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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在《九三年》中喟叹：“我
们无法在时间的长河中垂钓，但我
们可以将对苦难的诘问，化为觅渡
的力量。”天灾人祸突袭，月色消弭
的黯淡，难免令人措手不及。然
而，愈是不幸坎坷，愈显出那份觅
渡泅水，理智自救的可贵。

看疫情爆发之下，部分人的理智
正逐渐崩溃瓦解。偏激消极的失智言
论于暗流涌动处煽风点火，讽刺“这
个世纪疯狂、没人性、腐败”。

从浅层来看，是对地方性政策
的误读，和人民久困家中的郁躁，
趁着疫情之灾，不断攻击脆弱的理
智防线。再加上别有用心的恶意暗
示，才使得高涨的舆论矛头，由病
毒本身，转向了抗疫者。

“使人疲惫的也许不是远方的高
山，而是鞋中的一粒沙子。”泰戈尔
此言剀切。纵观历史长河，无数次
灾难中的最终溃败，正因理智的崩
坏。无论是西方二战后一度盛行的
颓废主义，还是某些极端化的伤痕
文学执着于丑化历史的面貌，抑或
是无组织无纲纪的起义都不可挽回
地走向失败……我们当中，总有人

把颟顸荒唐当真，自以为是在玩弄
理智和放纵之间的抵牾分歧，实则
沦丧了清明的智识灵质。

探其渊薮，灾难中的反智，本
质是因为精神世界的荒芜空虚，逻
辑被轻而易举地误导，于是不受控
制地膜拜极端情绪。灾难之中，本
就人心惶惶，而失智的言论如百鬼
夜行，混迹其中，更使人饱受精神
的恐慌与煎熬。

长此以往，形成于灾祸之下的
失智，逐渐在内心扎根，我们不再
感激善意的馈赠，反而处处居高临
下地审判他人，以掩饰自己败絮其
中的事实。错谬成真，无知为乐，
社会在失智狂欢中凝滞成一潭死水。

“一个能够驼起月亮的身体，必
然驼起过无数次的日落。”余秀华道
出了我们面对天灾人祸的理想状
态。即便此刻没有月亮，心中也是
一片皎洁。不是一味哀恸失智，而
是用承载苦难的悲悯、相信未来的
憧憬，与当下不得不面对的苦痛理
智地博弈。

即便是苦于灾难，我们依然可
以怀着诗意和理智，朗声念出，山

川异域，与子同天；岂曰无衣，与
子同裳。立竿见影的硬性搏击值得
敬佩，但细水长流的精神美学亦是
挽救理智、感化狂暴的良药。

以此殷鉴，从灾祸中汲取前行
的理性力量，我们才有可能实事求
是，而非仅仅活在一个被失智反智
评论的世界里，以冷漠地精致利
己，批驳一切。如卢新宁所说：“怀
疑的时代依旧需要信仰，你怎样，
中国就怎样。”此时此刻，在我们身
不能及的大地山川，山不让尘，川
不辞盈，公务员下沉在寒风中的高
速路口，警察坚守在危险的隔离防
线上，医护人员更是不眠不休与死
神赛跑。你看不见黑暗，不是因为
删帖控评，而是因为，有无数的他
们仍然丹抱夙心，他们用理性力量
驱散隆冬的暗夜，才使中国总是被
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黑塞言说：“年轻人不依赖批评
和负面的东西生活，他们靠感情和
理想。”无穷无尽的悲苦都定会结
束，心怀智识的人们明了，凛冬散
尽，月色入户，家人闲坐，灯火可
亲，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蒋千惠理智不改 月色入怀

宅家许多时日，过了一个超长
的年假，总算又上班了。

遇到微笑招呼的同事，见到久
违的办公桌，真让人感到几分亲
切。办公室里大家捂着口罩，除了
喝水，谁也不会摘下，各人自觉地
隔开一至两米远，感觉是有些别
扭，但也属无奈。毕竟疫情还在，
危险并未彻底解除。我知道，有许
多医护人员、军警战士、志愿者还
有社区人员，村干部，爱心人士
……还在坚守，战斗，直至疫魔完
全退去，直至捷报凯传春暖花开。

快中午时，有人问饭堂还开伙
么？有什么好吃的？

提到吃，想到这场疫情，不觉
又想到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我深
深地懂得，这场肺疫给中国造成的
伤害太惨重，教训实在是太深刻
了。还敢乱吃瞎吃，不知敬畏地宰
割、心安理得地屠杀无辜的生灵
么？想到至今说不清楚的那个“宿
主”，被杀戮得满是血迹的蝙蝠、
竹鼠、果子狸或穿山甲，真的叫人
毛骨悚然。

