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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的春节注定不同寻常，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疫”已全面打响，这场战“疫”不仅牵动着每
一个人的心，更有力地彰显了“凝心聚力、众志成
城”打赢的决心和信心。

腊月二十九，一下班我就急着往乡下赶。短短
的三十分钟，因春节这份特殊的喜庆，愉悦的心情不
可言表。到家后，忙着张灯结彩，打扫卫生，耳畔不
时传来左邻右舍孩子们吵吵嚷嚷的声浪。这个时
候，谁家都在忙碌着。

大年三十，天才擦亮，本以为自己起得够早，
殊不知，推开门，呼呼啦啦的一大群鸡子闻风而
蹿，门前的水泥地上到处都是它们拉下的粪便，
一不小心，就会踩中，赶紧用大条帚扫除一番。
早已泛白的旧对联还是牢牢地粘附在大门上，清
除起来颇费时间，需要慢慢且耐心地完成。

忙时就觉得时间短暂。不及晌午，家属就做
好了面条、两个鸡蛋。每年，大多在年三十的午
时吃着生日面或生日蛋糕，缅想着过往的一切，
许愿着一切的美好。午饭是没有胃口了，其实这
个时候，都在期待着年夜饭。

午休起来，就见二叔家的几扇门上贴上了大

红的对联。忙不迭将自己的对联贴上，便又会同
大哥、弟弟等前往坟山给爷爷、奶奶和父亲烧去
纸钱，以表哀思。

才将四点来钟，弟弟就催促着去吃年夜饭
了。一大家子老老少少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其
乐融融，共享天伦。让我们没想到的是满桌的菜
肴，竟然出自弟媳之手，更让我惊诧的是弟媳能
主动喝酒。她的这一主动，却把我和大哥镇住
了，难得春节聚餐，难得家人团圆，没得说，就得
喝！三十晚上，收看着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
在普天同庆的欢声笑语中迎接新年的到来……

大年初一，就近给几位长辈拜了年，在二婶、
老姑家吃了饭。此时，一直在关注新闻的我，感
觉到新冠肺炎的严重性，也琢磨着以下的几天还
拜不拜年了。初二一大早，尚在睡梦中的我接到
老舅的电话，他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现在情况
特殊、形势要急，你们就不要过来拜年了，都在家
好好待着，等病毒去了再说！”也在当即，给亲戚
和朋友一一电话或视频，一律取消拜年、聚餐的
形式和活动。大家都非常理解。非常时期，谁都
不能置身事外。初三上午，接到局里通知，于当

天下午赶往县城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紧
急会议”。按照要求，确保家人并劝说左邻右舍
坚决做到“不拜年、不聚餐、不串门、不上街”。

从初三起，除去值班的两天，我及家人的活
动范围基本上就是屋里蹲一蹲，看看电视；门口
转一转，舒展筋骨。好在二婶家园子里的青菜、
大蒜、芹菜、菠菜、豌豆苗等各种冬菜充足，就着
烀煮好的一大盆咸货，慢慢地消禳着食物、静静
地消磨着日子。这些天来，每天上午的一个身影
始终让我感怀，那就是村里的保洁员，风雨不误
的她总是默默地骑着电动车，将各家门前垃圾桶
里的垃圾收捡后装车。她的一席话更让我感动：
非常时期，我所能做的就是要及时收集清理垃
圾。

延长的假期让人揪心，更让人感受着这个春
节的不同寻常。那些倾力战“疫”的勇士们，那些
无私无畏的志愿者们，那些坚守岗位的同仁们，
都是这个春节里最让人敬佩、最值得感奋的人。
我们拿什么战疫情，那就是“在守护家庭防线上
作表率，配合工作，听从指挥，不让无数人的倾力
付出功亏一篑”！

这个春节
杜永生

这个春节过得真闹心，一场突如其来新冠疫
情，席卷全国，几乎是瞬间令举国民众陷入恐慌。
大年三十还在开心地与父母兄弟姊妹们吃着团圆
饭，大年初一就“风声鹤唳”，把我们走亲访友的脚
步束缚在了家中。

看着家中已经置办好的，堆积如小山的拜年节
礼，我是犹豫再犹豫，挣扎再挣扎。

“还去不去给亲朋好友们拜年呢？不去，他们
会不会说我不懂礼数，不尊重他们？去，这双向担
风险的事情，会不会我去的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他
们堆着“虚情假意”的笑脸迎接我，也是心惊胆战，
战战兢兢？”

踌躇了半晌，终于决定，还是安心地窝在家里，
等过两天情势缓解再说吧。

过年无所事事，窝在家里还真是急。看着手机
上的新闻，情势不容乐观，白衣战士一批批地驰援
武汉，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武汉筑起了一道”防火
墙”，在这个本该温暖温馨的春节，毅然奔赴一线，
书写一段可歌可泣的篇章。

