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苹果花盛开时节，苹果花守望着艾青塑像，诗人深邃的目光透过烂
漫的苹果花，注视着他用“血汗凝成”的“年轻的城”。

遗憾得很，诗人没有写过石河子的苹果花。诗人1960年来到这里，
1975年离开，石城一直有苹果树。诗人在石河子生活了15年，赞美过

“苍郁的树林”，赞美过“石榴花”，但就是没有讴歌过美丽的苹果花。
这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诗人的城，现在到处盛开着激情向上的苹果花——一如诗人的品

格。
每年的春天，石河子市北三路就会变成一条“花街”。先是灿若红

霞的榆叶梅开了，接着是奶白色的李子花开了，然后是粉色的红海棠花
开了，接着是粉白色的山楂花开了，其实这些都是盛大花季到来之前的
铺垫。

春天的某个静夜，第一朵苹果花悄然开放了，第二朵、第三朵，第一
树花完全盛开了，第二树也怒放了。那奶白色中带着淡粉的花儿像少
女的肌肤，在清晨给了谁第一次惊喜，夜晚又进入了谁的梦乡？

就在一夜之间，整条街上的苹果树都开花了，白的、粉的、红的，满
树繁花，满街缤纷，引发了整个城市的惊叹。在直到5月上旬的至少20
天时间里，苹果花的淡淡清香一直延续着。

这条街处于西环路与东环路之间，不足1000米长，至少有250棵果
树，其中苹果树最多也种得最早，市民们因此称它为“苹果一条街”。这
里的苹果树通常有三五米高，是一种极度耐寒的落叶乔木，冬天不用任
何防护就可以越冬。

艾青在石河子的那段时间，石城是有苹果树的，遥想当年诗人“闻
到田园的芳香”，这芳香里一定有苹果花香吧。

老一辈园林人说，上个世纪60年代，石河子在东公园、西公园、3小
区和23小区建了果园，种有李子树、山楂树，还有苹果树，“苹果一条街”
上的果树就是从这些果园里移栽的。

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第一棵苹果树是什么时候栽下的。据老一辈
园林工人说，从1950年开始，第一代军垦人就从甘肃和东北引进了苹果
树，当时是为了食用。

西公园180亩的果园里，种了上万棵果树，其中以苹果树居多。现
在园林研究所的位置就是之前的果园，石河子大学中区的微波湖之前
也是一片果园。这些果园，让石河子实现了苹果自给自足。

石河子大学农学院园林系教授牛建新说：“石河子大学里的果园原
来属于一五二团十六连，这片果园除了用于科学研究外，也对外出售苹
果。”

苹果花开放在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苹果花开放在周恩来纪念馆，
苹果花开放在军垦文化广场，苹果花开放在军垦第一犁，苹果花开放在
军垦第一连，苹果花开放在石城人心里……

据老一辈园林工人回忆，1983春天，人们从石河子的果园里移栽500
棵果树到北三路。这是一个准确性存在疑问的数据。今年69岁的原八
师石河子市绿化办主任朱河江说：“这些苹果树应该是1985年移栽的。
那时，我是绿化办的职工，是我向研究所联系的苹果树，当时研究所院子
要改种其他品种的树，这些已有五六年树龄的果树该移栽到哪里成了问
题。后来，研究所决定不要一分钱，将这些果树全部支援城市建设。”

石河子园林绿化养护中心广场管理所职工马建忠也参加了这次的
果树移栽，他说：“树不好挖，我们六七十个人一起挖，中午不休息，连续
干了3天，才把果树一棵棵挖出来。栽种时，我们才知道要将这些果树
种在广场边，用以更换掉老化的杨树。我们又花了10天时间，将这批果
树栽种在北三路边。”

朱河江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市区、郊区都有果园，后来随着城市
建设慢慢占用了这些果园，苹果树逐渐变成了绿化树。直到现在，石河
子至少还保留有10个品种的果树，有食用的苹果品种黄元帅、青香蕉、
国光、红宝，这些苹果个头大而甜；用于观赏的果树有红海棠、黄太平、
山荆子等。

1985年，石河子市确立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提出“冬青春花夏荫
秋果”，北三路成为第一条果树街，种有海棠树、李子树和山楂树，最多
的当然是苹果树。朱河江说，这些果树移栽的头一年不怎么结果，后

