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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苍生天佑苍生 □马永红

包着饺子，脑子忽地闪过一抹红，那
是我新买的一件羽绒服，颜色喜庆，明天
穿着它，高高兴兴回老家。姊妹们也会
赶回去，亲人们很久都没见面了，攒了一
肚子的话，得像竹筒倒豆子一样，一句一
句地说出来才好，想想那些欢笑不已的
场面，心里就像燃起了一团火，暖烘烘
的。

先生还没回来，我得赶快包好饺子，
想等他一进家就递给他一大碗，碗里放
着由青蒜苗、红辣椒丝、小磨油调成的酸
辣汤，碗上腾腾地冒着热气，他咬上一口
饺子，一定会说：真好吃，还是家暖和啊。

饺子包好了，胡同里静悄悄的，听不
见一丝他回来的足音，电话打过去他在通
话中，不会忙得连大年夜的饺子都忘了吃
吧？

电话终于接通，他急促地说：不回去
了，你们吃吧，疫情严峻，我得忙去了……

夜半的钟声敲响了很久，小狗对着
门外“汪汪”叫个不停，他回来了，面色疲
惫，神态凝重地说，你们待在家里，避免
感染，不要给大家添乱。

难怪他那么忙，他所在的医院也被
定为“隔离点”，收治疫区回来的发烧病
人。为了筹建隔离点，他们连夜找来工
人改造病房，组建医疗队，买防护设备
等。疫情就像一个不速之客，弄得人猝
不及防。我担心他的安危，怕他劳累过

度，他却说，同事们都冲在前面，个个都
不怕危险，我怎能躲在后面？

朋友圈里都在晒：在家里躺着就是
为国家做贡献，无奈又苍凉，我也是其中
一员，但我更欣赏朋友圈里的另一句话：
哪有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为你负重
前行。那一群群在前线冲锋陷阵的雪白
的身影，就是一个个负重前行者。丈夫
是他们中的一分子。

我的眼睛只要离开书本一会儿，
心就像只鸟一样“蹭”地飞出去，我看
见他在开会，他在安排病房，他在四处
购买医用品，他在和同事分析讨论……
终于，裹着一身寒气的他，朝着家的方
向走来了。他胖乎乎的圆脸小了一圈
儿，鬓边发似乎又白了几根，我一阵酸
楚，心底笼了一层霜。孩子也看到了，
她指点着爸爸的头发正要声张，我用眼
神阻止她。其实，一直在听电话的他根
本看不见我俩，也许他没意识到是站在
自己家里，至于他回来干啥还没有说出
来，就又匆匆地夺门而去，风追着他在
后面跑，“呼呼”地响，掀起他的衣摆，像
艘鼓满风的帆船。望着他的背影渐渐
消失在长长的胡同外，泪水霎时模糊了
我的视线。

这个春节过得格外漫长，几乎不见
他，我们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他不
打电话回来，我也不敢打电话过去，唯恐

给他添乱，我闲得发慌，却给他帮不上一
点忙，心情杂乱得很。看到朋友们发回
来的图片，得知他防护得还好，我的担忧
才稍微减缓了些，但如果不是疫情严重，
这个雨天不打伞寒冬不戴帽一向大大咧
咧的人，怎会用上口罩呢？我唯有虔心
祈祷：希望疫情早日偃旗息鼓，天佑武
汉，天佑苍生！

没有爸爸陪伴，孩子委屈得很，我耐
心给孩子解释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里，你爸爸就是勇往直前的战士！

“原谅我不能给你更多的爱，因为他
们需要我！”这是17世纪英国一个村庄的
一位医生写给他妻子的话。这话，先生
没有给我和孩子说，但他的行动告诉我，
那些正承受着病魔煎熬的人也同样需要
他。他虽然困得不行，但他眼中的光，让
我看到一个共产党员在党旗下宣誓时，
炯炯双眼流露出的那种坚定和自信之
光，这样的光芒，和一批批抛家舍子奔向
武汉的医务工作者的目光是一样的，勇
敢而执着，温柔而深情，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变成那样的一束光，定会照亮这暂时
被阴霾遮蔽的天空。

诚如钟南山老先生所言，劲头上来
了，很多东西都能解决。大家帮忙，上下
同欲，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不久，人间春
暖花开，鸟语花香，千里清澈，万事安
好。3