其实古人对于食物是有着“四
不食”戒律的：闻杀不食、见杀不
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
食。如今一些人为了满足口腹之
欲，为了解馋尝鲜，滥捕滥杀滥
吃，哪里还有什么敬畏之心？没有
节制，不懂恻隐，伤害无辜，肆无
忌惮。用上将刘亚洲的话讲：残忍
是会遭天谴的！刘亚洲是面对席间
的一道刺身发出的感慨，他见不得
刚被活生生剥了壳的龙虾，又被削
成一片片，痛得长须颤动，眼珠子
滴溜溜乱转，发出悲凄的光。是
的，有些动物是吃不得，再吃，会
受到报复的。

这让我想起前些时老家邻居说
过的一个灵异故事。说他小时候，
某天经过一棵老柳树，听到树上有
鸟的凄惨鸣叫，听到翅膀扇动的声
音，走近了却看不到一只鸟，只在
树下发现几根羽毛。突然想起大人
们说起过树根下有“蛇王”的传
说。便告知了住在附近的三叔。第
二天，看稀奇的村民大老远地站得
满满。蓦然看到树下立起一根长
棍，竟是三角形的蛇头，靠近树上
一只白鹭，突然张开大口，一会儿
白鹭已被卷进蛇腹。众人惊呆了。
三叔想的却是，要是这蛇王馋了，
饿了或是心血来潮，蹿到他家里，
可如何是好？得除掉它。便找了几
个愣头青，在树根下挖了个直径达
两米的大坑，这才发现一条壮硕的
大蛇盘在树根下，身子有碗口那么
粗，面对众人的目光，根本不屑一
顾。胆大的三叔拎来一捆粗铁丝，
弯好，捆在蛇身上，让楞头青们使
劲儿拖，几个青壮年齐齐动手，大
蛇纹丝不动。

还是村会计有办法，开来了拖
拉机。将铁丝又在蛇身上捆了几
道，才将铁丝另一头拴在拖拉机
上，几个壮汉发动了机器，大蛇到
底敌不过，眼瞅着铁丝深深地勒进
蛇身，蛇痛苦地扭动身子，使劲摆
着尾巴。随着机器往前一冲，只听
得“噗——”一身闷响，大蛇竟生
生被切成两段，鲜血喷出老高。这
一段随拖拉机开出多远，可怜那树
坑里的一段竟也猛然扑了出来，张
开血盆大口，瞪圆眼睛，在地上翻
滚，扭动，没命地抽打，血一直地
流……众人吓得呆若木鸡，不知所
措。一些吃斋念佛的跪了下来，嘴
里直念罪过，罪过！

翌日大早，三叔刚睁开眼。妈
呀！窗户上、房梁上、门框上、屋
檐口，全是蛇！大大小小长长短短
各种各样的蛇，到处都是。三叔一
家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蛇王报仇来
了！三叔抖抖索索地赶紧拨电话，
打手机，又找到一把扫帚，一路狂
扫，这才杀到院门外。再瞧瞧，他
家院里，左右邻居家，马路上，竟
全是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蛇，杀气
腾腾地向他游来。那些参与杀蛇的
人，无一例外的，家里都爬满了
蛇。

后来，有人找到邻村专治蛇毒
的，用了喷雾器，喷一种特制的蛇
药，一些吃斋的老人又沿途烧香，
祷告，三叔又虔诚地许愿，再不打
蛇杀蛇了，又到庙里上供，那些蛇
才慢慢退去。

让人匪夷所思的，所有未参与
打蛇的人家，都没有受到蛇的骚
扰，怪不怪？

听邻居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
却不敢相信，宁愿是个谎言。只是
这蛇与人有何过节，无仇无怨的，
怎能残忍地害它？它们也是生命，
既是人类的伙伴，也是地球的主
人，理应和平相处，受到尊重。如
此野蛮无知地伤害与血腥杀戮，受
到报复也属活该。事实上因为不尊
重自然人类遭到的报应还少么？

灾难是块磨刀石，疫情也是一
面镜子。面对这场肺疫，有许多值
得我们反思的东西，譬如怎样对待
自然与野生动物，就值得每一个人
深刻反省。

正如作家王跃文那首诗所
写：我没有权力主宰任何一个生
命/我会有更多敬畏/却不对神焚香
膜拜……

□朱秀坤反省这场病毒
2月11日 星期二 小雨

为什么大年初一的街道上空无
一人？

为什么湖北、武汉被人们常挂
嘴边？

为什么在医院工作的爸爸回来
得一天比一天晚？

为什么……
都是你，都是你！一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带走了春节的热闹，却
带来了危险和恐慌。

“尽量不出门，出门戴口罩！”
“宅在家里，就是对所有人负

责！”
……
病毒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但，爱却没有被分离。
此刻，一群白衣天使，一群

