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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过年， 总感觉日子过得好快，
意犹未尽，年已匆匆而去。 今年则不同
于往年。 有人说，这个年很特别；也有人
说，这个年不好过；还有人叹息，这个年
怎么过得那么慢呢。 这个年，人们来不
及品味佳肴盛宴， 来不及感受阖家团
圆，来不及畅叙亲情友情，却迎来了一
位不速之客——
—新冠肺炎。
俗话说“过年关”，这个年确确实实
是一个
“
关”。 年前疫情似乎还波澜不惊，
人们忙忙碌碌地准备年夜饭， 可腊月二
十九传来武汉封城的消息， 让沉浸在过
年喜悦中的人们措手不及。 伴随着突如
其来的疫情，全民抗疫迅速展开。 人们
一改传统的过年习俗，遵守着疫情防控
的规则，少出门、不聚会、不聚餐，坚持

中国必胜

郭立娜 剪纸 （杨村光明道小学）

他们用忙碌的身影换来了百姓的安康。
没有了红彤彤的大灯笼， 却多了醒目的
红色宣传横幅， 没有了走亲戚串门子的
礼尚往来， 却多了这个年独有的热情和
感动。千千万万的医护人员、千千万万的
公安民警、千千万万的基层干部、千千万
万的普通志愿者，他们默默奉献，始终战
斗在防疫抗疫的一线，展现了大爱无疆、
共克时艰的信心和决心。花落知春短，患
难见真情，这些斗严寒、吃泡面、看似普
通却无私坚守阵地的勇士们，舍小家、顾
大家，成为这个年最耀眼的“
年画”。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
越”。 历经艰辛，跨过关口，风景这边独
好。 那时，登极远眺，苍山如海，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
（武清）

散 文

这个年
骊 马

待在家里就是支持抗疫，就是为抗疫作
贡献。
假期延长了、公路设检测站点了、出
入小区检测体温了，宣传单、明白纸、告
知书、健康码贴接踵而来，“新冠肺炎”也

成为今年以来最火的“
网红”词。 不见了
往年热闹的场景，看到的是白衣战士驻
守一线，看到的是公安民警昼夜巡逻，看
到的是社区工作者奔波劳碌，看到的是
身披红马甲的志愿者、网格员逐户走访，

路遇关牧村
武新才

诗 歌

希望
朱新民
希望，是雁群归来的第一声长鸣，
丰羽的双翅击碎了春寒料峭；
希望，是水面爆裂的一片脆响，
春的长河即将翻起层层波涛；
希望，是党的坚强指引，
在疫情当前严控严防的大气魄；
希望，是白衣战士请战书上的红手印，
义无反顾支援武汉的足音响彻云霄；
希望，是医务工作者的夜以继日，
殚精竭虑抢救病重的患者；
希望，是一个个治愈后的患者走出病房，
怀抱着护士赠送的鲜花祝福，
泪光闪烁……
白衣天使啊，

为了患者康复将自己的安危抛掷九霄。
你们把使命扛在肩头，
和 14 亿中国人民一起，
向新冠肺炎疫情举起围歼的大刀。
你们是人民的卫士，
是抗疫沙场上无畏的英雄，
历史会永远记住你们，
将你们的丰功伟绩传颂。
看，东方上空玫瑰色的霞光已经喷出，
太阳快出来了，
听，田野里新生命发出破土而出的声响，
春天已经来了
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希望，
也已经到来……
（汊沽港）

静待花开
秦万丽

如果你渴望春天
就不要惧怕严寒
哪怕北风呼啸
落光叶片的树依旧挺拔不弯
如果你渴望春天
就不要惧怕严寒
哪怕冰冻三尺
潜在水底的鱼儿依旧嬉戏游玩
你看
那枯枝丛中的鸟窝里
一个个崭新的生命正在
孕育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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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
那苍茫广袤的大地上
一颗颗饱满的种子正在
破土 发芽
又是一年春来早
这是 2020 年的春天
春寒料峭 疫情侵扰
但请一定坚信
春风拂面春水潺潺就在眼前
隆隆的春雷已经响起
南飞的大雁正在回返
既然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挑战
那就绽开笑颜
静待花开
（区文化馆）

