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夏将离春去也，几枝蕙草正芳舒。”
进入 5 月，立夏把我们带至春夏之交的美好
时节，大地微热，日暖风轻，街头巷尾穿裙子
的靓丽身影也多了起来。据《历书》记载：

“斗指东南，维为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
名立夏也。”立夏的“立”为开始之意，“夏”则
是“大”的意思，是指春天播种的植物已经直
立长大，万物肆意疯长，悠悠地吐露着青春
的气息。

立夏，夏季开始的第一个节气，也是一
年中的第 7 个节气，意味着即将告别春天，
漫长的炎夏拉开了帷幕。在我国古代，人们
非常重视“立夏”礼俗。《礼记·月令》中说：

“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
夫，以迎夏于南郊。还返，行赏、封诸侯，庆
赐遂行，无不欢悦。”《逸周书·时讯解》中云：

“立夏之日，蝼蝈鸣。又五日，蚯蚓出。又五
日，王瓜生。”说明这个时候，田野中的蝼蝈
开始鸣叫着夏日的来临，蚯蚓忙碌着翻松土
壤，王瓜的蔓藤彼此争相攀爬生长。过了这
个节气，夏的味道会一天比一天浓郁。

翻看古诗词，发现古代不少文人墨客为
这个节气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立
夏在他们的笔下，变得婀娜多姿，充满了无
限的柔情。

“欲知春与夏，仲吕启朱明。蚯蚓谁教
出，王菰自合生。帘蚕呈茧样，林鸟哺雏
声。渐觉云峰好，徐徐带雨行。”唐代诗人元
稹的《立夏四月节》这首诗描写的是立夏时
节的自然风景。仲吕，农历四月的代称，古
有“孟夏之月，律中仲吕”之说，故称。朱明，
传说中的火神祝融，代指火辣辣的夏季。那
意思是说，想要了解春夏交接的节候变化，
当从农历四月里的立夏节开始。这时蚯蚓
从土里爬出，乡间的藤类野菜自发生长，蚕
儿的茧子已经成形，林中的鸟儿正在为哺育
幼鸟而欢快地鸣叫。迎着夏日霞光，漫步于
乡村田野时，看到天上如山峰般壮丽的云朵
正在慢慢飘移，所经之处下起了时雨，让人
不禁感受到大自然的深情。

“改序念芳辰，烦襟倦日永。夏木已成
阴，公门昼恒静。长风始飘阁，叠云才吐
岭。坐想离居人，还当惜徂景。”唐代诗人韦
应物的这首《立夏日忆京师诸弟》，抒写了牵
念春天芳菲褪去、却喜夏树新荫怡人的心
情。从妩媚的春天来到奔放的夏天，人们还
沉醉在往昔的时光中时，初夏的草木已是一
派繁茂而又葱茏的样子，梅杏半黄地隐藏在
浓密的绿叶中间，原野庄稼绿浪滚滚，黄莺
深唱，布谷催耕，浮云悠悠飘过，大自然一派

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也许是人世间最为难
得的佳景，诗人希望远在京城做官的兄弟们
也能与自己一起好好感受这浓浓的生活气
息。

“四时天气促相催，一夜薰风带暑来。
陇亩日长蒸翠麦，园林雨过熟黄梅。莺啼春
去愁千缕，蝶恋花残恨几回。睡起寒窗情思
倦，闲看槐荫满庭台。”每次读到宋代诗人赵
友直的这首《立夏》，眼前总会浮现出一幅缤
纷的风景画卷。时光荏苒，仿佛一夜之间，
夏天就来到了。田野间的麦苗已经变得绿
油油的，园林里的黄梅也熟了，散发出阵阵
芳香。黄莺啼叫着仿佛在惋惜春天的归去，
翩翩飞舞的蝴蝶也在留恋凋落的残花。睡
眼惺忪的我独倚窗前，静静地注视着槐荫遮
掩下的亭台，心却飞到了天外。表达了诗人
内心里“春光易逝，夏思绵长”的感慨情怀。

