经 3 月了，虽然“花还没有，人们
嗅不到花香”，但飞雪冰封的呼兰河下，
我听到了春天即将绿意流淌的声响。呼兰
河儿女盼望的春天，很快就要来了……

上图：萧红故居前的萧红雕像
左图：爷爷与孙女在园中嬉戏的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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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我们及时采取
的举措，新冠肺炎在中国
的传播得到了有效控制。
眼下正是春暖花开之时，
也是一年一度的节后开工
季。除了疫情防控，实现
和保障有序复工也很关键。

借着周末的时间，我
来到一家刚刚恢复营业的
建材商场购物。

商 场 位 于 北 京 东 四
环附近，走到门口发现，
要想进去，先扫描两个二
维码，经过三道程序。第
一个二维码是填写个人基
本情况，包括姓名、身体
状况等，如果合格会生成
临时出入证；第二个二维
码是借助通信运营商来查
询自己的手机号近 14 天内
到过的地方；如果通过了
以上两个步骤，那就进入
了最后一道程序，量体温
并登记。

对于来往这家商场的
人来说，这两个二维码，既是通行证，也是安全
阀，既能营造一个安心的购物环境，也使疫情防控
可追溯。相比于原始的人工手段，借助科技的力量
保障复工，是一个高效可靠的措施。

的确，科技能让我们的思考更全面。大数据时
代，各行各业的数据都呈井喷态势。二维码的背后
是一系列海量的数据，正是科技的进步让我们能够
采集、分析、调用这些数据，这不仅能让我们减少
很多不必要的劳动，更能让决策更准确。

既然需要科技来保障有序复工，那又如何能让
科技在其中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科技不仅能带人类走向浩瀚的宇宙，也能不断
认识我们的微观本身，科技延伸了人类的认知范
围，但有一点不能忽略，科技始终要以人为本。

何为以人为本？
一是要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如果科技失去了人

情味，那么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人的主
体作用更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协作，相互信
任，打通数据壁垒，共享更多的信息，才能让科技
释放出更多有效的价值。数据更全了，流通更畅
了，商场门口的二维码也就更让人安心了。

二是要让科技更好地服务人。用科技手段保障
有序复工，要多问一问，这样的方法是不是真的有
利于确保复工和防疫两不误？这样的流程是不是真
正便民利民？

我们常说“科技向善”，这“善”不仅是善良，
更是人类所向往的美好生活。防疫期间，旅游景区
可以借助科技之力保
障游客的安全，提升
旅游体验。要让科技
在有序复工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密码就是
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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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两大生物安全项目揭牌
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纳

米生物安全中心与广州生物安全创新研究院当天揭
牌。主会场的大屏幕上，22位中外院士为当天的活动
发来视频道贺。此次活动的多个项目由院士领衔。

广州生物安全创新研究院，将聚焦新发、突发及
再发重大传染病，组建学科交叉融合、创新链条全程
贯通的生物安全研发平台，有效支撑药物、疫苗、诊断
等生物制品的研发和应用，构建集“诊检消防治”于一
体的综合性生物安全科技高地和产业高地，该研究院
正同步申报省级生物安全创新研究院。

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总
部园区当天动工。该项目将聚焦当前纳米科技创新
链中的转移转化环节。该研究院将引进在国际上最
早开展纳米生物安全研究的中科院纳米生物效应与

安全性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启动
建设纳米生物安全中心——广东粤
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
院纳米生物安全中心。早在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之初，该中心就迅速启
动了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研发项
目。目前，该试剂盒已进入国家药
监局快速审批流程，并在武汉的定
点收治医院开展临床试用。

生物医药新增六大总部项目
“我宣布，广州开发区、广州高新区、广州知识城

重大项目开工！”随着一声令下，主会场大屏幕上切换
为 66 个小方块，66 个重大项目破土动工现场尽收眼
底。这些项目彰显了广州开发区、广州高新区、广州
知识城大力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心。尽管疫情

尚未过去，但广州开发区凭借极强的项目储备优势，
在生物医药、医疗设备、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加
快发展。

广州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位居国
内前列，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占广州市六成以上。活
动当天，国内第三方检测的龙头企业金域医学和华
银健康的新总部项目启动建设；广州绿叶生物制药
产业园、恒瑞医药南方总部、百济神州三期等生物医
药龙头项目同步动工；扬子江药业集团粤港澳大湾
区总部项目签约落户。广州开发区生物医药军团进
一步壮大。

在半导体产业方面，广州开发区已拥有粤港澳大
湾区内已实现量产的 12 英寸芯片制造企业粤芯半
导体，一期项目正爬坡量产。在此基础上，粤芯半
导体二期项目当天签约，新增投资 65 亿元，采用
65-90 纳米工艺制程，生产高精度数模转换芯片、
高端电源管理芯片、光学传感器、车载及生物传感
芯片等产品。兴森科技半导体封装产业基地项目
同日动工，规划产能为 30000 平方米/月的集成电路
封装基板和15000平方米/月的类载板，将有助于完善
我国半导体产业链。

集聚四大互联网密码安全项目
继LG、视源等新一代信息产业龙头项目之后，广

州开发区又迎来百亿级头部项目——立景创新全国
总部项目。该项目主要从事高端消费电子、车用互联
网及无人驾驶摄像头模组等光器件领域的研发设计、
生产销售，项目投资总额100亿元。

中国两大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和京东在这里
也有所布局。阿里巴巴集团计划在广州开发区设立
阿里健康大药房全国总部及阿里健康华南运营总部，
为用户提供全面的互联网解决方案。京东拟在这里
设立华南物流总部，负责华南地区干支路运输和市内
配送业务。华润集团旗下的华润网络，也将在此建设
公共积分平台服务中心以及华润集团内部的积分数
据中心。

在 5G 领域，数字化解决方案领军企业新华三集

团在广州开发区设立新华三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松下

集团签约扩建第四工厂——松下5G设备基础材料项

目，达产后松下广州厂区产能将提升到现有的 1.5

倍。广州开发区与业内知名企业开展合作，广东省电
子政务密码应用创新研究中心、得安信息技术项目、
鼎铉商用密码项目、中安网络（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项目四个互联网领域的密码安全项目签约落户，共
同为5G时代的物联网安全保驾护航。全省目前唯一
的密码应用和创新示范基地近期也已批复落户广州
开发区。

数据来源：广州开发区民营经济和企业服务局

66个新投资项目开工、20个项目签约，7个会场通过5G连线实时互动，22名中外院
士隔空“剪彩”——2月 28日，广州开发区、广州高新区、广州知识城举办 2020年第一季
度重大项目签约及集中开工动员活动，87个项目计划投资总额约1335亿元，吹响了经济
发展保卫战的号角。

参加当天活动的项目以生物安全、生物医药为主。广州开发区依托自身扎实的生
物医药产业化基础，率先推进生物安全产业体系建设，建设全球领先的生物安全产业基
地，率先打造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试验区。

隆平国际现代农业公园一期项目在大吉沙岛开耕隆平国际现代农业公园一期项目在大吉沙岛开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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