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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作品电子邮箱
wybfkb@126.com，
欢迎讲述身边事、人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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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们，
那口罩勒痕……

□白 涛

使劲，使劲，再使点劲

勒紧点再勒紧点

别嫌紧别喊疼

口罩能保住呼吸，救你的命

这些天时间开始变得缓慢

泪水滑落在每一次的

一不小心，我知道

这眼泪到不了武汉

到不了长江大桥、武钢和黄

冈、随州

但能和天上飞动的一丝云

连在一起，我警告自己

每天流泪不许超过一次

我努力去做了，眼眶每一回

悄悄的湿热都忽略不计

看着你们红肿变型的脸

一张张闪过，我没哭

我的心紧了一下

心想，这得多大的劲儿

勒得这么紧这么深

这是什么样的口罩，戴了多久

才会勒刻下这刀斧般的残忍

这沟痕，为什么偏偏给了你们

我年轻的女性！我不记得

已经多久没有戴过口罩了

我更不知道，戴口罩竟要用这

么大的力气

勒住自己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名

护士

她给我讲过，烽火年代

她为一个叫金虎的蒙古小战士

抠出土坷垃一样干硬的粪便

为坠马昏迷的骑兵伤员吮吸

过脓疮

但她没说过戴口罩这样

简单而新奇的事情

母亲和她的小战士

都去了一个叫远方的地方

我的面前，现在是这些女性

她们的青春

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有时真的让你的心一阵慌乱，

无处安放

而你又总是手足无措

无能为力，我只想

我的这几句话能是一抹清凉

一点一滴，落在她们脸颊火一般

灼烧的鲜嫩上

假
如
，明
天
我
将
死
亡

—
—

致
逝
去
的
疫
难
者

□
何
建
明

庚子年大疫袭击我中华，每天听得疫区死
亡人数在上升，心如山压，胸气难喘。我由此
想到了你们和仍然艰难地活着的我们自
己……

假如，明天我将死亡

我就只想唱一首歌，

唱我最想唱的《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假如，明天我将死亡，

我仍然只想唱一首歌，

唱我最想唱的《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假如，明天我将死亡，

就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我仍然想唱歌，

唱我最想唱的《国歌》——

祖国啊，我用生命爱着的国，

期盼你早一刻战胜病魔、摆脱困难，

让人民重新幸福和生活，

这样，我的死亡就是一种解脱、

一种荣光……

假如，明天我将死亡，

走向天堂的路上，

我还要高声地唱一句：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我
的
胸
中

有
一
万
只
猛
虎

□
胡
松
夏

飞机轰鸣而起，消失于无尽的苍穹，泪水一下子模

糊了我的双眼……冬夜寒风中送别的人群，凝望着深

远苍茫的夜空久久不肯离去。

这样大规模的送别战友的场景，在我的军旅生涯

中并不陌生，17年间已经历过3次。

军人，在人们的心目中更多的是一种形象，是与枪

林弹雨、冲锋陷阵连在一起的，是坚强、不屈而又勇敢

的。即使在和平时期，人们仍然愿意欣赏军人训练时

的阳刚与正气，尤其是阅兵场上那排山倒海的威武与

雄壮……时常，我为自己同样是一名军人而感到无比

自豪与骄傲。

作为部队的医务工作者，我更对医院这个环境有

着很深的情感。那里不仅有我最灿烂的青春，更有一

个个令我难忘的战友和在那里工作的点滴，尤其是每

一次接到特别任务后大家义无反顾的身影，回想时常

常令我动容……

的确，与战场上的军人相比，军医的背影看上去或

