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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洋

2020 年 2月 25 日，早上 7点。郑州市农
业南路东瑞园社区北大门。

天还没亮透，四周有些昏暗。小区保安白
世丞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他坐在自动门内
侧用隔离带围着的长桌前。桌上，是一本“外
来人员登记册”和一支黑色签字笔。桌子的外
面，是用一排黄色塑料椎和尼龙条隔离出来的
通道，通道每隔一米就有一道黄黑相间的横
线，那是排队进出者的间隔标识。

此刻，自动铁门内的小区和门外的街道一
样冷清、安静。白世丞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
清冷和状态，他穿着好几层衣服，最外面罩着
黑色绒领大衣，壮硕的身子坐在塑料凳上显得
有些局促。他翻看着浅红色纸张装订成的登
记册，偶尔会拿出手机查看一番。

这已经是他连续值守的第32天。若在一个
多月前，此时的小区内外应该已是人来车往，空
地上大妈们的广场舞也会跳得正欢。但这场突
发的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白世丞
的生活。

白世丞今年24岁，平顶山市郏县人，是这
个小区保安中的一员，他还是班长。

“我是去年 7月份开始当保安的。”淡蓝色
的口罩紧绷在宽大的脸上，让他的方言听起来
不太清晰。这个90后青年在保安队里是最年
轻的，和他一起值班的一般都是“大爷”辈的，
所以由眼明手快的他负责外来人员登记核查
的工作。“2月 10日之前外来人员很多，那时候
两天就要登记满厚厚一本。”

7点半光景，天色大亮，太阳从小区东侧学
校的教学楼楼顶上冒出来，红彤彤的。白世丞
拿起脚边的一把喷壶开始打气，然后往大门内
的地上喷洒消毒液。此刻，大门口推着电动车
要去上班或拎着袋子出门买菜的人多了起来，
在用隔离带围成的排队区接受例行检查。他们
需要先扫描二维码，待显示成功后将上面的信
息展示给两名站岗的保安。其中一个保安会举
起一把测温枪对准居民的手腕测温，若温度在
正常范围内，方可放行。据了解，这个二维码是
2月10日开始使用的。一个骑单车上班的小区
居民抱怨说，测量温度十分重要，但别的小区保
安把测温枪对准人的脑门，让人感觉不舒服。

8点 40分左右，有人被保安拒绝：“截图不
行！重新扫描！”一个着急出门的男子为了节省
扫码的时间，将之前的扫码结果截了图，却被细
心的保安发现了。这个戴黑色口罩的男子对自
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不住地点头，有些局促地重
新扫了二维码，匆匆而去。

“我们的检查很严格！”白世丞说，“现在一
天进出小区的有二三百人，必须严格审查。不
然，发生疫情，前功尽弃！”他说，一些老年人不
会使用手机扫码，需要帮他们操作，小区也给没
有手机的居民发了登记卡，用来代替扫码。

上午 11点，阳光灿烂。天蓝，风弱，暖融
融。小区篮球场边的柳树已嫩叶萌发，不远处

的几棵红叶李树的枝头，挂满了玫红的花蕾，有
鸟儿站在旁边的健身器材上鸣唱。小区的路
上、草坪旁，开始有人活动，人们都戴着口罩，蓝
的、白的、黑的、粉的，这些各色各样的口罩，与绿
树、花蕾和鸟儿一道，构成了这个春天的风景。

中午时分，正是快递派送的时候。快递小哥
在离白世丞不远的地方，隔着铁栏将快递交给取
件人，双方对视，核对，配合默契，一切都在静悄
悄中完成。这时候，也是保安队的午饭时间。他
们分批去食堂吃饭，作为班长，白世丞最后一个
离开。他说：“让年纪大的同事先吃，我年轻，晚
点吃。”他介绍说，保安队一日三餐时间分别在早
上6点、中午11点半和晚上6点，他自己一般不
吃早饭。“累的时候晚上八九点就睡了。”他说，

