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这场战斗
天还没亮她就起床了
亲亲睡梦中的宝贝儿
为他紧了紧被角
把温暖留给彼此
把寒冷留给无边暗黑的黎明

为了这场战斗
她打扮了一下自己

对着镜子
剪掉了心爱的长发
短发与防护帽更贴合
简洁将成为胜利的一道筹码

为了这场战斗
她踏着星星出发
坚定的的脚步忽然停下
回头再看一眼亲爱的他

两个模糊的轮廓默默伫立
双眼盛满灿烂的星光

为了这场战斗
她用一生在做准备
踏着
溜走的美好年华
在无数个星辉里露珠沾衣
一身雪白与安逸绝缘

却与责任和担当厮守着
朝朝暮暮

走啦
疫情就是命令
这个恶魔容不得小儿女的柔情
遇强则刚天使化身战士
架起长车就要浴血 身后
暗夜褪尽太阳即将东升

逆行者的赞歌逆行者的赞歌
马淑琴

有一种神奇叫中国有一种神奇叫中国
吕金玲

为了这场战斗为了这场战斗
张鹰

有一个春节叫难忘
阖家欢乐时你远行
背负的担子千钧重
深知没什么比需要更光荣

有一种离家叫折返
重回到热盼的患者面前
祖国的召唤比什么都神圣
只因懂得“大家”安好小家方圆

有一种新婚叫小别
星夜驰援刻不容缓

攒下足足的思念与爱恋
鸯梦重温静待胜利凯旋

有一种美丽叫逆行
哪里有疫情往哪里冲
救死扶伤何所惧
天使神勇个个皆英雄

有一种宣誓叫无声
脚肿手裂奈我何
身子倦乏心清醒
这场攻坚战我们必须赢

有一面旗帜叫党员
责任担当写了满身满脸
无数次攻坚克难的英姿
诠释着先锋闪光的厚重内涵

有一种血性叫军人
总在危重险急时上前线
昔日小汤山今日雷神山
勇毅的身影化为百姓心头的暖

有一种神奇叫中国
一声令下万千好儿女请命

速度人数行业之快多广
难有他国比肩唯祝福称颂

有一种伟力叫坚定
党政军民众志成城
初心路上共克时艰
严冬过后必迎来春花烂漫

有一种回家叫凝望
有一种牵挂叫视频
有一种幸福叫救人
有一种感动叫深深

逆行 是朝着与顺
相反的方向 行进
必定承担可知与不可知的
风险与阻力
甚至涉及生死的命题
譬如冒着枪林弹雨冲锋
譬如钻进火灾的烈焰
譬如冲入洪水的惊涛骇浪
譬如降落在大地颤抖的废墟

这样的逆行
都是为了战胜与抗击
都是为了生命的佑护与救助
都是一曲撼动人心的赞歌
感天动地

随庚子新春的来临
面对一群蒙面的病毒

和死亡的阴风
中华大地
一股强大的“逆流”
迅速聚集
向着疫情的主战场
——武汉 进击

耄耋之年的钟南山院士
坐在开往武汉的列车上
闭着疲惫的双眼 小憩
他没有休息
正思考
如何撕下病毒的画皮
组织火力 精准阻击

总书记及时发出动员令
用那颗坚实的初心
筑起一道钢铁的长城

践行人民战争的无坚不摧
总理亲临防控抗击一线
带着口罩调研 交流 指挥
生发不同凡响的意义

四面八方逆行而来的防控大军
告别亲人 告别温馨
包括告别自由顺畅的呼吸
进入雨骤风疾的战壕
口罩、护目镜和厚厚的防护服
都是沉甸甸的责任呵
都是生命的祈求和希冀

没有硝烟的战争
看不清病毒的模样
残酷胜过面对嗜血的真刀真枪
所有的逆行者
都是勇敢的尖兵

无畏感动了那轮脸色苍白
躲到云层后面
极度恐惧的月亮

调动缜密的思绪
破译病毒施虐的密码
寻找阻击的路径
温暖的爱心穿越
一道道冰冷的隔离之墙
仁者之心的沃土
培育高超的医术
挽救死神门前生命的沦陷
逆的洪流中
撑住生命之船
负重的逆行者呵
正用勇气 智慧和无畏的抗争
驱赶疫情的阴霾和黑暗
迎接胜利的曙光与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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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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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春节将至，疫情突
起，每天睡前和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关注疫情的新
闻。和“前线”的联系就是通过网络，但是消息里有好
有坏，心情也是跌宕起伏得厉害。