许并不是那么威武、高大，但在危险的救助一线，他们

从不退缩的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样令

山动容、地颤抖——

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瞬间袭击了北京

城，我们医院第一时间受令打响了抗击SARS的“阻击

战”。那时，整个医院上上下下每个人都要担负起超过

往常三四倍的工作量，医护人员一部分抽调到了小汤

山医院，一部分则坚守本部收治各方送来的新病员。

往日熟悉的面孔、英姿飒爽的身影，被一层层防护服遮

蔽得认不出来了。因为一旦穿上连体防护服，穿过几

道消毒室后，就意味着数小时不能喝水，不能出来，不

能上洗手间。因此他们吃饭时并不敢吃太饱，更不敢

多喝水，出来时身上的衣服总会湿透，一双鞋子可以倒

出水来……每次看到战友们救治时始终精力充沛，出

来时一个个疲劳不堪的样子，真的是很心疼他们。

那是一段异常艰难的战斗，尤其在SARS病因尚

不清楚的阶段，全国上上下下皆处在万分焦虑的时

刻。记得当时医院已经退休的老专家姜素椿教授是最

早接触和参与北京地区SARS患者的抢救与死亡后解

剖工作的，为了攻破SARS病毒流行治疗的关键点，姜

素椿教授不顾年老坚决要求到最危险的临床战斗岗

位,带领大家一直坚持奋战在抗击SARS疫情的临床

最前线。然而，就在那年3月14日的傍晚，日夜奋战在

临床一线的姜教授感到全身发冷和乏力，报告出来后

证实他也感染上了SARS病毒。走到病房的路原来只

需要 5分钟，那天他自己走向病房，整整走了 20分

钟……他那瘦高且微驼的背影，在那一刻显得格外形

单影只，许多人的眼睛忍不住模糊了……

但是，在隔离治疗的20多天里，姜教授并没有停

止对SARS病毒的研究，他隔着窗户用手势指导年轻

医生治疗其他重症患者，并结合自身的治疗过程写下

了《非典医院感染的防治》等9篇实战论文。更重要的是

他用自己的血清进行治疗SARS实验，结果获得了成

功！正是因为姜教授的贡献，让无数SARS患者及时得

到了治愈。

疫情之后,在医院临床一线,还能看到姜老的身

影——那个瘦高的一年比一年弯驼的背影。

人民军队在人民遇到困难和灾难时，向来是冲在

最前面的。尤其军队的医院，在灾难与疫情来临的时

刻往往会冲在军队的最前面。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医护人员又在第一时间接

到了赴震区抢险救灾、拯救伤员的任务。那时候我是

随队采访的作家，每天要到各个抗震战区的现场。无

数次余震现场、无数次跟随医疗队进驻深山搜救灾民

的路上，我看到战友们尽管疲倦到步履艰难、随时就可

以倒下大睡一场，但还是一个个争分夺秒地坚持着。

有一次在一所战地医院的帐篷内，一位正在为伤员做

手术的医生突然身子一歪，双膝“扑嗵”一下就跪倒在

地上……

“主任！主任！你休息一会儿。”其他的医生立即

将这位累倒在地的医生扶起，劝他休息。“没事没事，给

我弄点水来，喝两口就好。”这位医生从战友手中接过

水“咕嘟咕嘟”喝了几大口，稍作休息又重新上了手术

台……

“他已经连续做了十几台手

术，快20个小时没离开手术台。”

后来我了解到，这位外科主治医

师姓李，尽管我没能在当时给他拍

张为伤员做手术的新闻照片，但他

站起来后重新走上手术台的背

影，却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其实这样的背影，在当时的

地震灾区现场，我看到过很多很

多。很多战友连部队番号都不知

道，然而他们弓着腰、驼着背从老

乡家、从山区的小村庄和城镇倒

塌的废墟里背出一个个伤员和遇

难者尸体的背影，却同样深深印

在了我的脑海里，想起来常常热

泪盈眶。

时光流逝，世事无常。庚子

年的这个春节，本以为可以高高

兴兴地过个假期,可是一场突如

其来的疫情，打破了亿万人的欢聚心情。当疫情中心

的武汉告急时，我的战友们再一次听从中央军委的命

令，集结在大年三十的晚上，甚至顾不上与家人吃一顿

热气腾腾的“年夜饭”，便背起抢救患者的物资和自己

生活所用的简单装备，匆匆登上了奔赴疫区的飞

机……

“注意安全！”

“每天来个电话——”

