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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沐兴

1
你好吗？武汉诗人柳宗宣
你好吗？在武汉探亲的赵红文妈妈
你好吗？与九个省筋骨相连的武汉
你好吗？一千万个你
你好吗？
仿佛此时此刻的我
需要你答应一声，才不孤独
才绕开了生命中的担心、煎熬

2
新型冠状病毒的阴霾里
你，孤独的一座城
一座城的孤独。当我们说起你
汉正街湿漉漉的灯火
举着孤独
龟山的石径，把孤独垫向高处
只不过武汉的孤独
如另一座黄鹤楼，有爱与责任的骨架
当我们眺望
善的长江浩荡地向心中涌来

3
那个病房里昏睡中的人
是与死神拔河的人。相对于灵魂
一个人的身体
可能是孤独的。相对于从未放弃的
更多人，这是一场群体的较量
一年里最寒冷的时候
我们更懂得温暖的传递，亲爱的
陌生人
原来孤独可以给生命托付

4
在请战书上写下名字
写下青春对时代的歌吟，逆行者
你让人成为最美的风景
或许，离开家乡的人
是孤独的父亲、母亲，是孤独的
兄弟、姐妹
当这么多孤独的人汇聚
武汉，你还是孤独之城吗？

5
漂洋过海寄来的口罩
外省送来的水果……武汉，在这个冬天
是爱的方向
我，走向我们，走成我们
仿佛长江在我们的血脉
它孤独而深情的行走
带着无数个我
武汉，你孤独的白天与夜晚
你孤独的呼吸机、无影灯
当我为你写下孤独
你的孤独，经过了全中国的心疼

那一天
大武汉已经康复
嗬嗬地吼醒春天
那一天
中国人脱了口罩
露出欢喜的笑脸
那一天
道路四通八达
没有禁区 没有阻拦
那一天
已来的2020
掐悲掐痛 重新开年

那一天
我会早早出门
去完成一个朴素的心愿
首先
敲开一家花屋
抱起一束怒放的灿烂
接着
随便走进一家医院
随便走进一间诊室
随便见到一位从未谋面的医生
给他献束花 与他扯下谈
告诉他
为了这一天呀
你们付出太多 拼得好难

那一天
是我这个普通人
疫后逢生的日子
我要认真地做个这样的仪式
默默地表达自己的万语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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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望月
愁心欲寄无明月，
冻气低垂滞黯天。
思望前方鏖战紧，
忍闻疫患死生煎。
关山阻隔情孤怯，
劳燕分飞梦独悬。
愿借长风千里跃，
共清玉宇万家圆。

荆楚保卫战
愁云惨淡压江天，
荆楚疫情举国牵。
领命援军闻讯至，
舍身医护逆风先。
仁心救死蹈汤火，
大爱降魔动宇乾。
唤起人民千百万，
红旗指处凯歌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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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金辉

2020鼠年春节，注定是一个让
中国人难忘的春节。

1 月 24 日（大年三十）晚，从央
视春节联欢晚会上那个关于武汉疫
情的节目开始，知道有那么多的感
染者在与病魔抗争，有那么多白衣
天使在岗位上以拯救生命的方式迎
接鼠年。

连绵的阴雨，让大年初一显得
格外冷清。往年的这个日子，老家汨
罗乡下的孩子们会在一大早就成群
结队，挨家挨户拜年、讨喜糖；而那
天，从早上等到天杀黑，都没几个人
上门。我们一家人也没出门。

1月26日，开土菜馆的弟弟、弟
媳一早就在打商量：“明天预订的几
桌饭菜只怕是要退掉了，搞不得。”
我则跟妻子说，今年怕是不能去她
家给老父老母拜年了，得赶紧回岳
阳，一是怕封路，二是估计我单位会
随时提前到岗。

大年初二15时许，告别母亲和
弟弟一家，我带着妻子、女儿匆匆踏
上返程。

27日9时许到单位参加党委扩
大会议。大年初一就已回所值班的
阳海威政委直奔主题，传达了中央、
省、市的有关文件精神，并宣布，当
天17时，全体休假民警除近期与湖
北亲友有接触的隔离观察外，必须
归所。单位大门专人值守，民警只进
不出，且每天检测体温2次。

