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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根胜

一

农历庚子年正月十一，立春。
早上七点，晨曦初露，郏县冢头镇北街纪氏台

文化广场一片寂静。少顷，一辆挂着“抗击冠状病
毒宣传车”横幅的老年代步车自东向西缓缓驶来，
加装在车头上的小喇叭里播着：“新冠病毒，来势汹
汹；确诊病例，不断发生；中央下令，决战疫情……”

开车的人叫姚留记，北街村党支部委员，村卫
生所医生。

姚留记把代步车停在村委大门前与纪氏台文
化广场之间的空地上。下车先走到村委门口，又回
转身，朝村卫生所方向看了看……

自从 18岁到村卫生所工作以来的 50年间，他
每天的固定行程就是从家到卫生所。当时卫生所
在老大街上，离他家所在的姚王庄自然村有二三里
远。每天吃过早饭走到卫生所，临街的店铺都还没
开门，他已开始打扫卫生，整理内务，这一整就是十
几年。后来，村卫生所解散，他就在自己的家里开
起了诊所。屋小地方窄，落后的设施和逼仄的场
所让他始终有一种愧疚感，但乡亲们对他信任有
加，大病小病都找他，随喊随到，轻了把脉问诊用
药医治，重了送往乡医院、县医院，亲自送，陪着
去。数年前，村里建起了卫生所，他当上了所长。

“先进卫生工作者”“优秀乡村医生”“家庭医生服
务之星”“最美道德模范”……各种荣誉纷至沓来，
但他总觉得自己与医者仁心的境界还有差距，还
需努力。

三年前，他退休了，又被镇卫生院返聘，继续在
村诊所当村医。他很高兴，他愿意为乡亲们服务一
辈子，这是他的初心，更是他的理想。

二

“举国上下，全民皆兵；政府号召，积极响
应……”

姚留记开车离开纪氏台文化广场，向东边汉武
大道前行 300米进入黄阜大道，向南是他的家，再
往南是镇政府。加油加速，三个左转弯，代步车驶
入冢头镇老街。

冢头镇因地处汉文帝之母薄姬冢下而得名。
老街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明清以降，这里店铺林
立、商贾熙攘，享有“日进斗金”的“小上海”美誉，目
前是国务院公布的中州名镇之一。从上世纪80年
代起，这里就有发往浙江柯桥、义乌、武汉汉正街的
长途客车。人口流动大，外来人员多，情况比较复
杂。而蓝河桥以东的大小商户五六百家绝大部分
都在北街的管辖范围之内。

农历腊月二十七下午，村两委开会专题研究新
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百年不遇的疫情，责任
重如泰山。虽然大家都表了决心，曾经参与过当年

“非典”防治的姚留记仍不大放心，当即就有些急。
平时轻声慢语的村医这时突然提高了嗓门：“这是
一场硬仗，必须给群众宣传到位，话说清楚……”

包村干部李俊超了解姚留记的为人，更理解他
作为一名乡村医生的职责和担当。当即表示：老
姚，你人缘好、业务熟。你就负责宣传和摸排工作，
按要求上报疫情。

从那一刻起他就坐不住了。要知道，冢头地处
郏、禹、襄三县交界处，是方圆几十里的商业中心，
临近春节买年货的人成群结队。北街村 9条干道，
12条长短胡同，797户人家，3100多口人。马上过
春节，要阻止人员聚集，让全村人不外出、不聚会，
谈何容易！

当天晚上，老伴问他是不是明天一块去买一件
棉袄，大儿子民强问他今年除夕团圆饭是在家里吃
还是预订餐厅在外面吃……一家人正要说过年的
事，他却沉默不答。专注地看着《关于做好〈致全县
武汉返郏来郏人员告知书〉送达随访工作的通知》，
然后一脸沉重地说：“今年这疫情可不得了，我得全
力以赴。”

