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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射阳县文学艺术界的

同仁们守初心，以各自的视角观照社会，用手中的笔赞美逆行
而上的人们，也留下了诸多的人文思考……现遴选部分作品

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浏览网上疫情，滚动播报，数字揪心。

网上有真情，也有谣言。每当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都会谣言四起。过去认为，只要及

时公布实情，就能挡住谣言。现在看来，即

使及时公布实情，也很难完全挡住谣言。

谣言的存在，是因为造谣者的存在。为什

么会有人吃饱撑了没事造谣，可能原因多

样。的确有少数人心怀叵测，唯恐天下不

乱，别有用心妖言惑众；也有的喜欢石破

天惊，弄出点奇谈怪论，让人拍案惊奇；更

多的还是怀疑官方公布疫情的真实性，推

论、猜测、估计，添油加醋炮制自己认为准
确的东西。所以，各大传媒、小区广播除了
宣传介绍卫生防疫知识外，还特别强调不

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这的确对症下药，

切中时弊。

也有所谓科学探寻，究竟算不算谣

言，值得探讨。比如，很多网站发表自称

专家言论，说疫情病源来自于蝙蝠，来自

于大猩猩，来自于果子狸，甚至来自于恐

怖分子。疫情没有完全消除，就很快得出

病源结论，究竟是科学还是猜测，不得而

知。网上为此讨论得沸沸扬扬，甚至看到

个别群里为此争得面红耳赤，各抒己见，

都骂对方是科盲。我学法律，不做医生，更

不从事流行病研究，自感也是科盲，看了

几篇这样的文章，本想参与讨论，可还是

不敢，因为这涉及到的学科太多，除了病

理学、传染病学，还涉及毒理学、基因学、
生物学、遗传学等等，我用什么去推断病

源来自于美国或来自于蝙蝠?
我还是做点别的事情，宅居在家，我

把春节晚会看了三遍，小品上的戏词几乎

能背上。44节侦探剧和 35节爱情剧一口
气看完，差点把电视看烧。白天觉睡多了，

只好熬夜看电视消化。凌晨两点，闻到焦

味，摸摸电视机外壳，有点烫手，只好悻悻

然关机睡觉。网上也有很多抗击疫情的文
章、诗歌，虽然粗制滥造、参差不齐，但也

聊胜于无。有的诗歌写者热度很高，似乎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毕竟功力不够，写

出来的诗句都是铿锵有力的大白话，不感

人、不艺术，读了味同嚼蜡。不过，也有好

文章让人欢喜。前天读到梁晓声先生发在

《当代》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让人眼前一

亮。梁先生大概知道宅居过年难耐寂寞，

所以文章标题直击心灵：《读书是一种抵

抗寂寞的能力》。梁先生说：“谁都不要错

误地认为孤独和寂寞这两件事永远不会

找到自己头上。现代社会的真相告诫我

们，那两件事迟早会袭击我们。”谁都不愿
意被隔绝和封闭，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疫

情，不得不让孤独和寂寞找你。梁先生还
说：“人啊，为了使自己具有抵抗寂寞的能

力，读书吧！人啊，一旦具备了这一种能

力，某些正常情况下，孤独和寂寞还会由

自己调节为享受着的时光呢!”梁先生的

文章提醒我用读书打发难捱的宅居时光。

读什么书呢？打开电脑，浏览各种考试项

目，全国翻译资格考试四月份报名，六月
份考试，于是翻箱倒柜找出久违了的英语

教材和发霉的英汉词典，复习迎考。突然

发现书架上还有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

写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联想到《当代》微

信平台发表的武汉作家池莉为这次疫情
刚写的《隔离时期的爱与情》。池莉不仅是

作家，也是流行病医生。池莉在文中说：

“尽管当代科技发达，早隔离也还是迄今

为止最有效的传统方式。”有人说，现代医

学这么发达，对付传染病，还用这么笨拙

的隔离之法，似乎又回到了“小米加步枪”