“早上多睡十几分钟，一整天的状态都会好！”
“我从大年初一就开始值班了。”白世丞

说，过年时正好赶上疫情，值班任务重，想着自
己接触的人多，回郏县老家也不安全，就选择
留守。他说，他的父母都还比较年轻，自己也
没结婚，留下来也是应该的。

午后，小区又寂静下来。白世丞解开了棉
衣，说穿这么多是怕感冒。“感冒发烧了可不得
了，麻烦太大！”他介绍说，小区保安的宿舍是
在一栋楼的地下室，五六个人一间，并不冷。
就是地下室不通水，平时洗漱如厕不太方便。
白世丞平时洗澡都去外面的公共澡堂，疫情突
发，所有澡堂都关门了，这让他从 1月 21日至
今一个多月都没有真正洗过澡。2个月没有假
日、1个月无法洗澡、每天连续 12个小时在岗
工作，这对白世丞是个考验。他说，抱怨肯定
是有的，干不下去也可以辞职，但是保安队没
有人离开。“关键时刻，你不顶上去让谁来顶？
想想那些在隔离病房坚守的医生护士，咱这点
困难不值一提！”他说，单位领导很关心他们的
生活，想方设法改善他们的伙食，给他们买最
好的防护口罩，这让他们很温暖。“非常时期，
需要坚守，也需要坚强。”他说。

下午 6点多，天色渐暗。下班回家的人们
在大门外排起了队，依次扫码，接受体温检测，
然后进小区。许多人手里提了一袋袋顺路买
的果蔬食品，神情略显疲惫，但依然目光沉
静。一切井然有序。

人们沉默着，在沉默中等待着，等待摘掉
口罩呼吸新鲜空气的那一天。他们相信，这一
天不远了。

晚 7点，小区内外已是万家灯火，白世丞
一天的工作接近尾声。但他好像并不急着交
班，依然稳稳地坐在塑料凳上，仔细检查核实
着进入小区的人员。直到 7点一刻，他才和夜
班人员交接完毕。回宿舍的路上，他说：“说不
担心家人那是假话。”他的奶奶年前来郑州做
手术，过年也没能见到奶奶。他说，疫情结束
后，他要回家看看老人。

暮色中与白世丞挥别。一直没机会看他
长什么模样，但我知道这并不重要。非常时
期，战“疫”关口，每个中国人的心都是相通
的。8

□崔洁 黄海涛

苏轼一生与杭州有着不解之缘，曾
先 后 两 次 在 这 里 任 职 。 熙 宁 四 年
（1071），苏轼出任杭州通判；18年后，
他再度赴任杭州知州。当时，杭州大
旱，农业歉收，饥荒与瘟疫并行，城里的
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求医问药的穷苦百
姓。灾情十分严重，可有的商铺药铺却
囤积居奇，大发瘟疫财。

苏轼多次上书朝廷请求减免供
米，减轻百姓疾苦，还采取措施控制米
价，缓解经济上的困顿局面。

苏轼仔细观察当时的疫情，发现
百姓感染瘟疫后，症状多为手脚冰凉、
腹痛腹泻、发热恶寒、肢节疼肿。针对
这种情形，苏轼拿出了一个名叫“圣散
子”的药方，配料价格便宜，大约一钱
就能买到一服药。然后，组织人在街
头架起大锅，大量熬煮加了药剂的粥，

派遣官吏带领郎中去治疗，不论男女
老少，各服一大碗，效果非常明显，救
活了很多人。

治瘟疫如此神奇的“圣散子”，是
苏轼谪居黄州时从老友巢谷那里得来
的秘方。据《东坡全集·圣散子叙》记
载，这方子所用药材便宜，却特别灵
验。病情严重的，连着喝上几剂，即汗
出气通、饮食增加，病就好了，即使是
没病的，服用一剂，也能健脾开胃、祛
病强身。

巢谷一生喜欢研究药方，这剂“圣
散子”他更是视为至宝，连亲生儿子也
不舍得传授。苏轼在黄州为官，恰逢
瘟疫，于是就向巢谷再三求方。最终，
巢谷应允了，但要他指江水发誓，绝不
外传。苏轼口头答应，心里却不以为
然，认为这样有效的方子应该公布于
世，解救更多的病人。

