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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选登

2020 年的春天，注定不平凡！
灵，他们就把它揣在怀里！他们坚守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扰乱了春
在小区门口，对出入的人员进行车
节的欢乐气氛。面对来势凶猛的“敌
辆管控、信息登记、体温检测、外来
人”，全国人民众志成城，表现出了
人员劝返，督促协调对小区消毒、张
杰出的智慧和磅礴的力量，凝聚起
贴疫情公告……
了民心斗志。公务人员结束年假，迅
大街上行人稀少，偶有一两个
速集结，紧急进入战斗状态，从城市
人，也是戴着口罩匆匆而过。农村的
到乡村，24 小时值班站岗，确保一
亲戚来电话说，
村子里只留一个路口
方平安。大街小巷、广场公园，呈现
进出，
还派人 24 小时值守。
整个世界
出节日少有的宁静；不再繁忙的旅
一下子安静下来，
我和女儿在楼上常
途和车站，也成了这个春节罕见的
常望着空无一人的大街，
慨叹。
景象。群防群控，凝结住了进进出出
女儿在外求学已经六年，每年
的脚步，构筑出“严防死守”的防疫
回家都是来去匆匆。现在我们有了
阵地。户户宅家，人们可以有更多时
更多的时间 在一起享受亲情。她在
间享受亲情；延期开学，线上授课， 家读书学习，上网课，帮导师分析数
师生学习在这个假期有了更多的尝
据，查资料写论文，还坚持做瑜伽、
试。线上线下，防控知识和信息，充
跳舞锻炼身体。我们一起随着音乐
斥了大小屏幕；男女老少，戴着口
跳《海草》舞，女儿乐得前仰后合。因
罩，成为这个春天特有的风景。暂停
为学医，女儿还及时将官方权威媒
的一切，给生产生活带来了新的挑
体发布的疫情动态、防控知识在家
战。关停关闭、延期延时、隔离隔断， 人群进行发布，以消除家人顾虑，稳
成了这个春天的常见词，复工复产、 定人心，让大家在这场战役中不慌
开业开学，又成了这个春天最多的
张、有信念，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期盼……
凝聚力量！女儿还推荐了几本书给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我看，我读完了《协和医事》和《鼠
那最令人感动的是政府社区工作人
疫》。我们还一起看了电影《流浪地
员，他们 24 小时坚守在各个小区， 球》，开始的一段话让人难以忘记：
协助物业值班。随着疫情防控工作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一场灾难，这不
的落实落细，各小区的门口，设置了
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
劝阻台，阻断小区之间疫情传播途
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
径。特别是那些老旧小区，住户人员
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女儿告诉我：
构成复杂，小区物业设施缺失，条件 “其实，今天发生的疫情也是在警示
艰苦，管理难度加大。有的小区条件
我们要保护环境，爱护自然，否则多
简陋，没有值班室，工作人员就在刺
年后我们都要自食其果。如果不能
骨寒风中搭起帐篷；温度计受寒失
引起重视，我们可能还会经历一场

又一场的灾难。”女儿对于这件事的
认识，让我如此惊讶，更多的是感
动。
开学时间到了，但又因为疫情
原因被推迟，年过半百的我开始学
着“云上课”。我们开玩笑说，老师也
变成了“网红”了！在屏幕上看到孩
子们一个不少地在认真听课，完成
作业，我心里真是欣慰又感动。每天
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停课不停学，
停课不停教，那段时间，累并快乐
着。
说心里话，疫情期间我最担心
的就是父母，他们年纪大了，住在另
一个小区。喜欢每天出去散步的老
人，也只能局促于一室之内。他们在
家，每天看新闻，密切关注国家大
事。父亲是位老党员，他对我说，现
在国家遇到了困难，我们帮不上忙，
但也绝对不能添乱，我们不出门，宅
在家里就是为国家做贡献。由于担
心父母缺乏生活物资，一开始我给
他们送菜，后来小区管理严格了，禁
止进出。老人在疫情期间竟然学会
了使用智能手机，在微信群里网购
蔬菜，快递直接送到小区门口。他们
还用微信和亲人们聊天，给孩子们
发视频说他们能照顾好自己。并且
一再告诫我们要干好本职工作，勇
于担当，肩负起自己的职责。我们牢
记父母的嘱托，在自己岗位上认真
工作，尽职尽责。老人还积极参加了
单位的捐款活动，奉献出自己的爱
心。
我们密切关注着武汉疫情的发

