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新岁万家团聚；
控疫情众志成城。

疫魔肆虐，多少白衣天使，
忘生忘死，冲在救扶前线；
庚子蒙灾，万千华夏仁人，
忧国忧民，布防战斗后方。

缨溪诗社抗疫主题
诗联选刊
□ 塔山野佬

庚子新春风雨凄，只因病毒肆狂时。
交通封闭旅人少，娱乐禁开锣鼓稀。
警报声声连武汉，疫区仆仆敬钟师。
中华十亿挥神戟，扫灭瘟魔当有期。

阴 叶敏杰

庚子春节有感

深夜失眠忧疫情，视屏讯息振心灵。
首都决策及时雨，武汉集中纾难兵。
冠毒肆狂侵四海，人民奋勇卫千城。
还望科技创新药，早报神州万里明。

夜坐忧疫

寒梅吐香，新春吉祥，当应歌
舞霓裳，恨瘟神似狼。

香残叶殇，天愁地惶，警医冒
死扶伤，复天下安康。

□ 陈先松

醉太平·庚子抗疫

噪雀扑窗映碧纱，睡迟初起日
已斜。

厨室菜蔬昨已尽，须忍，面包
咸菜指甲花。

□ 励成

定风波·蛰居

庚子年春疫情急，冠名瘟毒凶残袭。
源端武汉野生售，病从日常饮呼吸。
医护英雄担负肩，中央果断封城邑。
干群同忾敌魔灾，定渡难关国威立。

□ 孟孟

庚子春抗疫战

一树梅花含泪，满园香气空拋。
漫天雾瘴雨飘飘，谁把春光胡搅？

身似笼中燕雀，魂牵楚地瘟潮。
但将祝福送云霄，祈愿人人安好。

阴 晚秋

西江月·庚子元日雨中放烟花有寄

□ 赖赛飞

对医生向来敬而远之，敬是尊敬，远
是谁也不乐意自己生病去亲近他们。
民盟的群里有不少医生，偶尔，大家

在非医患关系下相聚。平时的他们，一身

白大褂加口罩，身材上只有丰腴苗条之
分，余下就是露出的眉眼，比常人更加的
冷静因而更清澈。
因此这种偶尔相聚，在我眼里反倒有

些特例。前面的这次，看他们穿着如常
人，会书法，会太极、会唱歌、会弹古
琴，会著述……都是业余爱好，却因宁静
专注而精湛。
与常人相比，正常环境下，他们的神

色始终显得有些疏离，甚至警醒。旁人看
他们的眼神，也是如此。
短暂相聚过后，大家互致了平安喜乐

的祝福。有一瞬间，想到过年时，医院里
的病人是否会减少一些？他们是否能在家

安歇？
不管愿不愿意，有些大事件同时是显

影剂。新冠肺炎袭来，医护群体再次被凸
显了出来，他们所在的地方成了前沿阵
地。

我相信，战斗一直在局部发生，不独
是眼下，也不局限在这个领域。有人在战
斗，有人在牺牲，这就是和平年代英雄的
出处。

病情的特殊性，他们包裹得更严密，

连眉目都不甚分明，连他们的身影，再也
分不出胖瘦，混沌成一片，只剩下一个名
称：医护人员。

想象他们被包裹的躯体，与我们一样
的温热、柔软，因而脆弱———此时此刻，
普通人被鼓励躲与避，有些人，特别是他
们，背向人群逆行成了天性与惯性。

看不见的枪林弹雨中，他们久经人世
疾苦的冷静面容之下，如同毫无个体特征
的防护服之下，正在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

生死疲劳，因而跟普通人的生活更加疏
离。

但是，他们披挂上阵的身影，我们都
看见了牺牲，不独是深深铭记———更多披
挂上阵的身影出现在通往前方的路上，他
可能是一名交警，在路口警惕地分辨着车
辆与行人，在此，交警承担的远不止违章
问题；可能是一名快递小哥，奔波在大街
小巷，这个城市正常运转里有他的一份辛
劳；可能是工厂里一位提前复工或者干脆
放弃回家过年的女工，她知道自己手下每
快一分，就能多制作出人们急需的一批口
罩；可能是一位普通干部，进村入社区做
着一趟趟排摸和劝导；可能是一位超市员
工，顾客眼里，此时他们的工作状态里有
着莫名的严肃庄重感；可能是一位远离祖
国的游子，正在满天下寻找着国内急需的
防护用品，焦虑的心情跟牵挂家人一般无
二……

