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知道疫情凶险
没有犹豫
选择逆行
主动请缨
写下战书
身着白衣的战士
你的逆行何其勇毅

你知道疫情如火
没有彷徨
选择逆行
冲锋在前
守护安全
我最可爱的人
你的逆行撼人心魄

你知道疫情告急
没有退缩
选择逆行
挺身而出

走上街巷
坚守的党政干部
你的逆行令人动容

你知道疫情严重
没有迟疑
选择逆行
尽己所能
共筑防线
无私的志愿者
你的逆行让人感动

逆流涌动
汇聚磅礴合力
逆行英雄
在逆行中前行
逆行者最美
向逆行者致敬
与逆行者同行

致敬，逆行者！
陈玉军

签上姓名沾上印泥袁
轻轻地轻轻地按下手印遥
有过紧张也曾焦虑袁
这一刻我选择逆风前行遥

写下承诺递上申请袁
重重地重重地按下手印遥
热血沸腾充满自信袁
这时候看我们建立功勋遥

红手印红手印袁
一枚手印一诺千金遥
手拉手心连心袁
迎来山河繁花似锦遥

红手印红手印袁
一枚手印一颗初心遥
同呼吸共命运袁
喜看神州万象更新遥

红手印
顾向明

春节前夕，我把在乡下居住生活的老母亲接到县
城来与我们一起过年，没想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了。我
这位土生土长而且从不爱＂管闲事＂的老母亲，自从
电视上看到相关疫情防控的新闻报道后，心急如焚、坐
立不安，开始管起“闲事”来。

第一件闲事，就是为我们全家上了一堂课。她老人
家再三叮嘱我们全家人一定要听党和政府的号召，坚
决不出门，出门必戴口罩，集体聚餐坚决不能去。原打
算正月初五，我的三个妹妹带家人一起到乡下老母亲
的住处拜年，办两桌饭准备好好聚一聚。现在疫情发生
了，母亲叫我一个一个打电话给她们，疫情防控期间，
这个饭不能办了，打个招呼！

第二件闲事，就是我祖父的一个姓吴的表弟媳正
月里去世，按照农村的风俗，丧信（人去世报的口信）接
到后是有丧必吊，我母亲接到“丧信”后，先是左右为

难，但为了表达她对长辈的尊敬之情，她就戴着口罩前
往吊唁，那知道，她又开始管起“闲事”来，再三叮嘱主
持丧事的人要给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发口罩，同时磕
个头、简单喝口茶就走。千万不能大操大办，防止感染
病毒。没想到的是，在这位管“闲事”老人的执着说教
下，这位长辈家丧事真的一律从简。

第三件闲事，就是不准我们家人出门，居家防疫，
就连她自己的娘家人———舅爹爹、舅奶奶也不放过。正
月初十前，按照农村风俗，舅爹爹的女儿女婿都回来给
他们拜年，同时他们也邀请我母亲这个大姑奶奶一起
去吃顿团圆饭，大家聚一聚热闹热闹。正月初二，二舅
爹爹就打电话约我母亲正月初五去吃中饭，母亲就给
二舅爹爹上了一堂疫情防控课，再三叮嘱他们不要聚
餐，更不得随便外出。在母亲的再三唠叨下，二舅爹爹
只得取消了原定的拜年群体聚会。

表面上看，老母亲这个“闲事”管得有点宽，但对照
党委、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她老人家
做得相当正确，疫情防控必须从每个人做起，只要每个
家庭都有管“闲事”的人，我们的疫情防控战就一定能
够打赢。

管“闲事”的老母亲
张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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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是您的称呼
国士是您的身份
可一旦人民和国家需要
战士才是您的真实形象

