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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低炉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战斗已全面
打响，这是一场事关全局的殊死搏斗，也
是一场国家力量、社会道义与病毒恶魔
的生死较量。在紧张的指挥与调度的同
时，心头总是被一股暖流冲击。

早上拿起手机，看到杨平同志发给
我的信息：“刘主任，发改委党员先锋队，
我应该参加。不要考虑我即将退休的问
题，我还是共产党员，我不参加不行呀！”
看到这段话语，一股暖流从心间流过。

昨天下午，接到在医院工作的侄女
给我的信息：“叔叔，我准备报名参加赴
武汉医疗队，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有 7
年重症监护护理工作经验，舍我其谁？我
的小孩虽然只有几个月大，交给奶奶应
该可以放心。”我当即回复她：“叔叔理解

并支持你，作为共产党员就应该冲锋在
前。这是责任和使命”。

暖暖的话，让我感动，感动我们干部
的担当作为，感动我们共产党员称号的
感召力，感动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

在这场全民防控的战役中，全党、全
国人民上下一心，团结奋战，疫情防控工
作正朝好的方向转变。怀化市委、市政府
领导全部主动放弃休假，身处一线，夜以
继日在防控一线指挥调度。发改委领导
有几位同志身体有病，仍坚持在一线工
作，不叫苦、不叫累。唐春涛同志得知需
要领导干部带队到基层，主动请缨要求
亲赴一线作战。向宏勇同志身体不好，却
主动请战去参加最大的社区排查。陈永
祥、申湘平、李建忠、王赢、汤立平等同志
带领天源环保科技公司的全体员工每天
24 小时加班加点工作，克服物资供应紧

缺、没有地方吃饭和休息等重重困难，坚
持在全市每个医疗点收运处置医疗废
物，至今没有一个人休假。无数同志不畏
艰险坚持在一线，不讲价钱，不怕困难，
坚守岗位，默默地为防控阻击战服务和
工作，任劳任怨。许多同志都向我表示坚
决服从安排，保证随叫随到，保证按时完
成党组交办的工作任务。当得知缺少防
护物资时，全委干部职工上下联动，到处
帮助找信息，广泛动员亲戚朋友帮忙，场
面令人感动、感激。我为有这样优秀的干
部职工而自豪、骄傲。

昨天下午，党组决定成立市发改委
阻击疫情党员先锋队，全体党员积极响
应，短短两个小时就有 70 多名同志报名
参战，石都、雯超两位还没入党的青年积
极分子也主动要求参战。习近平总书记
教导我们说，就是要在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锻炼和发现干部，要把这次疫情

防控阻击战作为检验共产党员的试金
石。同志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时
刻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体
现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我们就是
要让鲜红的党旗在疫情防控战斗第一线
高高飘扬，让党徽熠熠生辉。

谁没有家，谁不想在春节期间好好
放松休息一下？谁不害怕被感染？但疫情
就是战情，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就是我
们责任和使命。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共
产党员的身影，这就是共产党和其他政
党的根本区别。给我上和跟我上，一字之
差，完全不一样的效果。相信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我们一定会取得最终胜利！

青山在，人未老。同志们加油！中国
加油！

（作者系怀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
组书记、主任。本文摘自作者1月29日《疫
情防控工作手记》。）

何石

谢绾云用参加工作以来的连续五个
春节连班，换来了鼠年新春的第一个年休
假。农历二十八这天下午，本已下班的她
因为要休假，把病人的情况与接班的护士
反复做了交代。在停车场等了一阵的男朋
友张福生已给她微信里发了语音催了几
次了，她还像一个老妈子似的，婆婆妈妈
地交代个没完。

张福生按捺不住，终于给她来了电
话，那语气有点嗔怪的意味了：“亲，我等
了半个小时了，你也不回复一下！爸爸妈
妈还等着我们吃晚饭呢……”

一瀑长发倾泻到腰际的谢绾云终于
出来了，张福生尽管有点不高兴，见大美
人出来，赶紧迎了上去。他还能怎么的？他
和谢绾云的爱情长跑进行到第三个年头，
已到了“走上红地毯”的实质性阶段。他们
商量好下班就双双去株洲的张家过年，年
初二一起去邵阳的谢家拜年。

