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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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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来了，你身为白衣战
士，毅然取消了正月初八的结
婚日，告别未婚妻，请缨上战
场。你坚守在救治的岗位，日
夜在忙。

大年三十，同事们让你回
家，陪陪既将的新娘，你却说：
让更多家人的同事休息，我年
轻，我先顶上！你陪伴患者，度
过年夜时光。

疫情肆虐，你劳累过度，
不幸发生了，正月初一，你竟
然被病毒感染，倒在病床上。

你积极配合治疗，心态平
静不慌。当网友给你拍照时，
你还一只手摆出胜利的手势，
面带微笑，镜头留下了这珍贵
的影像。

不幸还是来临了，因病情
恶化，你还是闭上双眼，静静
地走了。你与病魔拼搏 27天，

是那样的顽强！
可惜啊，心疼啊，你还年

轻，仅仅 29岁，就牺牲在疫情
战场。

战友们，送来束束鲜花，
与你依依告别后，返回战斗病
房。亲人们，也不能送你一程，
只能看着灵车远去，好像被撕
裂胸瞠！

你的未婚妻没等到你赴
约，你抽屉里未发出的结婚请
柬，她紧紧握在手上。

你用生命换取生命，照亮
四方。你的精神，在抚慰着人
们心中的悲伤。

你的战友化悲痛为力量，
更加顽强地拼杀在战场，在实
现你生前的希望。

中华儿女被你感动，你这
座不朽的丰碑，永远耸立在我
们心上！

闪光的年华
宫成国

天快亮了
这一时刻的睡眠最香甜
而我，正站在小区门口执勤
有人要出去扫马路
有车要进来装载垃圾
放行后，抬头看了一眼
那个不知谁家亮灯的窗口
窗台上，一盆花正从黑暗
向天明而开
如我一夜不眠，呼吸月光

红袖标
红袖标上印着

“疫情检查员”
小区被这几个金黄色大字
24小时管控，偶尔
交班时忘记了摘下袖标
回家的路上
我越是走得缓慢
整条大街就越是安静有序

星空下
我和小孙、小于负责的居民区
一共有九栋大楼
其他几个出入口封死，只留下一个卡口
供小区呼吸

窗口的灯光渐次熄灭
九栋大楼站着睡了
我们也不能躲进执勤车里
在星空下走动
警惕任何一个不明身份的黑影

我们三人中只有小于是女的
但愿夜色中无女访客纠缠
但愿我和小孙，仿佛光芒，无事可照

雪落春夜
我见过写听雪的诗
而现在我就在静静的夜里
在小区门口的空地上
任凭雪花往下落
却怎么也听不见落雪的声音
我怀疑耳朵有问题
若不，就是写诗的人有问题
雪落春夜，我只隐约听见
远处咯吱咯吱的脚步声
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不知走了多久，还要走到什么时候
雪落向此人也落向我
大地洁白，仿佛春天的面膜
我不想说：天降口罩

料峭三月
有居民送来饮料、矿泉水
也有人送来热乎乎的水饺、包子
我们的小于同志贴上了好心人送来的暖足贴
她站在小区卡口，脸虽然被口罩遮住了
但从那双眼睛里，我依然看到了春水

疫情曲线
新冠病例从发现到激增，再到下降
疫情曲线呈现双手合十

仿佛祈祷，也仿佛
无数个生命在手拉手

我庆幸我和许多人不在这条曲线上
但我们合力，必将其抻平为一条道路

谨慎的春天
雨夹雪，还是雪夹雨
在小区卡口，盘查人员和车辆
即使这样的坏天气
也总是有人待不住：要进来，想出去
惊蛰已过，春心开始浮动
大自然的画卷徐徐展开
即使遇见手持颜料与画笔的人
也请保持清醒和警惕
人们啊，对于这个春天
赞美的同时，仍不失救赎之心

大地在复工
草木开始生产颜料，不声不响
或者把声响控制到了只有自己才能听到
小虫子，从皲裂的树皮里钻出来
从草根下爬出来
有的白胖，有的被染绿了
也有的小动物非要跑到河水里才能产卵
就像那些鸟雀把蛋产到云里雾里
才算藏起来、安全了一样
大地在复产。春天的机器或工厂
让我目睹了如此的意象：
一女子将赴省外打工的丈夫
送到小区卡口，说：我只能送到这里了
放行时，我心头滚热
我们互不相识，但身影
其实都在从春天开出的列车上……

