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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兰

我从新化县卫计系统调入县红十字
会，接触的第一支志愿者队伍便是蓝天
救援队。

会里为蓝天准备了一间办公室，他
们也跟我们一样，每天有人值班值守，而
且是到得最早走得最晚的。具体一问，方
知他们都有各自养家糊口的工作岗位，
来蓝天，全是凭着一股子干劲和热情。蓝
天的队长黄伟胜，长得高大粗壮，黑脸
膛，少言寡语。他们办公室除了悬挂三面
墙的锦旗，还有一幅书法作品：少说多
做，默默奉献，完善自己，善待他人。这是
蓝天的队训，一看便知是黑脸汉子黄伟
胜的风格。

蓝天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交往多了，
我成了他们工作群的一员，对他们利用
业余时间从事的这项公益事业有了更深
的了解。比如他们没有活动经费，参加义
务救援，到了饭点得AA制吃盒饭，开车
的油费也是 AA。打牌喝酒这些县城小
市民都有的爱好，他们没有。黄伟胜说：

“加入蓝天，首先得过戒酒戒牌关，意外
随时都在发生，不可能等你打完一局牌，
或者等你醒酒！”从娘屋里担米来做公
益，还须放弃与休闲娱乐有关的一切爱
好，就凭这两个条件，足以让很多人望而
却步。

更何况，他们的考核之严格和细致，
也是令人惊叹的。服务时长要达标，少一
分钟都不行，训练和救援行动的军事化

程度，都对体力和耐力有高标准的要求。
一切都靠实力说话，这里是人情世界之
外的另一个真空！

记得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我因赶
一个材料睡得晚，看到凌晨 1 点黄队长
在群里吆喝：资江水位暴涨，需 10 位队
员立即赶赴河堤堵漏，报名接龙。3分钟
内接龙结束，15 分钟后，包括黄队长在
内的 10 位队员扛沙袋堵河堤的视频已
上传至群。这速度简直令人叹为观止！第
二天早上到单位，发现他们10个人全部
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满身泥浆。因为车
只有一台，驾驶员已没有力气把他们一
一送回家。

女队员邹红霞说，类似的场景早已
成家常便饭。“有困难，找蓝天！”在新化，
这种意识已深入人心。小孩溺水，老人走
失，扫雪破冰，应急演练，救护培训等等，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蓝天人的身影。

黄伟胜曾参与汶川地震救援，被湖
南省红十字会授予“赴川抗震救灾先进
个人”称号。正是亲历地震灾难现场的震
撼，他的心灵被触动，让他萌生了组建一
支救援队的信念。新化蓝天救援队从
2017年组建以来，共开展200多场应急
救援，除非万不得已，黄队长都亲自参
与。队员们也千方百计都要拉上他，有他
在，大家便感觉有了主心骨，士气高涨。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蓝天的队友们一直处在作战状态。从武
汉封城那天起，新化县迅速布置各项防
控工作。黄伟胜作为红十字会疫情防控

组副组长，开完会便带领队员奔赴各检
测卡点，在高速路口、火车站出口等5个
卡点分别扎起帐篷，为医护人员遮风挡
雨，提供取暖和照明。

1月28日，大年初四。单位决定安排
人员和车辆开展为期一周的疫情防控知
识普及宣传，黄伟胜主动请缨，派车辆和
队员参与。社会各界捐款捐物纷至沓来，
有时忙不过来，只要一个电话，黄队长会
第一时间安排车辆和队友帮忙转运和发
放抗疫物资。

2 月 3 日，蓝天值班的队员说，黄伟
胜以一名预备党员的身份向他供职的
公路局党组递交请战书，要求去疫情一
线开展抗疫消毒工作。之后立即驱车到
省城购买了 10 台消毒用弥雾机和 1 台
炮雾机，带领队员们对全县机关院落、
医院、居民小区、疫情村开展消杀工作。

