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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
●孔立文

大疫突袭
堪比战争，没有硝烟
但来势汹汹
于是，你义无反顾
逆行而上

你说，疫情就是命令
医者担当，救死扶伤
人世间，大爱最美
大爱无疆

你说，穿上白大褂
无所谓惧怕，因为
那是你的战场

使命和责任
激发果敢与坚强
还有豪情，一如战士
不惧生死，勇往向前

没有铠甲，但有一身白衣
你说，口罩、护目镜、防护服
便是你的铠甲

你的脸庞，已经写满
疲惫与沧桑
可你，停不下来
你说已经忘记了时间
不，你是在与时间赛跑
抢救生命，抗击病毒
你在打一场硬仗

我知道，胜利就在眼前
因为你看——
那迎春的花儿
已经悄然绽放

这个春节，被一种病毒搅得秩序混乱，一切都背
离了原有的面貌。一时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占满所有的新闻媒体，人们社交的话题，被迅速
收缩为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留观、居家、洗手、口
罩……

这个时候，口罩像沉在水底的鱼儿浮出了水面，
毅然地走向前台，成为人们抗击疫情的有力武器。

实话说，一开始，我并没有过分关注疫情，1月
22日，大年二十八，日子照常。晚饭后，我和妻子同
往常一样，出门去散步。返回时，妻子说今天她有些
流鼻涕，想去买一盒感冒冲剂，遂信步进入到一家药
店。取了药正在付款时，药店又来了一名女士，进店
就问有没有口罩卖，店员答有，女士问价格，回答说
N95医用防护口罩25元一只。此前，我没有使用口
罩的习惯，平时自不必说，就算是生病或看望住院病
人到医院去，也没想着要佩戴，所以，对口罩方面的
知识是个空白，当时，听到店员说一只口罩要卖25
元一只，我还以为听错了，随口也问了一声，多少钱
一只？回答说25元，我心里便想，就几块纱布制成
的物件，卖这么贵？

除夕，儿子儿媳带着孙女回家来团圆过年，一进
门，儿媳就问我备没备口罩，我说没有，她随手从包
里拿出一只，放到桌上，就像给我带来了什么贵重的
年礼似的，对我说，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并说现在已
买不到口罩了。到此时，我虽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口罩的重要性，但听到已买不到口罩时，也隐隐约约
感觉到这事非同小可，提醒自己要引起重视。果然，
事态越来越严重，关于佩戴口罩的倡议和要求，铺天
盖地。我在宣传部门工作，接到任务，要求紧急印刷
《新型冠状病毒小科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预防手册》，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佩戴好口罩。口
罩、口罩、口罩，所有关于防疫的宣传资料，都有戴口
罩这一条。

再好的口罩也是棉布、棉纱制成的，是一个十分
柔软存在。以柔软为武器，能管用吗？

回答是肯定的。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明确指出：

“经过飞沫传播是主要传播途径，亦可通过接触传
播”。众多科普资料表明，出去就要戴口罩。可以肯
定地说，戴口罩是防止疫情扩散的非常重要的措施。

戴口罩如此重要，可我却没有充分拥有，当时只
有一只口罩。同样是宣传资料上提示，口罩戴4个
小时后就要更换。在随后几日，我就四处购买、寻求
口罩。药店断货、寻求无门，一时间因口罩不足而陷
入深深苦恼。

1月28日大年初四，我接到通知，参加会议，会
议通知特别提示：会场要求戴口罩。我居住在博乐
小城，工作地点在20多公里外的双河市，行在去双
河市的路上，在街道上，几乎见不到行人，偶尔有一
两人从街上匆匆忙忙地走，口鼻都被口罩捂得严严
实实，公路上更是空无一人，空旷得让人心中不安。
天气还算好，太阳悬天而挂，光芒四射，却无法体验
到往日感觉中的温暖，心情所致，尽管车外铺满太阳
光芒，却依然像被浓雾重霾包裹着一样，这时，就特
别地怀念病毒没有袭来时那些生机勃勃的日子。到
达会场，进门时有服务人员测量体温，进入会场看
到，参会人员都按照要求，统一佩戴着口罩。这是我
人生几十年的一种全新体验，这是打仗呢——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口罩
成为锐利的武器。

而我却缺少武器。唯独的那一只口罩，已佩戴
了数日。器刃已不再锋利，着实让人不安。

家人也甚是焦急。为此，儿媳从网上订购了几
包口罩。购物虽然成功，但也存有遗憾，电商说，到
正月初八才能发货，只能静静地等待了。妻子更是
着急，时时惦记着口罩，偶尔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看
到，说普通的棉布、棉纱口罩改造一下，就能变成具
有防护功能口罩。她看完之后，立即动手，找出一只
棉布口罩进行改造。改造工作很快完成，我终于有
了疫情防控开展以来的第二只口罩，拥有了一个崭
新的武器。

