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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 英雄赞歌

hnrbzyfzw@163.com

世界上有那么多动听的歌儿

唱给了夜晚 因为夜晚

有闪亮的群星和温柔的月亮

世界上有那么多美丽的诗篇

献给了爱情 因为爱情

有不渝的忠贞和甜蜜的忧伤

今天 我要把颂歌和诗篇

献给我们的医务工作者

没有他们的无畏拼搏和奉献

就没有透过云层朗照天下的阳光

没有阳光下向着未来充满信心的歌唱

是的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也是一场实实在在生命和死亡的争抗

2020年 春天将要来临之际

一个病毒的幽灵

悄悄伸出它肮脏的触须

想抹掉鲜花和温暖 抹掉莺飞草长

刹那间 阴霾和烟尘四起

武汉首先陷入重围 接着……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风云激荡

而首先代表生命迎战死亡的

是医务工作者组成的方阵

一袭白衣 两袖清风 无悔无怨

就像多少年以前 我们的前辈

在抗击侵略的血火疆场……

应该说 这是又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

疫情防控的阻击战 没有硝烟

但同样有牺牲 阻击战士就是他们

用天使的温柔和战士的刚强

应该说 这是又一次民族精神的凝聚

十四亿人风雨同舟众志成城

沿着共同的方向朝着共同的目标

一步一曲战歌 雄壮激昂

而在大中华队列最前面飘扬着的

是党旗 是国旗

旗帜映照着白衣天使的身影

就是一座丰碑矗立在我们心上

这些临危不惧的战士

用刚强的英俊和果敢的温柔

筑起一道道铁壁铜墙

我知道唱给他们的歌

是来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

神州处处都有关注他们的目光

我知道献给他们的诗

是发自十四亿人民的心声

每一个中国人都对英雄充满敬仰

而他们从容地面对这一切

因为他们知道 胜利就在前面

纵然有漫天的乌云遮日

纵然有夜色里雨暴风狂

但那不过是道路上的小小坎坷

风雨雷电过后乌云散去

共和国的天更蓝水更绿 太阳更亮

这就是他们 共和国的白衣天使

医疗战线身着白色铠甲的无畏战士

在 2020年新春的中国大地

走出了令所有人都为之赞叹的飒爽英姿

由此我们更加坚信

我们前进的脚步谁都无法阻止

大中华的崛起云兴霞蔚 蒸蒸日上

疫情暴发 举世震惊

当年过八旬的钟南山教授

逆着返乡过年的人流

向武汉进发的时候

我禁不住感到一阵遗憾

遗憾自己不是一名医生

否则 我一定会请缨出征

战斗在阻击疫情的一线

很快 我就发现

其实我也有我的战场

当武汉告急 湖北告急

当整个民族把关切的目光

都投向疫区 急切地

要为阻击疫情出力的时候

我们搭建的慈善募捐平台

就是聚力抗疫的又一条战线

正月初一

正值万家团圆的夜晚

会议室明亮的灯光下

看到匆匆归队的同事们

我心里一热 真想站起来

给每个人都敬上一个军礼

疫情就是命令

特殊时期 我们的办公室

就是战场 我们每个人

都是钟南山教授身边

敢于冲锋陷阵的一员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危急关头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又一次得到了集中展现

