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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宅，居家对我来说，很日
常。2020年春节居家的特别，众所周
知。从大年三十算起，至今已十五
天，其间外出买米、菜及日用品四次，
每次出门必戴口罩。刚好外出时都
穿带帽的运动套装，干脆连帽也戴
上。自觉在行人稀少的路上，包裹如
此严密，有点夸张。又想，病毒不长
眼，防患于未然，总不会错。因口罩
少，得省着用，一个外科医用口罩，至
少用三次才扔掉。

在家里，有吃有喝，该干啥干
啥。买米时，曾想多买，终因重拎不
动而作罢。后看超市物资供应充足，
故放弃囤些米的想法。

偶尔在微信朋友圈晒美食，看似
悠闲的居家生活，实则心有挂碍，每
天早上睡醒睁眼，第一件事是拿起手
机看疫情快讯，看各类新闻，再看朋
友圈有关疫情的各种信息，真真假
假，不然，微信公众平台安全助手就
不会专门开发一个微信辟谣助手小
程序。个人认为，非常时期，事有轻
重缓急，当下最要紧的是救治病人，
严控疫情扩展，作为公民要顾全大

局，要多传导些感人、暖人的消息，鼓
舞人心，共抗疫情。有时候，在错误
的时间，好心也会帮倒忙，毕竟，不是
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毕竟，
国民素质有参差，盲从心理和恐惧心
时时出现。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
诊病人和疑似病人的增加，意识到人
要认知自身的渺小，要对自然万物有
敬畏心，千万不要以一个明目之人去

撞那肉眼看不见的病毒。需力戒人
类吃野生动物、轻慢病毒的悲剧重
演、蔓延。

看到那些与病魔抗争的病人和
医护人员，看到这么多人为保人民平
安在负重逆行，安居在家的我，深感
敬佩，心生感恩。如若不是那些在一
线的医护人员全力救治病人，病人何
以痊愈？如若不是全国各地的企业
员工24小时加班生产防控物资，医护
人员的防护如何保障？如若不是各
级政府组织的基层工作人员严控，疫
魔会张狂到什么程度？如若不是国
家强有力的指挥调度，水、电、通讯等
行业员工的坚守岗位，保障老百姓的
衣食住行，我何以能从容地在家里看
电影、电视、手机和写字？

没有绝对的个体，相互依靠，共
同生存才是王道。现今，外重防控，
内防心乱，自己的安康，也是对他人
负责。相互珍惜，才各自安好。大家
都安好，社会才安好！国泰民安，就
是朴素的真理！

目前，我能做的是耐心、耐心，再
耐心，待在家里静待曙光出现！

今年的一二月，真的有点不一
般，寒风凛冽，刺骨冰冷，尤其是湖
北，因为病毒侵袭，更显出浓重的悲
凉。而你们这样一群白衣天使的到
来，如同二月里绽放了火红艳丽的
花，给患者带去了希望。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二月
花一样的天使们，我分明看到你们带
有泥土的芬芳，分明看到你们寒风中
怒放的生命，分明看到你们在丛中的
笑意。

是的，今年春节前后，湖北的疫
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党中央发
出号召后，你们就以弱小的身躯挺进
武汉，挺进湖北。

平日里，见到的你们，是那样平
凡，一袭白衣，身材娇小，淡妆淡抹，
上班下班，裙裾飘飘，看不出身体里
蕴藏的能量。但风雨一来，你们身披
铠甲，战风斗浪，冲锋陷阵，一点都
不逊色于男性，充分展现出女性独有
的风采与特有的精神，让人们看到你
们平凡中的不非凡，娇小中的伟大。

对于你们，可以用尽所有赞美的
词，战地黄花分外香。检验师熊小杰，
孩子出生仅11个月，嗷嗷待哺，但面
对疫情，你闻讯即来；护士王小雅，毅
然推迟婚期，大爱面前，婚礼让步；护
理师李红月，仍在产假中，主动请缨，
阻击疫情去。芳华正好的徐小静、吴
丹、王敏，还有王伟宽等，大家按下手

