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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青春是一首歌，回荡着欢
快、美妙的旋律；有人说青春是一幅画，
镌刻着瑰丽、浪漫的色彩。

一百年前，无数青年高高举起民主
和科学的旗帜，发出五四运动的青春呐
喊，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

五四运动是黑暗之中引领中国前
行的一座航标，是中华民族觉醒抗争的
起点。“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
一伟大的“五四精神”，有着屈原“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著，
有着范仲淹“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
下人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情怀。

今天，我们纪念五四，不仅仅只是
为了怀念，更重要的是赋予那个伟大的
日子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涵。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追求，铁血奔流的峥嵘岁月早
已成为往昔。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的年轻人，弘扬“五四精神”，
肩负历史使命，才不负青春热血。

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大青年生逢其
时，也重任在肩。”

历史庄严地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我们
这一代人，我们肩上的使命，并不比任何
一代轻！但我们生逢其时，无比幸运！

众所周知，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
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增强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当前，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意味着巨量而又多样化的金
融需求，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背
后，是长期以来金融资源和金融服务在
农村存在的巨大短板。

提及农村金融服务存在的“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可以说是广大农户
和涉农企业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汇。小农户由于不了解政策或者缺乏
相关的意识，难以充分利用现有的金融
支持政策。与之相比，组织化、专业化
程度较高的农业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
也颇为严峻。农业企业普遍缺乏抵押
物，而且农业具有风险大、周期长的特

点，很多金融机构往往对农业企业的融
资需求敬而远之。

让金融回归服务农村实体经济的
本源，为乡村振兴引入“源头活水”。作
为益民集团旗下的成都市现代农业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我们的团队不遗余
力，一直在支农惠农的路上。

为了破解涉农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的问题，近年来，我们农担公司通过大
量的企业走访调研，创新推出了“冷链
贷”“设施担”等独具惠农特色的担保业
务产品，在撬动社会资金服务现代农业
发展的同时，也为农担公司赢得了更加
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比如，四川圣寿源农业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营蔬菜种植和销售的公司，想扩
大生产规模，但缺乏资金来源。公司负
责人找到我们农担公司，要求帮助担保
融资。在历时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一
次又一次地深入企业调查，认真和客户
交流，在加大风险防控的同时，抽丝剥

茧、去伪存真，为该企业量身定制了担
保品种。最终，通过农担公司新产品

“惠农担—助业贷”获得了150万元的担
保贷款，帮助该企业扩大了蔬菜种植规
模，还带动了周边农民增收致富。

令人欣喜的是，今年2月，央行等五
部委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完善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的市场体系、组织体系、产品
体系，明确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3个
阶段性目标，并且要求完善货币政策、
财政支持、差异化监管等政策保障体
系，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积极
性和可持续性。

作为农担公司的一名青年员工，能
够参与推进普惠金融助力现代农业发
展和乡村振兴的工作，我深感自豪和荣
耀！我非常热爱这份工作！我下定决
心，今后要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撸
起袖子加油干，不负青春岁月，不负时
代使命。

爱恨无奈
——纪念陈忠实先生辞世三周年

◎ 匋 瓦
瞻天有幸青气盛，
料地无风春枝英。
文人大事起一经，
爱恨无奈成字雄。
本当革命建基功，
却废造反垂成中。
一花一木自世界，
万人万年需自清。

仲春的夜晚，春风拂动湖边的绿
柳，柳丝轻摇宛若丝丝缕缕弹奏的琴
弦。在春风绿柳与湖光园色中，隐隐传
来一阵蛙声，先是一声两声，后便是咕
呱一片，仿佛天籁和声一般在宁静的夜
晚响起，这样的春夜更显得动人而富有
旋律了。

乡村老家，村边多池塘，一到春天
几场雨水过后，池塘积了水，岸边的草绿
了，庄稼也噌噌拔高了。在岸边泥土中
冬眠的蛙儿们也活跃了起来，它们拱开
松软的泥土，扑通一声扎进塘里，欢快地
游动起来。天气渐暖，塘边高大粗壮的
杨树也投下了阴凉，近塘的水草丛里裹
着层层叠叠的蛙卵，不出几日便孵化出
了小蝌蚪，密密麻麻地聚拢在一起。过