他和队友们每天背着近 20 公斤重
的弥雾机，穿梭在大街小巷，肩上起了
水泡，手掌磨出厚茧。他体型胖，常常爬
楼爬得气喘如牛，全身汗湿。队员们说，
每天消完毒，外衣脱了扔进垃圾桶再进
家门，里衣也是洗完澡就扔。一是家人
要求，二是那些衣服经汗水和 84 雾水
浸染一天，容易褪色、破洞。所以他们每
天都是拣旧衣服当一次性衣服穿。黄伟
胜憨厚地笑笑说：“这办法挺好的，把平
时舍不得扔又不怎么穿的衣服都处理
掉了，清理出好几层衣柜，老婆很支
持！”他老婆我见过，一位温柔贤淑的中
学语文教师。

2 月 26 日，考虑到复工生产和开
学在即，单位决定组织蓝天对全县 30
多所中小学校园进行消毒。这时黄伟
胜刚完成疫情村消毒，队员们休整了
不到两天。但他二话不说，立即派车去
仓库装了一车 84 消毒液，带领队员整
装出发。

3 月 3 日下午，校园消毒结束，黄伟
胜回到办公室领取消毒水，我们正在开
会，突然听到队员邹红霞焦急呼喊：“不
好了，队长不好了！”我们赶紧停下手里
的工作，只见他走路摇晃，嘴角歪斜，流
着涎水口齿不清地道：“我没事，不用大
惊小怪！”见此情景，副会长杨坚赶紧把
他送往人民医院。医院诊断为脑溢血，
颅内出血10毫升。

消杀工作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后
来每想起这事，我们便懊悔不已。这次
校园消毒貌似为压垮黄伟胜的最后一
根稻草。如果不开展这次消毒，他也许
还是一名生龙活虎的蓝天战士！

在重症监护室，黄伟胜还在念叨着：
“把对讲机拿来，我要安排消毒……”为了
让他安心养病，医生给他注射了镇静
剂，并没收了他的手机。我们去看他，病
床上的他戴着呼吸机，全身插满各种管
子，往日的英雄气概已荡然无存。

黄伟胜这个黑脸汉子，在我们眼里
一直都是英雄，没有什么能够难倒他，
相信病魔也打不败他。祝愿他早日回到
蓝天队友中来，永远守护这片志愿者的
蓝天。

胡小平

阳光穿过对面高楼间的缝隙，映
照在我的脸上，捎来春的气息，带来春
的暖意。

此刻，我坐在阳台上，手上拿着
书，却全然没有心思来看，而是闭着眼
睛，任阳光在脸上抚慰，任思绪向武汉
飞驰。

刚要起身，同事小李打来电话，说
他冒险去了江边，看到迎春花开了，桃
枝鼓苞了，柳丝吐黄了……

看着小李发来的视频，妻子一脸
向往。我边观赏着视频中的迎春花，边
说可惜今年的迎春花开得没去年那么
鲜艳，也没去年那么精神。妻子说也许
是因为疫情，去江边的人少了，花才开
得没那么有劲。她这一说，我想起了

“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
和“一庭春色无人管，分付梨花伴月
明”的诗句。女儿笑了笑，说我是惦念
着强叔才有了这般的惆怅和伤感，要
我别担心，会是“莫言春色无人赏，野
菜花开蝶也来”。

女儿说的强叔叫于强，是我的一
位好朋友。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两家结
伴去江边，晒太阳，吃野餐，赏花垂钓，
谈天说地，其乐无穷。

我正在翻看着去年在江边的照
片，于强向我发起了视频。他一开口就
报喜似地说，他不要转重症病房了，他
的朋友也从重症病房转出来了。

于强是去年腊月二十七去武汉
的。原本是想和生意上的朋友聚一下
就回长沙，可席间兴致一高多喝了几
杯，走不了了，武汉已经封城。他女儿
在澳洲留学，快毕业了，想留在那边。
妻子上个月去了澳洲，要把女儿劝回
国来。

