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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
旧符。”新年的钟声已然敲响，久久
回荡在空中，烟花绽放开来，细碎的
火花散落在各地，照亮了夜空，照亮
了世界。这本该是一片喜庆祥和的景
象，却因为一场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
病毒，让这个年与往年相比，变得安
静了许多。

人们处在巨大的恐慌之中，不知
该如何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病毒，人
们很快想起这场病毒和2003年的“非
典”，大家都在比较着，却发现这场
病毒来得更加凶猛，危害性、传染性
也更强！这让更多的人开始害怕、恐
慌。很快，封路的消息传来，人们只
能待在家里，胡乱猜测着这场病毒到
底有多可怕，谣言就如野草般迅速滋
长。

在这么危险的时刻，有一个人呼
吁着：“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
自己却早已赶往武汉，实地了解疫
情，他就是钟南山院士。古有神农氏
尝百草，今有钟南山抗肺炎。亦如
2003年的非典事件，钟南山院士也是
高呼着：“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
院送”。此等壮举，如一股暖流，使
广大华夏人民为之感动，增添了不少
勇气。

新型冠状病毒毫无预料地来
袭，人们没有丝毫准备，它的气焰
越来越嚣张，仿佛所有人都已是它
的囊中之物。在这种时候，一群群
白衣天使用自己的生命做抵押，站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带领我们抵
抗病毒。医者仁心，他们放弃了与
自己家人团聚，共度新年的机会，

只为拯救更多人的生命，让更多的
家庭能够圆满幸福。没有人生来就
伟大，所有人都经历过平凡的日
子，所谓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
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祖国各地
都在举行募捐活动，不管是健壮青
年，还是老弱妇孺，都积极参与。不
论捐多少，重要的是那一份爱心，是
与祖国同进退的那份决心。一批批物
资，一箱箱药品被运到武汉，承载的
是各地华夏儿女的牵挂。虽不能同
在，但我心仍念，这又何尝不是温暖
之举？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也用最简
单的行动告诉所有人，他们的中国
心！

身为一个中学生，我并不能多做
什么，唯有好好待在家里，让自己不

被感染，劝身边的亲朋不要出门走
动，减轻社会的负担。打开手机，映
入眼帘的是满行的“武汉加油！中国
加油！”还有一句句嘱咐“出门记得
戴口罩，要勤洗手……”我的心里暖
洋洋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在
关键时刻，必然是团结的。虽然只是
一句话，但这其中包含了多少感情？
担忧、牵念、彷徨、无措，无数情绪
在心中千回百转，终到嘴边，却形成
了一句简单的“加油！”希望能带给
人以勇气。这句话虽然简单，但却能
让人如沐暖阳。

大雪纷飞，遍地皑皑。前线依
旧吃紧，白衣天使依旧忙碌。雪终会
停，病毒终会消失，现在所有细微之
下都隐藏着春暖花开冰面破裂的声
响。

疫情来袭，温暖降临
 张晓椿

大年三十，窗外的爆竹声响起。今年过年，一
家老少讨论最多的就是眼下的疫情。真希望清脆的
爆竹声把这次疫情的“瘟神”送走。

作为医生，大年初一的下午，我接到通知，全
员取消休假，正月初二开始上班。一时间我的微信
朋友圈里都是同事们发的“召必回，战必胜”的信
息。我的任务是每天统计门诊发热病人的数据，然
后上报医院。一天两次，要打若干个询问电话。每
天早上七点钟前上报前一天的统计数据。科室里去
年刚刚结婚的同事家在山西，本打算除夕的夜班以
后回山西省亲，行装提前已打点好，接到通知后立刻
回到岗位上。大家都不敢松懈，打好这场抗疫攻坚战
是我们的头等大事。

说不紧张是假的，身边就不断有人被确诊。但
作为一名医生，我感受更多的是肩上的责任。

除夕夜，花炮在空中绽放。年还是要过好，我
相信，眼下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人们在美好的希冀
中憧憬未来，这是人们生活下去的勇气，任何困难
都阻挡不了。

正月初三，大街上有了零星的车辆，但并不见
行人，只有超市里可以见到佩戴口罩购物的顾客。
大家都响应政府号召，尽量减少外出。我们医院开
设了急诊通道，我的同事们穿着防护服，给每一个