马继红
展，党和国家也做出了正确决策，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看到
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奔赴武汉，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看到了“山川
异域，风月同天”的国际援助；看到
了各省市派出四万多人的医疗队
伍，驰援武汉。全国人民捐款捐物，
一车车爱心物资源源不断送抵武
汉。看到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迅速
建起，一个个方舱医院很快投入使
用。我们还欣喜地看到病患人数不
断下降，治愈人数越来越多！我们深
切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我们
为生在这样的国家而感到骄傲，为
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无比自
豪！
这个春天就这样忙碌着，劳累
着，感动着，快乐着，流着泪，在守
望。我们在守望，武汉抗疫前线的勇
士们在守望，党和国家也在守望，我
们用实际行动，共同守望又一个春
暖花开的到来！
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
一个春天不会到来。随着全国形势
积极向好，好多省市连续多天清零。
武汉方舱医院休舱了，各省鄂援医
疗队陆续返回，每天都是捷报频传。
大街上的车流、人流逐渐多了，企业
陆续复工，农民们也抓紧抢农时，在
大地上播洒下希望的种子。
大地回暖，草木复苏，金黄的迎
春花盛开了，杨柳绿了，一个历经风
霜严寒考验的春天正在如约而来！
这个春天，终因我们的共同守望而
变得更加美好！

他与一座墓碑对视良久
风有些冷，他走近一座墓碑，久
久注视，抚摸、擦拭、献花，然后跪
下，泪如雨下……
张立国是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的一名感染科医生，在驰援湖北的
第 30 天，爷爷去世的噩耗传来，顷
刻间，他仿佛听到云层折断翅膀的
声音。他不相信，甚至骗自己说这一
定是梦，离开家的前一天还通过电
话呢，当时爷爷直夸赞他勇敢担当，
说他是整个家族的荣耀，还嘱咐他
千万注意安全……谁能想到，那次
通话，
竟是永别。
爷爷的离开是胆系感染所致，
而作为一名感染科医生，却未能亲
自拔出插在爷爷身体里的那把尖
刀，张立国除了心痛，更有遗憾。作
为长孙，不能亲自送爷爷最后一程，
甚至连为他大哭一场都成了奢侈。
那时，
他的病人还在病房里等着他。
2020 年 2 月 13 日夜间，他到达
武汉，被安排到黄冈市浠水县人民
医院参加救援任务。浠水县人口将
近 110 万，离武汉市仅有一个小时
的车程，便利的地理位置及较大的
人口基数，导致浠水县新冠肺炎患
者在整个黄冈市的 10 个县中排名
第二，而该县的全部患者均集中在
这家医院，任务之重、压力之大可想
而知。
来的前一天，他理了光头，七岁

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哇哇大哭，他
心如刀绞，可是这些都留不住他。他
给妻子发了一个信息：
“如果我不在
了，请照顾好老人和我们的一双儿
女！”毅然决然，豪情万丈。还好，妻
子是一名有着 16 年党龄的党员，再
加上他的父母、岳父也都是退伍老
兵，全家人政治觉悟高，全力支持
他。
张立国说：
“ 我是一名有着 13
年党龄的党员，我有责任、有义务在
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挺身而出。我又
是一名感染科大夫，面对此次疫情，
专业对口，并且我在临床工作已经
整整十年了，有较扎实的临床基础
和较丰富的救治传染性疾病的经
验。而且，作为一名男同志，我有更
适合的身体条件。驰援湖北，我义不
容辞。
”
作为他的同事，同时作为一名
医护工作者，此刻我身在发热门诊，
深知新冠肺炎病毒传染性极强，呼
吸道、气溶胶是最主要的传染途径。
而气溶胶无处不在，进入隔离病房
就等于暴露在病毒里，可作为一名
医 生 ，治 病 救 人 是 使 命 和 职 责 。
2020 年 2 月 15 日下午，张立国和他
的队友，也是他的大学同学逯峰并
肩作战。这是他第一次进入隔离病
区，笨重的防护服裹着身体，密不透
风，加上护目镜、防护屏、鞋套，每走