腊月二十九下午，于强在武汉的
一个朋友非要接他去家里过年，他拗
不过，只好去了。晚上，我去接他父亲
旺伯来家里过年。他死活不走，非要留
在家里，等于强回来。

疫情在蔓延，病人在增加，令人揪
心。

初五上午，妻子说得去一趟超市
买点蔬菜什么的了。我说，好，多买点，
顺便给旺伯送些过去。正要出门，于强
打电话来了，说他和他朋友一家都被
隔离在家里了，他朋友的妻子成了疑
似病人。

初七下午，于强说他朋友的妻子
确诊了，他和他朋友都成了疑似，他心
里好紧张，好害怕。我一听，仿佛一下
掉进了冰窖里，也感觉到了他明显的
焦躁和不安。

初九早上，于强打着哭腔，一开口
就说天塌了，他确诊感染上了。我尽管
有心理准备，可还是一下有如五雷轰
顶，哽咽了。

第二天一早，我问于强到医院了
没有，他惶恐地说还没有，医院没有床
位，他朋友也确诊感染上了，也没住上
院，只有他妻子早上被医院接走了。我
说全国都在支援武汉，人等床的情况
应该很快就会得到改变，再等一天两
天就好了。

3天后的下午，于强发来视频，满
心欢喜地说等下医院来接走他们，他
有救了。我说那就好，到了医院好好配
合医生治疗，早日出院。他沉默了一
会，说只怕没那么轻松，一身从没有过
这样的乏力，样子也挺难看了。他确实
黑了，瘦了，憔悴了，看着都心疼。妻子
在旁边偷偷抹着泪。女儿走过来，笑呵
呵地叫了一声强叔，夸他气色不错，是
好样的。他笑了。女儿说他笑得像一朵
迎春花。他更开怀笑着。

元宵节本是团圆的日子，于强却
躺在医院，生死未卜。坐在阳台上，想
着于强，想着各种可能，越想越担心，
越想越害怕，我莫名地有了感慨，添了
伤感，眼前也模糊起来。

第二天早上，于强来电话，说他朋
友转重症病房了，他朋友的妻子昨天
一早送去了殡仪馆。不等我说话，他又
问我，他会不会跟朋友一样转入重症
病房，会不会跟他朋友的妻子一样？我
强笑着说不会的，这些天来每天出院
的人数都在增加，治疗方案也在不断
完善。他说他真的好怕，昨晚梦见自己
死了，可他不想死。我鼻子一酸，心都
要碎了。妻子忙说梦是反的，没事，过
几天就好了，要他保持一种积极的心
态，树立一种必胜的信念。我说是的，
他不只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医生和
护士，还有亲人和朋友，跟他一起在战
斗，一起在加油。

6天后，于强边走边喜形于色地跟
我视频，说医生刚刚告诉他，照这样好
下去，过几天他就可以出院了。我说好
啊，桃花快要开了，正等你一起去江边
赏花呢！他满心欢喜地说，好，等着我！
我说好的，一定等着你去赏花！

等
你
一
同
去
赏
花

大考
(外二首)
许百经

一场大测试
击穿所有薄弱环节
与破碎点
用肉身堵住命运的出血口
与魔鬼赛跑
与无形巨影玩命
病毒露出原形
帮助人类进化

隔离

独自面对苍天
祸从天降。隔离。再隔离
见证集体的遭遇
个人的命运
自我对世界的价值
阳光里的担当、拼搏、奉献
阴影下的拖延、推诿、责怪
方方、圆圆，五颜六色
每一个行动都源自心底
每一次历劫都是财富
每一个人都要有一席之地
血色樱花在苍白的口罩
留下激愤、忧伤与沉思的烙印
漫漫历史长河上烟雨蒙蒙
活着，平安地活下去
奋力直面人类最后的敌人
孤独而幽静的角落
催生厨艺潮、养生潮、婴儿潮
一切终点，都是开始
隔离下一轮无法预测的袭击

呼吸

一呼一吸，如此平常，如此艰难
与生俱来，与死同往
氧气与生命，或充盈、或离弃
或者笑容、鲜花、阳光
或者看不见的巨石
或风清气正，自由自在
或封口闭眼，溺水而亡
一呼一吸，如此平常，如此艰难