口罩在战斗！说到底是人在战斗、抗击、搏杀。
写这篇短文时，《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

篇文章叫《她们摘下口罩的样子，让人心疼……》，微
信中刊发了7张图片、一个视频和简洁文字，医务人
员摘下口罩的图片显示，她们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
迹、伤疤以及因过敏而出现的面部红肿。也难怪，她
们作为医务人员，防疫和治疗，都需要长时间佩戴口
罩。难怪，微信小编动情地表述：“在疫情防控的关键
时刻，许多医护人员主动请命参加战斗，戴着口罩的
她们，让人致敬，取下口罩的她们，让人泪目。”

难抑泪水，是因为他们的无畏、他们的付出、他
们的奉献；难抑泪水，是因为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
与瘟神、死神搏击……

激战正酣，前方的战斗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钟
南山院士说：“这个难关能不能快速渡过，不仅靠医
务人员，还要靠我们自己……”戴好口罩就是对疫情
防控前线的最大支持，当佩戴口罩以及落实所有的
防护措施成为全民行动，我们的战斗才会取得效果，
最终战胜病毒，送走瘟神。

一种武器
●姜继先

静静呆在家里，从电视和手机上关注疫情发展，
好消息坏消息纷至沓来，不禁叩问思考生命的意义，
幸福，它到底是什么。

幸福就是，平常的日子可以平常地过。你不用
走到街上，就知道街上每天清晨都有叫卖早餐的吆
喝声、送孩子上学的家长的匆匆步履声、超市总有琳
琅满目的商品。

幸福就是，每天都可以回家。家是心灵驿
站，是避风港湾，是游子心中唯一的方向，不论
贫富、不论疾苦，总有一盏灯为你照亮，有脉脉
温暖有人间烟火也有凡俗生活。家，安放勇敢

者 所 有 的 疲 惫 和 坚 强 ，脆 弱 者 所 有 的 悲 伤 和
泪水。

幸福就是，所有的交通工具正常开放。每一天，
我们都拥有放飞梦想的自由，我们都可以去想去的
地方，看想看的风景，飞机、轮船、车辆可以搭载每一
个微小的愿望，去见想见的人，趁时光正好。每一天
都是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是天南地北、准时抵达，是
离别复相聚，相聚又离别，不用担心战火殃及从此隔
绝，或许一生就此错过。

幸福就是，此刻来之不易的安宁。室外疫情肆
虐，但无数不知姓名的他们，为了无数不知姓名的我

们，奋战在生命最前线。2020年，我们拥有的是上
下一致、共同抗击疫情的坚定决心；是全国一盘棋，
医护人员听从调度、积极请战；是救急物品运输的分
秒必争；是在职人员陆续返岗、严阵以待；是社区联
防联控、细致排查；是新闻播报，信息公开透明。作
为一个普通公民，宅在家里，静心、自省、读书、陪伴
家人。

在这一场人性的大考中，有人善良，有人温暖，
有人冷漠，有人旁观。可是，我们永远不要怀疑：只
有一种财富永远不会贬值，那就是你内心的爱。

因为，我们从未停止热爱彼此。

幸福是什么
●郭姝兰

我两年前到社区担任“访惠聚”工作队队长，成
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当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爆发
时，我和同事一起走上了边疆地区疫情防控一线。

1 月 23 日深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
醒。“窦书记，我是访惠聚办的。现在通知你，从明天
开始，第一书记停止休假……”

我不是逆行者。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当党和
政府要求落实防控措施时，我必须坚定地走在逆行
的路上。总书记的话萦绕在耳边：“生命重于泰山，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社区内居家隔离的人员很多，需要工作人员为
隔离家庭提供必要的服务。

2月1日上午，我到超市买了十根大葱、两公斤
鸡蛋、一把香蕉，又到馕房买了两个热腾腾的馕，然
后赶往居家隔离的马师傅家。

爬上六楼，轻轻敲门，马师傅打开了房门，两个
小女儿站在马师傅身后怯怯地看着我。孩子们已经
有很多天没有出门了，眼神中透着期盼、焦虑。我的
内心在那一刻充满了复杂的情愫，不敢再多看她们。