来，果子多起来后，孩子们嘴很馋，往往还没等果子成熟就摘光了，进入
9月，就很难找到一个苹果了。当时的园林处不得不向市民呼吁“手下
留情”，在警示牌上写上“请不要摘苹果”，再就是派人巡逻，防范有些人
摘苹果。“素质教育”的结果使得很少有人再摘苹果了。至此，苹果或高
调地挂在树上，或低调地落在草地上。后来考虑到苹果落在地上太浪
费了，园林处决定有一种人可以摘苹果——园林处的工人。他们把摘
下的果子送到儿童福利院去。

“我有一份兼职工作，就是看管这些苹果树，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看
护着它们。”在苹果街旁做了多年玉石生意的刘兵说：“苹果树是石河子
的一道风景线。”

苹果花开了，石河子市一年里最美的季节来到了，人们纷纷在苹果
树和榆叶梅前留影。

秋天，这里硕果累累，红彤彤的苹果压弯了枝头。我伸手够下一枝
结满硕果的树杈，想拍张照片，一位5岁左右的小朋友看见了，跑过来很
认真地说：“不能摘苹果，不能动的。”

我不由想起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曾说过一个故事：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
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这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
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
人民的苹果。”他用这个“不吃苹果”的故事，教育全党要加强纪律性，保
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不变，如今的石河子人也传承了这种精神。

植物学家说，一棵管理得好的苹果树可以活50年。花开花落，岁月
如风，石河子的苹果树大多有30年树龄了，市民担心它们逐渐老去。朱
河江说：“我们不止有一条苹果街。开发区迎宾大道上的东三路到东五
路、北四路上的东三路到东五路、东四路上的北三路到北四路，这些街
道都种了海棠树和苹果树，现在越长越好，不比‘苹果一条街’的差，市
民尽可放心。”

这四条苹果街中，最有特点的要数北四路上的，红色的海棠树陪护
着苹果树，因栽种面积大，花的颜色和气势上更为繁华壮观。而最有名
的则是东四路上的苹果树。

2008年10月下旬，到处落叶飘零时，这里的一棵苹果树却开了几
朵淡粉红色的小花，很多媒体报道了这一奇异现象。园林专家解释说，
这是一棵观赏型苹果树，栽种了5年，花期一般在每年三四月，反季节开
花还是头一回。石河子大学园艺系的老师解释说，自然状态下的苹果
树只能在春天开花，花开深秋可能与前期长时间低温、近期气温回升有
关，秋天开花会影响来年的开花结果。

苹果树为石河子市获得一系列荣誉作出了贡献：国家园林城市、全
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国际迪拜人类改善居住环境良好范例奖、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卫生城市……

新疆越来越多的城市，如乌鲁木齐、乌苏、克拉玛依，也开始种苹果
树了，这是一种对品位的追求吧。

“我们需要加强宣传，让这条苹果街成为石河子的一张名片。”刘守
仁院士曾徜徉在这条苹果街上，他也热爱着这条苹果街。

刘守仁是1955年到石河子的，是第一代军垦人，建设和见证了这座
年轻城市的成长。

“石河子的大街都种上苹果树就好了。”刘守仁笑着说。刘守仁院
士身后是满街苹果花，满街苹果花飘着淡淡的香——从城市这头到城
市那头。

诗人艾青这样说石河子，因为它永远在前进，时时刻刻在改变模
样，我透过这个城市，看见了新中国的成长。

苹果树是一种古老的有文化的树，从丢勒和克拉纳赫的油画，到莎
士比亚和泰戈尔的诗歌，再到高尔斯华绥、普宁、契诃夫、巴乌斯托夫斯
基的小说，绘画和文学尽情赞美苹果树、苹果花和苹果。我们热切希
望，石河子能成为中国的苹果城。

假如诗人戴望舒在石河子徜徉，他的雨巷将是什么样子？多情的
苹果花该代替了“结着愁怨的丁香”吧。

就在那个清晨，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雨中苹果花飘零。谁将
写出石河子苹果花版的《雨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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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花在年轻的城怒放
●蔚应斌