后来，苏轼在黄州途中被一场大雨
浇淋，回家后左臂肿痛，连碗都端不起
来。经朋友介绍，他去湖北蕲水麻桥，
找当地名医庞安时治好了他的病。在
相互接触中，苏轼欣赏庞安时的医术和
医德，就把圣散子药方传给了他，目的
是让方子继续传下去，也让巢谷的名字

“与此方同不朽也”。庞安时理解苏轼
的良苦用心，将药方记录在了自己的著
作《伤寒总病论》里，到了明朝嘉靖年
间，圣散子方又单独成书流传至今。

在苏轼的努力下，杭州的瘟疫最终
被控制。可这场战“疫”让苏轼认识到，

杭州是水路陆路交通要塞，人员流动频
繁，得瘟疫病死的人数通常比别的地方
多，所以要有定点防疫场所。于是，苏轼
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还带头捐出五
十两黄金，设立了治病坊，名为“安乐
坊”。

苏轼在杭州做了不少实事，“治瘟
疫、设病坊”仅是其中一部分。百姓感激
他的恩德，家家挂有东坡的画像，“饮食
必祝”，还为他建立了生祠，作为回报。

当时的两浙官府对苏轼“设病坊”
的做法也很赞赏，向朝廷上奏陈情，并
建议朝廷：如果医僧三年医治超过千人
的，赏赐在当时代表官服的“紫衣”；三
年满所医达到规定之数，不仅赐紫衣，
还赏赐可免地税及徭役的“祠部牒”。
朝廷接受了奏请。后来，安乐坊搬到西
湖边，改名为安济坊。

苏轼在杭州治瘟疫、设病坊的故
事广为流传。后来，当广州疫症流行、
死人无数时，广州太守王敏仲紧急向
苏轼去信求助，苏轼立即向王敏仲回
信献计：广州是商旅聚集的大商港，瘟
疫流行，商人旅客先病倒，会传染给市
民，这在杭州已有先例。因此，当务之
急是在广州设立一家医院，专门收治
染病的患者。

他还向王敏仲推荐合适的人才，并
抄下治疗瘴疫的药方，“用姜、葱、豉三
物，浓煮热呷”，请王敏仲在广州大加推
广，“无不效者”。王敏仲接受苏轼的建
议，广州的瘟疫很快得到了控制。8

□张海军 陈林道

“亲爱的同学们、家长朋友们，大
家早上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古诗
《绝句》……”早上 9时 10分，卢氏县
五里川镇中心小学教师付娜的网络
直播课，在学生和家长的问候声中又
开播了。

“老师，这句话原来是燕子妈妈
在房檐下筑巢的意思啊……”学生张
欣婷兴味盎然地与付娜互动了起来。

“付老师的网课讲得真好！让我
这个半文盲也长知识了！”和孩子一
起听课的家长张刘栓情不自禁地说。

“足不出户就可以重回课堂，孩
子学习不掉队，家长们也放心，这样
做也是抗击疫情的一种方式吧。”付
娜在自己的网络授课日记中这样写
道。

付娜是一名从教 20年的乡村教

师，也是全国“网红名师”，她曾获
“2019马云乡村教师奖”、全国“网红
校长”等诸多荣誉。原定的开学时间
到了，新冠肺炎疫情依旧严峻，致使
学校延迟开学，同为家长的付娜看在
眼里，急在心头。

那些天，她一直在思考：我能为
抗击疫情做些什么？想到自己 4年
前就是网络讲师，曾在网上面对全
国各地的师生上过很多公开课，何
不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重启直播课
程？通过几天的精心准备，结合自
己多年的网络教学经验，2 月 3 日，
她在卢氏县率先为自己的学生进行
网络授课。

因为准备充分，对学生的授课指
导耐心细致，付娜的网络直播课程效
果奇好。更令她惊奇的是，她教的班
里只有 37名学生，但当天网络课直
播画面上显示参与的人数就有近百

人之多。而且，一天之内的回放量
300多次。原来，其他班的学生及家
长也慕名而来观看直播了。

付娜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在
医院上班。在这个疫情形势严峻的
春节假期，他们夫妻二人比以往任何
一个假期都要忙碌。为了网络直播
时不惊醒熟睡的孩子，她每天很早就
悄悄起床，做饭、梳洗、打扮，以最美
的姿态面对学生，为他们提振精气
神。其间，除了日常授课，她还通过
直播、微信群等途径，向家长和学生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使“学生学起来、
家长动起来、疫情防起来”。