上世纪末深秋的一天， 我乘列车从
河北高碑店出差到天津办事， 列车经停
北京站，上来一些去天津的旅客，其中一
位个子高高、 体型微胖的女士引起我的
注意，她身着深蓝色的上衣，肩挎一个黑
色布包，看了看车厢周围，然后坐在了我
的对面。我下意识地看了她一眼，觉得眼
熟。 过了一会儿，列车缓缓驶出北京站。
我的头脑中突然闪现出著名歌唱家关牧
村老师的名字。
关牧村是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偶
像，也是天津人十分喜爱的歌唱家之一。
当时， 她经典的歌声深深影响了我们这
一代人。
“您是关牧村老师吧？”我直言相问。
“是呀，你是？”关老师疑惑地看了我
一眼问道。
“我是天津铁路工程局的。 ”一听我
是天津的，关老师马上热情起来。
“关老师，我们都喜欢您的歌，比如

《假如你要认识我》《打起手鼓唱起歌》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当时我有点
兴奋，手舞足蹈一连报了几个歌名，关老
师微笑地听着，不住地点头。
“关老师， 您没有自己开车回天津
呀，怎么也挤火车？ ”我心里想着像关老
师这样的大歌星应该有私家车， 就问了
这样一句话。
关老师微笑着说：“开车出行主要是
怕路况不好，一般我没有什么急事，都是坐
火车回天津的，习惯了，省时间又方便。 ”
不知不觉，列车很快到了天津站。
“
再见！ ”关老师起身很礼貌地跟我
打了一下招呼。我站起身跟关老师道别，
目送她下车，看着她消失在人群中。
当时我没带相机，当时的手机也没有
照相功能，所以没有留下路遇关牧村老师
的任何影像，虽有点遗憾，但关老师平易
近人的形象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武清）

我每天上班都要路过一
段景观路，路两侧的绿化带给
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春天，花
草树木泛着淡淡的鹅黄，一场
春雨催得嫩芽魔术般地一天
一个样儿。 一眨眼，桃李芬芳，
百花争艳，春意醉人；夏天，葱
茏蓊郁，那绿，绿得饱满，绿得
化不开，蝉鸣，鸟啼，蝶舞，热
热闹闹；秋天，像个矜持的贵
妇，收敛了夏日的喧嚣，一身
金黄，雍容贵气。 冬天，叶子先
是蔫了，卷了，干了，最后落光
了。 冬天的大地，光秃秃、灰蒙
蒙的，没了雨声雷声，少了鸟
鸣蝉吟，景致显得有些萧瑟。
我依旧沿着这条路去上班， 那天出
来得早些，便多了几分悠闲。我打量着眼
前的景象，霜把大地、树木、屋顶都染成
了浅白色，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我独自
走着，回忆着春、夏、秋季节里的景色，无
意中瞥见绿化带的干枝间夹杂着一串一
串的红， 我的眼前一亮， 是花儿还是果
实？ 什么树？ 什么花？ 什么果子？ 在冬天
枝干已经干枯的情况下， 竟有如此顽强
的生命力。 我怀着好奇心走过去， 俯下
身，仔细观赏：浓密的枝条上缀满了红豆
般大小的红果实， 压弯的枝条向四外散
开， 犹如绽放的花瓣。 果实粒粒圆润饱

满，鲜红欲滴，仿佛一碰便破，
汁就会溢出来， 霜洗之后，泛
着光亮，晶莹剔透。 我怕上班
迟到，匆匆欣赏之后，便不舍
地离开， 但那一串一串的红，
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
路上，我给好朋友打电话，
与她分享我的感受。 朋友问我
陈
是什么树。 我说不知道，就叫
凰
“干枝红”吧。 朋友哈哈大笑，
让我有时间拍下来传给她，查
查是什么植物，我满口答应。
由于工作关系， 此后的很
多天里，我没有路过那条景观
道， 也再没见过那些所谓的
“干枝红”。
又过了几天，由于劳累，我的心情有
些糟糕，便想出去走走，于是又想到了景
观路旁的“干枝红”，想到了对朋友的应
允，便踱步前去。 然而，眼前的景象让我
怅然若失，红红的果实落了一地，已经变
得干瘪，没有了之前的鲜亮，我的心情有
些失落。 陡地，发现树干已经泛青，枝条
上面隐隐地现出点点鹅黄。 我似乎看到
了春天，眼前百花争艳，“干枝红”虽不显
眼，却由春到冬历经风霜雨雪而弥坚，给
人以启示。我给朋友打电话，说明没拍照
的缘由，约好等到春暖花开，一起欣赏它
的娇姿。
（区医院）

