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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瑞莲

“这守大门也是个考验人的活儿！”
莉妹朵说。

莉妹朵是疾控中心的一名护士，第
一次与她一起守单位院子的大门，对所
有来人进行测温登记时，她就这样对我
说。

每天来访者中，各色人等都有。碰到
素质高的，会主动下车来，登记，配合测
量体温。碰到性子急的，开车“呼呼”地就
往里冲，电动门都来不及关。不管是平头
百姓，还是领导人物，到了这里，都得配
合行动，进行体温测量。

在门口的蓝色帐篷里，摆着一张办
公桌一张椅子。办公桌上放着登记本，还
有一支笔、一支红外线电子测温计、一瓶
免洗消毒水。这些都是测温登记的必需
物品。让我不解的是，我还看到有一张
A4纸，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了二三十个车
牌号。我觉得奇怪了，问她这是怎么回
事？

她说：“这是在这儿上班的人员的车
辆，我不认识，记不住，就全部记在这纸
上了。他们的车辆进来时，就不用每次拦
住他们让登记了”。

我感到好笑：“单位上就这么些同事
的车，不过 30 来辆吧，怎么会记不住
呢？”

她说，她不是开车的人，对这些不敏
感，老记不住，只有采取这种死记硬背的
方法。挺佩服她的用心，这守门真考验一
个人的记忆力。

要我说，这守大门不仅是个考验人
的活，还是个长见闻的活。在这里守门3
天，我知道了很多坐在办公室不知道的
事。

3天前就听说，疾控中心的P疑似感
染，被隔离在了大门口旁的二楼。我特意
在门口抬头望了一下，果然看到他一个
人在那里，屋里挂着一排衣服。一日三餐
是有人从食堂带了送去。他每天足不出
户，单位给他特意拉了一根网线，搬了一
台电脑给他，让他不孤单。其实，听说 P
的病也没确诊，只是他们单位工作人员
在进行全体排查时，他的拍片结果显示
肺部感染而已，加上最近工作太忙太累，
压力太大，让他身心疲惫，他需要休息，
否则病毒会趁虚而入，为防万一，就让他
隔离了。被隔离的P，一日三餐蛋白质蔬
菜维生素牛奶什么搭配齐全，吃得好睡
得香。

如果没有在这儿守大门，我就不会
知道，同一个院内竟然有人被隔离了。被
隔离了几天的 P，突然有一天“啪”地打
开那扇防盗门，笑眯眯地从里面走了出
来，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我就知道，他平
安无事。

守在大门口，我看到疾控的工作人
员Z身穿白大褂，提着公文包，被一辆威
猛的越野车接走。

我问 Z:“这是干嘛去啊？”Z 告诉我
说：“去芙蓉学校工地做复工疫情防控指
导工作。”

莉的同事 Y，任务是工业园的复工
复产单位防疫指导，地点更远，总是开私
家车去。我看过Y手中的复工疫情防控
工作表，非常详细，库存口罩多少个、每
天是否对工地施工人员进行测温等等都
要登记。他们每天都要对责任内的复工
单位进行指导。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把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整苦
了。疾控中心主任日夜都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整个人瘦了一圈，容颜憔悴。

为了战胜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上班
的，宅家的，大家都辛苦了。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守大门也是一
个重要的活。我把这活当成专业来做，拿
出当年学医时的认真劲儿，认真地给每
一位来访者测体温。测量点多选择脖子
部位，因为体表温度中这个部位的体温
比较接近实际体温。守了3天大门，测量
了近两百人次体温。

疫情防控期间，我当了一次守门人。
其实，不止是我，我的同事——卫生监督
员们，还有疾控中心的同仁、各社区的干
部、医院的医护人员……所有工作在卡
口、乡镇基层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战斗在
一线千千万万的医务人员，他们都是守
门人，是为了一个村、一个乡，一条街、一
个社区、一座城市，为了这个国家的平安
健康守门的人。

他们坚守的是国人的平安之门，健
康之门，堵截病毒入侵的门。

守
门
人

周刊·湘韵

刘美兰

我已经有半个月没跟儿子一起吃饭
了。早上出门，儿子还在睡觉。晚上回家，儿
子关在他的房间上网课。这天一进门，在老
妈监视下洗手消毒换完衣服，老妈说：“你
辛苦了，赶紧吃点东西，早点休息吧！”实际
上，我知道她是嫌弃我在外东奔西跑，故意
不想让我们母子同桌吃饭。

