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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女儿当是盼了许久，才盼到这个春节假
期，于是买了好多年节物品，蔬菜、水果、熟
食、拜年礼，甚至送给小外甥们的小围脖……
装了满满一车，在阴雨中晃悠了好几个小时，
晚上九点多终于从开封抵达家中。

这时已经传来疫情扩散的消息。不能出
门，就待在家里读读书，变着花样儿做好吃
的。此时还处在刚回来的热闹中。

年三十下午，女儿接到单位包村干部开
会的通知。晚上去奶奶家吃饭，87岁的奶奶
已经卧床整整一年了，虽未下床，但有好转，
让人安慰。大年初一下午，女儿又接到单位
通知，包村干部第二天开始上班。

家人团聚欢度春节的美梦被彻底打破。
开始把女儿带回来的东西重新归整，能带回
去的尽量带回去，目的是想让女儿多维持些
时日，尽量不去超市。

临走时，我忍不住说:我也去吧！这么多
东西，上楼不好拿。毕竟女儿欢欢喜喜地回

来，突然要走，还是有些舍不得。于是一起戴
上口罩，全副武装上路。

路上行人已经不多，空气中仿佛有一张
无形的网，将人们放松的心情慢慢收紧。

下高速时测了体温，就先去了女儿单位，
她报到后，便去了包的村里。

想着愈来愈紧张的情况，一个走出校门
没多久的女孩子，体质又没有那么强壮，冲锋
在抗疫一线，我不免担心。唯有在心底祝愿
女儿吉祥平安。

二

收到老家有疑似病例的消息，晚上给哥
嫂打电话。才知道哥在值班，把守村子路口，
村干部一轮二十四小时。而嫂子已卧床数
月，刚能下床活动。原来去年国庆节假期，我
们回去看过他们不久，嫂子便被一辆电动车
撞骨折了，做了大手术。

那期间我一直在乡下忙扶贫。嫂子说：
我都给他们叮嘱过了，不让告诉你，知道你
忙。现在告诉是因为我已经能下床活动了，

千万别回来看我，现在的形势，来了也不让进
村。这几个月，就是苦了你哥了……

林林总总，在神州大地万众一心，抗击疫
情的时候，我那小小的女儿，也摇身一变，从
几天前还撒娇乖乖女，一下子成为每天天不
亮就出门，晚上十点多才回到住处，累瘫在床
边却不叫苦的坚强的人民卫士！

我告诉女儿，等疫情过去，抽个周末回
来，和爸妈一起去看望舅舅舅妈，补上这份

“探望礼”和“拜年礼”！

三

喜欢与女儿轻轻击掌，忘记了从什么时
候开始的。每每与女儿短暂分别，总要伸出
右手相互轻轻拍一下。这已经成为一种默
契。意思是:加油哦！一切都要好好的！女
儿也必然回应:嗯！妈妈也一样！

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很多年。尤其是女
儿上学期间，我和爱人去看她，或者女儿节假
日回来，返校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举起右
手，微笑，向着女儿的小手轻轻一击！女儿每
次都积极回应。这算是我们彼此间的一种美
好承诺。我希望女儿学习进步，身心安然。
女儿希望我们一切都好。我们互相欣然应
允。

女儿走出校门，考上选调生去大别山干
部学院培训时，我们送她到驻马店高铁站，临
分别时，又举起右手轻轻一击！当时女儿有
些闹肚子，爸爸刚在附近药店给她买了药。
但举起右手的刹那，女儿立刻笑容灿烂，给我

们一个无声的承诺和期许:嗯，我会一切都好
好的，好好学习，安然无恙！爸妈也要好好吃
饭啊！

随着女儿长大步入社会，俨然是一个国
家干部了，似乎已不需要我提醒那么多，顾虑
那么多，这时的临别仪式略略有些淡化，有时
会互相招招手，心里很安然。

但这次因为疫情突发，大年初二把女儿
送往工作地，她和同事们又临危受命，接受了
一个一万多人口的大社区的疫情排查任务。
虽然她一脸坚定的表情，但我还是觉得女儿需
要支持，需要力量，临分别时，我就要去拉开车
门的瞬间，忽然回身走向女儿，笑着举起右手，
女儿立刻会意，也笑着轻轻举起了右手。