一步都感觉严重缺氧，就连说话都
非常吃力，很快秋衣秋裤全湿透了。
进入病房内，近距离面对患者，看到
那些充满恐慌与渴望的眼神，他告
诉每一个人：
“ 要相信党和国家，要
有信心一定能战胜病毒，一定能康
复出院和家人团聚！”通过一对一沟
通，明显增强了患者战胜病毒的信
心，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
“谢谢，谢
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感谢山东！”
这天，病房里来了一家四口，全
部感染，年龄最小的只有两岁。他抱
起那个两岁的小姑娘，不自觉地想
到了自己的女儿，瞬间泪流满面。女
孩的妈妈也感动落泪了，确实没想
到一个外地医生能抱着她患病的孩
子。还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大爷，只
要看过他的大夫、护士，他都默默记
下来，把这些名字一一写在了感谢
信里。
2020 年 2 月 25 日，山东医疗队
正式接管浠水县人民医院肺炎三病
区。这个病区共有 90 多名患者，张
立国要求自己熟悉每一位患者的病
情和需求，最大限度去救治他们。每
一位患者的 CT 及咽部病毒核酸检
测，都需要医生亲力亲为。最危险的
工作就是采集咽拭子病毒核酸，一
旦患者出现咽部反射，就会直接把
病毒喷溅到医护人员身上。每位病
人均需要多次 CT 及咽拭子检查，危

苗银芳
险系数极高。但他没有退缩，和战友
每天穿梭在医院和宾馆之间，争分
夺秒，给患者送去生的希望。张立国
全程参与了 97 名患者的救治，其中
重症 10 人，危重症 3 人，参与救治
的患者零死亡，出院率、满意度均达
到百分百。
张立国回忆说，那时候每天都
充满感动，寒冬正月光着膀子搬运
救援物资的山东小哥，在最困难时
刻无偿给他们送饭的寺院住持，用
警车为生命护航的交通警察……热
情、淳朴的浠水人在他的生命中留
下太多的印记。是啊，这是一种怎样
的经历，又是一段怎样惊心动魄的
日子，全国人民，上上下下，每个人
都无法置身事外，每一个人都是与
病毒抗争的战士，每一个人都在“命
运共同体”中共同经历、体验、感动，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患难与共。
2020 年 3 月 21 日，在湖北奋战
了 37 天的张立国回到了山东。回想
一个多月的生死之旅，他没有抱怨，
没有遗憾，而是暗暗攥拳：此生无悔
入华夏，
来世还做中国人！
落日西沉，暮色一层一层压下
来，他一个人坐在爷爷的墓前，当
37 天的点点滴滴说尽时，他也完成
了对自己的一次救赎。他想，爷爷没
有遗憾，他老人家的心愿已经实现
了。

只不过有人负重前行
记得小学时候，老师曾告诉过
我，只要是年份能被 4 整除，那就是
闰年，那时候感觉闰年好神奇，四年
才能有一次。2020 年也是一个闰
年，也能被 4 整除，这也许注定了这
一年的不平凡。
除夕之夜，手机里传来的不是
拜年的短消息、微信声，而是一段急
促的铃声：全员上岗！接到命令的
我们没有半点的迟疑。因为我们是
共产党员。
说一说我的工作，我是滨州市
负责全市社区矫正对象监督管理和
教育帮扶工作的一名中层，全市一
年列管社区矫正对象 5000 余名，相
当于一个大中型监狱的人数。面对
来势汹汹的疫情，我必须得以党性
来保证全市社区矫正对象不能出一
丝一毫问题。

“爸爸，爸爸，咱们去看春节晚
会吧？”大儿子没注意我焦急的目
光。
“爸爸，爸爸，你和我一起玩玩具
吧？”二儿子才四岁。父亲刚把酒杯
斟满，妻子已在旁边默默为我收拾
衣服，而母亲，却在大年夜偷偷地抹
着担心的眼泪。
大年夜的钟声在响，爆竹声声
入耳，我已经走在抗击疫情一线的
路上。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
心里咒骂这该死的疫情，
一边又担心
着自己的工作。下面是一串串数字：
春节期间，行程 900 余公里，走
访全市各县（市、区）、乡（镇、街），排
查整改隐患 100 余处，绝大多数都
是现场及时发现当场整改，召开视
频会议 10 余次，印发文件 20 余份，
全面贯彻落实上级文件和会议精神
……最终，全市无一个社区矫正对