如果能安稳安逸地活着，没有人愿意奔赴生死
未卜的战场，哪怕请愿的誓言再慷慨激昂，前行的
步伐再坚定铿锵，那内心深处最柔软脆弱的角落，
又岂会没有与亲人生离死别的伤痛，和对此去能否
归来的惊惧仿徨？

网上新闻铺天盖，疫情的形势依然严峻，看着
每天确诊人数在不断增加，我心里非常着急，但我
知道自己一无是处，既不会行医救人，助患者一臂
之力；又身无它物，没有物资可以捐助，那就老老
实实地窝在家里吧，就如同网络上号召的那样，管
好自己，管好家人，这也算是少给国家添乱，多做
贡献吧！

通过这次疫情，我深深地感悟到，不管人类有
多强大，在天灾人祸降面前，仍然显得那么的渺小
脆弱，不堪一击。

这样的形势，不出门就是对国家做贡献了，那
春节走亲访友的惯例，就先搁置下来吧。在这个危
急时刻，人情面子都应该往后靠，保家卫国我们匹
夫有责啊！

翻出手机通讯录，把亲朋好友的名单都调出
来，一个个的打过去祝福他们春节快乐安康，然后

再阐述一下不能亲自登门拜访的理由。热情洋溢
的祝福词，一如厚重的节礼般实在诚挚，委婉地阐
述新冠肺炎病毒，浅显通俗，皆是近日众人耳闻目
睹。好在这是个人人自危的时期，亲朋好友们心里
怎么想我无从窥探，口中回应出来的话语，都是理
解万岁。

2020年春节的疫情，冷落的只该是昔年走亲访
友络绎不绝的人流，而不该是昔年拎着节礼登门拜
访时的尊重和热情。这一场漫长地筛选式的自我
隔离战役，疏离的应该只是暂时的人流，而不应该
是永久的亲情。

前几天，天气回暖，应该叫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吧。阳光的把蜗居在家中几天焦躁难耐的人都“唤
醒”出来了。我怕我年迈的老母亲要去人群聚堆的
地方打牌晒太阳，就赶忙给她打电话。

电话响了几声被接起，我问：“妈，你在干嘛
呢？”

“我在晒太阳呢。”
“在哪晒太阳呢？之前不是跟你说不要到人多

的地方去吗。”
“没去，我剥了一会花生，手疼不想剥了，就到

后院子晒太阳了，没去打牌，也没去找人聊天。”
“哦，这样最好了。再忍几天，过了隔离期，后

边情况就会好了。”
“知道，你天天打电话都说，我记着吶。没别的

事就挂了吧，别老浪费电话费。”
很快，话筒里传来“嘟嘟嘟”的挂断声，感情这

老太这几天被我叮嘱多了，嫌我烦了！
唉！只有关心你的人，才会老打电话烦你啊，

不关心你的人，谁会想起来打个电话关心问候你一
下呢！

我的慨叹还没完呢，我的手机也突兀地响了起
来，一看屏幕，是远在南京上班的大儿打过来的，急
忙划开接听，大儿悦耳醇厚的声音随机传来。

“妈，今天太阳好，你在干嘛呢？”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怎么跟我给我妈打电话的

口气如出一辙。
“我在后院晒太阳呢。”
“没出去乱跑吧？”
“没，都是电话拜的年，然后就待在家里天天关

着门过日子。”
“我爸和弟呢？”
“你爸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天天在院子里忙着

栽花种树；你弟除了一日三餐下楼，其它时间都在
楼上忙手机呢。”

“哦，那就好，非常时期，都管好自己啊，别让我
担心。”

“嗯，知道了，你管好自己就行了，家里面不用
你操心。”

……
为时不短的通话结束，我很心满意足。你看，

人生无论何时何地，你有要关心要爱护的人，也有
关心爱护你的人，这就是人生的一种圆满了，圆满
即是福，夫复何求？

这个春节，这个非常时期，芸芸众生中渺小的
我，和如我一般渺小的众生，所能做的实在不多，唯
有尽我所能，力所能及的管理照顾好自己的家人亲
人，也算是为国略尽绵薄之力吧！

做我力所能及的……
李艳

这个春节，给所有的中国人都留下了刻骨铭
心的记忆。

大年初一的清晨，本该热闹的武汉街头显得
异常冷清，这里的人们已快有十天没有看到阳光
了吧?厚厚的乌云重重地压着这座古城，让人透不
过气来。一群乌鸦像是嗅到了死神的气息，在天
空焦躁地盘旋，还有那空旷街头偶尔穿梭的身
影，都给这座古城增添了一丝神秘和不安。