四

车辆限行，有社区防疫任务的单位需要
领取车辆通行证。这是通知延长假期以来，
我第二次到办公区域，前一天是领取口罩和
消毒液。

空阔静寂的广场和街道，似乎能任意找
一个地方坐下来晒太阳。突如其来的疫情让
所有人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不再聚会、扎堆
儿，不再计较琐屑的恩怨，关注身边人的健
康，关心千里之外人们的生死。

行至一个邻近的社区时，看到了一面飘
扬的党旗和几个抗疫工作者忙碌的身影，忽
然有一种安全感，一种被稳稳地保护的感觉。

心中油然而生一阵感动，衷心祈愿祖国
母亲吉祥平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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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四章吉祥四章 □梁俪千

白衣天使的誓言白衣天使的誓言 □董素芝

怀揣希望怀揣希望，，守望春天守望春天 □李娟

□李智信

春天的脚步从远方走来
回家过年的人
把思念与喜悦都装进了行囊
大年初一起床刚问声过年好
祝福的脚步就停在了街口
几乎一夜间
病毒魔爪伸向整个中国

奔袭，医疗专家衔命
向着九省通衢
逆行，白衣天使出征
向着武汉三镇
这是时间与生命的赛跑
这是人类与病魔的夺争

那些贪婪的人啊
你们为何要垂涎野味
连累人间失掉多少无辜生命
要记住：知敬畏的人生立世泰然
懂取舍的生命方得安宁
这是大自然给我们上的一课呀

愿一线抗疫英雄平安无恙
祝世间芸芸众生和睦顺通
人类总是在战胜灾难中挺起
社会也是在总结教训中前行
相信这冷冷清清的街巷
不久就会焕发出新的生机3

在灾难中前行在灾难中前行

命运交响曲命运交响曲

《妈妈，别走》 张玲丽/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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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
刚刚立春的郑州突然又飘起了一场小

雪。早上起床站在23楼的阳台，望着银装素
裹的城市，感受着这份独特的静谧与安宁。
远处隐隐约约传来铲雪的声音，一定是物业
人员在清理地面了。这段时间他们着实辛苦
了，每天不停地在小区各个角落消毒打扫，与
业主信息沟通、控制人车流动。

很多时候，我们都习惯于更加关注自己
认为重要的人和事，对于他们的付出已经习
以为常，甚或视而不见，而往往是这些被我
们忽略的普通人，在非常时期选择了勇敢与
坚守。

这个寂静的春天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沉
思与感动，也给了我们足够的空间独处与回
望。居家的生活远离了各种干扰，有机会让
我们可以距离自己的内心更近，让我们感受
特殊时期的这个世界依旧温暖与善良。

看到有位农民不会用导航，几经周折骑
行电动三轮 40公里给抗疫一线送菜，他说：

“这是最新鲜的！我只有这么多了。”其实，武
汉“封”城后，这些本地的蔬菜可以卖得很
好。那一刻，叫同频共振。

看到满载支援武汉医护人员的包机在降
落前，乘务长开始广播：“我们的飞机就要开

始下降了。今天，你们不仅是天使，也是英
雄，辛苦了！”最后，传来的是乘务长哽咽的声
音：“待你们完成任务，我们接你们回家！”那
一刻，叫生死与共。

看到南京的检查站，一位男士从车上搬
箱子给民警：“拿点东西给你们！我从土耳其
背回来的。”民警接过东西看到是一大箱口
罩，赶紧问：“您贵姓？”男人回答：“免贵，是中
国人就行了！”那一刻，叫同舟共济。

看到两位已经五天没有见过面的医务人
员夫妻，穿着厚厚的隔离服碰巧在医院走廊
见面，俩人简单拥抱、互相鼓劲，然后擦肩而
过，各自忙碌。那一刻，也许就是大爱无言。

小时候为了证明自己坚强与勇敢，从不
肯轻易落泪。可每看到那么多可爱的人逆行
而上、义无反顾，眼泪瞬间都会奔涌而出。

心，是需要被滋养的；爱，是需要被传递
的；人，是需要被感召的。寂静的春天里的我
们，总想将最好的体悟与彼此分享。

“居”而不“惧”，感悟生命智慧。静能生
慧，居家的日子多了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家庭的幸福与温暖，在阅
读、思考与写作中感悟生命的智慧，保持平静
而积极的心态，驱走焦虑、恐惧与不安。所有
的发生都是提醒，所有的经历都是成长。尊

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规律，万物一体。这
个世界与你我每个人都有关，万事万物之间
都有内在必然的联系，很多时候是共生关系，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今后的日子里，要更加
热爱自然、关爱生命、保护环境，为我们的世
界增添更多美好。