山是您的性格
南山是您的坐标
可在百姓的心里
您就是那一株不老的松柏

您像时钟一样服务生活
您像警钟一样提醒大众
您像钟馗一样科普打鬼
所以您赢得了民众的钟爱

与您比我惭愧得无地自容
这个时候叫您什么好呢
我想了三天三夜
还是从心底叫您一声老哥

最美的睡姿

一张图片
感动得我老泪纵横
那是奋战在疫区一线的医护人员
在走廊里和衣而卧的身影

没有卸下口罩和

防护服
一切都没有卸下
睡着了还保持冲锋的姿态

但我仍然看见
那勒印深深
那捂记深深
那脸上一道道的累累伤痕

没有与恋人相拥的梦
没有对女儿嗔笑的梦
没有为父母挾菜的梦
你们睡得太沉了

一觉醒来
就是又活过来一次
许多兄弟姐妹
在等着你们和死神抢人

最美的睡姿

如同天使的微笑
又如同
一组战场上的群雕

光头姑娘

你是一位姑娘
一位健康的姑娘
却把一头秀发剪掉
留下一个光头

你不说漂亮话
只说为了利索地奔赴前线
青丝算什么
青春也得献给祖国和人民

这时的你
在我眼里更加英姿焕发
不仅是一名战士
更像一位光头将军

动·静

庚子春节
突起风云
一种新冠病毒
闹出大动静

全国“一级响应”
全民阻击疫情
从未有过的动
从未有过的静

一个家庭静下来
一个社区静下来
一个城市静下来
一个地区静下来

一支队伍动起来
一个政党动起来
一个民族动起来
一个国家动起来

以动实现静
以静支持动
这个时候
动静两相宜

无论是动
还是静
都是为了 14亿人的
健康与生命

“我是党员我先行”
这句话
十分让人动情
说出了你们今天冲上前线的理由
道出了你们当年入党宣誓的初心

这句话
十分让人鼓劲
你们肩负着平时“看得出来”
战时“豁得出来”的重大使命

这句话
让我认识了一种人
这句话
也让我读懂了一个时代

我还是叫您一声老哥（组诗）
———致敬钟南山

张锋
“美美”野味误中国，

小小“蝙蝠”窜南北。霪雨
莽沧沧，毒雾锁大江。黄鹤

知何泣？“冠肺”袭荆楚。江
城泪滔滔，驰援逐浪高。

菩萨蛮·黄鹤楼
彭辰阳

每年春节都是很忙的，不是走亲访友，就是聚玩吃喝，今
年这个春节却有点儿别样，被 "新冠肺炎 "一搅和，打乱了约
定俗成并早已计划好的过年计划。疫情重大，不是儿戏，孰轻
孰重，人们心里有数。所以，都静寂地待着。
过年，就是过的热闹，图的喜庆，大人互致问侯，利用小长

假见见聚聚。小孩过年最开心，尽情嬉戏皮闹，还收获长辈的
红包。现在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一下子宅在家里静下来，好
多人乍乍的有点不大习惯。
我开始也感到有点儿别扭，后来听到国家行动，看到蜂涌

而来的信息。“小家”必须服从“大家”，赶紧发信息告知，打电
话说明，取消正月初五的聚会，得到兄弟姐妹们理解。好在信
息发达，互联网联通世界，尽情畅游其间；电视频道多节目丰
富，欢乐荧屏内外；手机智能科技更加厉害，把多功能集一身，
让人觉得世界如此精彩，也抵消一些寂寞无奈。是的，很难聚
齐的家人难得坐下来，多年不看书的人也捧起了书，从不管孩
子的家长和孩子也进行了沟通，一年说不了几句话的夫妻打
开了话匣，不少人也拿起了笔为防疫加油……
都说岁月静好，那是文人笔下的诗情画意，而居家生活还

是柴米油盐。有人说，喧嚣的中国、躁动的社会、焦躁的国人渐
渐地静下来了。已亥与庚子之交的静，有人从不适应到慢慢静
下来，车声、喇叭声、叫卖声，甚至吵杂声，以前总感到不合时
宜，觉得烦。可当喧闹的声音从除夕下午渐渐消停，替代它的
是此消彼长的鞭炮声，过后却是漫长的静，此时却又让人想念
往日的喧闹。
阳光明媚，戴好口罩走出家门，忽然感觉小区道路清爽

了、安静了，平时停着一排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的，现在少
到几乎怱略不计。临近中午，随着一个个窗口抽油烟机呼呼的
响声，飘出多种菜肴的香味，依然那么诱人，充满生活的气息，
平日邻里见面总会说句:就到我家吃饭，喝两杯。如今只是点
点头笑笑，算是打过招呼。
家有 10多盆花草，腊月曾修剪、洒水，打扮一新迎春节，

半个多月没侍弄，有的老叶干枯，有的花朵蔫了，虽是自然规
律，可还是找来工具，上下左右，盆里盆外，梢头叶片，根部土
壤，好好收拾一番。嗬！好像立马都精神欢实起来。我搬家时
父母亲自栽的一盆万年青，20年了仍然郁郁葱葱，正在休眠
的铁树经过修饰，仿佛也揉揉眼，迎接春天。立春这天，朋友把
家里玉树开花的情形拍了发来，有春到人间花先知的感觉。再
端详家里的迎春，也冒出紫红的花骨朵，蓄力待放，花讯可期。
春来了？来了！带上美好期待，共待春暖花开。愿山河无