“全力以赴”从农历腊月二十八开始。
姚留记有一台开了三年多的老年代步车，以前

搞宣传加装了一个小喇叭。那天上午他就制作了
一条横幅，俨然把代步车变成了防疫宣传车。就是
这台破车，村里落实秸秆禁烧，他开着它来回宣传；
春节禁放烟花爆竹，他又开着它满村吆喝；平时，村
里年岁大的老人、卧床不起的病人，定期测血压、血
糖，都靠它接送。村里登记在册的240多名慢性病
患者，不少人都坐过这台车。没想到，此时遭遇严
重的疫情，这破车又派上了大用场。

农历正月十一早上，姚留记又开着这台车把
他熟悉的每条路每个胡同全走了一遍，把他录制
的顺口溜和指挥部的三个防疫命令放过两遍。日
上东岗，时近九点。到家时，老伴爱琴先把他早上
爱喝的豆浆端过来，又把两只碗扣着的菜摆上，边
盛饭边说：早上我给星辰炕了俩油馍，你吃过饭给
他捎过去吧。姚留记一边吃饭一边点头，“中、
中”。

星辰是姚留记的大孙女，三年前大学毕业后到
浙江工作，去年春节因值班没有赶回来过年，今年
回来最操心的就是一大家子的团圆饭和大年初一
的全家福。

遗憾的是疫情走到了春节前面。除夕夜，老伴
和两个媳妇做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酒瓶打开，菜
肴端上，一家老少九口直等他到 9点多进家。团圆
的祥和气氛被等待的时光冲淡了。饭菜有点凉，央
视春晚已开场，年夜饭草草收盘。要离开饭桌时大
孙女星辰笑着说：爷爷，明天中午全家团圆，得拍张
全家福，别忘了。

大年初一劝阻全村人不出门、不聚会是破天荒
的大事、难事。生活中的一切安排必须为完成这件
难事让路。姚留记一改坚持了 40多年的“跑步迎
春”习惯，大年初一天一亮就开车出去宣传。宣传
到位，就是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才能及时响

应！姚留记觉得任重如山，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那天中午，他一点多才回到家。大人小孩瞪着

眼在等候。宝贝孙女有眼色，立马救场：爷爷，快吃
饭吧，吃完饭咱照个相！他果断地说：不照了，等疫
情过了再照。

门外的小喇叭在一遍一遍地播放着“顺口溜”：
“勤洗手，常通风；闲来无事，打扫卫生；科学应对，
不当逃兵……”顺口溜是北街居民防疫的“动员
令”，对姚留记则像“冲锋号”。丢下饭碗，他驾车来
到老镇的小十字街，在街北边 100米处车停下了。
从武汉回来的大学生高旭东的家就在附近。

腊月二十九，县联控办发出《致全县武汉返郏
来郏人员告知书》，姚留记与村秘书邵应贵简单一
合计，全村 28 名在校大学生，在武汉的只有高旭
东。北街村的经济繁荣主要是商贸经营，外出务
工的人并不多，去武汉打工的更少。村里人员在
外面的情况如电脑文档，清晰地记在姚留记脑子
里。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读医学专业的高
旭东对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了然于心。他明确表
态：听政府的话，按要求隔离。填了表，嘘了寒，老
姚并没有立马走。

佼佼少年，谦谦学子，突然“居家隔离 14天”，
“不准走亲访友、不与外人接触”，他担心高家人不
理解，特意多停了一会儿，专门跟高旭东的家人又
介绍了当下的疫情危机和一些具体的要求等。最
后交代一句话：早晚有事喊我！

随后，他又开始与其他几个重点随访对象沟通。
张俊芳从信阳返郏后，突发风寒，咳嗽、打喷

嚏，体温偏高。姚留记得知后可慌了一阵子。立即
把人送到县医院检查观察，很快排除了，但必须再
隔离 14 天。前一天电话随访时，张俊芳急得直
哭。百般劝慰，细心安抚：还有两天，坚持就是胜
利。正月十一这天，怕张俊芳坚持不了，他又特意
到她家门前隔壁喊话：风雨过后，定见彩虹。听见
张俊芳说“伯，俺听您的！再隔离一天”，他才放心
离开。