的年代。抗击非典和这次疫情都证明，无

论科学多么发达，传统有效之法最管用，

不能丢。在原子弹、核战争疑云密布的今
天，一旦发生战争，我不知道，是否还会动

用小米加步枪。我只知道，对付传染病，用

隔离之法，阻断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染，

虽然失去了部分活动自由，但对控制疫情

蔓延最为简单有效。

池莉文中批评了抗击疫情中的某种

滥情。“道理也很简单和通俗，如果一个人

心存侥幸，觉得自己偶然出去一趟，买个

菜总没有关系；那么每个人都会这么想。

这个巨大的城市，巨大的人群，在隔离期

间，都偶然出去买菜，那么更加广泛地再

次传播又可能开始，封城将会前功尽弃。

更可怕的是，人们一边自我破坏着隔离，

还一边以爱的名义、情的借口，大肆地泛

滥爱与情。一时间，无数人通过微信、抖

音、微博，发表无数条煽情文字：超市还在

卖菜，是大爱无疆；小贩出摊卖菜，也是生

活情义；为了全家自己外出买菜，正是无

畏无私的大爱。更多无知无畏的糊涂勇
者，除了跟帖，还出去买菜。有的人，正是

出去买了一次菜，受到了感染，一个人又
传染好多人。今天的数据明摆着，已经封

城十一天了，病例还在增加。目睹这样许
多向大众示爱的表情与表现，自以为聪明

到连隔离都没搞懂的人在网络上舞文弄
墨煽情，我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呢……
刘文华

“如果你爱万物，万物也会爱你，这就是魅力。

如果你不伤害万物，万物也不会伤害你，这就是平

安……”
我站在窗前，反复听着《有情无情》这首歌。

2020年 1月 26日，大年初二。

鞭炮燃放后残留着的纸屑、烟灰，在风中低低

地回旋。

草木寂然。

没有太阳。

偶有几只鸟儿，停栖在小区的花廊上。一只灰

色的猫蹲在路边。有三三两两的人，戴着口罩，不

时从小区门口进来。

这个春节，因了新冠肺炎的肆虐，而失却了往

年的欢愉与热闹。

往年这个时候，走亲访友，是必然的。可今天，
哪也不想去了。

每次看手机，便会看到类似于钟南山院士那

“少吃一顿，饭亲情不会断，聚一起吃饭，给社会添

乱”的提醒，别有一番温情。

不添乱，是我们唯一所能做到的。

前阵子，觉得疫情离自己还很遥远。我们去了

乡下，看母亲。

乡村的田野，依旧是满眼的绿。

母亲在忙。我很在意。尤其在这样的时刻。

母亲说：“回家后，就不要乱跑了。”她也是知

道这些事情的。

我望着稀稀落落的路人，想着国泰民安这个

词。国家太平，人民安乐。

是谁搅乱了这份宁静？看着手机里的若干关

于疫情的这样那样的消息，心乱乱的……看到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又踏实了许多。

……
庭院里梅花悄然开放。

我知道，紧随其后便是万紫千红……

庭院梅花开
高东芹

十七年前的那个春天
因为非典，你力挽狂澜

从此，你像父亲走进我们的心里

钟，是你的品格

争分夺秒，不苟一丝

南，是你的方向

直言不讳，从不偏移

山，是你的信仰

栉风沐雨，巍然矗立

庚子年的这个春节，又一场战“疫”

耄耋的你，仍挺直腰板，冲在一线

以十四亿分之一微弱的光
点燃十四亿中华民族强大的希冀

致钟南山
文雅

蝙蝠飞至江城的时候，
驮来咳嗽的夜色。

这九省通衢的千古名城，
谁一夜之间，

将她春天即将张开的肺叶

紧紧勒住。

我们无法眺望磨玻璃的远方，

江水如泪的流淌。

我们无法听到更多的亲人们
燃烧的心跳，

坍塌的呼吸。

我无法想象
那么多翘望明天的头颅

会从荆楚大地
突然低垂进我的视野，

溅落我眼中的滔滔热泪。

但我可以看到，

更多的头颅在面向太阳与明天，

不断昂起！

就像这座英雄的城市

绝不会在这雾瘴中失去她生命的高度。

天使泪

奋战在武汉抗疫第一线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

院张继先主任对记者说：“我要把一生的泪流完。”

———代题记

你哭了，

你说，

这一次，你要把一生的泪流完。

你为蜂涌而来无药可救的病人而哭，

你为用生命捍卫生命的同事而哭，

你只是没有为自己而哭，

你哭得有多伤心，

你的泪水就有多清纯。

物资难以保障，刚毅的你没有哭!
体力严重透支，坚强的你没有哭!