了些时日，蝌蚪渐渐长大，便摇着尾巴散
开寻找自由自在的生活去了。

正值春夏交替的乡村是宁静而祥
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饭
后便会聚在一起拉家常，唠闲磕。随
着阵阵晚风，一股庄稼泥土的清香散
入乡村的院落，隐隐地还会夹带着几
声蛙鸣。乡村的蛙声是十分动人的。
静静地来到塘边，伫足而立，不要发出
声响，静下心来，闭上眼，敞开心扉仔
细聆听吧。这边先起了调，或高或低，
那边马上就迎合着接起来。这蛙声，
或低沉、或高吭，或舒缓、或急促，或悠
长、或嘹亮，就像是一首欢乐的乡村协
奏曲，在高远辽阔的星空下，在飘逸洒
脱的清风中，尽情地表演，尽情地抒

发，尽情地传唱。你会深深地沉浸在
其中，久久地不愿从中醒来，就好像是
经历了一场美妙的梦。当你从美梦中
醒来，不觉已是月斜更深夜渐凉，抬脚
起步，一不小心惊到了蛙儿们，扑通几
声，蛙声戛然而止，只留下微微的风
声，让人怅然若失。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片。”乡村的蛙声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那些喧闹的声音会时时处处地在乡村
的周围唱响，伴随着人们生活与劳作，
给简单的生活以诗意般的调剂。那些
蛙声更代表了乡村人对身下这片热土
的深深情意，在千百年来的声声传唱
中，寄予了人们对美好年景的期望与
渴盼。

听取蛙声一片
◎ 贾有利

清晨，我推开门，一股淡淡地清香
迎面扑来。抬头向上观望，两株高大
的梧桐树开满了烂漫的梧桐花，粗壮
的梧桐树枝干相连，花团令人眼晕，一
株桐花一串串的粉与白、一株桐花一
串串的紫与红，大自然巧夺天工珠联
璧合，五角喇叭口花冠，似少女身着的
秀丽罗裙，透着一股秀美,挺拔中显着
灵气，透着一丝无言的羞涩。此时此
刻，置身于其间，顿觉心旷神怡，一丝
丝诱人的梧桐花香沁人心脾，神清气
爽。

“家有梧桐树何愁凤不至。”乡亲
们认为种上梧桐树可以给家人带来幸
运，是吉祥的象征。这两棵梧桐树是
在我小的时候，母亲种植的，已有 40
年的光景了。

我喜欢梧桐花。梧桐花并没有
如朱自清笔下的《春》中所描述的杏
花、梨花、桃花：“桃树、杏树、梨树，你
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
儿 。 红 的 像 火 ，粉 的 像 霞 ，白 的 像
雪。”等到杏花、梨花、桃花开完了，梧
桐花才默默地开放，虽开得稍微迟了
一些，但是她的开放依然是那么的令
人惊艳。然后经过春雨的洗礼，洒落
到院子里。

同龄的玩伴就是找同龄的，而且
玩的不亦乐乎。因为我家有两棵梧
桐树，玩伴们放学后就到我家来玩。
在比我大几岁的姐姐眼里，她觉得我
们这些孩子太热闹招人烦。警告我，

“不要带着玩伴来家捡梧桐花蒂。这
梧桐花有啥好的，一群淘孩子还是挺

喜 欢 ”，我 气 呼 呼 的 找 娘 给 姐 姐 告
状。娘笑着和解着我和姐姐的纠纷，
告诉中午给我们做好吃的。那天中
午回到家，娘正在忙着在柴灶上摊饼
子。娘摊的油饼子是可遇不可求的
好吃食。看到我们放学回来，娘给我
们一人扯了一块儿。吃在嘴里特别
的香甜，姐姐问娘这饼咋这么好吃，
娘告诉我们，在面里放了梧桐花。姐
笑着对娘说：“我觉得，杏花开后就挂
上杏儿，桃花开后就有桃子，梨花开
后就有梨了，这梧桐花开完就没有啥
果子，有啥好的。想不到，梧桐花也
能吃。”