但是今天，我决定不听老妈的话。我一
边吃饭，一边隔着一扇门跟儿子汇报一天
的工作。我说，儿子，今天我掉了两次眼泪，
老妈有泪不轻弹，我一定要跟你讲讲，我为
什么要弹这珍贵的眼泪。

今天中午，我和同事正在办公室吃方
便面，食堂没有开餐，这些天我们变着花样
吃方便面，说要把小时候想吃方便面吃个
够的梦想实现。

正吃着，办公室的门敲响了，一位面容
清瘦、腰杆笔挺的男士走进来，因为戴着口
罩，无法准确判断他的年龄。他左手从衣兜
里掏出一沓百元人民币递过来，说要捐款
抗疫。同事小李数了数，刚好8000块。办完
手续，开收据时，小李礼貌地问：“大哥，请
问您尊姓大名？”男士说：“不用写名字，你

写个七九战士就行！”
我这时才发现，他的右手袖管空荡荡

的，他的额角有很深的皱纹。七九战士，也
就是自卫反击战老兵，眼前这位声音洪亮
的独臂男士，竟然已是一位60多岁的老者。
他的右臂，永远留在了40年前的战场上。

40年后的今天，老兵用左手为抗疫捐
款。我好想看清楚他口罩后面的那张脸，希
望下次遇到能准确地喊一声：“嗨，七九战
士，您好！”可直到办完所有手续，目送老兵
消失在电梯门口，也没能如愿。

儿子沉默了一会儿，问：“你有没有问老
兵，他负伤了，靠什么养活自己？”我诚实回
答：“没来得及问，他都没有坐下来喝一口水，
就走了。”儿子失望地说：“好吧，讲下一个。”

下班时间到了，但我们还不能下班，这
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晚才能回家的原因。因
为刚到了一批海外捐赠的防护服和口罩，
赈济组的同事开车去接货，然后马不停蹄
送往人民医院感染科，我和小李得等他们
回来。对这些紧缺防护物资，我们必须像跑
接力赛一样，接到物流通知立即出发，第一
时间送达，决不允许过夜，哪怕是半夜到的
货也得送完才能下班，因为医疗一线的医
护人员正需要这些东西呢！

这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一个很年轻
的声音传过来，询问我们有没有收到一笔
1500元钱的捐款。小李快速查到了这笔转
账，对方要求公示时要匿名。

这样的匿名捐款以前也收到过，一般
情况下，我们都会严格遵守捐赠者的意愿，
向社会公示时写上“匿名爱心人士”6个字。
今天不知为什么，也许是直觉这个打电话
的年轻人是个有故事的人，我多问了一句：

“先生您好，我能了解一下，您为什么要选
择匿名捐赠吗？”

对方倒也并不回避，很坦诚地回答了
我的疑问。他说，他是一名普通打工者，年
底从外面回家过年，火车途经武汉，到了家
乡，一下火车就被带到宾馆隔离14天。在隔
离期间，他得到了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关
心，让他虽然没有回家与家人团聚，却体会
到了家的温暖。现在，他正在复工生产的返
程火车上。他说自己虽然工资不高，但也想
为家乡抗疫出一份力，至少要把隔离时住
的宾馆费用还给国家。

我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位戴着口
罩的年轻打工者，坐在火车硬座上打电话，
城市的流水线正在远方召唤着他。我同样
看不清他的脸，因为他戴着口罩，因为我已

泪眼模糊。
我跟儿子说，疫情发生以来，我们接收

到很多捐赠款物，各行各业都有，有捐200
万元的企业家，有捐几个口罩的普通老百
姓。但我只记录了今天这两个小故事，你知
道为什么吗？过了一会儿，儿子把门打开一
条缝让我看他的手机，上面有一条捐款回
执——他扫码把他微信红包里的压岁钱捐
给了武汉。

我想说，儿子，这还不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效果。我想通过这两个我工作中的小片段，让
你明白，懂得感恩是一种美好的品质，一个懂
得感恩的民族，是能战胜一切困难的。但是最
终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能慢慢
体会到为娘的这份良苦用心。

作为一名在县里工作的基层红十字工
作者，在这个特殊时期，我有一个最大的心
愿，就是想看清楚捐赠者口罩后面那张脸，
因为我想永远记住他们长什么模样。但是，
我的这个愿望注定实现不了。就像朋友圈
和电视里，火神山雷神山那些身穿防护服
和纸尿裤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外表一模一
样，我分不清他们谁是谁。