长沙的街头到处张灯结彩，马路上行
人也逐渐稀少了。走出城区，绕到开往株
洲的高速，张福生的心情犹如脚下的油
门，飙升起来。他清楚地记得，两年前的一
个早春，在省工商银行工作的他因为肺炎
住院，正好住谢绾云的科室，因病成友，彼
此有了好感，出院那天，张福生好有诗意
地说：“待你长发及腰，铺十里红妆可愿？”
谢绾云才知道，张福生除了喜欢自己，还
希望她蓄一头长发。

两个年轻人一路亢奋地回到株洲张
家，站在门口的两位久等的老人脸上乐开
了花。

除夕夜里，一家人看联欢晚会，谢绾
云却老看手机，微信里时不时地有信息提
示音。六位央视主持人未经彩排的诗朗诵

《爱是桥梁》，谢绾云看得尤其专注。之前，
她所在的医院对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有过传达，并要求发热和呼吸道感
染相关科室跟进关注。没想到两天时间，
披露出的公开信息竟是如此严重。

随后，医院微信群里有院办发的“自
愿加入支援湖北新冠肺炎医疗救护队”
的倡议书，马上有人响应倡议，写下了

“我自愿加入援助湖北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医疗救助队的各项治疗活动，不
计报酬，无论生死……”的请战书，并展
开接龙。谢绾云的脑海里晃荡着电视画
面里那些医护同行紧裹着防护服、面戴
口罩、不舍昼夜与时间赛跑的身影，还有
公开信息里不断变大的确诊、疑似、死
亡、治愈数字……她再也坐不住了，她几
乎没想到要与张福生商量，就在第一个
医生之后接了龙。

张福生好生奇怪，要凑过去看个究
竟。当他明白过来，居然当着父母的面惊
叫道：“你要去武汉？这么大的风险，你居
然主动要求去武汉？！”他脸扭曲了：“你五
年没休过春节假，好不容易轮上了，你却
要去冒那么大的风险。我们很快就要结婚
了，万一出个意外怎么办？”

“正因为我休假，我才更应该报名参
加啊，别人都在上班，怎么脱得了身呢？”
谢绾云理直气壮，“明天上午就要集结驰
援武汉，我今晚就得赶回去做准备！”谢绾
云说完，张家一家人全都愕然地定在那
里，张大了嘴巴。张福生更气得把门一甩，
进了自己的房间。

谢绾云叫了个滴滴，跟张爸张妈打了
个招呼就消失在灯火闪烁的夜色中。

大年初一，谢绾云成为湖南省支援湖
北百人医疗队的一员。登车前，为减少穿
防护服的不便，她请求队友为她剪短头
发。但一时找不到剪刀，这时有个男医生
拿出一个电动剃须刀。她顺水推舟地说：

“那就请为我理个光头吧！”全体队友都愣
住了，劝她别冲动。她毅然决然地说：“头
发剃了还可以长出来，快动手啊，别耽误
赶高铁的时间！”把全体队友感动得热泪
纵横。

大巴车已经启动，突突地冒着热气，
这时大坪里冲进一辆白色“雷诺”，张福生
车门都来不及关，就向大巴车搜寻谢绾云
的身影。谢绾云光着头把车窗打开，万般
哀怨地看着他，张福生先是一阵惊愕，转
而怜爱地朝她大喊：“绾云，不待长发及
腰，请你嫁我可好？我等你平安回来——”

谢绾云泪眼模糊，朝张福生默默地颔
首……

驰
援

小
小
说

王天明

博儿好！
你辛苦了！
现在是正月初六上午十点，我和你妈

听从你的安排依然在家“隔离”。在社区工
作的你一早就出去加班了，我们父子俩同
住在一屋却没有打上照面。其实你早上出
门我是知道的，我好想交代你两句：“儿子！
新型冠状病毒很危险，你要注意安全。”但
我又怕你说我啰嗦，静静地躺在床上听你
出去关门的声音。铁门关上了，我和你娘安
全了，你却危险了几分啊！我和你娘的心也
就悬了起来。就如昨晚，已经过零点你还没
回家，打电话给你，你带着疲惫的声音说：

“晚上在办公室吃了方便面，现在还同社区
许莉书记一起加班。爸！你先睡吧。”我是困
了，但是我能睡得香吗？你没回家我悬着的
心落不下地啊！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期昐着
熟悉的开门声。凌晨三点半你才回家，我是
听到你洗漱完后关上睡房门才睡的。只有
你回家了，我悬着的心才能落下地啊！