后来，我偶然了解到梧桐花竟然
有药物价值。其对咽喉肿痛，咳嗽、热
伤风等都是有一定的功效。所以也有

些咽喉疾病患者把梧桐花当做一种冲
泡的食材来饮用，而且还能预防高血
压、高血脂、高血糖。

随着岁月的更替，院子里的两棵
梧桐树，都有两搂粗了。在我结婚的
时候，娘要用这两棵梧桐树为我打家
具。梧桐木的家具，木质较轻,用来做
家具,不易变形。这两棵树，毕竟和我
们家人相处几十年了，要把它们砍
掉，我真的舍不得。在我的劝说下，
娘把这两棵梧桐树留了下来。这两
棵梧桐树成了我们夏日乘凉歇晌的
好地方。“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
拂。”眼见绿树成荫，好像一个大绿屏
障，也许是种植了梧桐树的缘故吧，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一家人其乐
融融。

梧桐花开
◎ 高光锋

话说中药浴
◎ 陈元昌

春暖花开，是易患过敏性皮炎的
季节。我又想起家家买青蒿、陈艾、菖
蒲等中草药煎水洗浴的事。小时候每
年快到端午节时，人们往往会从市场
购些中草药来煎水洗浴，有的还将草
药集索成梱挂在门前，说是可以驱邪
防病。孩提时只认为好玩，殊不知这
里还真有许多奥秘呢。

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我家遇上
几件与草药沐浴的事，才让我真正信
服了这神奇的中草药。

第一件事是十年前春夏之交，女
婿突然“出痘子”，伴有发烧，皮疹等症
状，到医院确诊后医生要求住院治
疗。由于住院治疗护理不便，我又曾
学过中医知识，便将他接回家中，扯来
青蒿、“蛇倒退”等草药煎水全身洗浴，
每天一至两次，结果一周左右痊愈。

第二件事是外孙女 4岁时，我女
儿搬了新居,新房、新家具，空气不流
通，外孙女两下肢长了许多红疙瘩。
住进医院，医生说是“过敏性紫癜”，一
天诊疗费就开支1000多元。

当我们赶到医院看到孩子时，只
见她脸色苍白，失去了往日的笑脸。
一双期盼的眼睛盯着我们有气无力地
说：“外公，我要回家，我不住院，我要
上学”。看着孩子可怜相让我心痛不
已，骤然想起我是过敏性体质，曾在40
多年前就得过过敏性疾病，症状与外
孙女差不多，女儿以前也发生过。当
时只是在医务室开点抗过敏药服后就
见效。过敏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

我们认真地了解病情，分析病因，
知根知底的孩子不可能患那么严重的
病，即使外孙女患“过敏性紫癜”，目前
我国也无特效疗法，预后不良。与其
让她在此受折磨,大人受煎熬，还不如
早点回家去看中医。第二天就让孩子
出院了。

远离新房、新家具污染源，确保室
内空气流通，吃几副中药和外用青蒿
等草药煎水洗浴一周就痊愈了，花了
不到100元。

第三件事是 2016 年阳春三月百
花齐放，妻子与朋友到绥山镇安川村
花海拍照后，身上就出现疹子，到医院
检查诊断为过敏，口服氯雷他定等抗
过敏药，外涂擦炉甘石合剂。结果这
片的疹子结痂了，其他地方又出现了，
特别是受热后奇痒无比，让人难以忍
受。尽管吃了不少抗过敏药病情时好
时坏，一晃病程拖了约两个月。这才
引起我的重视，我认真检查床上用品，
发现“席梦思”一侧边隙有一点破损，
原来是这化纤纤维出来捣乱，扎进破
损的皮肤伤口后使痒痛加剧。淘汰旧
床垫后，我上百度查到青蒿素主治疟
疾、结核病潮热，治中暑、皮肤瘙痒、荨
麻疹、脂溢性皮炎和灭蚊等。全草入
药，洗净鲜用或晒干制药。妻用鲜草
药煎水沐浴一周后痊愈。