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力量 □董雪丹

除夕夜，庚子鼠年即将来临之际，我在微
信朋友圈发了一段文字：“对每一个人来说，这
注定是一个终生难忘的除夕，也注定迎来一个
终生难忘的新年。愿可敬可爱的医护人员和
所有人都安好！”此时，电视里，央视春节联欢
晚会没有能够吸引我的目光，我从手机上看到
在这个除夕之夜，在阻击新型冠状病毒的非常
时刻，医务工作者从多个方向出发驰援武汉，
无数白衣天使穿着防护服在病房里度过。

接下来的几天，我的微信朋友圈是空白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按照平时的爱好和习
惯，我喜欢大自然里的花草，微信朋友圈里的文
字和图片也大多被花草树木占据。而此时，受
疫情影响，宅在家里，就是不给国家添乱。

大年初一，许多亲人间的走访拜年变成
了电话和视频的问候。

按照豫东的习俗，大年初二是出嫁的女
儿回娘家的日子。因为弟妹家在一个县城，

安全起见，弟弟一家没有回去。爸爸年前就
在饭店里订了午餐，因为饭店不退订，就去打
包拿回，我们三口之家和爸爸妈妈、弟弟一家
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之后，相约各自在家，
都尽量不要再出门了。

“不出户，知天下”，老子在两千五百多年前
写下这句话时，不会想到此时的我们不出家门，
拿着手机，就可以刷尽天下新闻。

从大年初三开始，在家闭门不出，吃吃
饭，喝喝茶，看看书和电视，刷刷手机，对本来
就很宅的我而言，倒也安逸。但我深知，这安
逸的背后有太多的人在负重前行。

在新闻里看到太多让人感动的人和事：
已经 84岁，与病毒战斗了一辈子的钟南山院
士临危受命；自己身患重病，妻子又被感染
的医院院长张定宇依旧在抗击疫情的最前
线；更多不知名的医护人员，脱下防护服，浑
身湿透，取下护目镜，满脸伤痕；还有那么多

白衣天使连续在奋战，好不容易挤出时间吃
口饭，累了困了，躺在地上休息；一个护士握
住病人的手说，“可以治愈的，我们一直都在
陪着你”……是的，是他们这群最可爱的人，
一直陪着被病魔缠身的人，给他们力量，给
他们希望，他们应该就是鲁迅所说的那一类
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
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
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有了更多对医生这
个职业的敬意和感激。感觉医院是最危险
的地方，给一位在医院上班的姐姐发信，嘱
咐她上班时做好自我防护。她回复说，看到
发热门诊、隔离病房里在危急时刻迎难而上
的同事的身影，禁不住潸然泪下。感觉他们
虽默然无声，却是医院最亮丽的风景。

在家宅着的几天里，我的水仙抽出了花
苞，风信子一朵又一朵地绽开来，一束小雏菊开

得五彩缤纷。我拍下了它们的生长状态，想发
到微信朋友圈，却写不出一个字。这样的日子
里，说什么，感觉都太轻飘。

大年初六的午后，我走出家门，去超市买
些青菜。家属院门口多了几个防疫执勤人
员，大街上店铺关闭，车少人少，冷冷清清的，
久违的阳光却很暖。

路两旁的楸树只有枝干映着蓝天，仿佛
在用它的枯枝告诉我，现在还是冬天。慢慢
走着，花坛边缘一小片绿色之中，星星点点的
几滴粉紫突然映入我的眼帘，哦，竟是婆婆纳
开花了，虽然小花只有米粒大。再向前走，发
现几棵匍匐在地的早熟禾抽出了绿色的小
穗，还有一棵看起来饱经沧桑的苦苣菜开出
了黄色的小花……