“戴着王冠”的病毒随时将你击跨，勇敢的你没有哭!
现在你哭了，

为窒息的病人而哭，

也为步履踉跄的同事而哭。

我知道，你因善良而流泪，

也因责任而流泪。

你要将所有的泪流完，

然后以决绝的勇气与决心，

带着坚强、微笑与温暖，

又一头扎进病房。

让我在千里之外，

为你热泪盈眶。

致武汉（外一首）
祁鸿升

天地有序，人生无常。昨儿还是艳阳高照，今天就是遍

地阴霾。始料未及的一场疫情，给我们踩了一次急刹车。从

初一到现在，响应政府号召，宅在家里，自我隔离，防御冠

状病毒。有生以来，第一次过年不回家，母亲在电话里唠

叨：我和你爸都很好，家里有肉有鱼，有吃有喝，不操心，别

牵挂，你们保护好自己。

既然疫情为我们按下一次暂停键，在非常时期，我们

能做的就是守好自己，不给社会添乱。在家多出一些时间，

除了通过电话安排好日常工作，就是给平时叫外卖的女儿

做一桌可口的家常菜，为八十多岁的婆婆煲一锅山药骨头
汤，再将家里的地板擦拭得照见人脸。难得的假期，拉近了

亲人之间的距离，享受到了更浓的亲情。
平常没空看书，只能一边干家务一边听书。这个假期，

停下脚步，捧出搁在床头一直没有读完的《乌合之众》。能
够坐在阳台，让暖洋洋的太阳照在身上，静静地读一本书，

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书中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群体的道
德，什么叫群体道德净化行为。全民战疫情，给了国人一次

集体思考的机会，更改变了国人集体性格。
在网上看到，援助武汉，有的人抛家别子，走上逆行之

旅。有的医生穿着防护服，一干就是八个小时，有的还被感

染，永远告别了手术台。有一对夫妇免费给医生送餐。八十

四岁的钟南山院士，看到一个个倒下的被感染者痛心得流
泪。我那与他同龄的婆婆不知为何，我就给她看电视，看手

机视频，婆婆说，这都像打仗呢。我说，这就是一场没有硝

烟的恶战。

在网上还看到，有的人高价出售口罩，有的人趁机回

收别人丢弃掉的口罩再去卖……看来，有些人是真的病

了，且病得不轻。冠状病毒损坏了一些人的肺，也坏了一些

人的心。

疫情泛滥，谁也不是一座孤岛。刚刚看到一位文友发
在朋友圈里的一个视频，看得我泪流满面。武汉一家医院，

一个被感染隔离的小孩，见到医生来看他，隔着玻璃，伸出
小手要抱抱，医生转过身来，掩面，泪崩……孩子，这世界

欠你一个抱抱。
几天来，电视、微信、新媒体传递的信息表明：病例每

日在增加，情况不容乐观。没有呼朋唤友，没有推杯换盏，
没有车水马龙，没有熙熙攘攘。全民战疫情，给了我们一个

最冷清最冷静的假期。不过我坚信，我们这个民族具有一

种特殊的韧性，从来不缺冲锋陷阵的勇士，从来没有失去

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几番风雨，冬已尽。连续几天艳阳高照，阳台上两盆水

仙花终于开出东风第一枝。风信子、矮牵年、长寿花……挤
挤挨挨，叶茂花繁，前赴后继。在电视上看到，火神山医院

建成，一批病人终于可以住进去，接受治疗，这是多么令人
振奋的一件事。

暖风有信，春将至，只待百媚千红时。

只待百媚千红时
赵峰旻

今年的春节并不算太冷，可大街上却不见往

日的热闹，没有迎新的音乐，少了孩子们的嬉笑

打闹。商场关了，饭店关了，店铺关了，即使路边

偶有人走过，也都是带着口罩，神色凝重，步履匆

匆。

我看着窗外这突然安静下来的世界，虽然阳

光温暖依然，可心却像被铅块压着一样，沉甸甸

地难受，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和我一样的心情
吧？心里都在想着同一个地方———武汉！