宋代大诗人陆游亦写过《立夏》诗：“赤
帜插城扉，东君整驾归。泥新巢燕闹，花尽
蜜蜂稀。槐柳荫初密，帘栊暑尚微。日斜汤
沐罢，熟练试单衣。”又到立夏时日，城门上
的旌旗猎猎，司春之神驾车而归。天气变
暖，燕筑新巢，百花谢尽，蜜蜂深居。槐柳树
荫浓浓，小径幽幽，帘栊之内暑气轻微。日
暮时分，诗人喜沐更新衣，一片暖热新夏之
感沁人心脾。此诗立意清新，且构思精巧，
初夏炫目的美景读之如见，呼之欲出，仿佛
身临其境了。

陆游在另一首诗《幽居初夏》中，则这样
描绘了初夏的风光：“湖山胜处放翁家，槐树
阴中野径斜。水满有时观下鹭，草深无处不
鸣蛙。箨龙己过头番笋，木笔犹开第一花。
叹息老来交旧尽，睡来谁共午瓯茶。”那湖光
山色的美丽地方，就是我放翁的家。槐柳树
荫浓浓，小径幽幽，湖水满溢时可见到白鹭
翻飞，湖畔处处草长蛙鸣。新出的竹笋早已
成熟，美丽的辛夷花却刚刚绽放。但纵使风
景醉美，诗人却心中愁绪漫漫，四顾惘然，无
人可诉说。

古人描写立夏的诗还有很多，细细品
读这些意境深远的诗词，倾听大自然的声
音，实在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一种人生的
享受。

古诗词里的立夏风情
◎钟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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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现 中 华 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各
民族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 民 是 文 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 术 可 以 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 的 文 艺 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 华 优 秀 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 艺 要 赢 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 艺 不 能 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 艺 批 评 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
佳话。

多年前，第一次读到老舍的散文《五月的
青岛》，脑海中浮现出仙境般的画面，花的世
界，绿的海洋，美景中热气腾腾活着的人们。
迫不及待地想去做画中人，那年五月，我去了
青岛，欣赏过五月的青岛，更爱这篇文章。

老舍先生的《五月的青岛》是一篇充满诗
情画意、情景交融的优美散文，老舍热爱大自
然，热爱生活，提笔落墨都是画，画中处处见
深情。无论单一的绿色，缤纷的五彩，还是鲜
活的男女老幼，都可触可感。

作者通过两幅自然风景画和三幅社会风
俗画的精彩描写，尽情地赞美了青岛的美丽，
文章不仅立意深远、意境壮阔、语言优美，而
且构思非常精巧。作者在安排五幅画面时，
十分注意层次美。写花草由“公园”到“路两
旁”，写绿色，由山上、谷中、岛上、海上，想象
至小岛上。既有大场面的渲染，又有小镜头
的雕琢，犹如一位高明的摄影师，从多个角度
展示青岛的美。

青岛的人怎能忘下海呢，散文《五月的青
岛》描写五月的海，“绿，鲜绿、浅绿、黄绿、灰
绿，各种的绿色，联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
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渔帆的外边
去”。海就是青岛的第一个婴儿，无论是春夏
秋冬，它都会以各种不同的姿态，依偎在母亲
的怀抱里，撒娇或者悲欢。“人面桃花相映红，
必定是在那小岛上”，很自然地写到人，再美的
风景没有人的参与也会少了灵动。

人们来到海边，尽情地享受着轻风和细
浪，海岸上，微风中的少女恰似春天里的一道
移动的风景，快活的孩子们在游玩嬉戏。人
们享受着五月的天气，享受着五月的青岛，享
受着美好的生活。

最喜欢老舍笔下那些女子了，乍暖还寒，
女子们早早穿上了春装，而且决定不再脱下
去。“海岸上，微风吹动少女们的发和衣，何必
再去到电影院找那有画意的景呢！这里的初
春浅夏会响，风里带着春寒，而花草山水又似
初夏，意在春而景如夏，姑娘们总先走一步，
迎上前去，跟花们竞争一下，女性的伟大不是
颓废诗人所能明白的。”五月的青岛，美得多
姿多彩，与女子的美相映生辉，女性因为参与
了缔造美而愈发伟大。