地窝子：
储藏灵魂钙质的磁场

●蔡淼

风一路摇进来，搅拌着生活的漩涡
雨雪和沙子透过缝隙穿透芨芨草
骨节上拍打着潜伏于体内的汹涌
疲惫在鼾声中被拉得悠长，悠长

穴居于地下，捻灭灯盏
红柳编起床席和铮铮誓言
静听风沙嘶鸣
在旷野奏响夜的交响曲

地窝子，储藏钢铁意志和
灵魂钙质的磁场
在命运风暴的路口
无数的建设者像铁屑一样被吸入

寒冷，寂寞，无助，简陋
无法阻挡建设者的步伐
和体内偾张的血脉
坎土曼敲击着生命的火花

当我再一次触碰这片土地
我的眼中闪烁着晶莹的泪水
我的父亲在这里长大
那火热的年华
是祖辈交给历史最好的证言

地窝子，一代人的精神地标
是建设者荣光的高地
是留给后来者的宝库
是交给岁月最完整的答卷

棚顶上有几只麻雀
嘶哑地叫喊着
那多像已经衰老的先辈
正在诉说着他们对
这片土地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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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庭院散步，夫人兴致勃勃怀抱一个小纸箱从邻居家回来，高
兴地告诉我，邻居送了20只小鸡。箱内传出叽叽喳喳的声音，我快步上
前，开箱一瞅，里面滚动着一个个淡黄色的小绒球，密密麻麻挤成一堆，
这是才出壳的小鸡，它们一双双黑宝石般的眼睛闪闪发光，耳朵藏在头
两侧绒毛里，脚像展开的梅花，真可爱！

傍晚降温了，20只小鸡自动挤在纸箱的一角，虽然旁边还有空处，
但它们喜欢抱团取暖。上午，我把箱子放到窗台上，阳光照在小鸡身
上，小鸡看着我，眼睛一眨一眨，好像有话要对我说。晚上小鸡在纸箱
中睡熟了，我却常常睡不着，要去查看一番。当我走近时，有几只小鸡
睁开眼睛警惕观察，发现是主人，又闭上眼继续睡。有时，小鸡在院里
兜风，我出门时它们成群跟在身后，回来时它们又结队相迎。小家伙们
出壳才半个月啊，就开始恋主了。

小鸡有时溜到邻居院里，栅栏基本是封闭的，过去就不容易回来，
邻居经常帮助我们满院抓，逮到就从栅栏上递过来。有一天，小鸡又钻
到邻家院里，邻居不在家，天快黑了，鸡还没回来。我发现栅栏底部有
个方形小洞，鸡可能就从这钻过去的。我俯下身子，把头对准洞口轻唤
两声，小鸡听到我的声音，扭头看看洞口，“回来，回来”，小鸡似乎听明
白了，就从洞口钻回来了。

一个下雨天，我发现少了一只鸡。我在庭院内外四处寻找，不见小
鸡的踪影。隐约之间，好像听到小鸡叫声，仔细倾听，辨别声音来源，似
乎是从与我们相邻的一户贴了封条的院内传出的。我翻墙进入那家院

内，只闻鸡叫却不见鸡影，寻声细查，发现后墙根有一条约十五厘米宽、
一米长、两米深的缝隙，底下是一个地窖，看到小鸡在里面。房子无主，
钥匙找不到，夫人急得团团转。我灵机一动，找到一根竹竿，用铁丝做
了一个直径五厘米的小圈，拴在竹竿头上，伸到地窖下，小鸡吓得躲到
一边。“宝贝，宝贝”，听到我的声音后，小鸡从地窖底部向上瞅瞅，一步
一停地走到竹竿前，“上来，上来”，小鸡似乎听懂了我的话，慢慢走近铁
圈，站了上去，这动作有点像运动员走钢丝，颤颤巍巍，不时还紧张地发
出“叽叽”的叫声。我当时紧张得心都到了嗓子眼，就担心它中途跳下
去。为稳住小鸡情结，我不停地轻声哄着它，“宝贝别怕”“站稳了”“马
上就上来了”，边说边把竹竿从两米深的地窖里慢慢往上拽，小鸡虽然
战战兢兢，但仿佛听懂了或者明白了我的意思，竟然没有跳下去，稳稳
地站在铁圈上，最后营救成功了！我想，小鸡与人的这种配合与默契，
完全来自它对主人的信赖。

庭院有棵杨树，分泌一种带着甜味的物质，这里也就成了蚂蚁的天
堂，蚂蚁成群结队，上上下下。我想试试，用小鸡消灭害虫。我抓了一
只小鸡举到树干前，说声“叨叨叨”，小鸡好像听懂了我的话，确实也不
含糊，稳准狠地啄。鸡太小，转眼工夫就累了，闭上眼睛休息。我就换
一只小鸡继续战斗，轮流分享。几天过后，杨树上的蚂蚁就绝迹了。我
对夫人说，真要为小鸡记功，它们也是生态卫士。