一场猝不及防的疫情正在那里发酵、蔓延，

波及全国，生活被改变了。居家的日子，头等大事

就是关注疫情报告，收看抗疫新闻。这个春节没

有欢笑，只有泪水。看着被病痛折磨的患者，我流
着同情的泪；看着医护人员握炭流汤、犹解倒悬，我流着感动

的泪；看着全国上下，齐心抗疫，我流着激动泪……

下午在家整理父亲照片，想起当年非典肆虐的时候，他对

我说:“这是一场战斗呢，我们肯定赢，你信不信？”如果父亲现

在还活着，一定还会这么对我说吧！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解放军雪夜受命；医护人员星夜兼程；

各地物资火速驰援。一样的别妻离子，一样的奋不顾身……消毒、

隔离、救治，一场攻坚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楼下的花坛，得意春风，一株叫不上名的植物，叶团中孕

育了几颗米粒大小的浅紫色花苞，它让我想到了《约翰·克里
斯朵夫》文中最后那段文字：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

他对孩子说，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孩
子回答说，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

是啊!即将到来的日子。让我们风雨共承，静待花开吧！

静
待
花
开

周
红
境

心有所戒行有所界

一个世纪前，丰子恺曾作《护生画集》，劝人戒杀。他的

护生之旨就是护心，他说，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

为爱护己心，使勿养成残忍。顽童无端一脚踏死群蚁，此心

放大起来，就可以坐了飞机拿炸弹轰炸城市，故残忍心不

可不戒。不戒如何？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概率是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传

播出来的。据说，在华南海鲜市场，每一只动物都被明码标

价，一只活孔雀只要 500元，一根鹿鞭 400元。人类为什么

如此钟爱野生动物？虽然有人为猎奇，觉得好玩，吃一下；

有人为进补亦或食疗，听信巫医吃虎鞭壮阳，吃穿山甲通

乳等；但最主要的，大概还是显摆。在有些人看来，请人吃

野味，是低调的奢华，因其稀缺珍贵，才能彰显身份。然而，

病毒并不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的身份放过他们。如果 2003

年，不是有人在广东野生动物市场和餐馆乱吃果子狸，那

么从蝙蝠到果子狸再到人，这条病毒传播链就不会出现，

当年的 SARS就不会爆发。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意义

上或许就是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报复，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

罚，只是可怜了那些因为别人的虚荣和饕餮，被卷入灾难

的无辜医者和病人！

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把动物关进笼子，今年，动物成功

地把十几亿人关进“笼子”。天道轮回，善待生灵。人类，是

不是该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思考如何护心护生，与野生动物

和平相处？！当然，对一个未戒荤腥之人来讲，这样的自问

也许有点伪善，但这伪善，是否也是一道必要的堤坝，让残
忍不至于像洪水一样，不断向人性的下游泛滥！

心存敬畏行有所止

这次春节在老家，当时家人还没有很强的抗疫意识，

侄儿本来准备是要和准丈母娘一家会亲的，饭店也早在腊
月订好。女儿欣欣听到，立即就拉下脸，说不行，不准聚餐。

家人初听，总觉得这丫头有点不近人情，没少腹诽：就你命
金贵？可最终，欣欣还是说服了大家，她说，不是人情淡薄，

是健康第一，待春暖花开时，大家可以不戴口罩聚在一起，
繁花依旧。她给我们讲了个印尼大海啸的真实故事：2004

年，在泰国普吉岛的度假胜地攀牙湾的迈考海滩，100多名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惬意地享受碧海蓝天沙滩的圣诞

