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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奉献 争第一

义无反顾地义无反顾地
冲向武汉冲向武汉

王 策

致敬致敬！！奋战在抗击奋战在抗击
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

王木霞

你是一名九五后
脸上写满青春
你是一名医生

医德托起了神圣
当抗击疫情的集结号吹响

你背上行装
冲向疫情的前沿

防护服写上“精忠报国”的誓言
让一颗心与祖国一起跳动

你的姓名是那样普通
却化作一缕阳光

格外灿烂
每一天进进出出
穿梭于隔离区

每一刻全力救治
汗水浸透衣衫
在你的手下

多少病人露出了笑脸

多少危重患者与死神擦肩
高强度满负荷

让紧绷的神经无法松闲
崇高的职责

将青春的意志淬炼

你是抗击疫情的尖兵
你是新时代的英雄

用热血书写生命的尊严

行囊，已经被父母的叮咛装满；
俯首，亲吻妻儿淌着泪水的脸。

转过身，迎着料峭的风，
看一眼这清冷的严寒，

然后，迈出了坚定平稳的脚步，
义无反顾地冲向了武汉！

武汉的天依然很蓝，
武汉的江风依然温暖，
但在武汉的空气中，

却有冠状病毒，
在肆虐，在泛滥！

这病毒，侵蚀着武汉人的肌体，
这病毒，在向人类叫板！

武汉的医院，
已经被病人挤满，

武汉已经水陆空立体封城！
武汉的疫情刻不容缓！

祖国把温暖的手，伸向了武汉！
士兵整装、武警整装、

医生护士整装！
义无反顾地冲向了武汉！

谁说士兵武警只是一些娃娃？
谁说医生护士文弱而缺少勇敢？

他们用自己的身躯
让病毒把肆虐的脚步放慢；

他们用青春与生命
把祖国的希望点燃！

一个熟悉的名字
钟南山，八十四岁高龄，

真正的耄耋之年！
当年面对非典，

披挂迎敌，儒雅风流之中，
充满了杀伐果断！

今天，又是你，
“虽万千人吾往矣”！

哪怕是“风萧萧兮易水寒”！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勇士，
中华民族一定会

屹立不倒，力挽狂澜！

待到春暖花开时
谭 啸

出征出征，，为你而歌为你而歌
王建玲

正当，病毒肆虐侵袭中华之际
你们，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
为守护百姓的健康义不容辞

把生命之光再次点燃

有一种爱
是用生命做代价

用生命呵护着生命
方显高贵而又无比坚强

敬爱的白衣勇士们
在抗击病毒的战争中

你们临危不惧
护佑民族渡难关

圣洁而伟大
奉献的是海一样博大的情怀

让我们这个世界
充满了阳光

今天我发现你是这样神奇
无硝烟的战场你和病魔零距离

我仰慕你无私的身影
是在真善美中找到了你

这个庚子的春天，很是令人难忘，难忘到
人们或许永远不会将他丢失在时间的长河
里。

自疫情发生以来，大家关门闭户宅在家，
做凉粉、油条、蛋糕等各样美食，各显神通，练
就了不一般的厨艺。而作为机关事业单位的
我们，则是年还没过完，就戴着口罩，走上了
各自的岗位。

按照单位的安排，我参加了第四轮的下
沉值守。单位下沉的地点是在109国道旁的
妙峰山镇下苇甸村，村子被道路分割在两边，
防守起来自然不如其他村方便。但该村还是
设置了五个路口，日夜值守，加强防控，一点
也不敢掉以轻心。

一大早，与一起值守的同事，乘车来到了
下苇甸村。冬日的寒冷还未散去，一阵阵冷
风袭来，站在村口的我们，不禁拢了拢围巾，
拽了拽衣领，甚而觉得口罩也成了抵御寒风
的利器。时间久了，脚底的寒意还是渐渐向

上蔓去，虽然出发前已经全副武装，贴了暖
宝，穿了毛袜子，换了厚厚的羊毛衫，快要忘
记的马甲也穿在了身上，但依旧抵不过村口
的风。偶尔，一阵轰鸣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
远，一辆辆汽车、摩托车风驰电掣般从眼前掠
过，路旁树上的枯枝，细一些的会晃上那么一
晃，最后只留一缕青烟渐渐散去。

站在值守岗前，望着四周起伏的山峦，
不高却也威严，被树木和干枯的杂草掩映，
远远看去，灰突突一片，犹如没有穿水晶鞋
的灰姑娘。偶尔的鸟鸣，彰显着生命的气
息，同在值守的村民说：“你看，那棵桃树已
经含苞。”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看到了一个
个嫩嫩的芽苞，那是春来了的消息。他说：