我想
陈泉

我想，我想变成
一位魔法师，
变啊，变……
把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病毒都变走了。

我想，我想变成
一支万能膏，
涂啊，涂……
把白衣天使脸上的口罩压痕涂没了；

我想，我想变成
一辆顺风车，
跑啊，跑……
把捐赠的物资托运到需要的人身边。

我想，我想变成
一瓶特效药，
治啊，治……
把地球上所有的病人医治得健健康康。

我想，我想变成
一记警钟，
敲啊，敲……
敲醒那些沉睡的“无知”及“嗜好”；

我想，我想变成
一个机器猫，
守啊，守……
守护好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平安。

汉
诗
新
韵

不能忘记
肖建明

谨以此诗献给3月17日乘坐G547次高
铁从武汉平安返湘的、湖南支援湖北医疗队
的219名医护人员。

——题记

不能忘记
还来不及细想新型肺炎有多可怕
就瞒着爸妈递交了请战书
怀揣着责任和青春的懵懂
毅然离家

不能忘记
严密的防护不容有丝毫疏忽
眼含着心有不甘的热泪
以一名战士的从容
剪去秀发

不能忘记
吃饭、喝水、睡觉变成了奢侈
每天与死神面对面接触
一双双求助的眼睛
信任有加

不能忘记
曾经不可一世的数字
曾经让人揪心的数字
终于在你们面前俯首归零
停止挣扎

不能忘记
撤离湖北的那一天
地方政府警车开道
当地市民自发聚集在阳台上、道路边、站台旁
手持湖北人民、武汉人民永远感谢您的横幅
以庄严的注目礼
眼含泪花

不能忘记
返程的高铁抵达长沙的那一刻
同事们、亲友们、市民们像迎接英雄凯旋一样
在两米之外隔空雀跃
咫尺天涯

这个春天
注定因这场疫情印象深刻
这场疫情
注定因这群邻家的父母、夫妻、儿女历久弥新

庚子之战
王孝忠

万众一心战肺炎，
新冠病魔一锅端。
悬壶济世古传统，
抗疫阻击总动员。
党政军民齐上阵，
专家医护共克坚。
谁说庚子遭大难，
中华复兴永向前！

刘代兴

什么时候，口罩取代了通行证，
成为出入的有效证件？

没有哨兵，也没有警卫，不检查
登记身份证，进出大门首先看你是
否戴口罩。办公大楼的门口，新来了
一位白衣天使，白色的大口罩将整
个脸部捂得密不透风，只露出一双
闪亮的眼睛，越发显得清澈。这双眼
睛盯住我，随后一支手枪似的小把
柄对着我的额头，紧接着一抠，此乃
非接触式红外体温计。

这双眼睛让我在紧张感稍纵即
逝之后，禁不住阳光明媚起来。这么
多天以来，疫情有点让人喘不过气
来。每天都在办公室值守、协调与上
传下达，转得像个陀螺似的，让人心
烦意乱、忧心忡忡。蓦地见着一双秋
波似的眼眸，无声地传递着关切，心
里的阴霾顿时散去了一大半。原来，
戴口罩也很美啊！

从来就没有戴口罩的习惯，对口
罩有着一种天然的排斥。除了对手
术室医生戴着口罩有几分特殊的敬
意外，那些演艺圈的明星好端端地
没任何毛病，却摆着个架子戴副墨
镜捂着大口罩故作玄虚，很是让我
反感。现在，这口罩却成了外出的必
需品。这些天，口罩刚捂上不到两分
钟，鼻梁上眼镜的镜片上便迅速喷
上了一层水汽，雾蒙蒙一片模糊，实
在痛苦。