假期。一个十岁的英国小女孩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

不好，要发生海啸了！她赶紧和父母讲了自己的发现：在大

海的远处突然涌现出了一波白色的巨浪，将蓝天和大海明

显地隔成了两半……这个现象与课堂内容完全一致！小女

孩和父母赶紧回到酒店，通知工作人员。就在所有人离开

海滩后不到几分钟，惊天巨浪袭来……小弟最终心悦诚服

地退掉饭店。

但很遗憾的是小弟并没有被说服，或者说没有这样的

认知。其实我不想说太多，像武汉红十字会以及黄冈那个

一问三不知的卫健委主任，也不是少数。然而，对于我们大

多数，却也是极容易变成权力的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

分喜欢的。因此，完善监督体系，强化权力制约，迫在眉睫。
心有情怀行有担当

在这次疫情抗击中，84岁的钟南山和 73岁的李兰娟
院士并肩作战，给我们太多感动和温暖。他们是我们黑夜

中的星星、寒冬里的暖阳。我们虽不能象他们一样，做不计

报酬、不计生死的最美逆行者。然而，哪怕是世界上的微

尘，太阳一出来，也是有歌有舞的。作为普通人，一样可以

有自己的担当，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那个向武汉捐菜

十万斤的热心大树哥，那个用 150个自制口罩让暖流在车

站涌动的玉泉车站调车长母亲……

他们都和我们一样平凡，然而他们的行动却又是如此

不凡：大树哥送完菜，回家就自己主动隔离了；那个母亲只

是无意中听儿子说起口罩很难购买，便自费在药店购买了

一批医用口罩布，坐在家里一针一线地缝制，61岁的老人
眼神不好，缝一个口罩要 20多分钟，用了 3 天的时间，才

缝制了 150个口罩，为配戴起来更加舒适，她甚至为每个

口罩都细心地缝上了鼻托。

与他们相比，有些人的行为便失了大道，有违人性：隐

瞒疫情违规操办寿宴、收受礼金，导致参宴人员感染，医护

人员被隔离的；不带口罩，别人提醒还口出狂言漫骂的；囤

积口罩卖高价发国难财的……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

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

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所幸的

是，总还有人提醒，有人举报，相信爱的力量让抗击疫情

一呼“万”应……
寒夜终会过去。

宅思二三
朱巧云

是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将我从梦中拉了回来，只听电话

那头说，“你场第六批市单已经下

达，请于上午九点前上报……”

挂了电话，晕头转向的我赶

紧打开电脑，接下任务，然后立即

和社区联系。一切落实到位后，瞅

了眼电脑右下角的时间，正好是

凌晨一点，离前一天任务结束、躺

上床不过一个小时，赶紧设了早

上六点的闹铃，又躺了下来。这便

是我从除夕至今的工作状态。刚

开始几天还只是白天，年初三开

始便不分白天黑夜了，无数电话、

各种表格纷至沓来，大家尽管嘴

上说感觉已经油尽灯枯，但深夜

任务来了还是照接不误。

这是我工作十年来接到最重的任务，2003年

的非典，中学生的我还是保护对象；2020年爆发
新冠肺炎，我已经是一名属地防控工作联络员。

婆婆说她活了快六十年了，第一次这样过年。大

街上冷冷清清，全民窝家里不出门，我们还天天

忙得连饭都吃不消停。是呀，忙已经形容不出目

前的工作状态，有一天群里突然安静了，大家还

不习惯，纷纷去要任务。一点都不夸张，我每天蓬

头垢面地醒来，顾不上洗漱就打开电脑，工作间

隙再去吃饭、做其他事，年三十的团圆饭，家人都

快吃完了，我才上桌。年初三晚刚要吃饭又接到
半小时后去县里开会的通知……尽管工作很忙，

但我们丝毫不敢含糊，因为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
知道如果遗漏一名去过疫区或者与疫区人员有

接触的人员，将有可能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每

天凌晨，大家在群里互相鼓劲、加油，马上就能熬

出头了。

要好的朋友同学都纳闷我这样一个办公室

的职员，怎么冲到了第一线去了？我笑了笑，对外

联络本就是办公室的职责，只是谁都没想到这场

战役比我们想的要复杂。作为共产党员，我们不

上谁上？战疫当前，谁都必须义不容辞……在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役里，社区、医院、大队的基层工

作人员更是不容易，在谈疫色变的日子里，他们

却要每天深入到外来人员尤其是往来于疫区人
员家中，登记人员信息、替他们量体温，自身安全

已经来不及考虑，越往后工作越不易，联络工作
也越来越难做。越是艰难时刻，同志们在共产党

员的带领下越是勇往直前，敲响一户户紧闭的大
门，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大家知道，隔离

不是拘留，隔离不能隔心，在这场灾难中，谁又能
独善其身……

天亮了，今日的阳光格外温暖，工作人员又
开始了一天的走访，那夺目的党徽在胸前闪耀着

……

那
闪
耀
的
党
徽

邱
玲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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