“3月中下旬，桃花就会开了，到那时，漫山
雪白。估计，等到桃花开了，这场疫情就会
过去了。”“嗯，肯定的，春天来了，一切都会
过去。”我喃喃的声音，在口罩里震荡。回望
两侧的山峦，想象着这土地，待到春暖花开，

那将是何等的美丽。
道路下边的沟底，水泥铺就，很是平整，

估计平时是人们聚集的小广场。此时，却只
见一位村民在遛狗，缓缓走着，小狗一会儿向
东，一会儿向西，可最后都被村民拉到了直线
上。看着他们一人一狗，似乎画面中升起了
许多生机，那里饱含生命的活力。

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扭头才看到
徐徐朝这边走来的一位村民。近了，才发现
是许久不见的一位同学。时间真是把杀猪
刀，她老了，我也不再年轻。隔着一米距离，
聊着中学时的二三事，许多已经很模糊，记忆
中清晰的，却只是那年轻的笑颜。口罩掩映
中，看不见彼此的脸，朦胧中仿佛又穿越回到
了二八年华，脸上泛着曾经属于我们的青春
光辉。

路过的车很多，但进村的人很少，短短一
上午，一晃就过去了。记录、测体温、拉线，似
乎已经做过千百回。

胜利属于我们 彭帅/作

“宅”出 来 的 感 悟
张栓柱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
人们过去不以为然的出门戴口罩、
勤洗手、不贪嘴这些习以为常举
止，变成一种自觉。尤其令人叹服
的是，人们都进入了宅家“坐月子”
模式。节日期间的休假旅游搁浅
了，新年没拜的亲友不拜了，会友
聚餐也取消了。“宅在家里，避免感
染；微信祝福，感情不减”“不出门不
添乱，待在家里做贡献”等，占据了微
信群大量空间，成为亿万人的共识。

长时间宅在家里，对有的人而

言难免会产生些许焦虑、憋闷、烦
躁感，但更多的人会想到什么样的
生活才是最安稳的生活，曾经的日
子还缺少什么，等等。电视剧《康
熙微服私访》中有段康熙帝“闭关”
情节。据说，“闭关”源自古印度，
僧人为专心精修佛法，独居一处不
与任何人来往，期限满了方可外
出。康熙帝当年把自己关起来，是
不是如僧人般潜心研修佛法不清
楚，但他一定会思考如何治理天
下，外防匈奴侵袭，内惩贪官污吏，

安抚天下百姓等大小事宜。今天，
我们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长时间待
在家里或手机聊天、网读小说，或
整理家务、改善餐桌上的美食，倘
若康熙帝地下有知，他肯定会“羡
慕、嫉妒、恨”。

佛家弟子为了免除他人打扰
研修佛法，提高佛性，主动“闭关”，
其方式与精神令人钦佩。而今，我
们被生死攸关的疫情“关”在家里，
与其说是“被逼无奈”，不如说是我
们重新审视、深刻反思、警醒明理

的最佳时间——这些年，人类哪些
行为损害了生态环境，危害了野生
动物，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我们
曾经的某些生活观念、习俗，方式，
是不是需要重新定位，危害生态环
境和人身健康安全的陋风恶习，何
时才能摒弃？“慎思之”，才有助于

“明辨之，笃行之”。
国人广泛倡导并十分尊崇“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箴
言。修身，即修炼灵魂心性。修
身，是根本，是核心，是一辈子的

事。为官要修身，为民也不例外。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
勤拂拭，勿使葱尘埃。”保持身心纯
洁干净，不被污染，就要经常擦拭、
修炼。现代文明社会时期突发的
生态“瘟疫”，是“天灾人祸”吗？
否！每一次瘟疫，都是对人类“文
明”的一次拷问，对“人性”的鞭笞，
对陋风恶习的抨击。正如有的网
友所说：我们是该让餐桌该干净
点、胃口小一点了。什么都想吃，
不等于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吃，

但人不能什么都吃。“病从口入，祸
从口出”不分地位、性别、长幼和种
族。贪婪终会走上贪婪绞架。

宅在家里那段时间，亿万国人
每天都心系湖北、情牵武汉，为白
衣战士加油、祈福；也时刻关注确
诊病例、治愈出院病例等数字增
减。而此时此刻，人们最大的一个
心思是：期盼早一天打赢这场战