自从疫情开始，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从除夕开始
就为能够坚守住社区这座堡垒而奋斗，工作虽然辛
苦，但是一种使命感还是非常让人亢奋。工作之余，
忙里偷闲地休息一会儿，然而此时，我还非常惦记一
个人，那就是我的妹妹。妹妹是一名护士，平常工作
就很忙，所以我很少去联系她，想着如果有空就希望
她能多休息，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就不打扰她。然而，
疫情凶猛，时常为她担心，时不时地会给她发条信息、
留个言，哪怕只是一句，注意防护或者今天情况怎么
样之类的。妹妹的医院以中医为主，针对这次的病
毒，中医治疗的效果很显著，所以她所在的医院，派出
的支援武汉的医疗队早早就带着物资出发了。妹妹
虽然没能如愿以偿地前往一线，但是留守在北京依然
为抗击疫情做着贡献。在守护疑似病例的隔离区，面
屏、护目镜、N95口罩、圆帽、隔离服、鞋套、靴套、乳胶
手套，都要装备好，进入隔离病区前她发了照片给
我。她说：“老姐，今天我要进隔离病房了。”虽然她语
气轻松，而且还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兴奋。但是，在为
她骄傲之余，也打心眼儿里担心。毕竟现在对于新型
管状病毒还没有特效药，人们对于未知的东西总是充
满恐惧。我想，医护人员沉甸甸的不仅是那一身“里
三层，外三层”的防护装备，还有对病人、对家人、对职
业、对国家的责任和担当。

进入隔离病房之后，和妹妹的联系就更少了。一
来对于病人要24小时的监护，定时的进行测体温、换
药等，没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思考其他的事情；二来，隔
离病房的网络不是很好。经过检查和检验，确诊病例
被转院，疑似病例被排除。妹妹监护的疑似病人因为
已经解除“预警”，所以大家都可以暂时松一口气。如
果疑似病人被确诊，那么相应的医护人员也需要隔
离，避免出现感染情况。

从隔离病房出来，妹妹结束了暂时的紧张，脱下身
上的装备，第一件事就是赶紧上个厕所。因为防护服
都是一次性的，每脱一次都需要更换，在医疗物资短
缺的现状下，除了每人每次按量领取，大家都非常珍
惜身上的装备，坚决不能浪费，所以为了不上厕所，就
少喝水或者直接穿尿不湿。一层层的防护虽然增加
了安全性，但是体感真的不好，闷热、缺氧的感觉非常
不舒服，眼镜会起雾，行动会受阻……其实每一个医护
人员真的都非常艰辛，克服自己的不适，去安慰、治疗
病患，所以我们常说他们是天使，他们真的名副其实。

疫情面前，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抗击疫情，形
成合力的中华民族，从来没有惧怕过任何的灾难；中
国人也没有惧怕过任何的困难。今天，武汉的樱花开
了，方舱医院陆续关闭，病例清零的地区逐渐增加，那
个令人生畏的寒冬即将过去，我们期盼的春天已然来
临！

李琳/文

今年的春节假期有些与众不
同。一场意外不期而遇，一场“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然而来，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在这座樱花
之城武汉悄然无息地打响。

在举家团圆的新春，武汉这个
英雄的城市，身患病毒，他的子民
每天被感染的人数、每天的死亡病
例，在无形中竞相攀升。为了保护
中华大家庭的姊妹，也为了保护自
己，武汉不得不封城，开始默默地
超负荷地自我疗伤。“武汉缺少医
护人员！武汉缺少防疫防控物
资！”武汉发出了疼痛的呻吟与最
迫切的求助。

在此刻，耄耋老人钟南山院士
心系祖国，率兵遣将驰骋沙场。第

一时间从广州来到疫情重灾区武
汉考察相关疫情病状，为一线的医
务人员提供战“疫”的科学向导。
他坚毅的眼神，让我们读懂了，强
大的祖国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
万众一心，必能打赢这场攻坚战！

在此刻，百姓万家灯火阑珊共
迎新年。各省市的医护人员却毅
然放下手中的年夜饭碗筷，纷纷写
下请战书，决定逆流而上，冲锋到
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一个24岁的
汶川小护士，面对险情毫不畏惧，
成为了一个勇敢的逆行者。只因
她曾见证了2008年汶川地震时，
全国各地对灾区人民无私的援助，
作为汶川人的她一定要在此刻为
祖国做些什么。原来这就是“爱出

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的最佳诠释。
在此刻，防疫基层的社会民众

在默默地发散着光热。浙江省一
个普通的小学生，把千元压岁包装
进爱心信封里，送到浙大一院的急
诊台，只为感谢辛苦抗疫一线的医
务阿姨们，离开时仅留下一个铿锵
有力的少先队礼；武汉市一个平凡
质朴的菜农，把刚摘下来的24箱
价值数千元的新鲜蔬菜免费捐献
给奋战一线的医疗队，只为让抗疫
一线的战士们吃到最有营养的菜
肴，离开时仅留下一脸憨厚的微
笑；山东省一个年迈的环卫老人，
把省吃俭用的一万二千元血汗钱，
捐赠到当地的公安派出所，只为传
达“急转武汉，为白衣天使加油