来医院看病的人测量体温，然后是详细的问诊和查
体。

初三晚上，一份名单在医院内部传开了。一份
驰援武汉的请战书下方空白处，赫然有十五个人的
签名和十五个鲜红的指印。这份名单里有些人我认
识，有些人比较陌生。驰援的前线情况如何，何时能
回来，还是未知数。唯一确定的，就是他们的决心与
勇气。

一位出征的护士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发布了丈
夫写给她的一篇文字，题目叫《出师表》，情真意
切，读了让人潸然泪下。一位科室主任也写下请战
书，他在微信朋友圈里这样说：“妻子和儿子熟睡
的时候，我给他们多包了一点饺子，赶时间多包
些，因为随时都会奔赴武汉”。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谁的心情都不会轻松，但谁都会全力以赴。

这几天，陆续收到一些病人家属发来的拜年短
信，大体有三种。第一种是拜年的吉祥话；第二种
是关切的问候，告诉我面对病毒时做好自我防护；
第三种是向我报告，他们都宅在家里不出门，全力
配合抗疫。接到这样的短信，我的心总是暖暖的。
眼下，虽然抗疫的任务还比较艰巨，但身边的人都
有着必胜的信念，展现了团结的力量。我相信，一
定会看到疫情退去后的春暖花开。

期待春暖花开
 赵佳昌

今年的春节，注定了她的不平
凡。年前陆陆续续通报的疫情，国内
专家纷纷奔赴武汉的新闻，以及我们
医院在年前腊月二十八接到上级取消
春节的排班休假，正常上班的通知！
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这是一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

前方的疫情紧张，大众的心理紧
张，在传染源和传播途径还不明朗的时
候，我们医护人员也是一样紧张。

我县毗邻湖北，两省交界的地方
来往人员较多，所以更是人心惶惶
的。

工作上，我们井然有序，认真对
待，每个人都认真做好防护，医院里
物资匮乏，我们也都尽自己的能力想

办法买好护具做好防护，自己安全
了，才能放心家里的娃。

疫情当前，作为一名一线检验专
业的医务工作者，工作上我们没有丝
毫的懈怠，但是自从初五以后娃爸接
通知正式上班，我就开始担忧：儿子
今年13岁，女儿才2岁多，这俩娃在
家无人照看可咋办呀？这一天，我忐
忑不安，工作途中我会打电话回去，
焦急万分！谁知，儿子在接到我的电
话后，告诉我让我放心，他已经帮妹
妹穿好衣服，帮她刷好牙洗好脸，梳
好头发，也冲好了奶，早餐还准备了
面包。一股暖流瞬间流淌进心窝，心
里既惊又喜，惊的是你也还是个孩子
也还是我掌心里的宝哇，如何做好的

这一切？如何驯服的那只小怪兽呀？
喜的是那个自己还是个小男孩的你，
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长成了小小少年，
悄悄的挑起了哥哥的责任和担当，那
个平日里自己的生活起居都还要爸妈
照顾的你，那个老师眼中偶尔还会懒
懒的你，现在在这个非常时期蜕变
了。

从那次以后，只要我们去上班，
家里都是你在照顾着妹妹，考虑到自
己还要学习，你放弃了睡懒觉，主动
跟妈妈说早晨要和我们一起起床，因
为妹妹起得晚，你要利用这段时间写
作业，看书。等到那个小搞佬起来
了，你好带她。穿好衣服鞋袜、洗漱
完了、喝奶，有时还会给她煮饺子

吃。今天更是惊掉了我的下巴，上午
妹妹把臭臭拉在了裤子里面，你竟然
没有满满的嫌弃，而是学起了大人的
样子还给她洗了头洗了澡，我们归回
到家闻到的却是淡淡的芳香。

这一切的一切都刷新了我们对你
的认识，那个懵懂的小男孩长大
了！妈妈和爸爸要感谢你，感谢你
的成长，感谢你的这份责任和担
当，它定能引领你走向未来，实现
你心中的梦想；妈妈和爸爸要感谢
你，感谢你在这个非常的时期竟然
成了我们的坚强后盾，让我们安心
工作在一线；妈妈和爸爸要感谢你
—感谢我的宝贝，你就是我们心中
的最美少年。