送别的队伍和家属们都顾不上多说几句话，医疗

队便再次义无反顾地出发了。我甚至还没来得及为他

们送上一句叮嘱和祝愿平安的话，他们的背影已随着

轰鸣而起的飞机再一次消失在了苍茫的夜空……

这些日子里，我始终牵挂他们，无论在电视和手机

屏幕里都希望看到奔赴前方的战友们的脸庞，看看那些

我熟悉的亲爱的战友是否安好……可是几乎没有看到一

位战友的正脸，他们或被厚厚的防护服挡住了容貌，或是

在病房内脚步匆匆，或是在重症室为患者测量体温、看仪

器，看到的只是他们一个个忙碌的背影……而我也只能

从这样的一个个背影中去辨认他们，辨认我的那些亲爱

的战友、尊敬的抗疫勇士、可爱的人民子弟兵……

现在每天，我都期待着阳光能够早早地晒热祖国

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让那些可恶的病毒无处可遁、无处

可藏，直至彻底被消灭！那个时候，战友们一个个背着

的身影就会转过来，转向亲爱的人民，去接受党和祖国

的表彰。

这样的背影，总让我感动和流泪
□马 娜

驰援（中国画） 夏荷生 安佳 作

真的

确实无法回避

这一刻，我们的疼痛全部来自

那些被口罩遮挡的日子

一座城市的大街上空空荡荡

黄鹤飞远，鹦鹉藏匿，夜莺沉默

不语

那些江水依旧载着时光奔淌

唯有敬畏的石头

在寒夜里一字排开

被雨水打湿

被江风吹过

而我的胸中却藏有一万只猛虎

它们彻夜不眠

沿着蓝色的闪电

隔过芳草萋萋的花园

全部一跃而起

迸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啸

与春天一起集结成长空中的万

钧雷霆

将沉积的陋习与肆虐的病毒

全部击碎

我是在天涯海南的万宁过鼠年春节的。我不是旅

游爱好者，只是个热爱生活的清静候鸟而已。冬天，这

里温暖如东北的夏季，万木葱茏，百花依然盛放，瓜果

更加飘香，小区院里就可游泳。北方冬天住医院都难

以缓解的病症，一住这里，天然就好了大半。

恰巧，万里迢迢自驾、一路旅游过来的沈阳邻居夫

妇，也在年前赶到万宁。天涯遇故邻，乡音太亲。他夫

妇领着一路同来的爱犬，一进我们小区，便被迎门而挂

的大红布标语提醒得一激灵：“疫情防控，咱不添乱，待

在家里，微信拜年，别到亲友家闲窜！”远来的朋友连忙

自责：“看我这事弄的，咱就别聚算了，疫情解除后再

说！”他自驾游了近一个月才到的，武汉疫情是刚刚的

事。我说：“千里迢迢来过年，没炊具咋吃年饭？干脆，

咱们响应号召，一不喊二不唱三不咳嗽四不相互劝酒

五不相互夹菜地只聚这一次，独创一个候鸟自助年夜

餐！”席间，两家都分别接到各地发来的拜年微信和短

信，而且几乎每人的都含有对武汉抗击疫情的勇士的

声援和问候之意，还有很多直接声援和歌颂各方抗疫

英雄的诗词作品。其间还接到沈阳我家小区打来的宣

传抗冠状病毒知识的电话，令我在天涯海角也能感到

国家对普通子民的关怀。

微信拜年现在几乎全面取代以往的登门拜年，早

早的，微信里就传来拜鼠年的短信。今年万宁雨夜第一

个短信拜年成功的，是文学教授王向峰老师。在他回我

的短信中，拜年的话只三个字：“兆林好！”另带的则是

一首他刚刚落笔的古体诗《为辽宁援鄂医疗队壮行》：

瘟漫鄂城举国惊，医疗力限重难擎。

三军首派卫生旅，辽沈应援亦继行。

入列精英皆勇秀，出征豪气更多情。

凯旋可待归来日，我为诸君把酒迎。

老先生刚刚写就的壮行曲令我汗颜，连夜将此诗

转给辽宁作家网。不想第二天一早，又接老先生短信

发来的一组古体：

《庚子春来致语》
一、健康第一

好话如潮数拜年，健康难比自当先。

倘无精气神中主，一切归零尽枉然。

二、守常应变

国势蒸蒸日向前，回眸一步一重天。

身家每有欢心事，应变知常自豁然。

三、赞钟南山

国有极难又出山，不惮瘟疫入危关。

终南院士仁心厚，国有斯人民可安。

四、庚子周期

岁逢庚子又循环，灾害袭来民不安。

祸福相伏催警醒，康庄路亦有难关！

鼠年初一开始，我每天的手机微信内容，都是关于

冠毒疫情的防控信息。来海南前看病时认识的“辽宁

好人 最美医师”杨丽萍对退休老同志如对待她自己