这段时间，所有人都变得很疏离，客

观上，物理上。大家尽量离得远一点，就

算遇见，少说话，不咳嗽……人们更多用
眼神用行动交换对彼此的爱与关注，还有
默默的体谅。尤其是披挂上阵的人们，夫
与妻、母与子……多想在这特殊时期抱团
相守，尽可能安心度日。但硝烟既起，披
挂上阵成了使命也是自我选择的生活态
度，此时纵有万千牵挂也同样穿上了盔
甲，假装起无限坚强。

想象硝烟散去以后，对医生，我们还

会敬而远之———敬，是尊敬的敬……我们
彼此呢？经历了这段疏离，经历了冲锋陷
阵，经历了种种日常里的不再日常，就算
和平日久，也将更明白，何为亲人，何为
家国，何为唇齿相依，何为同心协力———
人离不开社会，一饮一啄，一言一行，可
以为之添砖加瓦，也可以唇亡齿寒，一损
俱损。

有时候，再浅显的道理身上也会带着
沉痛教训的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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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挂上阵的身影

□ 波波

陈雨格说妈妈你冰箱怎么会有那么
多食物啊？

我笑笑说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都喜
欢把冰箱塞满。

她回学校不在家的日子我不一定每
天会做饭，但是习惯了家里办公室随处都
屯点食物，可能真如书上所说，进门的那
一刻，没有等你的亮光，开一开冰箱证明
还是个温馨的家。

这几日看新闻，口罩成了关键词，说
是有一对情侣，男友家刚采购到两箱口
罩，女友让她寄两盒，他说让她自己在家
洗洗还可以用。

伤感情的人与事往往只能选择忽略
不计，人们说聪明的人懂你的言外之意，
爱你的人懂你的欲言又止，不懂其实真的
没关系，怕只怕什么都懂就是听不懂你的
话。天灾人祸面前，有丑的也有美的，在这

样的日子里，还有人发信息给你说好好照
顾好自己，还有人问你家里还有米吗？我
经常跟陈雨格说我们能一步一个脚印慢

慢走过来，全靠我们幸运，遇见的都是善
良的叔叔阿姨们。

以前有个定居国外的同学开玩笑说
我最幸福莫过于能夜跑？我当时不解，她
笑说如果你在纽约，你在巴黎，还敢在晚
上八点出来马路跑步吗？要知道纽约巴黎
的抢劫率是多少。顿时有种刘姥姥的感
觉，想不到这种幸福感也会被剥夺，不作
不会死，这几日国内外的新闻犹如电影院
里的场景，除了吃惊，惶恐，更多的是难
过。

一个美学家在诺大的报告厅里发问：
谁曾有过在星光之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
顷之茫然的人生体验？有的请举手。没有
一个人举手。美学家说向往的人请举手。
呼啦啦，报告厅顿时成了手臂的森林。

青山花朵星光江河，为了取悦我们，
万年不凋美色；而我们，只堪在开口的丁
香前聆听一句馥郁花语，就颓然老去。

我见青山多妩媚动人，料青山见我应
如是。当尘世的纷扰尘屑般落满无辜的生
命的时候，让这样明媚的句子掸走恼人的
忧烦吧。

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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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主题楹联二副

疫情化作倒山令，仁医铁军奋起冲。
除夕江城鏖战急，隔除围剿毒顽凶。

阴 李先锋

仁医颂

爆竹迎屠苏，联欢好画图。
春风孕暖后，江海尽闲凫。

阴 土土

庚子年有寄

□ 沈敏

认识小易好几年了，只知道他是三院
院区医务科副科长，临床心理科主任。自
从 1月 20日得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入
防治关键期，为了抗击疫情，他第一时间退
了回老家的车票。得知今年儿子不回家，
电话那头的妈妈很失望“你们精神科医生
怎么还要去啊？”“精神科医生，首先是医
生，其次才是精神科医生，特殊时期所有的
医生都要在一线，这也是我的职责。”日常
快言快语的妈妈那天一直挂不了电话，千
里之外的她更增了对儿子的惦记。