最美少年
 储瑞文

新冠肺炎肺脏留，华厦黎民个个愁。
街道无声车辆少，游人绝迹四名楼。
医家百姓齐参战，决策中枢定胜谋。
共使疫情平定日，五湖四海乐钓钩。

防控疫情
 方元满

如果不是猝不及防的疫情
不是一座卓越的英雄城市

或许我不会注意到
闪烁在人群中的逆行者
我最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们是和病魔交战的医生和护士
是在前线发掘真善美的新闻工作者

是坚守岗位、维护秩序的警察和军人
是在大街小巷驱赶病毒的防疫人员

是下沉基层社区清查的干部、职工和教师
当我蜗居在家默默祈祷的时候

你们举着生命的旗帜，热血出征

呵，我的兄弟姐妹
你们也有父母妻儿
你们也是血肉之躯

但你们强忍泪水、逆行而上
用身体为千家万户筑起城墙
用双手托起泱泱大国的希望

我远远地坐在这里
只能用长长短短的诗句
送去我最深情的祝福

只待大地回暖，花开疫散
你们笑容满面，凯旋归来

致逆行的兄弟姐妹
 侯镛

哪也去不了 我在阳台上读书
灰色的天空下 零零碎碎飘飞的雨滴

仿佛关于疫情的消息
不断从网络里传来

社区办公桌前 工作人员询问一位大爷
出去的理由 仔细认真的样子

如同社区大门的铁锁 没有匹配的钥匙
休想打开

不知名的鸟雀 在雨棚上簇拥
一会儿像小小墨迹 飞溅白桦树的枝丫

它们是否也听懂了宣传广播的内容
不聚会 不散布谣言 戴口罩 勤洗手

我多么希望雨以雪的方式
抖开洁白的羽毛
在大地漫天飞翔

并用菱形暗器的精准
宰杀冠状病毒

随后用极短的时间
覆盖华夏大地

为我的祖国穿上厚厚的
防护衣

防护衣
 申宝珠

幸福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不同
时期，不同年龄，不同的环境，每个人的答案都
不一样。对于我等普通百姓，我一直把平安、健
康视为最大的幸福。

今年春节前后，湖北武汉爆发了史无前例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极短时间内席卷全国，让
我们平静的生活掀起了波澜，形势严峻，举国惶
恐。为了抑制疫情的发展，为了人民的生命安
全，党中央高度重视，习总书记亲自挂帅，多次
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防控措施，做
出一系列的决策部署，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共同抗
击疫情，舍小家，保大家，白衣战士壮美逆行，泱
泱华夏，全民动员，投身到战疫一线！

针对疫情人传人的特点，政府要求各家各户
做好自我防护，自我隔离，新春佳节期间，不拜
年，不走动，不串门，居家隔离，这样做既是为了
自己，也是为了他人，全国一盘棋，全民共遵守。

相比那些白衣天使冒着生命危险的壮美逆
行，相比那些在凛冽的寒风中站岗值守的党员干
部，相比那些蒙面送外卖的快递小哥……我们呆
在家中，磕着瓜子，喝着香茶，陪着妻子儿女，
没有上班时的疲于奔波，没有工作上的压力与烦
恼，要么看看电视，要么玩玩手机，要么静静地
看一本你喜爱的书，要么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这
该是何等静谧的时光啊！我们是何其地幸运，又
是何等的幸福？你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蜗居的日子
难熬？你没有被病毒感染，你没有上前线抢救病
人，你不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吗？你还有什么
理由不听从政府的劝导？

首先，我们要庆幸自己没有感染新型病毒，
再者，我们要感谢党和政府采取的有力保护措
施。这段时间里，我常常对自己说，一起都会过
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此，短时间内，我
能健康地呆在家里，我最幸福！

幸福是什么
 柳瑞林

敢问谁无惜死情，秉持大义赴江城。
瞒欺老母怜愁绝，别吻娇儿怕梦惊。
踏月趋驰三剑客，除魔拯护众苍生。
幽兰盛发家山日，唱凯东归醉太平

岳西医护出征
 储昭时

北窗垂柳色，
栏外晓风斜。
适意千山梦，
安居百姓家。
日光涂白壁，
云影落青纱。
转瞬怜荆楚，
诗心暗发芽。

宅居
 吴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