印，战时申请，火线入党。重症医学科
护士陈海梅，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完
成任务不过夜；护士巨蓉君，耐心安抚
病人情绪，积极说服病人配合；朱艳、
邓杨柳、郑正华，穿上纸尿裤，六个小
时不喝水不上厕，套上防护服，戴上防
护镜，鼻梁压红，额头出血，身子湿透，
依然坚持；游传华、周晓华、陈静，日夜
颠倒，为患者测体温，分床位，发药品，
扎银针，在这非常时刻，顶着胃痛牙
痛，决不退缩……

这些名字，这些身居战地的护花使
者，是来自海医一附院的姑娘们。这是
她们在“战疫”一线的真实写照，是她们
精心专心护理患者的冰山一角。

古有木兰从军吟，今有海南娘子
医护情。她们不负生命的重托，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
在二月里，在湖北抗疫第一线，海医
一附院的这些姑娘们，如同海南街头
最家常却充满生命力的二月花，正静
静地绽放，向荆楚大地送去海南女性
大爱的芬芳。

这个春节，百味杂陈，新冠肺
炎疫情让我们猝不及防，脸上讶异
的神色还不曾褪去，就迅速地转入
了全民抗击疫情的防御：不参加大
型活动、不聚会、不聚餐、不走亲
访友、不拜年。电视、报纸、互联
网等各类型媒体相应作了对疫情
公开透明的报道，普及公共卫生安
全知识，这一切都在增进民众的防
范意识。

疫情期尽量少出门，尽可能地不
出门。年前打算到兄弟家拜年聚餐，
到同学朋友家走动聊天，到热闹的地
方走走看看的如意算盘，由此全部落
空。此刻我枯坐于儿子家，眺望着窗
外前些天还是熙熙攘攘的城市马路，
眼下人车稀落，不胜惆怅。朋友从遥
远的琼岛南端给我打来电话，表达对
我的关切。友人一再叮嘱，不要有侥
幸心理，好好宅家里，不出门，一人无
恙全家福。临了挂电话，还一再而三
地叮咛。友人的话是春，让你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啊。

一只手机在手，打开搜索，海
量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纷纷扑来。
我看手机关注各地疫情的最新情
况，更是关注那些无数昼夜坚守、

为了守护生命而不懈努力的医护
人员；我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消
息，还看到了比如那些提供偏方、
捐款捐物、奔赴“前线”等等热心人
和英勇出征的人；还看到了那些温
暖的搞笑视频。从别人身上，我看
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共同的命运。

所有国人的心都被这一场影响
波及全国的疫情所牵动。读信息一
则，是来自海南农垦网的消息：一位
农垦子弟陈光琼购买6万只口罩免
费向社会发放，这是多大的爱心
啊。他说自己有医疗方面的资源，
在医疗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希望尽

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社会、为
家乡、为群众做一点实事。陈光琼
不只做这点事，他还曾出资14万元
给家乡农场的职工群众修建 80米
长的水泥路和4盏路灯。陈光琼是
一盏明灯，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别
人。

这个城市从腊月二十六开始降
温，到了年初一，温度骤降低至6℃。
我们一家子默默地吃了少许的饭菜，
就算吃过了年夜饭。这个夜晚儿媳
妇接到单位的通知，前往城市的主道
路口，开展防疫防控工作。她匆忙往
身上套上了防寒衣，带上暖水瓶，放
下家庭里的温暖，放下懵懂的三岁女
娃，迎着寒冷北风出门。她不是不懂
得再寒冷的天，在家都是暖的；也不
是不懂得小女儿夜晚睡眼迷瞪要妈
妈时的哭闹，然而，儿媳妇明了职责
所在，必须坚守。我很欣慰儿媳妇关
键时刻没有让一丝的儿女情，羁绊自
己前进的脚步。在她身上，我读到了