“爱”而不“碍”，改善生活品质。居家的
日子多了与亲人在时间与空间层面更紧密的
相处，这无疑是一次较长时间爱的陪伴，也是
一处特殊的成长课堂。老子说：“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每个人都有
自身的成长轨迹与节奏，都有自身的特质与
秉性，在家庭关系中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分
清楚精神的疆界，尊重各自独立空间。珍惜
婆媳、翁婿、夫妻、父子、母女之间的缘分，让
这种特殊的经历成为提升家庭生活品质的机
会，让浓浓的亲情与精神的提升，在无形之中
化入居家生活。

“筹”而不“愁”，变换生产方式。足不出
户的日子打乱了不少人的工作计划，改变了
不少人的原定行程。这无疑是我们需要集体
面对的一次“急刹车”，同时也是在考验每个
人的应急转化能力，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变
不利因素为有力支撑。居家的日子不要过分
抱怨与指责，应让自己尽快从无聊、愁思、忧

虑的情绪中走出来，保持高度自律与勤勉，加
强对工作、生活、学习的统筹安排与调整以及
对未来工作的规划。隔离不隔心，停足不停
工。有多少人此时此刻在一线以生命在抢救
生命，我们在后方更要保持定力，尽好责、站
好岗，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闲”而不“陷”，建构生态思维。“浮生偷
得半日闲”似乎一直是忙碌的都市人追求的
理想状态，可一连多日都很“闲”的生活有可
能让人不知所措。智能时代各种资讯甚至谣
言在飞快传播，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往往让人
深陷海量、芜杂的信息之中，心情起起伏伏，
我们应该保持理智、清醒与平和。否极泰来，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会有一定的规律与走
势，要积极训练建构更加生态化的思维模式，
培养强大内心定力，不急不躁，明辨是非，积
极向上，心存光明。

写下这段文字，起身远眺窗外，雪早已停
了。严冬已经过去，很快就会阳光明媚。

此刻，楼上有孩子在叮叮咚咚练琴，仔细
听，那是一曲《黄河颂》。3

□刘笑伟

我准备把一点一滴的阳光
捧在手心里，都珍藏起来
我准备把山林间最清新的空气
一点点收集，放在一个密闭的罐中
我准备把吃到的美食
做一个备份，留住它们的芳香
我准备珍藏一张洁白温暖的
手帕，宛若春日蓝天上行走的云

他们日夜奋战在医院的房间里
我要把阳光留给这些人
他们带着厚厚的面罩，穿着密不透风的
防护服，我要把甘甜的空气
送到他们的唇边，迎接这些人凯旋
用美食代替盒饭，用白云擦去他们脸上
层层叠叠的汗滴和印痕

从今天起，我坐在春天的花朵中
每天凝望着他们：火神山里没有神
只有天使，用翅膀为我们挡住人间的风雨3

□赵炜

这几日，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不时在我心里回响
那是生命的呼喊
更是不向命运屈服的宣言
你听，交响曲正在进行……

我不是白衣战士
不能冲锋前线
我只能隔窗望月
祈福人间平安
此时此刻
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一遍一遍在我的心头激荡
这坚强不屈的乐章
鼓胀勇猛的斗志
彰显生命的光芒

生命至上
一切的责任与担当
都是为了生命之花的绽放
团结奋进的利剑
扼住疫毒的咽喉
生命终将强大强壮

在华夏大地上
囚禁疫毒的必然是中国力量
千千万万首交响曲的合奏
必然点亮前行的方向
期盼春天的太阳
放射绚烂的光辉
照亮英雄的凯旋
那胜利的鸣响
传遍中国的每一个地方3

珍藏珍藏

2020年 2月 14日上午，一束火红的玫瑰
惊艳了隔离病房，这束花是医护人员沈静的
爱人送来的。拿到花时，久违的花香和温暖
让沈静沉浸在幸福时光里，这时，一声“白衣
天使，你最美”传过来，是一旁的后勤人员喊
的，沈静的眼圈顿时一热。

沈静是周口市淮阳区人民医院感染性
疾病科的护士长，自年前疫情防控返岗，20
多天没回家了。手中的鲜花，让她回想起 1
月 22 日那个下午，单位两天前通知春节七
天假，轮流值班，沈静安排好科室的工作，兴
致勃勃地采购年货，忙碌间，一个电话传来：
因新型冠状病毒传染肺炎疫情来袭，取消春
节假，大家都在岗在位，手机 24小时保持畅
通。这个突兀而至的消息让她的心一下子
提了上来，凭着以往的经验，她觉得情况危
急，便暗下决心，自己是名党员，一定要冲锋
在前。