看来，无论哪种状态下，花儿还会开，草儿
还会长，生命的力量还会绽放。我们应该相
信，没有过不去的冬天，春天就在眼前。3

向前向前 向前向前
□木汀

我从中国版图

被病毒染红的重镇武汉

看到了

那些置身疫区正与病毒赛跑的医护人员

在用他们的果敢担当、责任和忠诚

用自己的身躯

卫护万户千家

这一刻

来自中华大地的驰援队伍

在武汉构成了最美最动人的英姿

这是中华最耀眼的铜墙铁壁

是挺立在病毒面前的万里长城

——永远不倒

我从那一份份“请战书”读到

多向前一步

就是从病毒中抢回一个生命

多向前一步

就是让老百姓感受到尊重生命的国家力量

病毒再强悍

敌不过白衣天使内心的强大

病毒再凶猛

敌不过中华民族澎湃的同胞情

病毒再顽固

敌不过中国人民团结的力量

守护武汉

守护大中国 3

□田万里

2020年的这个春天注定不同寻常

一群戴着紫色花冠的恶魔

在冬天的深处悄然集结，然后

突袭江城武汉

招摇大河上下

喧嚣大江南北

一时江城告急

湖北告急

中国告急

父老乡亲的生命安全告急

逆着回家的方向

迎着恶魔的利爪

我们的一队队绿衣军人

我们的一批批白衣战士

向着魔鬼起舞的地方，向着

武汉挺进，挺进

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也是

步步惊心的较量

他们与时间争分夺秒

他们与死神博弈厮杀

蓝口罩之上 闪动着一双双坚定的眼神

白大褂里面 跳动着一颗颗赤诚的心脏

他们来了，来了就能打赢这场阻击战

他们战斗，战斗必将擎起胜利的旗帜

他们用责任和信念

他们用无私和无畏

他们用精神和身躯

把那邪恶的花冠击碎

把一个个同胞从死亡线上救回

此刻，我的眼里噙着的

可是白衣战士额头上

那一滴滴晶莹和责任

此刻，他们带来的亲人般的援助

温暖了这个寒冷的季节

是的，春天就要来到了

如同小草钻出僵硬的泥土

如同冰河突破严冬的封锁

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

护佑生命，护佑人民，护佑祖国

我相信，光明终将战胜黑暗

我相信，人类终将战胜恶魔

我相信，武汉一定会云开日朗

我相信，中华一定会云蒸霞蔚3

按照往年习惯，春节，在东莞打拼生活的
女儿，要带着两个可爱的外孙先到湖南婆家，
而后回河南老家过年。今年，他们却被肆虐
蔓延的疫情隔在了千里之外。

外孙大宝十岁，小宝七岁。小宝还没有
真正见过北方的雪，约好回来陪他看雪的，但
美好的愿望无奈地落空。

没有孩子们的嬉戏和热闹，年节就没有
了动感的节奏，原本红火的大年变得落寞和
乏味。除夕的年夜饭，我和妻子双影空对。
问候和祝福通过手机传来，那份浓稠的血脉
亲情犹在，只是隔着薄薄的屏幕，有了距离
感。

在这个传统节日，普通百姓祈求的就是家
国兴旺、亲人团圆平安。可疫情飘忽而至，亲
情团聚自觉取消，走亲串友主动省略，只能安

分待在家中。谁都明白这个理儿，病菌无孔不
入，聚众扎堆，添堵添乱。守住一份寂寞，就是
自防自控。

隔开的是距离，隔不断的是相互牵念。我
和两个外孙的语音视频，成了这个年节不可或
缺的环节。

大宝反复叮嘱我不要外出，小宝不时监督
我和老伴儿洗手戴口罩。

大宝沉稳，小宝聪颖。与他们对话，颇有
意趣。

微信视频刚刚打开，小宝问，疫情是什么？
大宝抢过话说，疫情是魔鬼，能要人命。
小宝做了个鬼脸，好可怕。它是从哪里来

的？
大宝说，从武汉。
我纠正他说，是从野生动物身上来的。有

人吃了野生动物，病菌传染给了人，人传人，就
成了疫情。

小宝端着小脸问，野生动物那么可爱，人
为什么要杀害它们、吃它们？

大宝说，有些人无知呗，吃野味，找刺激。
小宝说，那应该让杀害野生动物的得病，

干吗传染别人！
我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人类的同伴也

跟着遭罪……
小宝抢过话，所以要保护野生动物。大宝

一旁插话，要先保护大自然，才能保护野生动
物。

话题往往是由机灵的小宝挑起，他常常问
一些与年龄不相符的感性话题：这么吓人的大
事没人管吗？

我答，有人管，国家来管。
小宝追问，啥是国家？
我说，爸妈有了孩子，就是一个小家，很

多小家组合在一起，就是国家。国家是由很
多人和很多家庭组成的。

大宝说，怎么没人管？电视上你没看到，
很多医生包得严严实实在抢救病人吗？

小宝又问，那些人不回家过年吗？
我说，他们都回家过年了，病人就没人管

了，很多人都过不成年了。
小宝眨眨眼问，他们的孩子怎么办？
大宝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管。
小宝若有所悟地点头，问：啥时候能出去

啊？
大宝说，不是说了吗？等通知。
我说，再耐心等几天，不会时间太长。
小宝问，您怎么知道啊？
我说，病魔像个小妖，做的是害人的事，

它能战胜全国这么多人吗！
……
是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无论多么疯狂的

病魔，最终都会在众志成城的中华民族面前
魂销魄散，灰飞烟灭。

天空放晴，我在自家阳台上，仰望天穹，
衷心祈愿，明天会更好。3

听着音乐，到单位后面的公园散步，抬
头看见绚丽的彩灯、大红的灯笼，猛然意识
到还是春节，还是这个世界。一股暖流涌进
心间，涌进眼眶，化作泪水飘洒在冬日的寒
风中。