自疫情开始起，在跟一线战斗的医护
人员交流时，小易发现医护人员及被隔离
群众相继出现了焦虑、恐怖、消极、灰暗等
情绪问题。“疫情并不可怕，怕的是大众内
心情绪的波动跟影响，一旦心理不健康，
会引发比生理疾病更可怕的病。”他开始
查阅大量的资料，包括 SARS、汶川地震
期间心理危机干预相关的文献，相继写了
《心理防护措施》并在公众号推出。之后国
家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他开
玩笑地说“有了国家层面的心理干预方
案，我们写的方案可能用不大到，但是至
少说明一个问题，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象山跑赢国家四
个小时。”

最忙的一天，短信响了起来，原以为
是同事间的工作信息。打开一看愣住了：
“想儿子吧我也想我的儿子”，原来是他妈
妈夜晚发来的信息。自从他升级为爸爸
后，跟小家伙一起成长中收获了初为人父
的开心，工作太忙孩子一直是他爸爸带大
的，妈妈在老家帮他弟弟带孩子。每年只
有春节回家才能团聚，奢侈的几天胜过长
长的几年。他从来没有跟妈妈说过对儿子
的想念，但是很惊奇，不在自己身边的她
会说出他自己都不清楚的细节。隔着屏幕
隔着距离，原来在母爱面前，任何波动的
思绪都逃脱不了妈妈的眼睛，反复地看这
条信息，他开始哽咽……

跟着小易来到了集中医学观察点。见
到了他的同事石方柳医生和护士黄胜浦。
在他们俩简陋的住所，小易亲自将煮了一
夜带着枸杞香味的银耳羹盛给他们。“哇，
好久没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了。”三下两
口很快就吃完，从正月初一到至今负责观
察隔离对象的石医生由衷地感慨。他说跟
小黄每天都吃榨菜跟方便面，他们不敢掉

以轻心。隔离人群中年纪小的只有两岁半，
大的有五六十岁，刚开始住进来时，他们时
常焦躁不安，发脾气、砸东西是常有的现
象，工作很难做。通过对他们几天下来耐
心的心理疏导，他们量体温、测血压也都能
配合了。再过一周观察要是没有出现低温
和发烧症状，就可以解除隔离顺利回家。

小易亲自煮的银耳羹给同事带去了
暖胃暖肚，他的领导更是带去了暖心。他
们瞒着石医生，副院长张敏桥带上了他爱
人精神科医生婷婷也一起前往。同是医务
人员的两夫妻在同一个县城，却因为工作
需要“分居”两地，只有电话跟信息诉衷
情。看到思念的人站在他面前，石医生傻
眼了“婷婷你怎么也来了？”他又紧张又不
安更多的是意外的惊喜“你还好吗，你的
手还好吗？”婷婷关切的目光一直看着她
爱人的手，原来是因为戴手套时间长久被
滑石粉磨到发红过敏了，原本干净的手长
满了红斑湿疹。“这不算什么，都是应该做
的。谢谢院领导的关心，谢谢大家的关
心。”准备跟院领导握手的石医生突然想
起什么，迅速缩回他的手，口罩里面是他
腼腆又羞涩的笑容。

之后去二楼看了杨超医生跟徐倍倍
护士，为了安全，只能从门缝里探望。他们
俩认真地低头在整理资料。“已经九天九
夜没有回家，一直在紧张和忙碌中，很多
次被问及要不要安排其他同事来替换，他
们一致拒绝，说是特殊时期到处都需要
人，既然已经在临时集中医生观察点工作
了，就不必要再换。”小易的院领导戴天刚
书记轻声道：“由于条件有限，每天只能简
单洗漱，仅有的一点洗澡的热水也是黄色
的。隔离者情绪波动起伏更大了，在岗的
医务人员遇到的困难一般人很难想象。还
有防护服跟外用口罩都非常紧张，为了减
少防护设备的消耗，他们尽量不喝水，除
了吃饭其他时间都不更换防护服。每天基
本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闭上眼睛睡个两三
个小时又重整精神投入工作。”我们看着
都不忍心。

听闻此言，大家的眼睛都湿了。集中
医学观察点这个不被人所知的特殊地带，
如一个无硝烟的战场见证着一幕幕震撼
的场景，找不出任何言语表达此刻的心
情，升腾的不仅仅是对小易、石医生等医
务人员由衷的敬意，还有对生命的庄严和
无形的敬畏之心。

我想，他们就像冬日的暖阳，一定能
够化开这病毒的寒冰，迎接春天的到来。

冬日暖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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