天色阴沉，压抑。或许在蓄谋一
场大雪，等一场大风一起倾巢而出。
这些天，方寸之间，绞尽脑汁，变着
花样的生活，可还是有那么一瞬间
闪过想要大喊的冲动。从早上开始
头疼，而此刻，我皱眉，哼唧着不停
地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花盆里铜
钱草和柠檬不知何时已经鼓出鲜嫩
的芽，它们对此时屋里和窗外的世
界仿佛毫不知情，对于这个春天，它
们是幸运的，无知也无畏！

我开始有些烦躁，似乎周身哪哪
都不舒服。在屋子里不停地走，手机
显示 2837步。小毛驴儿在自己房间
学习，饲养员先生斜着身子躺在床上
翻书。我说我感觉有点冷，然后换了

件稍厚的衣服，随即取了体温计，甩
甩夹在腋下。我用调侃的语气问他：
你害怕不？然后捂嘴巴笑，他没作声。

“五分钟到了”，先生说。我拿出体温
计刚瞄了一眼就被他掠走，上转，下
转，“36度 5，拿去吧”，他递给我，然
后，他大笑，我也大笑。这样特殊的时
期，这样足不出户的日子，这样的笑
话着实诙谐，也有些冷。

其实，自己很清楚头疼是因为
颈椎疲劳压迫神经，这也应该是这
一阶段一大部分人刷手机，玩电脑，
翻闲书的适应证。我继续在屋子里
踱步，并且边走边做头部“米”字运
动。然后又跳上趾压板，此时只有一
个想法，用更猛烈的疼痛冲破疼痛。

那么酸楚的痛感瞬间涌来，刺激着
所有神经，而后是慢慢地接纳，甚至
有些享受。当我眯起眼睛，思绪间忽
然又划过一个想法：如果我被感染
了，此刻我最担心的是我的家人和
孩子。家人当然包括孩子，但是下意
识里我还是把孩子从家人里特殊提
了出来。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母爱，
天性。

天色暗了，厨房里饲养员先生开
始叮叮当当炒菜。今晚菜谱：西芹炒
粉，红烧带鱼，凉拌黄瓜。小毛驴儿还
在低头学习，我隐隐闻到了菜香。

此时，我脚底的痛感真实，头痛
略轻，但依然真实。窗外开始落雪
了，大片大片的，温软而洁白。

傍晚，雪落了下来
青花雨

听说，长春双阳在二月迎来平
安鸟。全身主色调是灰色，蓝色翅膀
末端是团结一致的红，还有黑色翅
膀的，翅膀末端是能生万物的黄。它
们聚在雪地上啄小小的红果子。这
给抵抗疫情不能出门的人们注入了
春的期盼，看着网上传的照片，我着
实也欢喜了好一阵子。

冬天，东北能看到的飞鸟除了
麻雀，就是喜鹊，但是东北有雪，单
调寂寥中增添无限的想象空间。国
画家把留下的空白叫留白；文学，音
乐上亦多有“不着一字，而形神俱
备”，都在表达无声胜有声的留白。
东北的冬天有半年之久，花香水潺，
蝶飞鸟鸣，都藏在雪中，留白。这也
造就了东北人直爽，豪迈，简单，纯
净的真性情。

习惯不出门的我，倒还待得住。
也有一部分人，不好好待着，出去惹
是生非。网上看一则报道，一妇女未
戴口罩进小区，被执勤人员拦住后，
口出狂言，大打出手，用石头把工作

人员砸伤，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而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

我想，这位妇女会想通的。生
命是最宝贵的，工作人员不仅仅是
在工作，他们是在保护你，保护更
多的人不被新冠病毒传染。自己戴
好口罩，就像盲人点灯，不仅为自
己点亮灯，也是为了众人点亮灯。
因为举起灯，黑夜里别人才看得见
自己，和自己保持距离。戴上口罩
别人才安心。

网上一则风趣的段子：
你能给疫情捐款捐物吗？答：不能。
你能去一线支援吗？答：不能。
你能在家好好待着不？答：能。
我们普通百姓帮不了国家大

忙，也帮不上小忙，不让你忙，在家
好好待着，吃好喝好睡好，就是给国
家帮大忙了。

看一视频，一乞丐防护得特别
好，边走边拾垃圾扔进路边垃圾箱。
一位妇女看到这场景，很触动，随手
掏出十块钱放进乞丐碗里，乞丐盯

着十块钱一会儿，赶紧把碗收回去，
不要！妇女迷惑，问怎么不要，乞丐
解释道，都说纸币十块钱上有病毒，
可以给我五块，或者……乞丐把碗
翻过来，碗底贴着二维码，示意扫码
支付。妇女点点头,然后扫码支付五
块钱。紧接着停下来一辆车，乞丐凑
上前，对着车门说了一套喜嗑，一男
子从车里下来，乞丐吓得赶紧跑，男
子就追，喊，你跑啥，给你一百块，
乞丐回身摆手，不要，不要，你没戴
口罩。