“党员要有党员的样子，一定要给大家做
出榜样”，这是沈静的妈妈，有59年党龄的老
党员常说的一句话。

1月 22日，沈静所在的感染性疾病科启
动为隔离病区，成了淮阳战“疫”的第一线。
沈静的首要任务是对上岗的医护人员做好自
身防护和消毒隔离的培训。此后，她每天门
诊、病区两边跑，来来回回要走2万多步。

第一梯队上岗时 14 人，有主任，护士
长，4名医生，8名护士。8名护士中，一半是
原来感染科的，一半是写了请战书过来的。
护士高超伟，本打算要去部队陪伴爱人过年
的，接到通知，她立马退了机票，回到岗位。
护士韩晓杰，她的儿子才一岁多，因把热水
瓶碰翻了，开水洒到孩子脖子上，造成了严
重的烫伤，她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后就再没
有回去。

1月 23日，一个发热门诊排起了长队，看
到这个情况，院领导立即让增加三个发热门
诊，减少患者排队时间，护理部又调来三名护
士增援，当天大家都写了请战书，按了手印，

发誓：“疫情不退，我们不回。”
尽管请战时已做好心理准备，但身临一

线，年轻的护士们才知道她们面临的困难远
超乎想象。所有参战人员要连续工作14天，
只能通过视频和电话与外界联系。因为面对
的是隔离病人，每时每刻都有被感染的危险，
患者不能有家人陪护，她们要轮换着为病人
吸痰、测量血压、上心电监护、测血氧饱和度、
做动脉血气分析等，还要一天三次给病人送
饭，做心理沟通。

为了安全，她们每天要穿上盔甲似的防
护服，一头扎进病房，8个小时里不能吃饭,
不能喝水,不能上卫生间,每次都闷得浑身湿
透，直到脱下防护服，才感到精疲力竭。

苗华杰是科里最年轻的护士，还没结
婚。平时在家爸妈都很宠她，危险的事从不
让她做，此次参战，她感受最深。隔离病房一
共三层，刚开始，通道的廊灯不太亮，护目镜
也容易起雾，晚上去楼上都要摸黑，苗华杰一
个人上去时，就感觉那段通道好长好长，心里
很害怕，但是她知道病人在等她，眼前这点黑
算什么呢，这样想着，她就慢慢地挺过来了。
每天回到住室，苗华杰会对着被防护面罩压
下的一道道印痕说，我的鼻梁会不会压扁？
我会不会变得很丑？同事笑着打趣：“现在
丑，以后一定还会变漂亮的。”韩晓杰在与孩
子视频时哽咽着说：“孩子，妈妈对不起你，但
是妈妈爱你。现在有很多病人需要妈妈，等
疫情过去，妈妈就回来看你。”她的父母也会
每天按时给她发来短信：“孩子的伤已结痂，
放心。一定要安心工作，照顾好病人，保护好
自己……”

2月 9日，第一梯队即将换岗。沈静想，
如今是非常时期，自己对目前隔离区的工作
流程很熟悉，带领大家工作起来更顺畅，她便
毅然再次写了请战书：“战‘疫’正处于关键时
期，作为一名党员，我强烈要求继续留在隔离
病房工作。”沈静的爱人是个教育工作者，很
支持她的工作，说“不要太马虎了，要注意防

护，疫情过去，我送你 99朵玫瑰花”。这不，
因为沈静的二次请战坚守，火红的玫瑰提前
到了，沈静又激情满满地重返岗位。而家中
正攻读临床医学专业硕士学位的女儿，对妈
妈的选择更是充满自豪。是家人的强大支

持，让沈静和她的“战友”每天能安然入眠，继
续迎接新的战斗……

“疫情不退，我们不回！”她们是女儿，是
妻子，是母亲，更是患者的守护者，是勇敢的
战士，她们是当之无愧的“白衣天使”。3

□清风

昨日阴霾西去，今朝轻雾蒙蒙。江城心
系待天明。病魔得稳控，霞绮映长空。

部署一声令下，神州南北齐应。军民携
手显真情。平安不是梦，处处见春风。3

临江仙临江仙··
雨水有感雨水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