不知道是谁违背了禁忌，为了他可耻的口腹
之欲，打开了邪恶的潘多拉魔盒，唤醒了那被封
印千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让它在武汉这座古城中
迅速蔓延。病魔像死神般游荡在古城的每个角
落，用他那令人胆寒的镰刀肆意地收割着一个个
鲜活的生命。城中人心惶惶，却无能为力地躲进
家中，希望躲过死神的目光，获得劫后重生。

就当人们想方设法尽快逃离这座城市，摆脱
死神魔掌的时候，在神州大地上，有一群群人不

顾个人安危直面病毒，选择逆流而行。他们有救
死扶伤的“白衣战士”，有“若有战，召必回，战必
胜”的人民子弟兵，有坚守防控一线、与亲人“隔
空拥抱”的妻子和母亲，有刚刚参加工作的“九零
后”“零零后”，也有本该在家颐养天年的垂垂老
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逆行者”。疫
情肆虐，刻不容缓。“逆行者”像潮水般从四面八
方朝着这座已被死神占领的城市快速集结，与病
魔短兵相接，展开殊死搏杀。在不知道病源，没
有特效药的危急关头，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赌
注，与死神抢夺生命，谱写出一首首可歌可泣的
英雄悲歌。

春节前几天，一张照片刷爆了“朋友圈”。一
个白发苍苍、满脸倦容的老者，他坐在车餐位置
沉沉地睡去，睡梦中的他显得那样憔悴而焦虑。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专
家，84岁高龄的钟南山。他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安危，呼吁大家不要去武汉，但他毅然踏上奔赴
武汉的高铁。由于春运车票早已卖光，他只能坐
着餐车去最危险的地方。餐车上这个伟大而疲
惫的身影，令多少网友为之动容？！他是逆行者，
他是战士，他是拯救苍生的“天使”，我以他为榜
样，我为他高歌。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人负重前
行。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里面有句话说：中国
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中国，唯一
一个星火相传的文明古国，她的存在绝非偶然，
一个个炎黄子孙总能在民族存亡、国难当头的危
急时刻挺身而出，他们无惧生死，不计得失，朝着
那最危险的地方逆流而行。

温家宝总理曾告诫我们“多难兴邦”。在这
次磨难的背后，我看到的不只是悲伤，还有那人
性的光芒和中华民族那强大的凝聚力，这是我们
民族生生生不息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不竭动力。

“逆流”成歌
吕 华

老实待在家，就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一句并不铿锵的语言，成了2020的热词，

暖暖的，充满阳光，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宛如迎春花开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2020年的春节阴雨连绵，天气灰蒙蒙的，
按照惯例应该是走亲访友、恭贺新春的喜庆
日子，然而由于武汉疫情，几乎没有人再随意
外出，更别说出门拜年。

街道，人迹罕见；卖场，冷冷清清；服务场
所：门可罗雀；小区，关门闭户；县乡道路，设
卡巡逻……

人民日报发布：这个春节，我承诺！以图
片形式向全国人民温馨提示：这个春节我承
诺，拒绝扎堆，不图一时热闹，但求平安健康；
这个春节我承诺，见屏如面，网络拜年，也是
团圆；这个春节我承诺，减少串门，关系不因
距离疏离，问候到，心意到；这个春节我承诺，
必戴口罩，科学丢弃，不传病毒；这个春节我
承诺，消毒杀菌，病毒赶走；这个春节我承诺，
拒吃野味，不猎奇，不贪嘴，病从口入，教训记
牢；这个春节我承诺，科学就医，如有不适，尽
快就医，沉着冷静，谨遵医嘱；这个春节我承
诺，拒绝谣言，只送祝福，不传谣言，别让错误
信息帮倒忙；这个春节我承诺，配合查验，多
些理解，多些耐心，抗击疫情，你我有责；这个
春节我承诺，支持请转，平安过年，春节快乐！

责任感迅即拧成一股绳，万众一心，呼唤
成河：亲爱的武汉，挺住；亲爱的武汉，加油。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就像小偷悄无声息潜
门入室，殃及无辜，连续作案，伤害我们的家
人，案件线索逐步汇集、分析、研讨，切实可行
的侦破方案纷纷公布于众，悬赏捉拿，绳之以
法。

然而，损失，一步步扩大。
联防联治，协同作战，八方精英驰援武

汉，风口浪尖，迎风逆行。致敬逆行的英雄，
你们是中华民族最骄傲、最美丽、最强悍的身
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们在家
人的盈盈泪光中，置生死于度外，舍小家顾大
家，逆行而上。

这是怎样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岗敬
业？这是如何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崇高气
节？这是多么令人感叹且啧啧称道的壮怀激
烈？武汉的疫情牵动着全国14亿人的心。