94岁和86岁的父母那般尽责关爱，几乎每天早晚都短

信提醒出门一定戴口罩，锻炼一定别凑热闹，睡前一定

别忘服药。让人感动。而万宁直到“破五”都是连绵的

阴雨，连阴雨自然增加了人们乱窜的难度，少了病毒传

染的机会。但另一面难度也来了：没提前备下口罩和

够一周消费的菜啊。大年初三，不得不举了伞冒雨去

寻买口罩和菜。寻遍周遭几家药店和货店却口罩皆

无。在一间小店终于见个卖口罩的，手举三个口罩说：

三个拾元。我说三天前一元一个啊！话音没落，进来

一人扔下拾元转身而去。失去买到口罩的信心，转而

举伞去寻蔬菜。平日比比皆是的蔬菜们，也都躲雨过

年呢。刚要转身顶雨健步去，却见一小店前有一举伞

卖菜的男子，还没待开口，卖者便开口说没菜了吧，把

这点秋葵拿去吧，这是好菜呢，很嫩，炒吃炖吃生吃都

不错。我问多少钱一斤，他笑笑说，就剩这两三斤了，

都拿去，大过年的，给不给钱没关系！不觉一怔，怎么

遇了这等好事？他没再解释，只说你信我的好啦，就这

点自家种的剩东西，大过年图个乐呵啥都有了！我问

全拿走该付多少钱，他说，也不用称了，带钱的话，给拾

元得啦！没带的话，拿走算了。掏出手机想付款，他却

两手一摊说，抱歉了，今天忘带手机了，现钱吧！我摸

遍衣兜，只两元纸币，无奈说，抓一把得啦。他接过两

元钱说，该你好运，统统拿走，算我得个吉祥！

我提了一大袋秋葵，回家跟本命年的妻子说了拾

元口罩和拾元秋葵的事，正用纱布自做口罩的数学老

师一拍大腿说，赶紧拿上现钱去找找看，别让人家误解

咱候鸟占便宜！

历史将怎么铭记2020年的春节？

一边是张灯结彩的喜庆，

万家团圆的温馨；

一边是大年初一中南海的“最强攻略”，

除夕夜四面八方急如星火的出征！

凶猛的疫情来了，

顶着新冠、青面獠牙。

当灾难和危机不期而至，

一把锋利的长剑顷刻亮出。

问问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

问问太行山里的房东乡亲，

问问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的轰轰炮声，

再问问朝鲜半岛那三千里江山，

我们从来挺着胸膛、昂首向前。

拿枪的敌人吓不倒，

山崩地裂吓不倒，

洪魔瘟疫吓不倒。

看看1954年降服脱缰的长江淮河大水，

看看1958年伟人欣然命笔的《送瘟神》，

看看1966年救灾河北邢台山川大地，

看看1976年鏖战河北唐山的万千军民，

看看1988年上海甲肝肆虐后的围歼传奇，

看看1998年长江九江崛起的丰碑大堤，

看看2003年举国迎战妖魔非典，

看看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气壮山河。

多难的中华民族啊，

您的名字叫不屈。

搏击的吼声响彻寰宇，

迎战的勇士遍布神州。

火神山、雷神山，

闪电一般立起镇妖的神山。

在驰援江城的通道上，

有空军轰鸣的运输机声，

有精兵突降的铿锵声，

还有九州助力的滚滚暖流。

谁说没有硝烟就不是战争？

这是一场有生死的对决，

这是一场抢时间的角逐。

像红军攻打腊子口，

像解放军塔山阻击战，

像志愿军坚守上甘岭。

这，不屈不挠的战“疫”，前所未有。

这是一场众志成城的人民战争，

神州处处是防控疫情的冲锋。

从监测到排查、从预警到宣传，

严防严控细到了村村寨寨，

提醒告示张贴进所有人的心房。

这就是我们伟大而可爱的国家啊！

情系同一艘船舶的人民，

把血浓于水的深情

化作共克时艰的脊梁。

我们的字典里没有屈服，

我们的血管里激荡着《义勇军进行曲》。

什么魑魅魍魉、瘟疫荼毒，

荡涤还会远吗？

春天的花朵已在枝头绽放，

一切终将过去，

浴火重生，江山分外多娇！

您的名字叫不屈
——为奋勇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国人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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