“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我想
用这种方法为抗击疫情出一份力。”
付娜说，在卢氏县开启“名校同步课
堂”之后，她已在探索新的直播内容，
以便在今后能随时通过网络帮助学
生答疑解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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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治瘟疫
历史深入

之三

1月 31日，郏县确诊 2例新冠肺
炎病例，全县疫情防控形势骤然严峻
起来。茨芭镇政府召开的疫情防控
会议刚一结束，刘银川就风风火火赶
到自己负责的 8个行政村落实防控
措施，检查重点人员隔离情况。

作为茨芭镇东南管理区区长，刘
银川的工作压力一直很大，深恐一不
留神出纰漏。各村的党员动员起来
没有？卡点人员到位情况如何？隔
离措施落实到位了没有？这些都是
她操心的事。

“每天得到各村跑两趟，不然不
放心。”刘银川说，“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做好村里人员的流动管控、疫情监
测和排查，重点是跟踪管理那些从疫
区返乡人员，避免他们感染村民。”

在每个执勤卡点，她都要不厌其
烦地要求值班人员严格程序，对到卡
点的群众讲清道理，做好宣传。在村
里走访时，只要看见有人在一起聚
集，她都要上前劝散。她说，宁可十
防九空，也不能有万一。

刘银川的丈夫张晓阳和她同在
茨芭镇工作，是镇联防队的负责人。
大年三十晚上，刘银川在会上布置的
镇内景区封闭任务，就落在了丈夫张
晓阳和他带领的联防队员身上。这里
有习俗，有人为了烧早香，常会在大年
三十夜里上山。接到任务，张晓阳和
几个联防队员连夜进山设置了岗点，
劝阻住了好几拨上山的游客和香客。
他们在岗点上一直坚持到第二天天
黑，不知不觉中大年初一就过去了。

正月初二，镇里又在镇区的几个
主要路口增设了卡点。作为联防队
队长，张晓阳既要分派队员到各岗点

值班，还要想方设法给他们安排后勤
保障。同时，还要和队员们一起值
勤，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正月初
四，镇里在疫区打工返乡的冯某，在
去南阳的途中被汝州当地的执法人
员拦截了下来。进退不得的他急得
眼泪都下来了，是张晓阳开车把他接
回来，让他进行自我隔离。

“别看我们是在同一个镇上班的
夫妻，经常一天也碰不上一次面。”刘
银川说，因为疫情，夫妻俩见面的次
数反倒多了起来。虽然每次见面都
是擦肩而过，可他们能读懂彼此关爱
鼓励的眼神。

“春节前我就和妻子计划着要和
家人一起好好聚聚。但直到今天，我
们仍在为工作忙碌着。把隔离措施
做得更好些，阻断疫情，俺两口这年
过得就很有意义。”刘银川说。8

（李世旭）

之一

夜已深，新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指挥中心依然灯火通明，电话铃音不
断，对讲机频频响起，指令声、应答声
此起彼伏。

“报告指挥中心，运送抗疫物资
的车队已安全顺利通过我辖区，保通
任务执行完毕。”“指挥中心收到，按
照预定方案撤回，请注意安全！”

“报告指挥中心，我们接到求助，
有辆车上拉有一名疑似新冠肺炎患
者急需救助，请求保通支援。”“指挥
中心收到，马上为你们开启应急通
道，请按指挥引导路线通行……”

又是一个紧张而忙碌的不眠之
夜，也是被同事戏称为“陀螺主任”的
王立志又一个极为普通的工作日。
这样的工作日，往往欠缺“下班”二
字。尤其是疫情暴发以来，他已经习
惯了这样的不眠之夜：数不清的各种
指令、预警信息及研判数据等要从这

里发出……
王立志的妻子谢丽华，是新乡市

中心医院的主治医师。医院被确定
为首批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救治医院
后，她毫不犹豫写下请战书：随时准
备着，奔赴武汉抗疫一线。