象发生疫情问题。
此时，市外有监狱疫情暴发，我
临危受命，在确保本职工作不能出
现任何差错的前提下，全权负责某
某监狱刑满释放人员的出狱接送、
封
闭隔离、
核酸检测、
安全交接等工作。
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我也怕
死。看着满眼的白色隔离服，我担
心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儿子们，
是否还能见到爸爸。
隔离服、护目镜、满身的酒精
味，看着同事用手机给我拍的照片，
孩子们竟然认不出我来。封闭隔离
地点、核酸检测医院、警车上，全是
我的身影，为了工作，
我无怨无悔。
突然，有一名封闭隔离人员突
发精神分裂症，怎么办？在第一时
间汇报的同时，立刻驱车将其送往
精神病院。没有任何限制措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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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防护工具，有的只是一颗炽
热的心。
整整 27 天，圆满完成了党和组
织交给我的任务！回到家中，孩子
们上前要我抱，被我无情地拒绝了，
分明看到孩子们的眼泪在眼眶里打
转。病毒太过肆虐顽固，我不能保
证自己身上没有啊。我需要按规定
进行自我隔离，自己在一个屋睡觉，
自己一个人吃饭，自己一个人默默
整理自己的工作。
“爸爸为啥不和我们一起看电
视啊？”孩子们仰着头稚嫩地问着奶
奶。
“你爸爸啊，有自己的工作，你
们要乖……”年迈的老人抚摸着小
孙子的头。
我的眼泪，却在这时，不争气地
流了出来。

肖霞

2019 年 10 月 13 日，我 84 岁
完噌地站起来说：
“ 走，我找他们
的父亲在家中安详离世。那时，老
去！”那时父亲四十出头，在村里也
家地里的小麦冒着嫩黄的芽。一
是出名的棒劳力，受了委屈的大姐
年来，父亲曾经的音容笑貌时常在
领着父亲就到了那家人的门口。
我脑海浮现。
父亲对着门里吼起来：
“ 你们一家
擦步枪
人欺负俺闺女，给我出来！还有没
1960 年 4 月父亲作为县民兵
有王法？窝了俺闺女的鸡，不但不
代表光荣地参加了全国民兵代表
还还敢动手，出来和我肖锡亨试
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
试，我不打恁个满地找牙不算完！”
的接见，并受赠一支半自动步枪， 也许是理亏，也许是被父亲这阵仗
那是他一生的荣耀。父亲对那支
吓住了，那家人一点动静也没有，
枪的喜爱超过了爱我们。平时他
第二天，不仅乖乖还回了鸡，还对
把枪挂得高高的，还会定期擦拭， 大姐道了歉。
一看到他要擦枪，我们几个小孩就
“在村里，你们小孩子闹点矛
拿着小板凳围观。父亲说，都离远
盾那都不叫事，我是村干部，要是
点，擦枪的油弄到身上很脏。我们
小孩屁大点事就给你们撑腰，那成
就散开约两米的距离，看他熟练地
了咱欺负老少爷们了。你大姐一
把枪拆开，把零部件摆在旧报纸
个女孩子在北镇，要是谁都可以欺
上，再用各种刷子蘸着油直到把所
负，她还怎么工作。我就是要让别
有零部件都擦得油光锃亮。父亲
人知道，
你大姐是有人护着的。
”
说，晾一会儿，你们过来看吧但不
百里单骑追女复读
准动手。我们就把手背在身后走
我生于 60 年代，80 年代初曾
过去看这些大大小小的零件，父亲
连续参加 3 次高考，确切地说只参
在一旁一个个指着告诉我们这是
加了一次。那时采取的是预选制，
枪托，这是枪栓，这是弹盒……零
前两年预选我都落榜了。高中毕
件晾好后他再按原样装起来然后
业那年我没预选上，老师招我回去
背在身上，来一个“立定”。每每这
复读，父母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可
时，我们都感觉父亲好威武，又有
经过一年努力，还是没有预选上。
一种神圣神秘的感觉。
这次失利让我彻底灰心了，擦干眼
补凉鞋
泪后就想死心塌地在农村干活
那年月，家里缝补的事一般都
了。那年我 17 岁，又矮又瘦，地里
是奶奶和母亲干，唯有凉鞋破了是
农活基本干不动，大姐心疼我，就
父亲补的。小时候穿的都是塑料
在北镇给我找了个在建筑工地当
凉鞋，一双凉鞋能从“六一”穿到
小工的活，一个月能挣到 50 多元
“十一”，动不动的凉鞋就会这儿破
钱，1981 年的 50 多元钱和大姐的
那里裂。这时候，父亲便会生好炉
工资差不多了。那时我就想：在这
子，拿来剪刀和几只旧凉鞋，把半
里干吧，能挣到钱不但能自立还能
根锯条一头包上厚厚的布，另一头
贴补家用了。在工地干活不到两
放在炉上烧。他要先从旧凉鞋上
个月，一天吃晚饭时大姐告诉我:
剪下一块，放在需要补的凉鞋的位 “咱爸来电话说，你高中老师捎信
置上，再把烧红的锯条从火炉上拿
让你返校复读。”我坚决回绝“我不
出来，放进凉鞋和塑料片之间，随
复读了，还不够丢人呐！”第二天我
着一阵呲呲的响声和一股白烟冒
就又去工地干活了。有一天工地
出，塑料熔化的味道也蔓延开来。 检修设备停工，我在大姐家休息，
只见他迅速撤出锯条，用手指快速
听到外面有动静，一看是父亲，我
捏实补丁。粘好裂口后，还要用热
赶 紧 迎 出 去:“ 爸 爸 ，你 怎 么 来
锯条把补丁的边缘修平整。最后
了？”，父亲说：
“我今天是专门接你
一步是，谁的凉鞋谁过来试穿，哪
回去上学的，学校已经开学好几天
里磨脚他再修，时间一长，补好的
了，恁老师捎信叫你快回学校。”说
凉鞋上便开起各色的“花”，很是漂
完拿出毛巾擦满脸的汗，看到父亲
亮。
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像淋了雨，
护犊子
知道他为了省路费，70 多公里的
从小我们在村里和谁打仗了， 路他骑着自行车来的。或许是内
不管对错只要父亲知道了，对女孩
心深处求学的愿望重新被父亲唤
是一顿臭骂，对男孩就是耳光伺
醒，于是我决定再去复读一年。这
候。大姐有文化，刚满 18 岁就被
一年我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提高，
招到北镇城里当了工人，有个夏天
不仅顺利通过预选，还在高考时以
放了假我去大姐那里玩，看到大姐
总分全校第一的好成绩被一所中
被几个人推搡，大姐寡不敌众，吃
专学校录取，这一年的复读让我走
了亏，就在宿舍里偷偷抹泪。那
向了远方。
晚，谁也不知道，父亲突然就来了，
父爱如山，他一直用粗线条的
他只是说来开会，晚饭在一个朋友
爱为我们全家人遮风挡雨，上天也
家里吃的还喝了点酒。见大姐在
眷 顾 他 ，让 他 享 尽 天 年 ，寿 终 正
哭，他就问怎么回事，记得是大姐
寝。回忆，总是让一切变得更加美
养的鸡有一只被某个邻居赶回自
好。在这残雪依稀覆盖麦田的时
己家了，大姐认出来了可邻居不但
节，遥寄相思，愿父亲在天国安好。
不承认还和大姐打起来。父亲听