“疫”，重回往日谈笑风生、悠闲自
得、赏花观景那种日子。因为平平
淡淡最好。

捐赠真情急似箭捐赠真情急似箭
张 孚

爱心车队不简单，片刻筹资十万元。
购买口罩送湖北，捐赠真情急似箭。

赞白衣卫士赞白衣卫士
赵希平

江汉危城正闭城，白衣战士逆风行。
一声号令双山立，前线人人争立功。

暖 风 已 经 吹 来
柴华林

午后的斜阳从窗子照进屋里，
照在屋内窗下挂着的口罩上面，这
个口罩应该即将真正摘下来了
吧？现在国内疫情基本控制住，
但现在国外输入病例增多，人们
又要加大警惕起来，网上各种帖
子也多了起来，有嘲笑国外疫情
防控乱套的，有批评从国外回来
带病毒乱跑的，比如“郑州毒王”，
简直就是杀人凶器。总的是疫情
一路向好，春天已经锁不住了。
桃花、玉兰都争先斗艳了，春风依
旧等待樱花笑脸。野火烧不尽的
小草，绿幽幽地已经爬满山坡。
三月迟来的剪刀，已经把垂柳的
嫩芽剪绿，在微风中飘荡起薄薄

的绿纱。雨纷纷的清明也即将到
来，断魂亡此的故人，谁与独处？
那注定是一个怀念亲人的时刻，
千里春风带去遥远的怀念。前辈
人坟茔的积雪融化了吧？春天的
灰喜鹊是否又飞到树前。故乡的
小河，常常在记忆中奔波流淌，那
个遥远北方城市的火车笛声，常
常在惊梦中让我百结愁肠，魂牵
梦绕的回忆常常在羁旅的异乡。
年纪渐大，越来越喜欢回忆，哪怕
是旧时的一件小东西，也能在怀
旧的内心掀起一些涟漪。情感也
变得纯净和脆弱起来，常常像林妹
妹一样多愁善感，像宝二爷一样重
情重义。一件旧事，一段回忆，甚

至读一首古诗，都能感动眼角泪花
闪闪，泪点变得越来越低。

午睡后，呆看了一阵儿窗前的
斜阳，想了一会儿怀旧的心思。无
意中随手抓起床边那本书，随手翻
看起来。《葛生》这首四言诗句便出
现在眼前：葛生蒙楚，蔹蔓于野。
予美亡此，谁与？独处！读到这样
凄凉的远古诗情，想到清明时节的
纷纷小雨，湿漉漉的春天就要来到
眼前，便产生了一种怀念和一种期
盼。期盼春天早些到来，期盼病毒
早日离开。虽然西山还有阴影下
的积雪，柳枝千条才只是刚刚绿了
树梢。但是，春天的船只已经划破
寒冰起航。春暖，花也就没有商量

地开了。
我放下手中这本反复读诵的

书，不想去再想什么清明呀，春天
呀，桃花呀，该来的必然会来，该走
的谁也拦不住。爱人正在追剧，是
反映文革前期荒诞年代知青故事
的《北风那个吹》，在极左形势下，
知青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当时人们
心灵的扭曲与纯真善良，都纠结在
一起。那个时候，我刚高中毕业，
同学们都上山下乡到农村当知青
去了。但是，有幸那个年代很快就
结束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把一切都
赶走了。

我又拿起那本书，胡乱地翻了
起来，眼睛一亮，看到了那首熟悉

的《標有梅》：標有梅，其实七兮。
梅子在树上已经熟了七成，春风正
暖，那个心爱的人再不来，等待你
的姑娘就见不到你了。我喜欢诗
经，就是喜欢它的真情与纯朴，它
的借物喻人，把人的真性情不隐瞒
地表现出来，含蓄是它的最高明的
不装。

我放下这部远古的情歌，爱人
继续盯着电视屏幕追剧。我也好
奇地与她一起关注那个极左年代
的爱恨情仇，知青帅子终于解除监
管了，爱人追到这里好像也终于长
出了一口气，但是那块担心的石头
还没有落到底。虽然有牛主任暗
里相助，有帅子自己去县里参加文

艺汇演的突出表现，离他回城的路
依然很遥远。他好像看到了一丝
曙光，因为同伴中有两个知青已经
启程回到梦寐以求的城里。但想
起牛主任说的话，轮到帅子头上好
像还遥遥无期。实际那天帅子并
没有喝醉，但他好像也喝醉了，躲
在井下嚎啕大哭，不知是他在井底
的绝望，还是他看到了白雪融化后
的春天。

春天不远了，厚厚的白雪虽然
没有融化。但那片白桦林，好像感
觉到暖风已经吹来，个人的命运与
国家的命运永远是息息相连的。
春天不问人间事，我们再也不会在
冬天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