“逆行者”，一群勇士已经踏上了与病魔较量的征
途。

“告急，驰援，逆行者”是我们听得最多的
词，“捐赠，集结，告别”是我们看到最多的行动。

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每一步都踏出了无比的
勇气。他们也是儿女，也是父母，但更是一位位医
者、勇者。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电视机前，我看到83
岁的钟南山爷爷，双眼微闭，我知道，这是累的，
但，时间不允许他停下脚步，疫情不允许他放松，
暂时的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去战斗！前线抗疫人员，
年轻的护士阿姨，脸上被口罩勒出了深深的印痕，
可是她却微笑着说：“这是最美的战绩”；金银潭医
院院长张定宇，身患渐冻症，一位与时间赛跑的

“病人”医生，“反正以后要长期歇着，为什么不趁
现在多做一些呢？”一句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话深深
感动了我！

我明白了：所谓的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为我
们负重前行！

我轻轻翻开日记本，不禁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待我长大，或许是风雨中站立的警察，或许是像

爸爸一样的医生，或许是普通公司的一名员工……
待我长大，我也将成为自信、坚强，心有大爱

的人。
待我长大，我一定会成为你，学着你们此刻的

模样，激流勇进，负重前行！
请相信我，因为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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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在这个二月是隐忍的
一如被封住了全身经脉
尽管向天空发出一声声叹息

在村庄、小区、道路
或者说我面前的整个平原
你会发现已经不是一天的冷静
这让春天犹似落下神坛一样

当人们懂得一些敬畏时
在事物解剖真相后才恍悟
就像一些病毒其实很早就酝酿在
大地的子宫里

父亲能一直宅在家中，挺不易
算是褒奖
我送一个春天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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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漫版到真人版，从线上到线下，
既宣传防控知识、依法引航，又实战、实
干。“豪哥栏目组”在抗疫战场上，发挥了
特殊的作用，被称赞为抗疫“特种兵”。

从动漫版到真人版，发出依法
防控“第一声”

“嗨，大家好！我是豪哥。目前，我
市正按照国家、省、泰州市部署，全力以
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语气凝重，身
着警服的豪哥以“真人版”出场。随着庄
重的发语，屏幕上“新冠肺炎，不可小觑”
的红色动漫文字特别醒目。

这是1月24日除夕下午，出现在“兴
化头条”公众号上的画面，也是我市官方
最早向市民发声、拉响依法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的警报。

“豪哥”是市委依法治市办、法宣办、
司法局推出的《豪哥说法》普法栏目主持
人。原型取自市司法局法治宣传科科长
周英豪。栏目以动漫方式开展普法宣
传，于2020年1月20日上线开播。

“当时《豪哥说法》正配合全市禁放
烟花爆竹宣传，随着疫情升级、蔓延，我
们敏锐地感到疫情的严重性，于是紧急
制作‘全力以赴防控疫情’专辑。”市司法
局局长舒桂兰说。为表明其重要性和严
肃性，节目直接由周英豪现身说法、传递
政令、向市民介绍疫情防控知识。为便
于市民易记好懂，栏目组将政令内容归
纳成言简意赅的“四项注意”。内容包
括：1月 10日后，从武汉来兴化、去过武
汉以及途经武汉来兴化的所有人员，要
主动到村（社区）进行登记，并进行体温
检测；未发热的，要按照要求，自觉居家
隔离观察不少于 14天；有发热、呼吸道
感染症状的，必须由 120救护车送到医
院发热门诊诊治；刻意隐瞒、拒不配合造
成后果的，公安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很快，“四项注意”伴随聊微信、刷抖
音在市民中传播开。人们在关注着自
己，也摸排着武汉等湖北返乡的人员。
不少乡镇、街道、村和社区还将《豪哥说
法》疫情防控专辑翻录，在村庄大喇叭、
小区小喇叭反复播放，营造了“疫情防
控，人人有责”的氛围。

“得益于豪哥宣传，全镇 21名湖北
返乡人员在第一时间便排查出来，采取
了居家隔离措施。不然，他们还要串门、
走亲访友，那麻烦就大了。”沈伦镇党委

书记杨蓓说。

从线上到线下，站到群众中拿
起“小喇叭”

1月26日，大年初二，我市实施一级
响应防控措施，交通卡口、村庄、小区纷
纷封闭管控，随之出现了市民恐慌和防
护用品“荒”的苗头。针对这一情况，舒
桂兰率领栏目组，加班加点制作了《豪哥
说法》“新型肺炎疫情防控法律知识八问
八答”专辑。让市民进一步了解当前疫
情防控的法律依据、法律措施和法律程
序，更好地理解、配合、支持政府的各项
防控安排和措施。同时，也温馨提醒有
关单位和个人，在疫情防控期间，切莫因
不当行为触碰法律红线，引导市民加强
个人防护，自觉接受、服从各项防控安排
和举措。后来“八问八答”经简化成“不
串门、不聚集、出门戴口罩”“不恐慌、不
传谣、不信谣”“不制假、不囤货、不抬价”
而人人皆知。