打开手机，微信朋友圈满屏皆是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最新疫情的进展，转发“取消家庭

聚会，老实待在家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的
呼吁，关闭一切公共场所的政令颁布，为最美

“逆行者”出征的点赞，暂停农村集体聚餐的
紧急通知等等成为大家自觉的行为。

信息在疯转，关爱在疯转。
能让武汉封城；能让北京所有庙会取消；

能让贺岁电影全部下架；能让全国戒备；能让
百城空巷；疫情一定不容小觑。

亲爱的同胞，请放下你的盲目自信，请照
顾好自己和家人，少出门这是对自己和家人
朋友负责。

有消息说，武汉封城，依然有人偷偷驾车
返回；依然有家庭聚会；依然有携带病毒者肆
意出入公共场所……对此，我们不禁深思，抗
击疫情，绝不是仅仅将白衣天使推上前沿阵
地，给他们冠上“最美逆行者”的称号；抗击疫
情，绝不是相关职能部门颁布文件就能令行
禁止，一劳永逸；抗击疫情，绝不是网络媒体
做知识普教就能化解。

当前疫情唯有众志成城，才能形成战胜
疫情的铜墙壁垒。

我们唯一能做的，遵照国家的规定和专
家的建议，减少外出，控制流动，配合国家和
医疗系统尽快化解这危及群体的困境。

对于我们每一个公民而言，此刻表达敬
意、体现责任、传递关爱、发挥作用的最好方
式，就是我们的积极配合：老实待在家，就是
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只要每一个人都不置身事外，努力待在
家里，就是斩断了一次又一次病毒传播的通
道。

南宋范晔《后汉书·朱擕传》云：“万人一
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中华儿女从不畏惧
天灾人祸，14 亿同胞只要心劲齐一，相守相
望，共筑全面抗击疫情的万里长城，就能画出
战无不胜的最大同心圆。

亲爱的同胞，这不是武汉的战争，这不是
湖北的战争，这是中国的战争，这是全民的战
争，唯有众志成城，我们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将
疫情彻底击垮！

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和以往一样，以健康
的身体，以安然的心境，悠闲自在地走在青山
绿水间，以经得起考验的中国公民的显赫身
份，让世界向我们致敬。

为此，老实待在家，哪都别去，就是对社
会的最大贡献。

在家待着哪都别去
张行方

虽然我记不住你是谁，
但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职业，
因为是你及时地告诉了我，2020年春节
假期为何多于昔日任何时期，
而大街小巷却为何格外冷清。

虽然我看不见你的容颜，
但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眼睛，
因为是它抹去了我与武汉的距离
却可以现场看见一批批白衣战士，
在那里把一场场不见硝烟的战斗打起。

虽然我没受过专门培训，
却及时掌握到了如何预防新冠肺炎，
你把专家研发出的成果，带着雨露
就像分享一树熟透的苹果，
原原本本地摘给了我。

虽然你没说过要对自己一句保护，
我却知道你此时已危机四伏，
面对倒在身边的战友，无暇顾及
却平静地警告我要守在家里，
自己却追着部队转战南北东西。

虽然你不是医生，
却医治了比医生还多的病人，
因为你开出的处方，
却比任何药物都受人尊重和信仰，
因为你有个神圣的职业——叫记者。

神圣的名字
采长林

年的脚步在欢声笑语中近了
谁料想魔鬼的脚步已然降临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突然倒下
猝不及防的阴霾笼罩在武汉的天空

大爱的天使从没有令我们失望
在武汉、在湖北、在神州大地
她们带着爱心和信念
从天南地北潮水般涌来

不问凶险，不畏艰难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把阴霾的天空撕开一道道光明
在华夏儿女的心里种下一颗颗“安心”

我为天使祈祷
朱文丽

疫情来，别恐慌；
须警惕，多提防；
勤洗手，常开窗；
戴口罩，把毒挡；
讲卫生，要提倡；
少聚会，放心上；
缓拜年，都舒畅；
粗淡饭，保安康；

多运动，免疫强；
有症状，上医堂；
不传谣，心敞亮；
破困局，勇担当；
伸援手，树风尚；
齐努力，打硬仗；
紧跟着，党中央；
众一心，降魔障。

疫情防控三字经
张世勇

登高眺远，见三镇昏暗，令人伤感。病疫蔓延凶猛势，毒染江城沿岸。声令铿锵，阻
击开战，封闭城衢断。病魔肆虐，白衣天使虎胆。

华夏儿女同心，举国上下，联控联防监。众志成城群体战，人力物资忙赶。赛时间，
夺生命，白衣天使战“疫”线。春光明媚，芬芳飘溢花满。

念奴娇.武汉战疫情
阮天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