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我把购买的物品放
在门口，迅速处理墙角的垃圾。当我拿上垃圾走下
几级楼梯台阶时，背后传来小女孩怯怯的声音：“叔
叔，再见！”一瞬间，我仿佛被无形的电流击中，眼眶
湿润了，泪滴从我的脸颊缓缓滑落。我不能停下脚

步，只有快步下楼离开。
孩子们多么需要户外的蓝天、空气，多么渴望在

白雪中嬉戏、到超市购买喜欢的食物。由于疫情防
控的需要，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长时间待在家中。孩
子，你是乖巧懂事的“小宅女”；孩子，你是抗击疫情
的贡献者！

女儿在家庭微信群转发了一条信息：经中国驻
日使馆协调，滞留日本的湖北居民，乘坐春秋航空包
机，已返回武汉。又在信息的后面写了一段话：“身
在海外，时刻关注国内疫情。武汉加油！中国加
油！”我回了下面一段话：“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已
经非常强大。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渡过难关！”

宅，是最大的防护
●窦文鹏

礼赞
●华丽

也许
你是父亲眼中的乖宝贝
一个胆小的黄毛丫头
也许
你是母亲嘴里的捣蛋鬼
一个顽皮的臭小子
也许
你刚刚披上婚纱
还是一个娇羞的新娘
也许
你早已为人夫为人父
成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
然而
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
你们只把自己当成一名战士
奔赴疫区，杀向没有硝烟的战场

作为医护人员
你们比谁都清楚
这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战斗
或许病魔染身，或许有去无回
然而，在国难面前，在危机时刻
你们一个个毫不畏惧
用肩膀，用一颗金子般的心
扛起了大众的希望，扛起了民

族的骄傲

哦，巍巍中华，熠熠神州
有如此赤胆的儿女，英勇的战士
冲锋陷阵，保家卫国
何惧病毒肆虐，何惧血雨腥风
相信阴霾过后
华夏大地依然
莺歌燕舞，鸟语花香

寒风之中
●吴永煌

冠状病毒就是扫帚星
借着寒风撒野逞凶
把佳节刮得一片冷清
把武汉刮得巷空街宽
逼停了动车和航班

告急，医护人员从四面八方驰援
告急，救援战士在战旗下奋进
武汉
牵动全国人民的心

山东的蔬菜
浙江的口罩
黑龙江的大米
四川的药品
日夜兼程
让寒风中的江城没有寒冷

嚣张的病毒
怎敌我华夏众志成城
亿万双炎黄子孙的手
就是举在春天里的彩笔
一起挥动
就会画出满天彩虹

白衣天使
●王建新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蔓延
砰砰、砰砰
急骤的脉搏是病毒与死神的联合
集结的号角已响彻

请战、报名
“不计报酬，无论生死”
一袭白衣挺身而出赶赴武汉
奔跑，在每一个生命的呻吟里用力奔跑
穿梭，在和死神交战的战场里穿梭
坚守，拖住死神的脚步
逆行，坚守战场脚步不退缩

脱下白衣
他们也是血肉之躯
也会害怕和恐惧
他们也是子女、父母、妻子或丈夫
也有留恋与不舍

披上白衣
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战士
哪怕前方是病毒的锁链在挥舞
哪怕背后有死神的镰刀在霍霍

病毒肆虐
他们始终坚守不眠不休
岁月静好，总要有人负重前行
医者，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只是这次
他们绝不要牺牲
不要向死而生的逆行形单影只

只是这次
所有人都会拼尽全力
迎接全民平安白衣凯旋

胡杨
第1735期众志成城战疫情（中国画）

王书平 张礼军 张福有 绘

祖国
我想对你说

●鲁淑然

祖国我想深情地对你说
十四亿中华儿女有他还有我
当你的健康遭受疫魔侵袭
我们将挺身而出保家卫国
不管疫情来势多凶险
团结一心就一定胜利在握
英雄的武汉人不会孤军奋战
万千双手隔山隔海紧相握

祖国我想深情地对你说
白衣战士逆流而上使命相托
砥砺前行奔疫区决战生死
给疫区带去信心温暖和欢乐
武汉父老乡亲请擦去眼角泪水
众志成城势必奏响胜利之歌
当春风携百鸟鸣奏迎春曲
祖国山河更明媚绿海更蓬勃
一曲曲凯歌在祖国大地响彻

2 月 2
日，南京市
一 处 高 层
建 筑 的 外
立 面 打 出

“稳住 我们
能赢”标语

（无人机照
片），为 前
线 医 护 人
员 和 市 民
鼓劲，鼓励
大 家 一 起
加油，共克
难关。

新 华
社记者 李
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