儿啊！你辛苦了！今年的春节因新型冠
状病毒的肆虐让人失去了许多欢乐和喜
庆，也让你接受了一场大考验。大年三十我
们一家同爷爷奶奶吃过年夜饭，你就被许
莉书记叫去加班了，这也是九零后出生的
你春节加的第一个班。社区是中国最基层

的一级组织，离居民最近，与居民最贴心，
任何时候有任何情况，社区都是第一防线，
社区干部必须想在前、干在前、冲在前。在
这次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战役中，因为
岳阳与武汉紧紧相连、因为你所在的社
区是城市的中心社区，人口流动性大且
复杂，防范的任务更艰巨，工作要求的标
准更高，你的工作也要更加深入和仔细，
不能放过一个难点、一个疑点。这话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前天晚上你把自己
关在书房里打电话摸情况过了十二点，
有 40 几个人是途经武汉或在武汉返回
岳阳的，这便是防疫的疑点、重点，偏有
几个人不配合，不愿意告诉你自己的住
址，你感到很委屈、很难过、想不通。这些
人可能有自己的想法或考虑，心中肯定有
个什么结没有打开，不接受你的询问、不配
合你的调查只能说明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到
位，还要继续努力。父亲十分清楚这是一个
十分特殊的人群，你要做通工作、与他们交
流沟通，肯定要与他们接触，这便是十分危
险的事情了，谁也保证不了这些人中没有
被感染者，所以个人的防护很重要。

儿子，基层工作其实有时是很无奈的。
就如眼前的疫情，是明知山有虎，偏要向虎
山行。这是你的工作性质决定了的。你选择
了社区服务工作，就是选择了奉献与牺牲。
你已经在党旗下庄严地宣过誓，现在是你

兑现承诺的时刻了。这不是大话更不是漂
亮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大实话。眼前的疫情
中你只能往前冲，想办法克服一切困难。要
知道你的一点马虎很可能就会借过一例或
更多患者的医治，或造成恐慌。这是一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你的手里掌握着人民的生
命安全啊！

儿子！到中饭时间了，我打电话问你回
不回家吃饭，你说在忙，中午吃方便面。你
还告诉我，昨天市委书记王一鸥、区委书
记陈阁辉、区委副书记、区长黄建文等领
导先后都到了三办，在社区督查疫情防
控工作，有很多事要做，言语中你显得很
激动。是的，儿子！你不是在孤军作战，有
你们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守住第一道防
线，有医务人员精准施策防范与救治；有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好制度，有八方
支援众志成城克难关的优良传统，没有
什么困难不可以战胜的！当前武汉的疫情
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也因为有你们守护在
基层的党员干部的忘我工作，广大居民防
范意识越来越强，肆虐的疫情已经得到有
效阻击。儿子！加油！春风将吹遍大地，百花
齐放就在眼前！

爸爸
1月30日于岳阳

（作者系岳阳市岳阳楼区
作协名誉主席）

党旗在战“疫”第一线高高飘扬
——疫情防控工作手记之一

别停步！当前行！
——写给战斗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基层的博儿的信

假如我还能活下去
——写在新型冠状病

毒肆虐的寒夜
王跃文

假如我还能活下去
我要加倍爱我所爱的人
我不会再敷衍我不爱的所有
我不饲养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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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还能活下去
我的餐桌上会更简单
我的嘴只用来吃朴素的米饭
喝清洁的水
亲吻我的爱人
我的嘴只用来讲真实的话
假话留给讲假话的人
假如我还能活下去
我愿我的大脑如混沌初开
耳朵听到的就是听到的样子
眼睛看见的就是看见的样子
嘴巴说出的就是说出的样子
我知道，假如我还能活下去
这是因为我有了口罩
我不想把口罩比拟成任何意象
口罩就是口罩
此时此刻
任何抒情都不恰当
我能想到的恩人
是种棉花的农民
织纱布、制口罩的工人
送口罩到家门口的快递小哥
是那些也正戴着口罩
穿着防护服
站在病床前不眠不休
与死神搏斗的人

你好，江城
邹树德

一句微弱的问候
在这个清冷的早晨
生病的武汉 此刻
身躯还抖着呻吟
可是我还是执念
让这温情的问候
穿越河岳 飞过洞庭
稳稳地落在江城
因为那里有
九省通衢凝结的血脉亲情