戒毒所何以如此紧张？提前召
回休假民警，减少民警被传染的几
率；民警归所后先在所内隔离观察，
为戒治大院消除病毒传播隐患。

2月3日，在所内观察一周无异
常后，我和其他民警共 33 人于 8时
30分进驻戒毒所戒治大院，开始为
期 15 天的封闭式执勤——住在由
院内办公室改造而成的临时备勤
房，吃在食堂。

封闭执勤有严格规定，当班期
间不能携带手机；管理戒毒人员时
必须佩戴口罩；医护人员不够，每天
由大队民警对戒毒人员检测体温
2 次，并开展疫情形势和防控教育，
进行院内消毒。

其实，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在戒
治大院内，民警才是防控对象，我们
不能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而将病毒
带进戒毒所、传播给戒毒人员。正因
如此，每个执勤民警都小心翼翼，每
天戴着严实的口罩，洗手无数次，见
到测温计就自测一次，与戒毒人员
始终保持着1.5米以上的距离……

为了执行疫期规定，同事们其实
也牺牲蛮大。副政委周文峰，姑妈去
世了都没有回家祭拜；护士女警胡
悝，丈夫在高警支队工作，两口子都
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留下不满1岁
的孩子由爷爷奶奶在家带着；80后
大队长胡松，从1月13日上班就一直
没有回家，只能与老婆孩子视频连
线，好多次都见到他眼睛红红的……

疫情在前，警察不退！
阳光，透过高墙铁丝网照射进

来，让人感到温暖，让人看到希望！

红手印（歌词）

宁小华

一份请战书，写上我的名字；
一枚红手印，映照我的初心。
一番告别语，来不及向亲人说；
一身防护服，伴勇士上征程！
不顾生死，不计功名，
奔赴战场，抗击疫情。
啊，红手印，红手印，
你红亮了我们这满腔热血，
冒着危险，我们奋勇前进！前进！
一份请战书，写上我的名字；
一枚红手印，映照我的初心。
一番告别语，来不及向亲人说；
一身防护服，伴勇士上征程！
医者仁心，神圣使命，
白衣战士，大爱无声。
啊，红手印，红手印，
你红亮了我们的坚定信念，
向着胜利，我们奋勇前进！前进！

抗疫及其他（组诗）
王涘海

在这封闭的日子
我的思维经常左冲右突
疫情是人类的耻辱
疫情是病毒的狂欢
今年春节小孩不开心
今年春节大人很沉重
世界从未如此危险
天空从未如此洁净
短短时间人们的泪腺极度发达
短短时间人们的泪河已趋干涸
让痛苦保佑幸福
让隔绝促进前进
让我们忘记这一刻
让我们铭记这一刻

跋山涉水的悲伤

把自己包裹起来
像蚕茧一样
可是 这样
就不受侵害了吗

为这该死的疫情
我该做些什么
除了向逆行者敬礼
我还要采下一朵朵美丽的鲜花
插在那些发白的肺叶上
我要让人们记住
欢笑之下
惨烈的搏斗

徐助全

28年来，每年的春节我们三口之家
从没分开过，总是一起约好，和兄弟们
共赴湘西的泸溪县乡村老家过年。大家
庭累计 30 多口人，三代同堂，其乐融
融，直到各自上班的时间，大家才陆陆
续续地离开。

儿子徐安虬从小学到大学再到研
究生毕业，每年过年都是在老家过的，
兄弟姐妹多，玩到开学才离开。去年 7
月，儿子毕业后，本可以留长沙工作，但
他执意要去湖南路桥援外工作，派遣到
了卢旺达。春节期间他打算向公司请
假，回国与我们团聚。然而，国内暴发疫
情，他放弃了回国与家人团聚的念头，