这个诙谐的段子告诉我们，全
民上下都在防护，都在按照国家规
定执行，那些自认为有修养有道德
的人又怎堪落于人后呢！

又到饭点了，今天的伙食单：羊
肉大葱馅水饺，公公的。米饭，红烧
肉，儿子的。酸菜炖粉条，我的。先生
两菜通吃。

我想，一家人平安就是春天来
了，每一家都平安，就是祖国的春天
来了。

平安就是春来
宋 珈

春天，是不是会带来崭新
的希望？

推开窗，洁白的雪花漫天
飞舞，压抑多时的心空，一点
点舒展……

迎风而站，隔壁一串流淌
的音符跳动着，轻柔婉转。拂面
的风儿却驱不走心头的冰寒，
带着一丝丝扯不断的感伤。

不断听到一些坏消息，看
着那些触目惊心的死亡数字，
不禁心生惊惧。一个个鲜活的
生命如同脱离了枝干的樱花
在一点点的陨落，望着那羸弱
的生命线条渐渐地变细、断
裂，我们只能在心底默默地为
那些苦难的人们祈祷，发出一
声深深的叹息，带着抹不平疼
痛和不甘……

春天的气息越来越近，可
怎么也捕捉不到春的脚步，描
绘不出一缕快乐的色彩。或
许，我本就是一个不太感性的
女子，不然，面对这翩跹、喧闹
的春，怎么也会滋生出一些快
乐的精灵吧？

我不知是否，该不该写下
这些心情文字，但我知道，生
命中的这点苦涩和辛酸，比起
那些灾难中饱受煎熬的人们，
根本不算什么，甚至于有点夸

张了的矫揉造作。
凛冽的春寒，像固执的不

动声色的情绪袭进心底，一遍
遍吹啸，一遍遍地揉、捏着脆
弱，继而，继而扩散成坚韧？

2020的庚子年起步就不
顺，从元月开始，新冠肺炎从
江城武汉爆发，随即呈蔓延之
势席卷全国，疫情肆虐，面对
一串串揪心的数字，感觉自己
的心被掏空了，空得丢失了自
己。我在哪里？我该干些什么？

我所生活的城市好像被按
下了暂停键，不喧嚣，不堵车，
窗外的大街冷冷清清……人与
人，保持着冰冷的距离。我想，
等一切恢复正常轨道时，那些
曾经的低俗也会变成了生命存
在的根据，而那些思考会让人
变得更为理性。我想很多人都
会有所改变，面对灾难，面对生
命，那一定是与灾难白刃，维护
生命。生命啊，一个大得让人穷
尽思考的大命题。

最近，一直关注作家方方
的武汉日记，从她的文字中可
以更好地感受武汉，解读武
汉，凝视“生命”。

当看到李文亮医生去世
的消息，心里掠过一阵狂风，
连地上的枯叶都吹上了天空，

天空被遮挡的没有了蔚蓝，我
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流下
了眼泪。生命，生命啊，一个鲜
活的生命……看到网上说他
的父母及正在怀孕的妻子似
乎也感染了，这又是一个破碎
的家庭，那是因为一个生命的
丧失。而此时，无奈的悲伤，我
的泪显得多么苍白，也只能是
偷洒一行泪。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
院、协和江南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医生彭银华，在正要
举行婚礼时因为疫情推迟了，
不幸感染新冠肺炎殉职，推迟
的婚礼再也无法举行……一
桩桩，一件件的虐心，让我的
心情极为压抑、酸楚。可以说，
这个春节十分糟糕，兴致缺
缺，无所事事，惶恐不安。今
天，是我宅在家里的第 28天，
由于自身免疫力低下，我是真
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每
天，最为关注的是疫情实时更
新 情 况 ，今 日 ，累 计 确 诊
75571人，死亡 2239人……每
天不断更新的数字，撕扯着所
有有良知人的心。喊口号，显
得如此苍白，叩问自己，我们，
到底能做些什么？

疫情发生以来，一开始由

于防疫物资短缺，战役一线的
医务人员吃了很多苦，付出很
多，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
医务人员是英雄，但英雄也是
血肉之躯。他们敢于担当，在
疫情肆虐之时，敢于挺身于风
口浪尖。我看到了，勇士们泪
水里的坚强。祈盼，他们平安
归来！归来无恙！