只有深夜能阅读苍茫
侯磊

冷风中，
狗尾草瑟瑟摇摆
高举着阳光的暖，
棉花的暖
羊群的暖和白发的暖，
还有
轻描淡写的暖，
云卷云舒的暖
仿佛在薄凉的时节里
所有关于暖的词语
都高出了地平线，
簌簌抵达喉结
梦里，
母亲喊我回家。我知道
只有深夜才能阅读苍茫
只是风还没抵达，
灰雁的嗓子就哑了
嘶鸣、
呦呦，
默念着离别的祷辞
一条大水静谧，
把时间的伤口掩埋心底
胜利河，
犹如童话里的玻璃花瓶
斑斓、
多彩，
却又空空如也
那私藏的咒语、
翎毛、
落叶和黄昏
沉在瓶底，
星星点点
像破碎的月光落满孤独少年的晚餐

青草坡
刘志强

一条引黄大渠
向西，
再折头向北
怀抱着家乡。春风涤荡
草儿们沿沟坡绵延
直至跃出我的视线与想象

多年来，
青草一直丰茂生长
从前的我和小羊们
躺在草地上任阳光抚摸
微风又轻轻吹过，
绿的思绪
随河水欢快地流淌
——向南，
再折头向东

山色迟暮
王军辉

山色迟暮，
层林鬓角灰白
柿树舍去叶，
用尽枝桠
把山谷里零星的暖，
高高举起
冷风里，
老农摇晃山楂树

果子跌落的瞬间，
暮色绯红
鸟语、
虫鸣、
野菊花、
溪流潺潺
在听觉和视觉重新复活的瞬间
我已登顶并站成山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