“担当”二字，她也为自己的行为准
则，迈出了一大步伐。

我想，因为有了这些不平凡的
凡人，这个春节假期也是令人慰藉
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总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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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这是钟南山院士说过的话
我总会想起
血肉横飞的战场上
那一句呼喊——
同志们，向我开炮！

誓言
有人站在党旗下宣誓
有人已在前线奋战
更多的人以人民的名义
戴上口罩，成为了实际的民兵
这哪里只是口罩
分明是——贴在脸上的誓言

请战书
首先我想到飞蛾扑火
然后想到了杜鹃
再想到凤凰
的确，面临一场劫难之火
他们不怕烧掉自己
他们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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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蝙蝠的眼泪被寒冬融化
大红灯笼失去往日光彩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春天，深

锁在
一纸咽喉。于是，时光倒流
于是，花状的病毒呈现燎原之势
笑脸回到低谷，幸福被苦难纠缠
意料之中的事情，往往发生在
意料之外。
大雪，一直下个
不停，在人们的肺部和咳嗽里
于是，那些平凡的生命擎起
灵魂的高贵。从全国四面八方

涌向武汉
他们从未有过那样的坚定和执着
挥别妻儿与父母
手捧着死亡和一个个希望
在病毒面前，他们以笑脸相迎
不曾畏惧和退缩。他们始终坚信
冬天过后，必然是春天
再痛的伤口，也会被时间修复
他们在冬天把自己站成一道最

美的风景
如果说，善恶互为，我想
在他们的心中，永远，都只有善
他们用平凡的肉身，把最美的
表情，举向天空。其实，这病痛的
人间，仍然有，满满的爱

守夜
当所有的喧哗都退隐之后
你，悄然降临
没有口罩。嘴角挂着一层浅浅

的膜
带着几行泪痕
清晨的山，一夜之间霜白满头黑发
守岁，也是守夜。
守护着一个个活鲜的生命。也

在守护
一座城池的安宁
那些来不及打鸣的想法都被你，

反复
摁在心底。你生怕他浮出水面
为了这一夜
你错过了整整一生的光阴

我又成了战士
窗外，死一般的沉寂
偌大的世界没有了一点生机
只有几声鸟鸣，穿云而过
这世界怎么了？所有的病毒
都沉于肌理，所有的战争都
归于理性。我又成了战士

“老实待在家里，就是对社会
最大的贡献”
病毒在暗，我们在明
作为一个“他者”，我宁愿与自己
作斗争，连日把自己
隔离在家里，是为了这世界
早日，重现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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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这天，如同听到家乡对游子准时呼唤一般，我携
妻带子闻声归去——从定安回到澄迈老家过年。村里道
路干净，房屋窗明几净，村前熟悉的南渡江江水仍不知疲
倦地在安静流淌，村口的三角梅花开得艳丽，姹紫嫣红一
地。家家户户在忙着杀鸡宰鹅，贴春联。立在村头的几
台古老的石磨此刻在吱吱飞转，女人们在排队磨豆和磨
米粉，赶着制作传统的黑豆腐和年糕。老家的年味，就漾
在了乡村的上空，飘在了乡亲的笑声里。

我最想见的就是我二叔，他孤寡一人，在老屋寂寞生
活。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我担心他还不知道，急忙到
老屋找二叔。二叔每年除夕总要走家串户收购鹅毛，他
童叟无欺，忠厚善良口碑好，家里有鹅毛的也都等他来
收，几十年未曾改变。老屋大门开着，二叔果然不在，庭
院里晾晒着一层厚厚纯白的鹅毛，像铺着了一层白雪。
堂屋山口婆见到我说，二叔今年忙着呢，又收鹅毛又要宣
传肺炎防治的，早早就出去了。就在这时，我听到一个熟
悉的声音从村里传来：“肺炎感染疫情暴发，大家要勤洗
手，少串门，出入戴口罩，不聚集喝茶打麻将。”声音由远
而近又由近而远……原来，憨厚的二叔也知道疫情之事，
我的担心多余了。