老舍的《五月的青岛》写于 1937 年这个
特殊的时代，他对青岛纵情赞美的同时也隐
含着一腔悲愤。

五月青岛美如画，我们都是画中人。其
实，四季青岛，各美其美，无论是游子、过客，还
是生长于斯的人，都会沉醉于它的别样风情。

画中处处见深情
—

—

读
老舍

《五月的青岛

》

◎王春玲

在祖国北疆广袤的大地上，绿色是内蒙古高质
量发展的最美底色，红色是内蒙古各族儿女心向党
的纯真本色，这片高天厚土的北方大地，是红色资源
和民族团结故事的“富矿”。电视剧《国家孩子》就是
一部用好宝贵红色资源、讲好民族团结故事的优秀
文艺作品。该剧于 2019 年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
道首播，并同步在视频网站播出，创下收视高潮。东
方卫视和内蒙古卫视今年 3 月中下旬先后进行了重
播，让广大观众再次重温了这段动人心弦的民族团
结佳话。

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

20世纪 50年代末和 60年代初，是新中国历史上
最困难的时期，长三角地区一些贫困家庭因为养不活
孩子，无奈之下把幼小的孩子送往周围的城市。上
海、江苏、安徽等省市的部分孤儿院收留了比正常年
份多几倍的弃婴，面临巨大的救助压力。因为食品短
缺，3000 多名幼小孤儿营养不良。该消息传到党中
央后，周恩来总理希望内蒙古支援一些奶粉给这些孤
儿，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乌兰夫同志毫
不犹豫地答应了。可是，支援奶粉只能解决眼前的困
难，以后怎么办呢？答案是：让内蒙古人民把他们养
育大！据统计，1960 年到 1963 年，内蒙古各地先后
接纳了 3000 多名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孤
儿。由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越万水千山、
集结多方力量的国家救助行动，在内蒙古，这些孩子
被称为“国家的孩子”。在这次行动中，为了兑现“收
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诺言，在尊重孩子意愿基础
上，国家对收养家庭条件进行了严格筛选，制定了成
文的要求，确保这些“国家的孩子”健康茁壮成长。电
视剧《国家孩子》就是以这段真实历史为背景，紧紧扣
住国家视角，将这些社会主义中国才有的国家人文关
怀展现给观众。国家是这些孩子鲜明的身份特征，是
时间永不磨灭的珍贵印记。这些“国家的孩子”个人
虽遭遇了人生不幸，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他们又
是幸运的，国家的“大关怀”让这些孩子在内蒙古过上
了幸福美满的“小日子”。这次拯救生命的“迁徙”，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彰显了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

民族团结佳话历久弥新

内蒙古的牧民们听到收养孤儿的消息后，纷纷
骑着马，赶着勒勒车，来到育儿院申请领养，有的牧
民家庭甚至收养了五六个孤儿。牧民们把孤儿接回
自家的蒙古包，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精心照顾，供养
他们上学。电视剧中的朝鲁、通嘎拉嘎、毕若水和阿
腾花是 3000 孤儿的缩影，他们虽然出生在南方汉族
家庭，却在内蒙古牧人家里长大成人。他们有了自
己的阿爸阿妈，奶茶滋养着他们奔腾的血液，牧场成
为他们驰骋的乐园。在成长的历程中，他们与养父
养母相互磨合、相互认同，通过心与心的交流交融，
彼此感情深厚，真正成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
家人。这些孩子成年后，有的与内蒙古的姑娘、小伙
子恋爱结婚，组建了自己幸福的家庭，将自己的血脉

留在了内蒙古，“民族团结”4 个大字深深融入了血
脉相传的岁月之河。时光轻轻流淌而过，任凭风吹
雨打，这段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历史佳话永不磨
灭、历久弥新。