一直忙碌着驰援祖国抗疫，每天关注国
内新闻，疫情时刻牵动着他的心。他们
主动捐款捐物，充分利用海外资源优
势，联系各国供货商，全球采购国内防
疫医疗紧缺物资。

大年除夕，当他忙完一天采购回到
宿舍，在微信视频上给我们春节祝福，
叮嘱老爸老妈注意安全、健康，不用担
心他。他对我们说：“在国家有难的时
候，人人有责为国家出一份力。”一直疼
爱儿子的妻子看到他消瘦的样子黯然
流泪，但作为一个退伍老兵，儿子的决
定我是非常支持的。

儿子所在的湖南路桥集团驻外公
司，先后从格鲁吉亚、乌干达、肯尼亚、
尼泊尔、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家采

购近 3 万个 N95 和 FFP2 防护口罩、12
万个一次性医用口罩、3000副护目镜、
2 千多件防护服等抗疫物资，从海外抵
达长沙，驰援到湖南疫情防控一线。目
前，儿子驻海外公司的人员，积极按照
集团公司坚决打赢防控阻击战的要求，
还在进一步筹备医疗急缺物资。

今年的这个春节，虽然儿子不能与
我们团聚，节日过得孤单清冷，但我从
儿子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力量、一片生
机盎然的景象。我想，看一棵树好不
好，不仅是看它长得有多高，还要看它
的根扎得有多深。我为有这样一个儿
子而欣慰——

“儿子，老爸为你点个赞，你是棒
棒的。”

“儿子，老爸为你点个赞”

杨别除

2020 年 2 月 3 日早晨，太阳用
温暖驱走了雾气，用明媚的光轻吻
着大地。大街上鲜有行人，车也很
少。这天是国家延长3天假期后，我
们正式上班的日子，但新冠病毒疫
情仍在延续，拐点还未出现。

同事们戴着口罩驾车来到单位，
一到局门口都被物业的保安拦住，很
客气地请大家配合。他们用体温器对
准人的额头，逐个测量体温，体温正
常，才能被放行进去。幸运的是所有来
上班的同事体温正常，无一人留观。

为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湖南省
政府发布公告，企业推迟到 2 月
10 日才能复工，其他公共场所，人
员不能聚集。这势必造成税务人员
不能全部到岗上班，岗位缺人，但纳
税服务不能缺，纳税人的正常需求
我们必须满足。

我所在的单位株洲市芦淞区税
务局税收管理点多面广，办税服务
厅有4个，管辖的个体户全省最多，
光芦淞市场个体户就接近 2 万户。
正常情况下，办税服务厅业务繁忙，
人来人往，对疫情的防控带来了较
大的压力。为此，局里想出了让数据
跑腿，让通讯代劳的办法，制定了疏
散纳税人的预案。通过网络、短信和
微信告知纳税人，对上班后增值税
发票领办实行电话预约，让纳税人
随到随办，减少了纳税人扎堆排队
等候，免除了过去排队等候之苦，尽
量切断疫情传播的可能性。

涉及到纳税人的税收政策，也
由税管员转发到纳税微信群里，让
每个纳税人获知。电子税务局运维
群则侧重于处理税务申报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

不用出门，既配合了政府，阻断
了疫情的潜在传播，又开展了工作，
这个上班建群的举措赢得了纳税人
的纷纷点赞。

崔曙光

爷爷脾气倔，他想做的事，九
头牛都拉不回来。

今年春节，为了控制疫情发
展，国家号召大家春节减少外出，
外出必戴口罩，小区物业工作人
员每天拿着喇叭喊：“口罩必戴勤
洗手，见面点头不握手，门窗通风
保平安，空气流通身体好……”

爸爸说：“戴口罩是阻断呼吸
道分泌物传播的有效手段，我们
一定要遵守。”爷爷却不以为然，
说：“哪那么多事？那年非典闹那
么厉害，不照样没事？”说完，爷爷
提着一袋垃圾就准备往外走，爸
爸赶紧拿出口罩让爷爷戴。爷爷
断然拒绝，说：“我都这把年纪了，
还怕什么？”面对爷爷的“大无畏”
精神，爸爸哭笑不得，说：“这个时
候您充什么‘英雄’呀？您不怕被
传染，可是，邻居怕呀，只要有一
个人被传染，整幢楼都要隔离，医务人员每天
要上门进行医学观察和监测，社区和物业管理
的工作人员还要负责整幢楼居民的日用采购
等事项，这不给社会添乱吗？”