大年初一中午在三百公里外的老家刚吃
过团圆饭，看到一条“河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消息，凭着党委督查
干部的职业敏感，我决定立即返城。面对家
人的不解和疑问，我不停地做着解释，直到他
们无奈地同意了我的决定。果然，在返城的
路上接到单位大年初二上班的通知。老婆钦
佩我的“先见之明”，八岁的女儿和三岁的儿
子夸我“聪明”，一家人在车里嘻嘻哈哈地度
过了大年初一的下午时光。

一切与往日无异，可儿子不知道，这竟是
春节里他与爸爸亲密接触的最后一晚。

忙碌的督查活动开始了。集结，戴口罩，
出发，目的地是辖区各级各部门的办公场所，
检查人员到岗、疫情排查、防控措施落实的情
况。平常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都没了表情，只

剩下一圈骨碌碌打转的眼睛。不握手，不拜
年，直奔主题，铁面无私。谁都明白，疫情面
前来不得半点虚假。

接下来深入乡镇、社区和行政村，实地检
查基层干部履职尽责情况。我们看到，从乡党
委书记、乡长，到村支书、主任，还有老党员、
热心群众，纷纷坚守在抗击疫情第一线，或设
卡拦车测体温，或贴标语拉横幅做宣传，或挨
家挨户做排查，或上门为隔离人员送生活用
品……我们看不见他们的表情，但看见了他
们坚毅的眼神。

出现了疑似病例，立即督查防控措施落
实情况。领导一声令下，一支由督查、纪监、
专家组成的检查组迅速集结，深入事发地办
公场所、防控一线、医院，对相关工作进行检
查指导。返回的途中，专家接到上级指示，为
了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接触
人群较多的专家也要实施隔离措施。我问专
家，我们最近也一直接触人群，用不用隔离？
专家说，用，居家隔离就行。我随即给老婆打
电话，让她把女儿的屋子腾出来，我单独居

住。老婆说，没必要吧？我说，腾吧。
早出晚归与孩子们见不了面，老婆便

用爸爸在加班搪塞他们，孩子们很懂事，不
哭不闹。直到这天我回家早了，两个孩子
叫着爸爸扑了过来，我赶紧喝止他们，一通
喷洒消毒，才站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对
他们微笑，意识到口罩里的微笑他们看不
见后赶紧说，乖，外面有传染病，这几天你
们不能靠近爸爸。女儿说了声好吧，走开
了；儿子立即汪满了泪水，撅起了委屈的小
嘴巴，说了句不行，继续向我扑来。我往后
退，老婆在后面拉，接着便是儿子撕心裂肺
的哭喊。看着他一脸委屈的样子，我真想
不管不顾上前抱抱他，但咬咬牙还是走进
了房间。

忙得顾不上吃饭，常常是有空了啃一口
方便面喝一口水。老婆便在电话里发了火，
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啊！我便在一次饭点
回家。刚到家属院，一个紧急电话过来，又
有督查任务。我赶紧给老婆打电话，不用准
备饭了，把手机充电器从窗口扔下来。焦急

地等了一分钟，便看见了她匆匆的身影，此
时我又接到了单位的催促电话，便一只手示
意她放下饭盒赶紧回去。听完电话老婆还
在，还要近前递送饭盒，我说：“我没有消毒，
你放下饭盒我去拿。”老婆俯身放下饭盒，转
身的一刹那又回头对我说：“戴好口罩，保护
好自己。”

后面的工作相对轻松，起码回家吃饭的
时间还有，但我每次起身要回家的时候，都是
走到门口又折了回来。同事理解我，笑着问：

“不想回家？”我反问：“你想回家？”同事说：
“想，又不想。很矛盾。总感觉自己平常挺胆
小的，但面对病毒却宁肯自己得病，也不想传
给家人。挺勇敢的。”我对他，也是对自己，竖
起了大拇指。

就像我今天晚上的心情。忙完工作，我
兴冲冲地奔家而去，却在中途拐了弯，一个
人走进寒风中的公园。也不完全是无奈和
心酸，至少，耳机里的音乐轻快优美，眼睛里
的城市五彩缤纷，这个世界终于容得下我长
长的呼吸和微微的笑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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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无雪朔风长，

魔毒江城肆虐狂。

己亥岁归凭泛蔓，

新年庚子雾苍茫。

一声令下军民动，

万众齐心疫病防。

春到冰霜终将去，

神州大地谱华章。3

立春日抗疫立春日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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