防控到了最激烈的阶段，仅仅靠线
上宣传明显不够。市司法局决定开通

“豪哥说法”宣传车直面战疫一线。宣传
车每天行驶在城乡主干道上，进乡入村，
在居民住宅区、广场、超市、农贸市场摆
开战场，通过高音喇叭循环播报的形式
开展疫情防控宣传，获得广泛关注和好
评。“豪哥”和栏目组 6名工作人员拿起
了小喇叭，面对面向群众说理释法、答疑
解惑、宣传“八问八答”。当地司法所工
作人员、普法志愿者，也拿起小喇叭，与

“豪哥”同频共振。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工复产

必须依法有序，必须死守疫情防控和安
全生产底线。疫情防控，事关每一个职
工的健康，事关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稳
定。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豪哥温馨提
醒大家，企业复工过程中任何违法行为、
违规操作，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根
据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企业复工的
工作要求，2月中旬以来企业开展了有序
复工。针对复工可能存在的“不有序”和

“违规”，“豪哥”又开展系列“暖企行动”
宣传，开通宣传车驶入全市工业园区、重
点企业，现身说法，提醒企业严守疫情防
控和安全生产“底线”，依法有序复工复
产。

封闭管控解除后，针对一些市民聚
集、不戴口罩等行为，豪哥栏目组又及时

制作专辑，提醒大家“疫情拐点尚未到
来，大家莫要聚集扎堆！疫情警报尚未
解除，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千万不能心存
侥幸、千万不能放松措施。别让一个人
的任性，毁掉无数人的努力。”

从兴化到黄石，涓涓爱心暖一线

“口罩、手套、速食品都收到，真是雪
中送炭，谢谢你们！”2月22日，黄石市司
法局局长付玉书率局班子成员，通过手
机视频，向我市司法局致谢。

口罩、手套、速食品，数量分别为
1000只、1万副、10箱，是市司法局党组
成员、豪哥说法栏目组和部分律师事务
所购置赠送。

“其中的口罩，是局长舒桂兰点了一
夜的手机询购的。2月 11日，我市 12名
白衣战士驰援黄石。舒桂兰了解到黄石
抗疫需用大量的口罩，可市场上口罩又
非常紧缺。为向黄石捐赠口罩，当晚她
在家用手机询购。她一一联系了国内熟
悉的商家，得到的回答是暂时没货。她
又动用在侨办、外办任职时的海外人脉
关系，最终只询得1000只。2月18日，口
罩抵达兴化。豪哥说法栏目组知情后，
表示也要捐赠，律师事务所表示也要捐
款，就这样形成了司法行政系统的共
识。于是，他们购买了1万副手套、10箱
速食品，随中国邮政速递运往黄石，由黄

石市司法局代收捐赠物品。接着，又组
织了第二批、第三批，累计捐赠口罩2000
只、手套 2万副、速食品 37箱，价值 4.26
万元。

大垛司法所所长周洪兵将防寒大衣
叠了又折、折了又叠。“太珍贵了，卡口执
勤为我御寒保暖，我要收藏好它。”周洪
兵说。防寒大衣是我市 148名法律服务
志愿者自发筹集爱心款购买的。受志愿
者委托，豪哥说法栏目组人员奔赴 28个
乡镇（街道），将一件件棉衣送到在一线
值守的司法行政干警手中。

顶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从事脱水蔬
菜、休闲食品生产的民生保障企业。2月
16日，该公司一批食品需驰援武汉，由于
工人没有如期上岗，装货发运人手严重
不足，情急之下公司负责人联系到了“豪
哥”。在豪哥的组织下，栏目组人员和志
愿者很快赶来帮忙搬运。经过 3个多小
时的奋战，1450箱货品全部搬运装至 20
米长的集装箱货车里。

“中央、省、市关于全面依法治国、依
法治省、依法治市的工作部署到哪，《豪
哥说法》跟到哪；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
作到哪、《豪哥说法》跟到哪；人民群众的
法律需求到哪，《豪哥说法》跟到哪。”在2
月 24日全省司法行政系统疫情防控维
稳工作会议上，舒桂兰作“豪哥说法”典
型介绍，赢得了与会人员的充分肯定。

“豪哥”，防控战场上的“特种兵”
□全媒体记者 顾日升 通讯员 焦华云 阮福淦 卢 俊

“豪哥栏目组”成员到卡口送防寒衣。

“豪哥”拿着小喇叭向群众宣传防控知识。

“豪哥”原型、市司法局法治宣传科科长周英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