三

冢头北街紧邻的郑（州）南（阳）西线（也称
S231），出禹州进入郏县斜穿冢头而过。公路在北
街区域内形成了一公里多的马路经济带，两三层小
楼一幢接一幢，汽修门市、批发门市、生活超市、生
产物资门市一个接一个。经营者有北街人也有附
近的群众，区域面大，人员庞杂。封门闭户、宅人限
路，姚留记在这里费劲最大。那天上午 10点多以
后他开着代步车再次来到这里。

自防疫宣传开始，姚留记像乐团里有经验、有
魄力的指挥，手动乐起，掌按鼓止。如果真有三两
个人围堆说话，车没走到人早就散了。大路两边户
主们没看见人，听见喇叭响，就停手驻足，平心静气
专门听听老姚今天有啥“新闻”，有啥特殊“交待”，
有啥新的“语录”。

人在家宅的时间长了，“顺口溜”就又有了新内
容：“车辆封存，强开丢人；聚众打牌，麻烦自来；扎
堆聊天，容易传染。”

最难控制的街区，成了镇党委、镇政府最放心
的地方。

老姚来到北街村卡点时，已是11点多。
卡点设在省道 231线与柏堂路交叉处北街村

方向的路口。南行 300米是姚留记的家，800米即
为镇政府。这里平时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煞是热
闹。此处设卡可谓控制中枢，恰到好处。

大年初二夜间卡点开始值守，至正月十一上
午，运行近 9天。冢头镇党委书记鲁延锋说：从这
个卡点经过最多，值守时间最长的就是他姚家父
子。

姚留记的大儿子姚民强，是由镇卫生院统派到
附近秦楼村的村医。县指挥部一号令下达后，老姚
一早就催儿子回村摸底。秦楼是个几百口人的小
村，情况相对简单。老姚生怕年轻人思想麻痹，每天
晚上都会打一次电话问民强：啥样？有没有情况？

疫情当前，党员率先。北街村有党员 85名，大
家纷纷报名参加卡点值守，党支部决定 65岁以上
的不值班。老姚已经68岁了，但他是支部委员，不
光值班，还得带班。关键他又是村医，他对疫情防
控工作太上心，每天不到卡点看看，心里好像少了
点啥。到了以后为过往人员测体温、做记录，让宣
传车停在路口把顺口溜和播报的内容重复一遍又
一遍。

正月十一这天，姚留记11点多回到家，特意给
老伴说，想吃手擀面条。他看看还有点时间，开车
又去到卡点。在卡点停了半个小时，给过往的人量
过体温，密切监控疫情。

再回到家后，老伴已把面条盛到碗里。他好像
心神不定，坐也没坐。好像有什么话想说却什么也
没说。端起面条站着吃了一半，又放下碗，向院里
看了一眼。往日出门要给老伴说一句“我去诊所
了”“我去卡点了”，这天什么也没有说，就开上喇叭
还在响着的代步车走了。

在卡点值班的有老支书李国定、村党支部委员
朱鸿彬。看见他，开玩笑：“这么快呀，咋吃哩！”他
喃喃自语：“就这也晚了……”

最终还是怕晚！此时为中午12点 40分。
把代步车靠在临时帐篷对面停下。广播继续，

值守开始。从南面过来一台越野车，车上两个人，
按程序测体温，做记录，提要求……又一辆三轮车，
姚留记走上前伸出体温计给驾车人测体温，然后收
回手顺势坐下，说了一句：可不得劲儿！一下子就
歪在椅子上。

13点 9分，姚留记的心脏停止跳动。
农历正月十一，这天立春。仁心仁术、为民服

务 50 年的村医累倒在他须臾不愿离开的防疫岗
位上。代步车上的小喇叭还在播放着他那嘹亮的
声音：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场战役，人民必赢。
感谢中央，决策英明，风雨过后，定见彩虹。”3