爷爷一生好强，最怕麻烦别人。听爸爸这么
一说，爷爷脸上的表情凝重起来，接过爸爸手中
的口罩往耳朵上挂。爸爸说：“您戴错了，应该蓝
色部分朝外，罩住鼻、口、下巴，再将口罩细带戴
在耳后，双手指尖放在鼻夹上，将最上方的鼻夹
压死，最后调节口罩的松紧。”爷爷照着爸爸说
的方法，认真戴好口罩，这才出门倒垃圾。

爷爷丢垃圾回来后，将口罩取下，进行消
毒处理，再将外衣挂到阳台通风的地方，然后
去洗手。这些细节爷爷以前从来没有在意过，
可是，爷爷今天做得很认真，很郑重。

奶奶笑着问爷爷：“老头子，你怎么突然转
性子了？”

爷爷不好意思地说：“你以为我这几天宅在
家里白宅的呀？电视上说的防护知识我全记在
脑海中了，只是觉得咱们这儿还没有疫情，我身
体又好，不会有事。听儿子一说，我才明白，疫情
当前，每个人都应该重视起来，保护好自己，就
是保护好他人。咱老百姓无法像一线医务人员
一样为国家作贡献，但将需要做的事做到位，不
给社会添乱，也算是尽了一份力，是不？”

听了爷爷的话，我们热烈地鼓起掌。网上
流传如今社会有两大难：“劝 90 后别熬夜，劝
60 后戴口罩。”现在，爷爷这个倔强的“60 后”
怀着“抗击疫情，从自我做起，万众一心，共克
时艰”的心情，戴上了口罩，让我对这次全国性
的抗疫行动更加抱定信心。我们终将击退病
毒，迎来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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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者

风从湖北来，你们逆风而行；
我住长江尾，我们逆流而上。

明知要碰地雷阵，我们义无反
顾，赴汤蹈火；明知山里有老虎，我
们勇往直前，救死扶伤。

女护士剃成“光头强”，决不叫
“新冠”抢风头；男医生穿上纸尿
裤，绝不让病毒逞凶狂。

火神山，火烧赤壁送瘟神；
雷神山，雷霆万钧追穷寇；
钟南山，钟山风雨起苍黄！
武汉加油，黄鹤振翅会有时；
中国加油，巨龙腾飞舞东方。
逆行，只是我们演绎的一次战

术穿插；
前进，才是我们笃定的战略梦

想。
逆行，同时间赛跑，我们用生

命抵达；

敬礼，逆行者英雄的背影，不
屈的脊梁！

隔离不隔爱

武汉封城，是一场充满硝烟的
战争消息；

居家隔离，是一个凝聚关爱的
战斗口号。

封堵，众志成城，不让病毒外
流；

阻隔，万众一心，不让健康内耗。
隔城相望，武汉加油；
隔窗相望，繁星闪耀。
因为爱你，离你一米；
因为爱你，隔空拥抱。
千万个小区，筑成铜墙铁壁；
万千个家庭，严守抗疫战壕。
不出门，筑起平安“防火墙”；
宅家里，建设健康“安全岛”。
发段视频，报我平安；

打个电话，只问你好。
爱卫生，坚持勤洗手；
讲公德，坚决不传谣。

对口支援

一个省，包一个市，对口支援。
16个省，支援湖北 16个市，全力抗
疫。

对口支援，这是个老法宝。
援疆援藏都用过，还在用；
汶川地震后重建用过，很管用；
脱贫攻坚用过，最顶用。
对口，这是个急救的法宝；支

援，这是个特效的锦囊！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湖北有

难，举国驰援。这是多么威武的国
家力量，这是多么强大的民族精
神。

这是我们抗击一切艰难险阻，
最硬核的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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