现在，这些小家伙已经成了我亲密的朋友，我也成了它们可以信赖
的伙伴。

吾家有儿今高考
●刘萍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
不经意间，儿子已经18岁了。儿子今年高考，每晚学

习到很晚。每次看到儿子在书桌前鏖战的背影，这让我欣
慰也让我感慨万千。

蓦然间发现，儿子瞬间长大了，成了我可以依靠的模
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儿子开始默默地照顾我了。在
我搬不动东西时，他说：“老妈，我有劲，我来。”在我着急出
门上班时，他体贴地说：“老妈快走吧，我会锁好门的。”在
我加班时，他打电话安慰我：“老妈你安心工作，我自己做
点儿饭先吃了。”他虽已成人，但毕竟还是个孩子，却表现
得像个男子汉一样知道关爱亲人了，怎能不让人心疼，不
让我欣慰。有时和朋友们聊起孩子，很多人反映说孩子特
别挑食。我告诉朋友们，儿子从不挑食，家里做什么吃什
么。朋友们都羡慕地说：“你儿子真好养，是来报恩的。”这
时，我突然意识到，是啊，儿子真的很好养，不仅不挑食，有
时我们工作忙时，他还会自己动手做好饭，等着我们回家。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我和丈夫作为防疫一线的工
作人员，吃住都在单位，留儿子一个人在家里。刚开始的
时候，我很不放心，天天打电话询问儿子吃饭没有，都做了
什么饭。儿子说：“我都快18岁了，马上就成人了，我自己
能照顾好自己，你们就放心吧。”想想亲朋好友都被隔离在
家里出不来，实在也没人能去家里照顾他，这对他来说未
尝不是一种锻炼。

3月1日，他独自在家过了自己的18岁生日。
3月6日，我们被告知可以回家了。前一天知道我第

二天下午下班后可以回家了，儿子早已做好了晚饭等着我
们，并显得很兴奋，围着我们说长道短，与我们分享着自己
的快乐。我深深地感受到，孩子到底是孩子，只要父母在
身边，他就是幸福的。同时，也让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疫
情期间，儿子没有因为父母不在身边而抱怨，而是用他尚
还稚嫩的肩膀扛下了生活的重担，并在为减轻父母的思想
压力努力着。

儿子上初中时，由于沉迷于踢足球，常常玩到天黑还
不回家。有一次，儿子回家过晚超出了我的忍耐度，居然
动手打了儿子。第二天，当儿子放学回家看到我，就像没
事人一样，高兴地喊道：“老妈，我回来了。”这时，我心里
有点儿后悔，孩子只是爱好踢球，我居然动手打了他，我
也有错。我心疼地对他说：“儿子对不起，昨天动手打你
是我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儿子却大度地说：“没事老妈，
我回家晚了让你操心了，我以后会尽量早点儿回家。”都
说青春期的孩子最叛逆，既说不得也骂不得，可儿子却是
说也说得，打也打得，并不会因我一时的冲动带来母子间
的隔阂。

儿子即将上大学离开我的视线，我将对他远远地守
望。如今，我能做的就是：听着他沙哑着喉咙唱着不着调
的歌，嘴角偷偷漾起幸福的微笑；在他和同学们玩乐时，
要适当加以提醒；在他烦恼时，做听他倾诉甚至发泄的对
象；迷茫时，给他正确的人生指引和解惑。儿子，愿你今
年考入心仪的大学。你已长大，我们也不再年轻，唯一能
做的就是目送你渐行渐远的背影……愿你快乐、阳光、积
极向上。

荷塘清韵
●赵天益

不是亲眼看见，我绝不会相信在黄沙弥漫的黄河滩涂
湿地上，竟会有这么一湾含绿蕴翠、碧荷连天的水乡风
韵。当我们裹着淡淡薄雾，踏着遍野细碎的露珠，来到故
乡黄河岸边会盟镇的千顷荷塘时，便被深深地陶醉了。

好一湾壮观的翠荷碧波！绿汪汪，翠生生，碧茵茵，接
天映日，漫无际涯……那茂密的荷叶如荫似盖，亭亭然出
水有一人多高，密密匝匝，层层叠叠，几无罅隙。在晨曦与
露珠的沐浴下，越发绿得凝翠，碧得生烟。轻纱似的薄雾，
缠绕在荷塘上方，丝丝缕缕，朦胧而神秘。晶莹的露珠，在
圆润的叶面上滚来滑去，像水银，似珍珠，给幽静的荷塘平
添了无限的生机与灵动，使人生出无尽联想与遐思。你自
然会吟咏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句：“接天荷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

