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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奉献 争第一

一座不屈的城一座不屈的城
陈 瑛

献给在武汉为疫情战斗的人们献给在武汉为疫情战斗的人们
张 媛

进，亦死，亦生。
退，亦生，亦死。
多少灵魂在魔鬼的拷问中化为灰烬，
多少灵魂在命运扼住的咽喉下重生。

爱已燎原，烈焰中烧尽魑魅魍魉。
爱已燎原，凡铁中淬出百炼金刚。

前行者，不要哭泣。
即使我们永远找不到你们的名字。
但是历史会告诉我们

你们叫先天下之忧而忧；
你们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你们叫——英雄！

所有的山河
所有春节浓烈的归程里
都流动着奔徙的匆忙
那里不是你我的故乡
那里不是你我的家园
但此刻 一个叫武汉的地方
是所有中国人的故乡与家园

一次前所未有的征程
一次前所未有的逆行
在灾难中萌发的悲壮
那是弱女子挺起的脊梁
那是无双国士坚定的目光
那是男儿们冲天的豪气
那是人民子弟兵们勇往直前的不惧
那是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的投入
那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魂呀
致敬我伟大的中国人

这次的奔赴与涛涛长江水无关
与魏巍耸立千年的黄鹤楼无关
与武大的浪漫嫣红的樱花无关
却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有关
所有众志成城的力量
所有双手凝结的精神
让一座城 活在所有人的心上

亲人呀 你们不会孤单
我们用挽起的臂膀
在风雨中为你们丈量星光
用高超的医术
为你们撑起生命的船帆
有着在厚重历史中凝结的骨气
有着在岁月航船中锻造的侠义
我们所有人都相信
武汉，有打败疫情的底气
有迎接春天万物复苏的伟力

星夜里的眸光是最亮的
灾难时的逆行是最动人的
那剪下的长发
那困倒在岗位上的身影
那一次次不计报酬与生死的请战
那一个个奋战在火神山的人们呀
你们是天地间最美的人
你们就是我们所有人信仰的神

我能断定，当曙光接替大地
它们将消失在云朵
这片富庶的土地将结成昂扬的广阔
写出不朽的史诗 山河复苏
天地的明光照耀所有阴翳的角落

我们的目光
成为长江波涛里的眼眸
一同去看春天的璀璨

母亲的坚忍
马琳娜

2020年，有这样一批人，明知
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成了这个冬
天的最美逆行者，奔赴抗击疫情的
第一线。他们不仅无法与家人团
聚，而且以实际行动坚持在生死博
弈的第一线。如果说抗击疫情是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那她——我
的母亲，就是一名最坚强的战士，
不顾自身的安危，始终斗志高昂地
工作在一线。

一个1100多万人口的城市，
在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期间实现
封城，我们虽不在疫情重灾区，但
对于北京流动人口量大的城市来
说，控制好疫情、防止病情的蔓延
责任重大，每一位最美逆行者都坚
守在自己不同的岗位。

看着越来越多医护人员感染
的新闻，我的母亲也偶然开玩笑感

叹道：2003年的非典战斗在一线，
那时候你7岁，我就记得我闺女天
天哭着说想我了。2003 年“非
典”、2020年“新冠”，每次我的母
亲都毅然决然地要求战斗在一
线。她说：“这个时候我们疾控人
不去，那谁去啊！”

2月16日，草草地帮她收拾了
行李，她说不需要太多的东西，那
边啥都有。带着我和家人沉甸甸
的心，随单位到隔离点进行工作
了。其实我知道，她表面上比谁都
乐观，始终要给我树立最坚强、乐
观的母亲形象。母苦儿未见，她在
隔离工作期间很少和我说工作的
情况，每天的信息大多也是：“山里
的空气特别好”“我在这边吃的挺
不错的”这样安慰我的话。但其实
后来我才知道，她每天都要穿着防

护服拎着消毒喷雾器上下楼17层
去进行消毒工作。两次毅然决然
的抗疫也让我更加崇拜她的勇气、
坚忍和信心。

她走的这些日子，我总是会在
心里浮现“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
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
道你为了谁”。我的母亲也许直到
疫情结束也不会被人所知晓，但我
始终记得她和无数默默坚守在一
线的最美逆行者为谁而奋战。

2月22日，我和父亲驾车去看
望母亲，即使只能隔着铁栅栏，远
远相望，送去的东西也不能直接接
触。远处的母亲好像苍老了些，肤
色有些暗沉，头发也有些许凌乱。
穿着一身破旧的工作服，也许那是
属于她的——战衣。简单问候后，
便离开了。

分别慢慢过去，我每天都在掐
着手指担心着度日，昨晚接到她的
消息：我快回家了，兴奋的又睡不
着了。她的内心其实也一直期盼
着和家人的团聚。每一位工作在
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其实都期盼着早
日战胜疫情与家人团聚。只是有的
安全回来了，有的却不幸被感染。

枕着一份欣喜和安心入眠，我
和母亲，心和心好像没有任何距
离。以前从未细细感受过我的母
亲。有时候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
么所有安心的话都可以那样自然
而然地从她口中流淌出来，坚强和
乐观为什么在母亲身上随处坦
露。没有了所有的顾忌，她在我的
心中依然高大！

母别子，子别母，儿盼你归来，
最美的战士！

《《出征记出征记》》
----朱德友作朱德友作

微光中，峰回路转
王译霄

没有冬天不可逾越没有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春天不会抵达没有春天不会抵达

曹 原

我曾在历史里遇见武汉
你有商代绵延至今的血脉
大禹治水，知音故里
你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
文化重镇，商贾云集