干
枝
红

花开天下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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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语：有空再看。
（猜一成语）
（谜底将在下期同栏目揭晓）
上期：头上亮光光，出来凑成双，背
上缚绳子，驮人走四方。
（皮鞋）

（刊头题字 何俊田）

连 载

张振发

四、李氏太极拳道脉传承
道脉源远通天地
拳法承传望祖根（3）

公益广告

李志杰 画 （武清职教中心）

李派《隐仙羽化犹龙派太极神
功宗脉系统表》序列张三丰弟子汪
锡龄 （1664 年 ~1724 年）， 字梦
九，号圆通，在其作于清雍正元年
（1723 年）的《大道渊源太极门宗
派谱系》（节录）中，言道：夫文事之
兴也，自伏羲氏画卦为始，一画开
天阐发先天一气流行之蕴义，宣泄
阴阳交互奇偶相生之奥旨，俯察河
图仰观天象，遂画出先天八卦以传
后世，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
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理尽寓其
中矣，此为第一代圣王也。 后至神
农氏即位之后则教民稼穑以为养
生之本，又尝百草、辨五味、识药性
以治民病，格物博物悟理之学从此
而开也，此为第二代圣王也。 又至
轩辕黄帝曰有熊氏，命圣臣仓颉先
生造字而文事大兴，然武备之道亦
由斯而启也。 因蚩尤作乱战之不
克，敬祷于天为国为民至诚感格九
天玄女元君圣师， 下降传天书三
卷，乃天文、地理、人事之学，遂命
风后演成奇门兵法等书，又传紫府
灵文、剑术秘法、弓矢刀枪技击之
道。 曾于常山观蛇鹊之战，知杀机
已开，人生战斗之心也。 遂排成一
字长蛇阵以教士卒焉。 击头则尾
应，击尾则头应，击腰则首尾皆应。
为兵法中万阵之祖也。 又以蛇缠鹊
啄伸缩开合之机巧，蛇行鹊跃闪转
腾挪之意推而悟之。 再就八卦五行
生克制化之理，兵法奇门九星运化
之机， 便演出八面熊拳以教将士，
于此武备大兴。
王兰亭《序》文，亦言：太极拳
始于轩辕黄帝，因观蛇鹊之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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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生战斗之心。 故以八卦阴阳之
理，察五行生克之机，取圆活无息之
意，操生杀予夺之权，始造弓矢习予
金鼓旗帜之类，由此而战斗兴焉。 其
法以粘连黏随牵拨合进为八卦，其式
以掤捋挤按採挒肘靠为八式，其诀以
开合升降提举吞吐为八法，其工无智
无愚，无闲无忙，皆可行之；智者以圆
悟而速证，愚者以纯一而竟成，闲者
以积功而徐至， 忙者以念切而直前，
学者不可不悟也。
李派太极拳创始人李瑞东有述：
自圣王轩辕黄帝以来， 传留文经武纬
之学为后世之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师
范焉。 又言称：历圣相传于元至明初三
丰张道祖按无极太极八卦错综之义，
阴阳相推之理， 五行生克之机衍成太
极神功，此为太极之始也，为武备内家
嫡派真传，非无本之学可比。 文武本同
根，太极理一源。
武术界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对人文
始祖轩辕黄帝对于“文兴武备” 的贡
献， 就是对张三丰作为武当道人和武
当派太极拳创始者的历史存在。 而李
派流传的《太极拳发源歌》及其《隐仙
羽化犹龙派太极神功宗脉系统表》的
历史文化意义也恰在于此。 著名历史
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
授李学勤，已连续发表《探索中华文明
起源系列》文章，在其中《古史与炎黄
二帝》一文中，李教授指出：司马迁《史
记》启于《五帝本纪》，而《五帝本纪》开
篇即是黄帝（包括炎黄二帝）的史事。
以李派流传百余年的 《隐仙羽化
犹龙派太极神功宗脉系统表》为标志，
列轩辕为人祖，列老子为道祖，是和中
华五千年文化渊源一脉相承的； 弘扬
李派太极文化和太极拳法， 是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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