气势汹汹的疫情拉响红色警报，
这个警医之家也面临着不同寻常的
考验。

今年是王立志到指挥中心工作
的第三个年头，也是他除夕夜坚守岗
位的第三年。此时，他已连续 40个
小时没离开指挥中心。

这个特殊的除夕夜，也是谢丽
华难忘的。从医 19年，她从没有在
家里度过一个完整的除夕。大年初
一凌晨，她和王立志忙里偷闲，通了
一个不到两分钟的电话。他们没有
儿女情长，只是几句简单的安全防
护提醒。

春节那天，王立志流泪了。这是
他作为儿子愧疚的泪水：年近七旬的
母亲不慎摔了一跤，被诊断为骨裂

伤；父亲多年前得了脑梗，体弱多病，
原本他打算利用春节抽空回老家看
看父母，可这场疫情让他分身乏术，
只能满是愧疚地给父母打电话问
安。没想到，两位老人却像往常一样
慈爱与理解，嘱咐他紧要关头一定要
把工作干好……

让夫妻俩感到亏欠的，还有一
个特殊的“留守儿童”——他们 11岁
的儿子。已经上六年级的他，从上
小 学 以 来 ，常 常 是 一 个 人 待 在 家
里。这段时期，小小年纪的他，每天
中午都是自己热热妈妈早上有意多
做的饭吃。“爸爸妈妈太忙了，晚上
也经常不回家。他们不回来，我就
每天吃两顿饭。”

这样的生活，出生在警医之家的
儿子早已习惯。孩子说，这些天他心
里其实挺想爸爸妈妈的，每天别人家
灯火通明时，他都要搬上小板凳，扒
着窗口望着家属院的大门，盼望着爸
爸妈妈平安归来……

（张洪宇）

之二

“我和妻子都是乡村医生，及时
监测和排查疫情是我们应尽的义
务。尤其是作为共产党员，在人民群
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是应有的
担当。”一个多月来，镇平县杨营镇薛
庙村卫生所的王光辉和妻子刘念平，
废寝忘食地忙碌在防疫一线，成了村
民们眼里的“最美抗疫夫妻”。

1月 24日晚，本该和家人欢聚一
堂共度除夕夜的王光辉夫妻，接到上
级通知后，第一时间背起行医箱逐户
逐人排查返乡人员，并逐个给村民测
量体温、做记录，发放防控宣传单，在
最短时间内将排查统计到的湖北返
乡人员情况上报到了村委。

薛庙村是一个三乡镇交界的村

庄，全村 8 个村民小组 432 户 1621
人，其中的老年人多、慢性病患者多，
外出务工人员也多。平时，王光辉负
责看病，刘念平负责配药和公共卫生
服务工作。疫情暴发以来，他们夫妻
每天都要三次上门给隔离监测中的
村民们服务。

“今天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咳
嗽、胸闷的情况？”天刚蒙蒙亮，夫妻俩
已在村里转了好几个来回，一户户询
问，一个个登记体温，千叮咛万嘱咐大
家勤开门窗、勤洗手，出门戴口罩，一
有不适立刻联系他们。每天这项工作
完成时，已是上午 10点左右。回到
家，小女儿跑过来噘着小嘴巴不停地
埋怨：“你俩就是超级玛丽，只知道在
村里窜，村里转，也不管我饿不饿。”

作为并肩作战的夫妻，他们夫唱
妇随互相支持。当丈夫王光辉“抱

怨”：“多危险呀，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你别再跟着了！”妻子刘念平则说：

“我们是一家人，正是有危险，我才要
和你一起上！”

在村民心里，夫妇俩是白衣使
者，也是他们的健康守护神。当每天
的走访摸排任务完成后，夫妻俩还会
分头赶到村口卡点和党员们一起值
守。“三婶，到超市买东西可以，但必
须回去把口罩戴上。”“你是哪村的？
先测量体温登记……”“不行啊，现在
是疫情管控时期，我不能让你过去。”

“你娃子，我又没发烧，怎么就不能
过去啊？”像这样的情况，王光辉每天都
能遇到好多次。有时，还会闹得面红耳
赤。每每此时，王光辉都会苦笑着说：

“只要乡亲们都平平安安的，别人理解
不理解、怎么看我都不重要！”

（刘理政 余守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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