见到二叔，已是中午时分。二叔戴着用毛巾叠成的
口罩，挑着一担鹅毛回来，头发上衣服上眉眼上全沾满
了鹅绒毛，我边帮他拍去头发上的鹅毛边嗔怪他：“二
叔，你都知道现在是疫情流行时期，怎么还到处乱窜收
鹅毛呀？”二叔嘿嘿笑道，我不是乱窜，我是有事做。收
音机里报道了，说武汉发生疫情了，疫情来得太凶，那个
钟专家说这疫情还是人传人，问题挺严重的，我觉得做
好预防就是不给国家添麻烦，我就想借着到各家各户收
鹅毛的机会宣传宣传，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控，希望大家
赶快行动起来。”

听村里人说，二叔第一天戴口罩，有人说他小题大
做，村里有个在省城医院当医生的兄弟也频繁地打电话
回村提醒人们戴口罩，但有人就是置之不理，认为疫情离
自己很远，二叔却坚持出门戴口罩，还挨家挨户宣传。

这，就是我的二叔哟，七十多岁的二叔其实自己都不
知道新型冠状病毒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只要是党和政
府的号召，他就会坚决执行，以一颗善心、以一份责任为
父老乡亲的安康无声先行。我突然觉得，二叔就是我这
辈子的年味，也是老家的年味。我沉浸在这乡恋乡愁里，
也沉浸在对二叔的感动里。

随着春节的到来，这来势凶猛的疫情，冲淡了古老的
年味，许多地方春节原有的热闹非凡、喜悦祥和似乎瞬息
沉寂。我打开手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字眼刷了屏，看
到全国人民在行动，大家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在这没有硝
烟的战场上，已有很多人奋战在抗病疫第一线，为我们负
重逆行。

我站在老家的木棉树下，仰望蔚蓝的天空，云淡风
轻，看着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鸟儿，看着绿油油的田野和满
目苍翠的青山，沉浸在家乡的安宁里，沉浸在家乡别样的
年味中。缘于一场疫情，一切突如其来，我也在为疫区奋
战的人们担忧。

“铃铃铃……”突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是单位的同
事打来的，他认真地说：“疫情形势严峻，春节期间不要串
门，不要到人多的地方走动，出入要戴口罩，要自我隔
离。好好在家待着，切记！”谆谆叮嘱，如淡水、如春风、沁
心田。

我的家乡虽没有遭受疫情的袭击，但我希望疫情能
尽快结束，希望乡愁无恙，希望乡亲们无恙。我希望二叔
健康，开心地做他喜欢做的事。此时，村里广播也急切地
响了起来，反复提醒如果村里有人从疫区回来的要自行
到村委会进行登记。二叔的行动猛地提醒了我，我突然
意识到自己也应该为老家的乡亲们做点什么，虽然我对
这场病疫并没有充分的准备。想到就行动！我立即邀上
回家过年的儿时几个伙伴，主动请缨跟随村委会干部一
起进村入户宣传，登记外地进村过年的车辆人员，向村民
讲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危险性，讲解防护方
法……我还请一个朋友火速送来1000个口罩免费发放
给村民使用。二叔也挑着两个大箩筐跟在队伍中间，不
过此时已不是收鹅毛，而是挑着口罩、宣传单和消毒液，
送给防控一线最需要的人。

傍晚时分，天下起雨来，雨也眷顾我们的幸福时光，霏
霏的雨一望无际地下着，仿佛在洗涤大地的污垢。在万家
团圆时刻，我们为自己悄然做着一件有意义的事自豪。

我的年夜饭是在刷屏中度过的，我没有看春晚，而是
通过网络向所有亲人和同事朋友传达了疫情和问候，祈
望大家都安好。今年的除夕夜很安静，炮声也比往年少
了许多。我睡不着，披衣来到村子的至高处，只见家家的
灯火亮着，亮着温暖，整个村子也亮着，透着健康。明天，
一定是个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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