你是一座流淌诗意的城呵
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千年抒怀
极目楚天舒的磅礴慨叹
珞珈樱花烂漫
东湖波光粼粼
龟蛇锁江 飞虹架凌
我心目中的大武汉呵
你堪称中国城市的最美精灵
可突然间你病了
你暂别喧嚣繁华
远离霓虹幻影
在孤寂中疗伤
与你紧紧连着的
是十四亿颗中华儿女的爱心
有难同当 同频共振
听，祖国发出了号令
看，白衣天使勇出征
院士专家入疫区
力压病毒之狰狞
前线姑娘剪黑发
抗病一线晒青春
不屈的城市不屈的人
驱除黑夜迎黎明

你好，江城
我的问候依然执着
我的祝福伴你行进
苦难过后祥云至
励志弥坚踏歌行
我英雄的武汉城哟
你依然
笑看长江滚滚东去
情牵大河汹涌奔腾

汉诗新韵

抗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

李定坤

龟蛇静立久闻名，突发疫情举世惊。
中枢倾情筹大局，英才勠力拯苍生。
仙邻有难温馨近，血脉同根缱绻情。
党政军民齐敬业，驱云拨雾舞长缨。

抗疫情檄联

有感于湖南支援防疫阻击战
鲁晓川

正道沧桑，多难兴国；
大湖南北，众志成城。

有感于湖南支援防疫阻击战
宋自凡

打赢众志成城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全消灭攻坚战；

定奏同仇敌忾让中国战场正义
雄师大凯旋得胜歌。

新冠猖狂，武汉封城，九野同袍，
幸有中枢筹大局，党员作先锋，始信
无坚不克；

南山雷火，白衣尽职，三军共赴，
更凭百姓宅小家，组织齐上阵，方能
久治长安。

祝福钟南山院士
郑铁峰

自零三年非典治肺炎，兢兢业
业，医者仁心，十七载江湖重出，扶
危济困，实乃当代华佗，彪青史无双
国士；

以八四岁高龄赴国难，火火风
风，为民健体，亿万人祝愿斯翁，纳
福集祥，胜过昔时彭祖，作神州最美
寿星。

赞剪秀发的白衣卫士
岳阳 李胜华

地裂天崩，霹雳响晴空，恶疾猖
狂如猛兽；

忧民爱国，红妆裁秀发，英姿飒
爽战妖魔。

防疫阻击战
郴州 周桂文

祸起三冬哽，肩使命争先，良方
施策除瘟疫；

心存一瓣香，看仁风在抱，妙手
回春斩毒魔。

疫情防控手记

祈愿
李 婷

今天晴空万里
我不敢高声放歌
担心这本属于人类的斑斓
被呼吸传染
远方有人在吟唱咏叹调
口罩，没有挡住任何声音
总感觉风中带有布鲁斯的忧郁
突然觉得灿烂的阳光有些苍白
数字每天在增加，阳光下
愿所有的生物钟不要再被颠倒
让愚昧重拾起掉在暗处的书本
让生灵在一个善意地球共存
疯狂，也许就是自行灭亡
觉醒，定能唤出春天的笑靥

春的告白
——为全民抗击疫情而歌

陈仲伯

有人问
春天还会不会来
笑容还会不会在
熟悉的城市还会不会绚丽多彩
拥抱和手拉手还会不会是爱的表白
君不见
中华大地充满着真爱
到处流淌比春天更温暖的关怀
用生命点亮生命
用青春抒写情怀
用责任和奉献守护着未来
党旗更红 军旗更艳
天使的戎装更加洁白
孤独坚守和团结拼搏同样出彩
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众志成城
共同铸造伟大的时代
我坚信
春天就会来
笑容依旧美丽地绽开
经过洗礼的生活更加精彩
让我们拥抱
让春天表白
生活更加精彩
世界充满大爱

守护家园（歌词）
申桂荣

看不清你憔悴的容颜，
口罩就是你灿烂的笑脸 ;
数不清你走过的脚步，
却知道你把鞋底差点磨穿 。
守护家园，无悔无怨，
面对苦累你总说苦中有甜 ;
守护家园，重任在肩，
你用担当兑现了为民的心愿！
听不到你铿锵的誓言，
口碑传颂你默默的奉献 ;
记不清你进过的农家，
却知道村里人人把你挂牵 。
守护家园，不畏艰险，
危难当头你总是勇往直前 ;
守护家园，大爱无限，
你用忠诚换来了百姓的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