当一家家的企业

捐出一笔笔善款

当花朵一般的孩子

捧出还没有暖热的压岁钱

我真的无法说出我的感动

无法告诉你 为什么

我的双眼总是泪光闪闪

面对捐赠账户上

快速更新的一串串数字

我仿佛听到了一颗颗心脏

怦怦共振的声音

想想那些素不相识的捐赠人

我仿佛看到了

我的祖国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

此刻 纵是天各一方隔山隔水

每颗心都在牵挂着一线

就因为这份牵挂

我们都是不穿白衣的天使

就因为有爱相伴

我的疫区兄弟姐妹永不孤单

加油 武汉

加油 中国

劫波度尽 等待我们的

将是一个更加明媚的春天

庚子初至。黄鹤楼下

江城之上。因为病毒的传播

因为那么多白衣天使的穿梭。还有

繁忙的汗水。银亮，银亮的

挂在额角，眉梢。百合花

一瓣靠着一瓣，忍不住

在寒风中打开了！她说

她们说：挡不住

这是受了爱的旨意

疫情就是战场

生命就是时间。她们

成对，成群扛起背包

和药箱。二话没说

戴上口罩，穿上防疫服

让时间和爱带路，去武昌，汉口

奔咸宁、潜江、黄冈等地

一切都在瞬间。疫情不停地

蔓延在人与人之间。争夺

生者与死者的存在。甚至生命

只有坚守责任，担当义务，陶冶

心灵。期盼疫情消失后再生的灵魂

配上日月的微笑

百合花，一朵一朵

带着各自的蝴蝶，蜜蜂

和体温，声响

第一时间绽放湖北高铁，机场

花香武汉大街小巷

她们是阻击病毒在疫情区的

放飞的蝴蝶

和修行的蜜蜂

翅膀，虽然被风雨打湿

载起那些有家无归的患者

百合花，自然而然

注定，选择了阻击与防护

她们的汗水，银色，银素，

银亮。在咸宁的屋檐上闪烁

串起来，挂在潜江的桅杆下。汇成

一场春雨

一位护士对另一位护士说

我要阻击灾难

我要抗拒病魔

我要献出自己。整个春节

百合花。在每座城市

每个乡村，每所医院

每张床位，每个手术室之上

沐浴着庚子年第一轮阳光

打开。光

柔柔的，灿灿的。干净

如是敞亮地汇聚

北京二十四小时醒着心

哟！中南海的心

紧紧地，暖暖地连着

中国。武汉

每一个患者的心。

□晓阳

祸起江城，毒侵神州，冠状兴

妖。正春还庚子，万家欢聚；岁逢

佳节，千里人潮。道阻横杆，村封

壁垒，抗击旌旗猎猎飘。飞鸣镝，

有中枢号令，举国围剿。

更无酒席相邀，且闭户关窗守

寂寥。望长街索寞，空余灯影；车

流顿失，只剩公交。睡睡平安，餐

餐 斋 戒 ，客 厅 阳 台 走 几 遭 。 屏 前

坐，看新闻播报，切勿心焦。

从高铁餐车上一位古稀老人微闭的

眼睛，铺开的稿纸和那副高倍老花镜

开始。从除夕夜雨中的机场上

一队身着迷彩服的人奔跑的脚步开始。然后

钱塘江边，祖国心脏，山城重庆，

古都西安，中原郑州，

他们来不及等饺子煮熟，饭菜出锅，

他们无暇问候父母，嘱咐子女，吻别爱人，

便箭一般地飞向疫神肆虐的江城。

那里正有身陷水火的同胞在煎熬挣扎，

正有可憎的魔鬼用难以觉察的狰狞血口

咬向每一个接近它的生灵。接近它

可能就是死亡、伤残，有去无回的

诀别和残缺……

但，他们来了！他们逆行而来，手持利刃，

怀揣圣火，向死而生。他们来了

和着一直响彻在耳边的滚烫誓言——

“医者仁心，无论生死，坚决打赢

这场保护人民的防疫战争！”

南方医院一个分队的请战书上，29位天使

用生命做抵押，一枚枚指印

怦然落下，如冬空訇然盛开的梅朵。

那是 29颗心脏的搏动，在严寒中，

仿佛一簇簇拯救生命的火种——

“在此，我们积极请战：

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还有那一个个平凡的逆行者，面对灾难

他们如此镇静，似拉家常：

“有需求叫我，我可以上，但不要告诉我妈妈！”

“35岁以下的临床医生好多都成家有孩子了，

我去吧，我的车刚走，下一站天门南，回武汉！”

“大家都在战斗，只有在战场上，

我才能安心过好年！”

“我报名，男生带头！”

“我自愿报名，随叫随到！”

“此事我没有告知明昌，本来处处都是战场！”

除夕夜，整装待发的母亲抱紧女儿，哄着说：

“宝贝，别哭，妈妈很快就会回来。”

面对痛弱的患者，你的安慰像是表态和倾诉，

又像一针不容置疑的镇静剂：

“我拿命保护你，你还怕什么？”

“我的战友们，加油！武汉，加油！”

面对病毒，避险是人的本能。逆行而返

冲向一线，就是他们的职业本能和精神呼唤

让我们再一次致敬医者！致敬仁心！

致敬所有的逆行者！在这里，我也要由衷地

说一声：保重，每一位无畏的逆行人

这个冬春，你才是我们心中最美的天神！

写给他们
闭门战“疫”
——调寄沁园春

心在一线

拯
救
生
命
的
火
种

百合花开了

我的世界起风了！

大风刮过田野，刮过人群，

刮到人们心上

一个个白色的口罩

满世界浮动

我多想

在风中撒欢、奔跑……

可妈妈说，不能出去

病毒蹲在灰尘上、空气中

伺机而动

可我看见，有人在风中逆向

奔跑

他们穿着白色的衣服，

那么臃肿，那么笨重

妈妈却说，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因为，

他们正在和病毒搏斗！

风云变，沧海流

妈妈说

总有一些人，

冲在灾难前面，

为我们遮风挡雨

如同那个叫南山的老爷爷、那些白衣天使

还有一些人，他们也在忙碌

如同妈妈，如同妈妈的同事们

他们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

做新闻、录视频、讲故事、发抖音

《疫情防控：她来讲给孩子听》

《带花冠的病毒，你为什么那么坏》

……

听着像妈妈一样的声音，

看着生动的故事，

我好像在妈妈的怀抱里一样温暖

我的世界起风了

可是，我不怕！

我
的
世
界
起
风
了

□

王

红

□艺 辛

□高旭旺

□

李
山

□刘高贵

其一

疫漫江城行病魔，九州协力战危疴。

东风始见梅花骨，细雨犹闻壮士歌。

信有春阳临武汉，重教大爱护山河。

旌旗猎猎摇三镇，誓送瘟神入逝波。

其二

疫情日结百千条，十亿神州胜舜尧。

北国城乡封道径，南疆村廓锁津桥。

谁施楚地春风在，病引华天赤帜摇。

严令瘟魔无遁处，纸船明烛照天烧。

赞
抗
疫
斗
争

□

姚
待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