恙，人间皆安。

静等花开
邹德萍

己亥与庚子之交的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
人民的心，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和传统的新春佳节交
叠，如何让人民群众在过传统节日时确保生命健康安
全？如何应对疫情防控这个不见硝烟的战斗？宅在家里
的我，再也坐不住了，在这关键时刻，我作为一名有着
45年党龄的老党员、盐城好人、盐城市“百姓名嘴”，必
须发挥作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和群众一起行走在抗“疫”一线。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疫情，我快速行
动。正月初二，在镇政府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紧急动
员大会后，我连夜编写了《疫情一定能战胜》的快板词。
正月初三一大早，我穿上志愿者服装，佩戴党徽，一手提
着小喇叭，一手拿着小竹板，来到本镇八大家龙泽园、东
兴安置点、康居工程示范点等小区以及村庄，走村串户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喊话，提醒群众
不串门、不聚会，劝导群众暂停办酒席，动员群众如实报
告省外返乡人员。老百姓在室内或在楼上打开门窗、戴
上口罩边听边朝我竖起大拇指点赞。虽然有点累，但值

得。
八大家居委会 80岁的老党员皋古成站在家门口对

我说：“同祥啊，你说得很生动、又实在，我听了多少遍
了，不觉烦，还告诫儿孙们听党话、不信谣。本来家人想
在正月初五替我办寿宴，听了你的宣传，我的寿宴也停
办了，也不准他们到亲友家聚餐。”

为了提高疫情防控宣传的深度和广度，我放弃休息
时间，起早摸黑，连续编写了《众志成城战疫情》《筑牢道
道防护墙》《疫情防控靠大家》《自觉防控做贡献》等快板
和对口词等，带领陈德忠、吕胜祥、陈昌顶、魏联、陈梅
香、金雅雯等 12名志愿者，拿起小喇叭或小竹板，用单
口、对口、群口的形式进行宣传，10多天来，我们走进了
20个村居的大街小巷，一个声势浩大的“土”喇叭、竹板
宣传在临海大地兴起，成为疫情防控知识最直接最有效
的宣传方式之一，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与其同时，我还将所有单口、对口词，全部录制成音
频，让全镇 26辆宣传车和各村居的高音大喇叭每天反
复播。

我的小快板、小喇叭确实发挥了大作用，让人们从
思想上、行动上绷紧了疫情防控这根弦，有效地切断病
毒传播途径，对保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用快板抗“疫”
张同祥

武汉突然传瘟疫，
冠状病毒悄来急。
中央动员令，
全国皆响应。

火烧眉毛燃，
八方速支援。
众志成城坚，
齐心定胜天。

菩萨蛮·众志成城战瘟疫
张才祝

几天深卧茅庐内，
满脑愁云欲断肠。
武汉新冠氲疫患，
白衣天使救治忙。

中华手足同生死，
武汉人民卫健康。
病毒必将消灭掉，
立春过后万花芳。

立春过后万花芳
居文俊

鼠年突降疫情，
毒瘴欲盖晴空月。
喜庆声中添烦恼，
毒疫伤肺人窒息。

一级响应添神力，
八方英豪江城集。
两山医院旬日成，
战略物资保供给。

神州十亿齐努力，
城乡联动战报捷。
前线英雄添壮举，
后方百姓献物力。

无烟战疫更炽热，
白衣战士可歌泣。
整装待命听召唤，
军地天使洒热血。

科学施策来应急，
勤洗勤透保清洁。
出门不忘戴口罩，
非常时期不聚集。

戮力同心灭瘟疫，
人定胜天显威力。
春风吹绿神州柳，
晴空赐圆中华月。

战“疫”
董素印

华夏儿女都听话，
党叫干啥就干啥。
众志成城抗疫情，
自我防护呆在家。
微信视频常联系，

问候祝福暖心间。
一方有难八方援，
全国力挺大武汉。
消灭病毒保卫战，
要获全胜靠大家。

战疫情保平安
周军国

农历腊月二十九，红彤彤的太阳露脸
时，四面八方的人从弯弯的田埂上、从阳
光铺洒的公路上向集镇赶来。他们当中有
商贩，有销售农副产品的农民，更多的是
购买年货的人们。

今天恰逢四明逢集。今年 47 岁的农
民李正新和老婆开着三轮摩托车，也随着
人流往四明集市上赶，一路上哼着小曲和
熟人打着招呼，欢歌笑语不停，那飞转的
钢圈录下了速度和欣喜，那喜悦的欢笑报
告着丰年的喜讯。
“今年双喜临门，一喜自己的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补助了一万多
元钱，拆了危旧房屋，在康居工程集中居
住点重新购买了 100 多平方米的套间，里
外装修一新。用上了抽水马桶，做饭也不
用柴火了，全用液化气和电磁炉烧菜。”

老婆和路上的熟人聊得正欢时，李正

新接过话茬说：“远在武汉打工的儿子谈
了个对象，今年要带回家一起过大年。新
媳妇初来，我们得好好准备准备，热热闹
闹地办六七桌酒席，请亲朋聚聚。到饭店
办不合算，钱多又吃得不实惠。自己买菜
给厨师做，今天到集市上把年贷烟酒鱼肉
什么的先买回来。”