如今，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战斗已进入总攻阶段，
湖北胜，中国胜！在这场战

“疫”里，我们要向每一个中
国人致敬！站在疫情面前的，
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国
家和 14亿人民。

目前，全国还在和新冠病
毒做斗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抗“疫”战争中，我们看到了胜
利的曙光，我心，飞扬。

宅着。不给国家添乱，也
许这应该是所有中国人最该
做的。宅着，让病毒没有生长
的土壤；宅着，切断病毒的根
源；宅着，才可慰藉那些逝去
的亡灵；宅着，才会让那些白
衣勇士们早一天脱离病毒的
纠缠。

盼着中国的武汉早一天
康复，盼着英雄们的凯旋归
来。让生命高歌！

心之走笔
依 凝

以往的每一年春节，我都
是在爆竹阵阵、喜庆祥和的氛
围中度过的，全家人围在一起
开开心心地过大年，而今年的
春节可大不一样了。

没有了去亲戚家的串门
聊家常，没有了和小伙伴出门
放鞭炮，没有了家里人的欢声
笑语，妈妈大年初三就回到了
工作岗位上，我每天都在关注
着电视里的新冠肺炎疫情报
道，心情别提有多沉重了。

看了新闻才知道，这次病
毒是由武汉引发的，一传十，
十传百。武汉这座城市被可怕

的病毒笼罩着，就像 2003 年
的“非典”一样，幸运的是，当
时我还没有出生。如今，病毒
再次由野生动物传染给人
类，但我相信结果肯定是一
样的，在此次战“疫”中，我们
一定会战胜病毒，还人间春
暖花开，现世安稳。野生动物
与人类生活相距甚远，却能通
过饮食传染，我想，此“疫”过
后，人类也该好好反省一下自
己了。

在战“疫”前线，白衣天使
们不顾自身安危，尽职尽责，
努力与病魔作斗争，看着护士

阿姨被防护服勒到流血的脸
庞，我震撼了。在战“疫”前线，
哪里需要帮助，就会出现人民
警察的身影，他们维护着社会
秩序，英勇神武，看到一位年
轻男子给派出所民警送去口
罩而不留姓名的视频，我也不
禁感动得流泪了。作为一名中
学生，我现在不能冲到战“疫”
一线去做“逆行者”，心情很沮

丧。可老师、家长告诉我，在家
也可以为社会做自己的那一
份儿贡献！

说干就干！在家的每一
天，我都会开窗通风三次，每
次半小时。口罩出门要戴好，
口罩外面不要触碰，更不要反
面戴，用完要进行销毁，以免
被回收二次利用，有时候长辈
们忘了戴口罩，我也会提醒他

们戴上。爸爸妈妈进出门要消
毒，我会用酒精帮他们擦拭衣
服。有时，爸爸看到我的认真，
一个劲儿地夸奖我：“儿子长
大了！”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家里的地面和桌子，我都会帮
忙打扫，并在家里做操锻炼身
体。每天关注疫情新闻，把想
法写到日记本里，有时还能给
爸妈上上课。这个假期的疫
情，虽然让热爱体育运动的我
颇感无奈和无聊，但也令我长
大了许多。

这个春节在全国人民的
心中注定是不一样的，是终生

难忘的。我不是医生、不是警
察、不是志愿者、也不是社区
辛苦站岗的叔叔阿姨，我就是
钟南山院士口中的“老实待在
家，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的这一类人，可我又不“老
实”，我想、我思、我做，都在为
这次疫情付出我自己的行动，
也在不断地成长为一个有担
当、有责任心的青少年。这次
战“疫”必胜，中国加油！青少
年绝不做时代的看客，而是要
与时代同心同向，把家国情
怀，转化为未来追梦的力量！
（吉林省白山市星泰外国语学校）

吴霞接到丈夫袁山的电
话，匆匆赶到市人民医院。她提
着装衣服的包裹，推开院长室
的门。袁山正在接听座机，一边
说着，一边对着吴霞摆手，示意
她坐下。吴霞刚坐下，就见桌子
上的手机一闪，便顺手拿起来，
见是署名“硕稻红”的微友发来
的一条信息：“我们什么时间见
面？我很急！”吴霞一愣，心里一
紧，刚要上划，查看一下他们的
聊天记录，袁山扣下座机，一把
抓过电话：“霞，我们马上开会
了，谢谢你送衣服，这一段时间
我不能回家了，你照顾好自
己！”说完，推门向外走去。吴霞
迟疑了一下，问：“你微信里那
个‘硕稻红’是怎么回事？”袁山
推开门，一脸焦急地解释道：