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
大爱无疆。

易武兴 搜集整理

为了配合新冠疫情防控阻击
战，给奋战在第一线的人员加油
鼓劲，增添精神力量，湖南省楹联
家协会发动全省各市（州）楹联组
织为本次抗疫阻击战特别是为我
省支援湖北医护人员撰写专联。
倡议发出后，各地楹联家积极行
动，一个星期内已撰写专联200余
副，其他抗疫诗联2000多副（首）。
这一活动引起了中国楹联学会领
导和著名楹联家们的关心和重
视，他们纷纷参与撰写专联，表达
对湖南抗疫英雄的礼赞！

1.中国楹联学会李培隽会长
题联

——赠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
姚绍富（侗族）

德绍仁心医冠疫；
富能妙手灭瘟神。

2.中国楹联学会名誉会长、
原会长蒋有泉题联

——赠怀化市中医医院邹宇航
雨魔虐浸城，曾经万众抗灾难；
航道正通鄂，频接八方剿毒瘟。

3.中国楹联学会书记、顾问
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春奎题联

——赠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田慧（女）

田园暂别离，不负韶华担大义；
慧智都称赞，消除病毒献真情。

4.中国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
刘太品题联

——赠怀化市第五人民医院
蒋元卿（苗族）

元化自无私，山水相连，血脉
相连，何分荆楚与湘楚；

卿怀存至爱，艰危之际，死生
之际，能舍小家为大家。

5.中国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
肖良平题联

——赠怀化市第五人民医院
包焰华

烈焰神山，白衣天使驱冠毒，
只争朝夕；

仁怀远志，妙手丹心除病魔，
不负韶华。

6.中国楹联学会顾委会副主
任孙之贵题联

——赠怀化市中医医院佘龙
江（瑶族）

龙仔后生战疫情，诚心援武汉；
江南天使倾全力，长技送瘟神。

7.中国楹联学会顾问委员会
副主任谷向阳题联

——赠溆浦县人民医院唐松华
松枝挂剑，义撼江城，妙手回

春当斩疫；
华夏驱瘟，情萦鄂渚，全心事

任尽除灾。

8.中国楹联学会原副会长、
湖南省楹联家协会原主席余德泉
题联

——赠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
贺兼斌（苗族）

病毒无情孽大疫，
爱心有力灭阴凶。

9、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湖
南省楹联家协会主席鲁晓川题联

——赠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护
士李婉贞（女）

婉约其文，勇毅其心，续写生
当作人杰；

贞诚之志，专精之术，信知仁
可筑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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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后面那张脸

魏愉涵

1月28日晚上，湖南137名医疗队员奔赴
湖北。出发前，每个行囊都满载家人的牵挂。

来自邵阳的蒋云说：“我带了好多‘妈妈
牌’美食，有香干、猪血丸子，还有妈妈中午才
做好的炒鸡呢。”杨艳笑着说：“昨天收到出发
的消息，不知道回家是哪天。我宝贝1岁了，抱
着我大哭不肯放。”接下来的电话视频里，杨
艳边吃饭边强压住泪水，安慰孩子“不哭，宝
贝你最棒”。妈妈说走就走、不给归期，要一个

1岁大的孩子不哭，何其“过分”？但杨艳别无
选择。在大家尽可能显得轻松的脸庞上，写满
了对家无以言说的复杂思绪。

登车的号令响起，收拾起柔情，每个医护工
作者像极了钢铁战士，勇往向前。一句“疫情不退，
我们不撤”，震撼我心，不禁热泪盈眶。

1月30日，采访时，我被90后护士胡佩的那
双手吸引了。那双“破相”的手，就像被烈火灼伤，
仿佛立马会皮开肉绽，大抵还透着股撕裂的钻心
尖儿的痛。原来，疫情紧急，胡佩义无反顾投身一
线，被消毒液和医用手套上的滑石粉长时间浸出

了道道血痕。面对镜头，这位年轻的党员竟然还
打趣地说“我随时准备隔离的”。听完胡佩这句话，
我再也忍不住，转身泪如泉涌。也许再多言语的
颂扬，胡佩压根儿来不及听，也未必在意。或许当
天“我省两例确诊患者康复出院”的消息，才是对
胡佩，对所有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人们，最好的告
慰与褒奖。