病毒一出，口罩告急。新春后第
一天上班，一位同事来办公室领取
一次性口罩。因为口罩有限，每人只
能配发一个，她问我是否可以多领
取一个？因为第二天上班进入大楼
要戴口罩。我说为了保证在一线防
控同志需要，只能一人一个。她请求
的眼神，以及无奈离去的背影，让我
的胸口蓦然间似乎隐隐作痛。难道
就是这小小的口罩，竟然让我变得
如此残酷和冷漠？我突然恨这病毒，
即使它没有直接感染我，但它间接
地侵袭我，让我失去了曾引以为豪
的温情。

口罩将自己遮掩，拉开了与别人
的距离。但正是口罩，也让我看到了
原来并不了解的人身上的光芒。自
从单位征集口罩的倡议发出后，一
位平日里我行我素神神叨叨的同
事，不知从哪儿弄来了 2000 个口
罩，装在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里，背
着送到了单位。还有一位平日里独
来独往很少与人来往的同事，叫一
位好友开车给单位送来了 500 个口
罩，自己却不露面。这些捐献的口罩
犹如雪中送炭，温暖了大家的心房。
口罩能遮盖一个人的脸颊，却屏蔽
不住他们内心的善良与侠义。我将
他们的善举在单位群里发布，转瞬
就赢得了一大片点赞。

薄薄的口罩，是防线与屏障，是
我们抗击病毒的强大的武器，也能
体现一个民族的情感与道义。“节约
使用口罩，将有限的资源留给在一
线的医务人员。”这是这个冬天最温
暖的话语之一。

寒冬已然离去，春天已经来临。
摘下口罩的那一天，相信已经不远！

守护蓝天的黑脸汉子

口罩

徐招治

晨起，为了买菜，只能包得严严实实出门。
好几条路被封，兜兜转转，买了芹菜、青菜、白
菜、土豆、洋葱、鸡蛋等。疫情期间，蔬菜、口罩
和消毒液价格不稳，但无论如何，民以食为天，
城市终究要有一条澎湃的血管通向乡村。

土地让万物生长，农民春播夏种秋收冬
藏。枸杞头、马兰头、荠菜、香椿……都是春天
的馈赠，是春对人们熬过漫漫寒冬的奖赏。立
春后，我竟然吃到了荠菜饺子。当时疫情凶猛，
小区全封闭管理，都要测体温凭出入证入内，
同住一个小区的邻居给我送来了她自己动手
包的鲜荠菜饺子。那天落春雨，荠菜饺子滋味
清香，那一口春意鲜甜，抚慰人心。

春雨过后，大地回春。这位女邻居在小
区外卖荠菜饺子和板蓝根饺子。前几年春
天，在浩荡的春风里，我曾见过她种在山坳

里的品种繁多的蔬菜，从心里敬她是女汉
子，于是果断下单。荠菜、板蓝根、蒲公英、苜
蓿头、枸杞头……这些又嫩又绿的自然叶
子，都出现在她的饺子里，藏着春天的味道。

小区对面的面包店从未停止营业，面包
店中开放式的工作间让人放心，不会有飞沫
的隐患。因为有这些面包的存在，我可以省
却准备早餐的烦琐，挤出一些时间读书看
报。人类的原罪，大多来自我们不懂得惜福
的价值。

因为疫情，学校持续推迟开学，家长们很

痛苦，但孩子们很兴奋。这不是幸灾乐祸，谁让
他们不是当家人呢？他们只是属于未来，对当
下大人日常的付出不可能刻骨铭心。

当我经过小区门口，看到小区物业正在
努力统计为控制疫情需要上报的数字。统计
是一件磨脑子的事情，统计的口径随时会发
生变化。物业非常认真地做好日常统计工
作，那些惯常潜水的住户没法联系上，必须
得想办法通过电话、微信、QQ、邮箱或通过
转折的人脉联系上。疫情面前，物业需要每
个人的行踪，只有万无一失，才能防患于未
然。心存侥幸是会付出代价的，灾难往往就
隐藏在我们不够老实的心性里。因此，坚守
日常做事的基本原则很重要。

疫情还没消失，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我
们更该惜福，珍重待春风。

待春风拂面山河无恙，一起去自然深处
采集春菜，可好？

惜福待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