电视剧《国家孩子》无论是从国家层面，亦或是
普通家庭层面，都生动展示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
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
不开”的真谛，为我们在新时代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提供了真实可感的生动范例。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当 3000 孤儿到来的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遍内
蒙古大地时，内蒙古的经济却同样面临困难，但是自
身也不宽裕的内蒙古群众却主动担负起这份国家责
任。年迈的母亲、中年妇女、新婚夫妇⋯⋯争先恐后
收养这些孤儿。获得“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的都
贵玛老人在她 19 岁时，与 28 个上海孤儿相依为
命，成为这些孤儿共同的母亲。在她的悉心照料下，
28 名孤儿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电视
剧《国家孩子》中的乌兰其其格这一角色就是千千万
万草原母亲的缩影，为更好地照顾通嘎拉嘎，她奉献
了最美的年华，历经生活的艰辛，但依然保有一颗乐
观豁达、包容善良之心。如果说收养一个孤儿体现
的是一个内蒙古母亲的善良，那么内蒙古收养了
3000 孤儿，这展现的就是内蒙古人民的博大心胸和
勇于为国家担当的家国情怀。内蒙古牧民的纯朴、
善良、坚毅、豁达，为这些“国家的孩子”长大成人树
立了人格榜样，“阿爸阿妈”成为孩子们心中永远巍
峨耸立的“生命丰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内蒙古
人民用纯真的情感和博大的胸怀书写了血浓于水的
亲情佳话和大爱颂歌。

知恩图报人性之美

生在南国，长在内蒙古。内蒙古母亲虽未经十
月怀胎的艰辛，却有陪伴成长的无私付出。有一种
母爱，和血缘无关，却血浓于水；有一种父爱，和血脉
无关，却恩重如山。这些“国家的孩子”知道自己身
世后说，我只有一个家，那就是内蒙古；我只有一个
妈妈，那就是养我的额吉！内蒙古用它广阔的胸怀
接纳了我，温暖了我，我不是孤儿，我是国家的孩子，
内蒙古是我成长的摇篮，祖国是我温暖的家园。

电视剧《国家孩子》不仅表现了内蒙古的养父养
母对“国家的孩子”的深情厚爱和无私给予，也表现
了长大成人以后的这些孩子对内蒙古的奉献，对养
父养母的感恩，对社会的暖心回馈。他们中很多人
毅然扎根内蒙古，用实际行动报答内蒙古，报答养父
养母。这些孩子们后来成为了牧民、工人、医生、
干部、教师、科学家⋯⋯也成为了草原上的新一代
主人。就像电视剧《国家孩子》中，哥哥朝鲁，乘着改
革开放春风，从马倌变成商人；妹妹通嘎拉嘎，成为
一名医生，造福一方百姓；毕若水成为一名心系草原
的人民公仆，全心全意帮助家乡发展⋯⋯他们在平
凡的岗位上辛勤工作，热爱生活，用青春和热血回报
社会。他们中有的人成了牧民的知心人；有的成了
领导的好助手；有的成为同事们学习的好榜样⋯⋯
羊羔跪乳，乌鸦反哺。电视剧《国家孩子》将知恩图
报的个人情感，升华为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从对小
家的认同走向对国家的认同；从对养父养母的感恩，
走向对内蒙古人民的感恩，进而升华为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的坚定人生信仰。

电视剧《国家孩子》作为现实主义的精品力作，以
小切口展示大背景，以小人物展现大气魄，以典型人
物反映群像人生，用光影镜头铭刻下时代的烙印，将
个人命运际遇与国家发展进程有机结合，将艰苦年代
的温暖故事、辽阔内蒙古的真情颂歌拍得耳目一新，
令人久久回味，让人们感觉到它既是历史的，也是现
实的，历史的光照进现实，指引我们前行的路。

“国家孩子”不是哪个语言学家的独特创造，他
是发自人民群众的大爱之心，发自一个国家的社会
担当，发自一个政党的使命初心。

永不磨灭的民族团结佳话
——评电视剧《国家孩子》

◎丛龙瑞

（本文图片为电视剧
《国家孩子》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