村医姚留记村医姚留记
的最后时光的最后时光

□雒应良

农历正月初九，朋友张国晓通过微信发过来一组
“疫情防控·漫画豫军在行动”的漫画作品，顿然使我眼
前一亮。我忙不迭地翻阅，清新，生动，大场面，大格
局，在这个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无疑让人振奋，给人
勇气和信心。

原来，身为河南漫画家协会主席，张国晓和其他
漫画家在春节期间一直没有休息，创作了千余幅疫情
防控漫画作品。

一幅幅漫画展现了一个个难忘的场景，既有白衣
战士义无反顾、慷慨赴战的英雄壮举，也有全国人民
和衷共济牵手相助的感人瞬间。同时，对一些不和谐
现象也予以鞭挞，世态万象，褒贬兼有，爱恨交织，令
人目不暇接而又心绪难平。

瞩目一幅《阻击战》画面，以医务工作者组成的抗
疫队伍手持疫情防控盾牌浩浩荡荡向新冠肺炎病毒开
进，显示了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为了谁》画面上，医
务工作者正伸出重拳，击碎负隅顽抗的新冠病毒，而身
后小姑娘的一句话让人落泪：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
道你是为了谁！生动地展示了医务工作者无私的奉献
精神；《断发出征》的漫画源于几名援鄂医疗队年轻女
护士的生活素材，看后平添几分悲壮与豪迈；《众人拾
柴火焰高》的画面上，熊熊火焰正将新冠肺炎病毒烧成
灰烬，显示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合力；而《昨日
进口，今日封口》《一起去》《“蝠”祸相依》等画作，则讽
刺鞭挞了一些饕餮之徒食用野生动物导致病毒感染、
害人害己的丑恶现象……一时间，众多媒体纷纷采用、
转载，漫画战“疫”在中原风生水起。

“又有新的作品形式问世啦！这次是和武汉漫画
研究会联手举办的‘鄂豫一家亲，出彩漫画人’抗疫漫
画网络联展。”当我还在漫画中徜徉之时，张国晓在电
话里又兴奋地告诉我新消息。连日来，鄂豫两省互帮
互助、共抗疫情，组织动员两省漫画家以笔为枪，创作
了一大批温暖人心、鼓舞斗志的漫画作品，用漫画凝聚
抗击疫情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些作品暖人心、聚民意，
宣传预防知识、防控政策，宣传凡人善举、互助友爱的
感人故事。这场阻击战中涌现出来的很多人和事，令
画家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动，为阳光的恩泽而感动，为英
雄的义举而感动！因为感动，他们用心去表达这个英
雄民族的精神，去体验这个文明社会的温度，去触摸这
个伟大时代的脉搏。

接着，河南省漫画家协会动员漫画家们再出发，联
手河南小樱桃动漫集团以“打赢疫情防控战”为主题，
创作了又一批作品。一幅由各种疫情防控元素铸成的
铁拳出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漫画昭示着一个共同的心
愿：同心协力，英勇奋斗，共克时艰！

张国晓感动地介绍，这次在春节期间承担创作任
务的既有德高望重的资深老漫画家，也有享誉全国的
中青年漫画家。卫辉市城郊乡唐岗完全小学的美术教
师徐曙光和他的15名小学生，也加入了创作队伍。他
们用画笔作武器，积极投身这场阻击战。

徐曙光在微信群发声呼吁：同学们，开动你们的大
脑，拿起你们的画笔，用我们的作品来鼓舞士气，动起来
吧！因为疫情原因，没法到现场指导，徐曙光就通过家
长微信群进行辅导；有些学生被困在农村老家，手边没
有纸、没有彩笔，只能绘制简单的铅笔手稿，徐曙光就根
据同学们的描述在电脑上帮他们着色。往往一幅作品
从指导立意到拿出初稿再到修改润色完成，要经过好几
天的反复沟通。“他们是战‘疫’队伍中的小战士！”