……”的呼唤，离开时仅留下一个
步履蹒跚的背影。

这些华夏儿女，平凡的百姓从
怀里掏出来的一束温情，使武汉不
再是一座孤岛。正是平凡的他们
用缕缕阳光照亮了整个抗疫之路
黎明前的黑暗。使这场无声硝烟
的战争，成为了我们所有人共同的
战“役”。有了这么多同胞的支持
与鼓励，牵挂与温暖，国家怎么可
能赢不下这场抗疫攻坚战！

祖国很大，但却是由我们一个
又一个的普通人建设起来的。如
果说我们能为祖国做些什么，那就
是，在我们每个人所在的地方，发
光发热。

柳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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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声咳嗽像是一阵惊雷，一种
冠状病毒在睡梦中惊醒，肆无忌惮
的蔓延让一个春天的黎明陷入一
场没有硝烟、没有刀枪的战争。

面对冠状病毒的气势汹汹，
无数的华夏儿女从一个城市到另一
个城市，从一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
用一张张摁满手印的请战书将华夏
大地点染成一种令人感动的白。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在暴虐的病毒面前，不管是
朝气蓬勃的青春少年，还是白发
苍苍的古稀老人，你不再是谁的
母亲，也不再是谁的女儿，你不再
是谁的父亲，也不再是谁的儿子，
你们穿上防护服，带上护目镜化
身成整个民族的英雄。

你们是最美的逆行者，带着
比五月的玉兰还要耀眼，比皑皑
的白雪还要浩大的白色冲向那些
肆虐的病毒。你们列队如松，目
光坚定，“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的
誓言气贯山河。此刻，你们是刀
枪，是利剑，是张开翅膀的雄鹰去

围剿那些变异的病毒。
你们是最美的逆行者，你的

血液流淌着长江黄河的澎拜，你
的背影矗立成喜马拉雅的巍峨，
你的脚步迈出华夏五岳的厚重。

“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这铿锵
的字句，像春天的微风，像夏天的
细雨，让每个寒冷的黎明蓄满希
望的力量。

你们是最美的逆行者，为了
这场生死之战的胜利，你剪掉了
飘逸的长发，你辞别了年幼的孩
子，你告别了患病的亲人，你退掉
了回家的车票，你推迟了爱人之
约，你欺瞒着不知情的家人。你
说“头发没了还可以再长，现在首
要的是保护好自己，尽力量去救
更多人”，你说“我的告别是为了
去照顾更多的家庭和孩子”，你说

“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
职”，你说“我是党员就应该冲在
前线”，你说“轻伤不下火线，就一
点皮伤，没那么娇气！贴上创可
贴再冲锋”，你说“武汉，是能够过

关的！”，你说“可以治愈的，我们
一直都在陪着你。”......虽然没有人
知道你们的名字，但是我知道你
们是为了谁，你们是为了生命的
春天，为了亿万人民还能在下一
个春节吃着热闹的团圆饭。

你们是最美的逆行者，是最
美的天使，你一身白衣，像磨亮的
刀枪剑戟，像皎洁的月色，像轻柔
的白云，用平凡的血肉之躯筑起
了抵御疫情的铜墙铁壁。你剪掉
的长发，你鼻梁脸颊上的压痕，你
在消毒液里泡到发白的手指，这
每一处印痕让亿万人民心里泛起
希望的泪花。

你们是最美的逆行者，是北
方的白杨，是南方的木棉，是一座
座巍峨屹立的南山，也是唤醒华
夏大地上春天的一缕暖阳，你们
高高举起信念的大旗，让燃烧的
血液沸腾起来，让亿万人民团结
起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身披
战衣的你们是无数个高尚灵魂的
凝集，是亿万人民心生敬仰的英

雄，你们用一腔忠肝义胆，为人们
带来春的消息。

你们是最美的逆行者，是不畏
生死的战士，是信念不灭的灯盏，
是国旗党旗军旗凝聚的力量，是让
健康插上翅膀的春风，是让鸟鸣回
归自然的使者，也是一个个负重前
行去喊醒春天的勇士。防护服、护
目镜、N95口罩...... 这耀眼的白就
像你们的化身，你们像开在天山上
的雪莲，不但防护着亿万人民的健
康，也用奋不顾身、无所畏惧的精
神扛起所有的责任和担当。

这个春节，我没有外出，我没
有带着孩子看京西的民俗表演，
也没有带着孩子去寻找自然的鸟
鸣。我就在客厅的电视上看那些
铺天盖地的白色，像雪花一样，以
飞翔的姿势洗涤宇宙。我相信，有
你们这些义无反顾的逆行者，那些
肆虐的病毒一定会烟消云散，而你
们，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逆行者
们定会唤醒又一个美好的春天。

杨丽丽/文

最美逆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