青蒿，简单普通一味草药，却传承
了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了精华，传承了
国粹。疗效显著，救人于水火。祖国
的医学宝库给我们留下无尽的财产和
知识。

世界生物就是这样丰富多彩，它
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既有花粉
致病，又有抗过敏的青蒿、陈艾、菖蒲
等中草药防治皮肤瘙痒、荨麻疹等。
只要我们认真科学地对待祖国医学，
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将会受益无穷。 正月初八，又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日

子，来办业务的人不多，银行大厅空荡
荡的，有点冷清。而年前大厅每个窗口
前都有人排队，人头攒动，十分热闹。
忽然间，听到有人问询我的名字，立即
寻声探望，见一个年轻人搀扶着老爷爷
走了过来。走近窗口，老爷爷问我是不
是叫陈畅，我微笑点头。老爷爷笑了，
说他没猜错。

老爷爷在窗口坐定，从衣兜里取
出一叠钱递与我说：“这是几年积攒得
三万元钱，听说我在镇上农商银行上
班，就叫孙儿送他过来，把钱存了。”我
连忙道谢，老爷爷说不用谢。我看了
看他的身份证，知道他的名字叫玉宝，
便喊他玉宝爷。

“没错，我与你爷爷平辈。”玉宝爷
捋了捋白胡子，笑眯眯地说：“我今年85
岁，比你爷爷小两岁。我与你爷爷一起
搞过土改，一起上过夜校，一起修过水
库……”玉宝爷说到这里，叹了叹气。

我把玉宝爷的钱放入点钞机清点，
整理为三匝，然后打印存单。玉宝爷接
过存单，带着歉意说：“我年岁大了，没
多少积蓄，帮不了你大忙。回去跟村里
人说说，让他们有钱就到你这里来存。”
老人一番话，在我心里激起一股暖流，

把那三匝钱拈量一下，感觉沉甸甸的，
因为它承载着家乡父老的一片深情。

单位所在的乡镇，就是我的故乡。
而生长在县城的我，之前很少踏足故
乡，每年或在过年、清明时节到老家走
一走，拜望本家与祭祖，与村里乡亲少
有接触。自去年入职镇上农商银行之
后，才有机会与乡亲们打交道。每逢村
里有人来办业务，我会主动告知自己也
是同村人；开始他们将信将疑，毕竟未
曾见我出入村里，待我说出爷爷或父亲
的名字，对方认同了彼此是乡亲。

正是因为业缘和地缘关系，拉近
了我与父老乡亲的距离，从而更真切
地感受到浓厚的乡情。现任村支书请
我吃过饭，勉励我好好工作，他会竭尽
全力支持；年过七旬的老支书年前送
存六万元，说他是我爷爷介绍入党的，
希望我能传承前辈的美德。

送走了玉宝爷，雨还是下着，但我
心情已然开朗，风雨无情人有情，乡情
是任何天气不能阻隔的。不出所料，
此后依旧阴雨连绵不断，每天仍有长
辈或平辈的乡亲找我存款，多则一、二
十万元，少则一、两万元，数额虽然不
大，但每一笔都饱含着乡亲们对我的
支持与信任。

感恩乡亲
◎ 陈 畅

北方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又短暂
易逝，盼望着，迎春花开，春便近了。“覆
阑纤弱绿条长，带雪冲寒折嫩黄。迎得
春来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迎春花
于我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情感。

我的家乡所在的乡镇被称为迎春
乡，我所上的中学被称为迎春中学，但
是，却并没有迎春花生长在这里。当时
的语文老师们办了一个校报，被称为迎
春花报，老师说，迎春花是迎接春天的
花，与梅花、水仙、山茶花并称为雪中四
友，有着淡淡的黄色小花瓣，淡淡的清
香，不畏威寒，灿烂繁盛。所以，尽管我
未曾见过，却已经爱上了它，憧憬着、期
盼着，有一天可以一睹花容。