我曾在书本里畅游武汉
你是江汉平原的明珠
三镇鼎立，九省通衢
你是红色革命的圣地
薪火相传，光明璀璨

我曾在游子口中听到武汉
你有大江大河的澎湃
悠悠黄鹤楼，萋萋鹦鹉洲
你有市井街头的烟火
被一碗热干面叫醒的味蕾里

是荆楚游子的乡愁

我曾在一个繁花锦簇的春天到过武汉
在长江大桥观壮阔波澜
在户部巷咬一口正宗的周黑鸭
在武大的樱花树下流连忘返

这个冬天，我在新闻里看到的武汉
疫情凶猛，雾锁围城
九百万同胞
灾难中坚守
守望中相助
此刻 我们虽不能手牵手
但始终心连心

一趟趟贴着支援武汉的飞驰列车
一架架星夜飞往武汉的专机

载去的不仅是紧缺的人员和物资
更是全国人民的关心
华夏儿女的挂牵

关上家门、打开心门
让我们一起隔空高呼
加油武汉！挺住武汉！
带上口罩、福罩万家
让我们共同祈祷
天佑武汉！天佑中华！

武汉——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可抵达
让我们相约不远处的春天
摘下口罩，真情相拥
盛世太平，繁花与共

天使天使 英雄英雄
史迎凤

面对突发疫情
你义无反顾出征
正与时间赛跑
以坚毅和忠诚
执着付出 竭尽所能
以责任和信念
挽救生灵 守候宁静
你用紧挽的手臂 架起生命通道
你用自己的身体 筑就安全障屏

那一片片洁白
花朵一般绽放 繁盛
如同绿叶对根的情意
从不企盼大爱的回赠
哪怕梦中 也将希望唤醒
此刻 世界已然词穷
仅剩下一个字——美
风在传送你 这飞落人间的天使
春在致敬你 一群无怨无悔的英雄

庚子之春与爱同行庚子之春与爱同行
李迎杰

以往这个时候
我要带着孩子
沿着民俗里的庙会
翻阅人山人海
品读红红的中国年
我还会满怀沉醉
一头扎进琉璃厂
扎进东街西街
听宣纸上竹节作响
看整条街巷翰墨吐蕊

但此时此刻
我将自己拴进新闻
在武汉，在北京

在疫情肆虐与防控的战场
感受祖国的脉搏律动
感受来自一线的天使行动
从方便面蛋黄派和饼干开始
武汉医生的年夜饭
让我们每个人懂得了——
快餐加牵念的滋味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当疫情来袭
14亿中国人民的智慧与心声
汇聚成了最坚强的堡垒
这足以让武汉神勇无畏
并抵制一切淫威

晨曦透过窗，渐渐地，一束微
光温暖抚在我的脸上，望窗外绿意
尽染，泥土的气息里处处洋溢着草
的清香！

啊，新的一天！地上的花儿多
了，孩子多了，老人多了，舒活舒活
筋骨，抖擞抖擞精神，飘扬的衣袖，
舒展的眉头，隔着一层口罩，融冶
的风静悄悄地带走了他们的忧愁！

望着他们欣喜而眷恋的笑颜，
我控制不住地想要流泪！呜呼！
除夕伊始，举国惊悚，阴霾密布、我
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凝心聚力，每
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历经了多少汗
水和血泪，惊心动魄、百折不挠、千
辛万苦！我们终于即将迎来抗击
新冠肺炎的胜利，为了打败这残酷
无情的病毒，有多少彻夜不眠的猩
红双眼，有多少坚持不懈的攻坚克

难，有多少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
伟大的白衣天使、美丽的逆行者，
他们是人民永远的英雄，他们义无
反顾，无所畏惧，他们勇往直前，力
挽狂澜，如今让我们终于有了底气
和勇气大踏步地走过这个悲壮的
刻骨铭心的春天！

2020不平凡的庚子年！身为
90后的我，遗憾没有翅膀飞向拯
救生命的最前方，只能化悲痛为力
量迎难而上，到抗疫中去实现我曾
对着党旗许下的誓言和理想！工
作和生活中每天都见证着数不清
的爱心传递，我和我的同事们齐心
协力，共渡难关、同心抗疫，坚定信
念！虽然偶尔也忽感疲惫与劳累，
但每天一睁眼醒来，嗯，我还活着，
我还能自由痛快地呼吸，生活还有
好多好多的希翼和梦想！所有的

磨难泪水只会让我们更加勇敢坚
强，充满力量！

如今病毒肆虐，全球恐怖，我
们更是勇于担当起了我们的大国
责任、领头先锋，抗疫防疫，还有很
多人在磨难中相互扶持，还有很多
人在困境中生死相依！笑与哭，悲
与喜，我们终于熬过了最艰难的日
子，否极泰来，春暖花开！命运的
天空啊，繁星闪烁，生于斯长于斯，
何其幸也！我深深地热爱这片土
地！泱泱中华有着五千年的灿烂
文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
力，延绵不断、生生不息！家事国
事天下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头悬梁，锥刺股，卧薪尝胆，闻鸡起
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
南北风！源远流长的智慧之光在

历史的长河中化作颗颗璀璨明亮
的星，指引着我们向前进！雷锋精
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击非
典精神、2020的抗击肺炎精神等，
中华儿女无论何时都满怀一腔挚
热的赤子真情，如同滔滔滚滚的江
水，家国危难时，经蜿蜒、过陡壁，
破釜沉舟，殉身无悔、情之所至！

三月的风轻柔温顺，三月的天
阳光明媚，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新
的，2020 无怨无悔、同争朝夕！
2020乐于奉献，不负韶华！多少
的被温暖，多少的被惦念，那些如
山岳般的苦难，那些如簇矢般的哀
怨，都已柳暗花明、沉舟侧畔！尽
管前路坎坷布满荆棘，只要生命还
在，只要光亮还在！生活终会在那
微光中峰回路转！迎来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