“一个朋友，他要向我献爱心，
哎呀，来不及了，以后再说！”“朋
友，献爱心？”吴霞望着远去的
丈夫，嘴里叨念着。这是，她的
手机也响了，是单位王主编打
来的，通知她马上下乡采访。吴
霞急匆匆地下楼，开车向单位
奔去。

谁也没有想到，鼠年这个
春节过得如此不消停，疫情来
得这么突然、来得这么快，虽然
吴霞和丈夫生活的这个地级
市，地处祖国北疆，离武汉是那
么多遥远。丈夫所在的医院进
入了战时状态，作为院长，吃住
在医院了，而作为记者的她也
要到五常市卫国乡去采访。

采访车上，吴霞脑子里突
然冒出“硕稻红”三个字，便用
手机百度，结果让吴霞一惊。真
有硕姓，不过很稀少，百家姓上
排名1725位，在猫姓之后。这样
稀少的姓氏居然在历史上出现
过一个太后。更让吴霞惊奇的
是，这样稀少的姓氏居然能和
丈夫是同学，而且还要见面，献
爱心？想着想着，吴霞觉得很可
笑，这样的特殊时期，这个“红”
还有这个心思，便随口说了一
句：“不可思议！”实习生小张看
着吴霞，紧张地问：“怎么了吴
老师？”吴霞摆摆手：“没事，做了
个梦。”小张下意识地摘下口
罩，侧头看看吴霞。吴霞戴着口
罩，看不出是什么样的表情，不
过两只眼睛在眨动，让人难以
捉摸。

采访车驶入卫国乡境内，
一幅标语让吴霞精神一振，忙
喊停车，让小张赶紧拍照。标语
的内容是：戴口罩，宅在家，以
后还能大米饭炖鱼虾！吴霞说：

“这宣传口号真接地气啊！”
车刚走一段路，吴霞又喊

停车。小张往外面看了一会儿，
回过头来：“吴老师，这就是企
业的常规性的宣传标语。”吴霞
没答话，摁下车窗，向外望去。
这块标语牌子很大，很高，上面
写着两句话：水稻王国有亿农，
牤牛河畔硕稻红。“硕稻红？”吴
霞嘀咕了一句。小张问：“吴老
师，拍照吗？”吴霞摇了摇头。

卫国乡的宣传委员关键接
到采访车，没等寒暄，先发给每
人一个口罩。小张说：“现在能
发口罩，真是情真‘礼’重，挺关
键啊！”关键说：“我们乡防疫物
资准备的充分，乡里所有的米
业都纷纷献爱心，捐款捐物。这
也是各位老师采访的内容之
一。不过我们乡的书记、乡长都
在一线，刘副镇长从兴水村现
赶回来的，他负责接待采访。”

吴霞按照事先列好的采访
提纲，对刘副镇长进行了采访。
合上采访本，吴霞突然问：“刘
副镇长，‘硕稻红’是你们乡上
的一位企业家吗？”刘副镇长听
完愣怔一下，随即笑了起来：

“大记者，‘硕稻红’不是企业家，
而是我们乡大米的一个品种。”
刘副镇长的话音一落，吴霞也
愣住了，随后不好意思地笑了。
刘副镇长接着介绍道：“其实，

‘硕稻红’是稻花香大米的一
种，是亿农专业水稻种植合作
社主打的一个品种。看来，我们
的宣传力度不够啊，这么好的
大米，‘养在深闺人未识’啊！”关
键笑着说：“其实，在南方，‘硕稻
红’可是挺有名气的！”吴霞提
议去亿农合作社看看，刘副镇
长指着关键说：“让他陪你们去
吧，我还要赶回兴水村。”

走进亿农合作社，理事长
高国春接待了吴霞一行。对于
这次采访，吴霞很满意。临走，
吴霞对高国春说：“如果方便的
话，咱们加一下微信吧，有什么
问题好及时联系。”“好好！”高国
春连连点头。

不大一会儿，吴霞的手机
屏幕上跳出一行字：“你已通过
了硕稻红，现在可以开始聊天
了。”吴霞望着高国春，问道：“你
的微信名叫‘硕稻红’，你认识

‘医者仁心’吗？”“医者仁心，袁
山吗？”吴霞点点头。“啊，我们刚
刚认识，这两天我正联系他呢，
想给他们医院捐助点大米，献
点爱心。怎么，您也认识他？”吴
霞扑哧一下乐出了声……

硕稻红
于 博

战“疫”中的成长
张嘉泰

居民小区的春天（组诗）
胡卫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