集市虽小，但商品十分丰富，琳琅满
目。李正新夫妇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
里，挑选着所需要的货物，不一会儿，什么
螃蟹对虾、烟酒什么的装了满满一三轮
车。临返时，老婆子还特地买了一对红灯

笼和红包袋子，说灯笼喜庆，红包袋子要
装钱给媳妇作见面礼。

到家已是响午时分，夫妻俩卸下车上
的年货。老婆忙起了午饭，李正新从屋里
拿出一叠红纸，准备排一排打算邀请的亲
戚朋友名单。这时，手机响了，是儿子打来
的电话：“老爸老妈，很对不起，我们不回
射阳过年了。武汉这里发现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有传染，封城了。待疫情过去
了我们再回家，祝二老新年快乐！”

李正新望着家中购买的年货，叹了口
气：“什么疫情不疫情的，分明是没找到媳

妇，在骗我们，不好意思回来。”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倡议

书，据悉，武汉等地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李正新徇声望去，是镇里
的宣传车开到了家门口。从车子里下来两
个人，其中一个他认识，是村里的宣传员
小杨。“各位村民要注意，疫情防疫无小
事，武汉来人要登记……”另一位下车就
打起快板。
“真是巧了，听说李大爷有个儿子就

在武汉打工。武汉有疫情，不回家过年了
吧？”宣传员小杨问。李正新想起儿子刚刚
打来的电话，连忙说：“是的，武汉封城了，
儿子不回射阳过年了。这不，儿子还叫我
们多备点莱，春节居家吃喝，不串门呢！”

李正新的话里有点水份，他明白了儿
子没说谎，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疫情结
束，儿媳妇就来了。

“我们不回射阳过年”
张永成

过完了应是此生最长，然而也最没有年味、最没假感的一
个年假。年味被猝临的凶猛可怕的灾难冲淡，假感因与灾难伴
生的事务与气氛而消减。假日里是有大块时间的，可是，没能像
样地做出任何一件事，也没能安心完整地读上一本书。因对灾
难进展与管控情况的紧张持续关注，和对相关事务的必要应
对，时间被割裂成一块块难以捡拾的碎片。即便与家人亲密相
对相守的时刻，那一根紧绷的弦，也都不能全然松下。
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呀。灾难之中，你，我，他，谁人

能说，自己是局外人、旁观者？
又一个晴日。拿出剪刀，将前天在班时无意间碰折的一枝

长寿花的嫩茎取出剪短一些，重新插入窗前置放吊兰的玻璃瓶
里，使它能够昂然于光色之中。沐浴着上午清丽阳光的簇开的
红色花儿，如一簇簇燃烧的火苗，艳丽夺目。开得多么热烈，多
么从容呵。可是，与无法忽略的当下依然严峻着的大氛围似乎
很不相协调，两相比对，使人不由得产生一种怪异感。然而，无
论觉得怎样地悖逆，就是这么共生共存着。
“种因者得果，玩火者噬于火 /食蝠者怎配求福？/视芸芸

众生若蚂蚁，若草芥，若宿主 /当其位者 /与病毒有什么分别？
/智者守望，勇者守护，直面灾变 /以血肉之躯相搏 /善良者哭
泣，愚氓躁动，投机者浑水摸鱼 /这疮痍人世 /这说之不尽的
至丑至美，至寒至热”撷自凤舞的诗《被宅的日子》。这一声声咏
叹，流溢出她内心止抑不住的悲愤、疼痛与无奈，读之使人不能
不一同感怀。
是的，对自然不知感恩的索取、不加节制的掠夺、无休无止

的破坏，某一时刻，必会以某种可怕的方式返归到我们自己身
上。那些忽然就逝去了的无辜者，那些莫名其妙身染到病毒的
病患，那些与病毒面对面争夺生命的勇士，那些拚力构建安全
巨网的人，那些失德无耻的趁势逐利者，一个又一个让人揪心
的数据，一个又一个难辨真假虚实的谣言，不得不用距离、口
罩、消毒液制造并不确定的安全感的一个个所遇之人……这突
然而猛烈的返归中，检阅着，呈现着，见证着，鞭挞着，激励着。

细思来，身历的这一个冬天里的这一场灾难，其本身何尝
不就是一本书呢，一本复杂惊险读来使五味交织杂陈于心的
书。
那么，从中你究竟读出了什么？
一个必将镌进记忆、载入史册的一个特别的冬天。“这是我

们唯一的家啊。”“你是万物的一部分。”马修·连恩一遍一遍如
此吟唱，提醒着容易走向麻木自大的人类，呼唤着将爱与慈悲
无限传递。愿这一场拌和着痛与泪的教训，能深刻地、永远地刻
入每一个人的心灵，并长久束缚到此后每一个人的思想与行
为，而成为一种融入血脉的、永不被忘却或中止的自觉与修养。

读好这一本书
鲁声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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