荷叶凝重，像一团浓得化不开的绿颜料；荷风轻柔，浮
出淡淡的暗香，清冽舒爽，似情人的抚摸；荷塘沉寂，静谧
得仿佛消失了时空，超然世外，只将清韵留驻于天地自然。

远离闹市的喧嚣，徜徉于荷塘的阡陌畦埂，你的思想
及灵魂会得到彻底的洗濯与净化。什么社会上的倾轧，商
界里的争斗，生计的负重，工作的郁闷，都在这清水芙蓉面
前，显得那样格格不入，苍白异类。

荷花朵朵，在茂密的荷丛中星罗棋布，像夜空里的点
点繁星。那绯红的花瓣，高雅圣洁，天然得像村姑，雅静
得如仙子。她有白玉般的润泽，晨雾似的晶莹，朝霞一样
的鲜亮……花朵绽放，暗香浮动，黄金般的花蕊簇拥出一
个玲玲珑珑的莲房，像是在孕育着一个甜美的憧憬与希
冀，又绝似一个天真稚气的婴儿。我知道了，为什么《封
神榜》里要用莲藕来作为哪吒的化身；菩萨们总要端坐在
高耸的莲台之上；乡间的年画总是把胖乎乎的幼童与夸
张了的莲藕画在一起；文人们总爱用“并蒂莲”来作为伉
俪的代名词……

花丛的下面是一幅充满人生哲理的画图，展示着花中
君子品格风骨的灵性吐白：一泓清澈的浅水上，漂浮着绿
茵茵的青苔，水蛭和蝌蚪们悠然其间。株株翠蒂从淤泥中
茁壮而出，一蒂一叶，一蒂一花，是那样的隐逸与婉约，又
是那样的高洁与傲岸。正如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所描写
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花之君子
者也！”

太阳慵懒地脱出了云霞，爬上东天，光线嫩红而柔
和。萦绕在荷塘上那轻烟似的薄雾渐渐褪尽，晴空异常的
朗润与空阔。四周山岭峰峦，远村近树都水墨画般的深黛
悦目，把茫茫荷塘衬托成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童话世界。我
们一行怀抱着大把的莲蓬与荷花，欣然踏上归途。

临行前，我再一次回首这芳蕤四溢的千顷荷塘，面对
着万古黄河的秋水长天，不知怎的，忽然间没有了忘情山
水的闲情逸致，周身感到些许的清冷，心中泛起的尽是些

“欲说还休”的人生况味。我默默地祈祷着，但愿黄河滩涂
上的这一泓清韵，能将人类社会里的污泥浊水予以洗濯与
荡涤，使世界也变成荷塘般清雅圣洁的一方净土。

西北有座小城

●王菊芳

是什么
让青春无怨无悔
在荒凉的西北抛热血洒汗水
是那抹挂在彩霞上的钟情
哦，北屯的他哟
德才兼备、敬业忠诚
如白杨树一样
撑开一片葱茏
树下手牵手
留下一串串咯咯的笑声

春天
额尔齐斯河冰雪消融
杨树柳树争相吐出嫩黄的芽儿
黄花遍地、风儿轻轻
候鸟在林间飞翔
大地勃勃生机春意渐浓
那片片庄稼田地
是父辈们亲手开垦
我怎能不爱这座年轻的城

夏天
得仁山上绿荫葱葱
老人们慢悠悠地散步
小孩子你追我赶向前奔
恋人们情意绵绵
指着山下的城
寻找着自己的梦
丈夫自豪地说
那片林是咱俩种下的忠诚
我怎能不爱这座绿色的城

秋天
一个令人沉醉的季节
大地是一片金色
田野里瓜果飘香
还有那金色的麦浪
额河两边的杨柳树
片片黄金叶是最浓的情
灿烂的笑容挂满脸庞
我怎能不爱这座金色的城

冬天
长达半年的冬天
大地一片白茫茫
单调枯燥寒冷
而在我眼里是一幅黑白画
无论在低洼的额河边
还是在高处的得仁山上
内心是火热的
总也是找不完的构图
总也是画不厌的风景
我怎能不爱这座水墨画的小城

养鸡杂记
●王瀚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