我的目光定格在一幅《黄鹤一去又复返，急送口罩
分忧愁》的漫画作品上：黄鹤楼上，白云依然悠悠，黄鹤
纷纷飞回，嘴衔口罩涌向楼宇，汇集江城，那是全国人
民的守望守护！3

一个，在北方奔流
一个，在南国奔流
都是来自高原啊
今天，黄河与长江握手

有人说
黄河与长江是祖国母亲脸颊上的
两行热泪
流淌时光，也记录苦难
有人说，
黄河与长江是卧在华夏大地上的
两条巨龙
穿越弯道，飞舞九天
还有人说，
她们，都是一个民族的摇篮
听见了第一声婴儿的啼哭
也见证了青春逐日的强悍

这一次，黄河与长江紧紧握手
是疫魔突来母亲伤感的泪水在交汇涌流
这一次，河南与湖北紧紧拥抱
你是厚重的中原，我是本真的荆楚
这一次，诵者与诗人手挽手心连心肩并肩
都是为了让狂魔遁形
都是为了让鬼魅俯首

今天，你的万里长江第一桥仍是雄姿英发
今天，我的万里黄河第一坝还是中流砥柱
今天，你在郑州记得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今天，我在武汉遥想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这一刻，分什么南阳襄阳
都是一道青山
两边同一样的乡愁
这一刻，分什么河南湖北

都是一轮明月
映照在我们的胸口
这一刻，分什么北方南方
都是炎黄血脉啊
在我们的胸膛汹涌奔流

冬去春又来
黄河与长江两条巨龙紧紧握手
冬去春又来
湖北与河南两个邻居互致问候
冬去春又来
樱花与牡丹次第绽放在枝头
冬去春又来
诗人爱得如此深沉，诵者倾情放开歌喉
冬去春又来
越过山川，穿过激流
今天，我们共同为武汉加油
今天，黄河与长江紧紧握手3

□高治军

这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敌人就是病毒

责任重于泰山

14亿人都是战士

960万平方公里都是战场

从长江两岸，到岭南塞北

从大河上下，到东海西域

从座座城市，到个个社区

从条条道路，到家家户户

从田间地头，到村庄乡里

到处飘扬着抗疫的战旗

蜗居在家，也是冲锋的战士

口罩，成了别样的景致

奔向疫区的白衣天使

展现着逆行者的壮举

集结武汉的子弟兵

给人民信心和勇气

还有钟南山、李兰娟们

有他们同在

就平添了抗疫的豪情

万众一心抗瘟疫

人民力量威无敌

我们在浴火中重生

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

正在华夏的天空升腾

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正在希望中萌生3

抗疫组歌抗疫组歌
□清风

鲜花献英雄 张毅敏/绘

在希望中萌生在希望中萌生

坚强领导

江城武汉起硝烟，

举国全民齐动员。

运筹帷幄精施策，

靠前指挥令如山。

以上率下同舟济，

身体力行一马先。

沧海横流显本色，

党旗飘扬定胜天。

白衣战士

新年佳节本团圆，

最美逆行冲在前。

义无反顾舍秀发，

安危度外遮容颜。

救死扶伤除疫病，

妙手回春解倒悬。

待到山花烂漫日，

杏林天使迎凯旋。

人民子弟兵

闻令而动勇向前，

听党指挥磐石坚。

砺剑报国打硬仗，

斩妖驱魔斗凶顽。

魑魅魍魉无所惧，

风霜雪雨只等闲。

长缨高擎忠诚在，

红色江山万代传。

群防群控

人民战争靠人民，

万众齐心除万难。

逐户排查不漏过，

自我隔离保平安。

乡村社区严看守，

家院门洞把好关。

铜墙铁壁基层建，

不破楼兰终不还。

各界支援

一地有难不孤单，

八方鼎力来驰援。

医疗器械紧急运，

防护装备未歇鞍。

捐钱帮物见情义，

送药济蔬积善缘。

守望相助真大爱，

雄歌新曲壮河山。3

黄河与长江的握手黄河与长江的握手
□简锋

漫画战漫画战““疫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