与他们告别，我收拾起眼泪，将每一份感动
与震撼，化作前行的动力。很庆幸这支逆行队伍
中，我也是其中一员，同样也在与时间赛跑。

疫情不退，我们不撤。

疫情不退，我们不撤
前线记者手记

今夜我又失眠

白色的救护车穿过街市
凄怆的汽笛
把路边的葱郁树木惊醒
还惊醒了多少窗口的灯光
多少刚刚入睡的人
不知道明天早上的新闻
确诊的数字是增加还是减少

任寒风拍打衣衫
我站在阳台朝远方凝望
我的心在翻山越岭
在跨江过河 在穿村入巷
在牵挂着住进医院和被隔离的老乡
便觉得头上的月光也挂满忧伤

我的眼睛竟能穿过
夜的凝重和黑暗
看见一个个白衣天使
拖着疲惫的身影
在病房、医院走廊来回奔忙
他们有的累倒了
仍又站起来
挺立在病人的身旁

今夜我又失眠了
我在等待 我在呼喊
黎明快快到来
给大地送来温暖阳光
我祈祷时间的每一秒
都变成保护神
为他们守护平安

即使我一夜又一夜失眠
我绝不放弃自己心中的念想
和念想中的希望

雪花和阳光

我绝不诅咒雪
把大地的一切生命覆盖
我绝不抱怨雪
把冰冷裹在身上

我热爱土地
热爱故乡 热爱岁月
热爱人生 热爱生活
也热爱飘雪的日子

可是我没有想到
今年冬天有比冰凌
更冷酷的病毒
把世界染成黑色

所有的公园和剧院
所有的楼房和商店
都被冰冻封锁
连窗台上的花草都失去往日的笑容

一切都在下雪的冬天
变成凝固 变得悲凉
变成悲惨 变得苍白
变成无奈 变得伤感

回家的路变得清冷
上班的路变得孤单
心与心连接的电话里
居然有落泪的声响

门外传来踏雪的声音
一个戴口罩的快递哥
站在我的门口
他轻声说这是你的邮件
那声音 如同雪花 阳光
一齐落到我的心田

雪落在大地上
（组诗选二）

谭仲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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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香
——致战“疫”一线的

女医护人员
吕运涛

剪去头上的秀发
依然看见你的芬芳
忘却唇上的口红
依然赞赏你的阳光
深印脸上的勒痕
依然读懂你的漂亮

来不及吃上团圆饭
除夕夜
你道别父母奔向抗疫战场
等不到化上新娘妆
正月里
你离开郎君赶去救死扶伤
舍不得远离小宝贝
视频中
你咬紧牙关走进“方舱”

为了节省防护服
你尽量不喝水少吃粮
为了确保应收尽收
你甘冒风险逐个查访

尽管你说，你只是
黄鹤楼下的一块方砖
但你一直顶着压力与病魔较量
尽管你讲，你只是
大别山上的一棵小草
但你始终历经风雨和死神争抢

迎着赤壁
你的身段娇小
却有着用生命挽救生命的担当
回望离骚
你的履历年少
却成为用青春书写时代的栋梁

尽管防护服遮住了你的端庄
但你依然亭亭玉立
将生命浸润初心
以忠诚雕琢顽强

荆楚大地 暗香四溢
每一束，
皆有梅的高洁
都是赤胆衷肠

庚子春记
岱松

（一）
骤起冠妖断楚津，通衢巷陌杳行人。
惠风和畅山河寂，负愧韶华一段春。

（二）
雁去燕来节序替，桃红柳绿物华惊。
靓妆娇韵无人识，负了春光负了卿。

我想
李乐

我想
变成口罩
帮医生过滤病毒
轻轻抚摸他们的脸颊

我想
变成护目镜
帮医生抵挡病毒
让病人沐浴我温柔的目光

我想
变成防护服
帮医生隔绝病毒
给白衣天使最深情的拥抱

我想
变成太阳
用强烈的紫外线
晒啊晒
晒得病毒落荒而逃

抗击新冠病毒
刘理勋

美丽的江城
飘来一朵乌云
新冠病毒，来势汹汹
像恶魔肆虐，残害生灵
疫情就是命令，武汉封城
病毒决不能扩散
全国上下，万众一心
白衣战士，冲锋在前
人民军队，时代英雄
资深院士，老当益壮
雷神火神，亲临助阵
战斗吧，武汉
战斗吧，全国人民
我们拼搏，我们抗争
多难兴邦，玉汝于成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你真美（歌词）
管群华

离开温暖的家
告别亲爱的她
来不及同亲人吃一顿团圆饭
匆匆启程去与病毒奋勇拼杀
临危不惧生死不怕
尽力救治病中的他
离开幸福的家
告别亲爱的他
来不及同亲友说一句拜年的话
风雨兼程去同毒魔奋力搏杀
与死神赛跑担当天职
抢救生命绽放那芳华
啊，白衣战士你真美
亿万人民将你夸
你是新时代最可敬的人
天佑你啊，盼你平安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