上高中之后，我惊喜地发现，校园
里零零散散地分散着几株迎春。初春
开学后约一个月左右，在尚未发芽的树
丛中，闪现着星星点点的几株淡黄，层
层叠叠，开满枝头，满树鹅黄簇在一起，
像挂满的星星，在暖阳的照耀下伴着微
醺的春风闪闪烁烁，散发着一种亲切温
柔、明媚暖人的吸引力。莫非这就是迎
春花？待近身一看，果不其然，枝丫遮
掩的树干上挂着一个小小的木制标签，
灰白色的字迹，写着树种的名字——

“迎春花”，真的是它！从此，我常漫步
于此，欣赏着这美丽的迎春花，怀念过
往，畅想未来。迎春花的清香，不似丁
香和薰衣草那般浓郁，自带独有的淡雅
香甜，每每闻到，总让人神清气爽，轻松
惬意，烦躁的心境便顿生出一片空灵宁
静。一个多月后，迎春花花朵渐落，像
风中飞舞着的金色蝴蝶，轻歌曼舞，坠
落泥土，随后，嫩绿细小的叶片从枝头
冒出，逐渐放大，融为夏季里的几抹浓
绿。有时候，你根本难以置信，或者已
然忘却，眼前这普通的绿植，曾经有那
么绚烂的满树芳华。

高二那年，父亲下岗，家里的生活
陷入前所未有的窘迫中，看到父母脸
上难以掩藏的压力，我感到未曾有过
的无助和迷茫。寒假刚过，母亲送我
上学，母亲转身离开的时候，我轻声地
叫住了母亲：“妈，我不想读书了。”母
亲瞪大眼睛望着我，她从不会想过我
这个乖乖女，好学生，有一天会说出这

种话。母亲带我来到校园里的迎春花
旁，“你不是最喜欢迎春花吗？如果它
怕冬天的寒冷就没有勇气等待春天的
盛开了，只是一堆烧火做饭的枯枝废
材！你只需好好读书就行了。”说便离
开了，独留我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原地，
看着花想着它的春夏秋冬。高中三年
的寒窗苦读时光，感谢迎春花伴我左
右，看见迎春花开，便看到希望，便心
存温暖，便充满愿景。高中毕业那年，
我特意和好友赶在迎春花开的时候在
花朵前合照留念，愿把最美的东西全
部定格在照片里。

上了大学，校园里的花花草草应有
尽有，数不胜数，粉红色的毛樱桃、桃
花、刺玫，淡紫色的丁香，雪白的梨花，
淡黄色的迎春、连翘，连成一片色彩斑
斓的五彩花海，如五彩绸带，随风微
荡。初春，花朵次第开放，学生们乐不
思蜀的在花中畅游赏玩，光顾迎春花的
却并不太多，然而，我依旧偏偏独爱着、
钟情着这美丽如初见的迎春。但是却
常常会把连翘和迎春弄混，才发现，我
曾经对它的了解竟是如此浅薄片面，我
在迎春花和连翘间徘徊观察，细看着这
两种相似却又不同的花，查阅资料进一
步区分了解。远远望去，连翘植株挺
拔，似巍峨屹立的男子，而迎春枝条弯
曲度大，呈现一种拱形，更显柔情，妩媚
骄人又义气凛然，连翘的茎呈灰褐色，
仿佛还停留在冬天，而迎春的茎是绿色
的，更有春意，连翘花瓣少，叶片大而
薄，迎春花瓣多，叶片小而圆润，而且连
翘花开后通常会结果子，还有更细微、
更专业的区别，我想学过植物学的应该
都会知道得更多吧，我也总算搞清楚了
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迎春花年复一年的花开花落中，
美好而短暂的大学时光随之逝去，毕业
了，我留恋的不只是这些情深义重的同
窗，不只是这美丽校园里走过的脚步和
留下的欢笑，还有曾经每天陪伴我的迎
春花，那黄橙橙的繁花盛景。

随着美丽中国的发展，家乡越来越
美，迎春也已然成为了家乡常见的绿化
观景树而随处可见，常伴我左右，给我
明媚暖人的力量。

迎春花
◎ 段玉鑫

弘扬五四精神 不负时代使命
◎ 王 竹

水墨画《乡情》 张东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