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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
江城的早市人声鼎沸
热干面的麻香还留在唇边
那一天
江城的冰雪渐渐消融
珞珈山下的樱花含香蓄蕊
那一天
江城的人们阖家围炉
万家灯火倒影出幸福模样

可就是那一天
暗流在肆意涌动
病毒如排山倒海
可就是那一天
九省通衢 武汉抱恙
疫情暴发 神州黯然

这一次
我们面对无声无形的敌人
我们内心被无助恐惧占领
我们顿失往日的恬淡亲近
我们隔江在汉口码头守望

这一次
白衣战士主动请缨、毫无畏惧

他们剪掉长发、告别所爱
工作服是他们的戎装
防护衣是他们的盔甲
一片片红疹、一道道血印
是战斗馈赠的勋章

这一次
天降神兵闻令而动、冲锋陷阵
他们肘碰着肘、心连着心
军令状是他们的见证
运输机是他们的壁垒
一箱箱物资、一盒盒补给
是热血与感动并存

这一次
疫魔突袭敌人狡猾、面目狰狞
他们临危受命、挂帅出征
实验室是他们的阵地
隔离间是他们的战场
一颗颗汗水、一道道勒痕
是初心和使命并肩

这一次
建设者们千里驰援、严阵以待
他们日夜奋战、开荒劈地

火神山是他们的涌动
雷神山是他们的汇聚
一个个突破、一声声坚持
是基建狂魔的气质

这一次
举国上下、联动防控
中国速度、神州动容
火神驾到、雷神初现
最美逆行、英勇战“疫”

这一次
我们有苦一起担、有难一起扛
我们散发一分热、燃烧一分光
荧光聚集成星河
璀璨夺目耀九州

这一次
期盼着
山青花燃、春回大地
春满花枝、山河无恙
等待乌云散去
等待江城复苏
我们春天再相会

（陕钢集团汉钢公司炼钢厂）

生 命 如 花 马赵云

尽管 2020 年春节的到来有些特
别，但我们还是与它相遇了。

没有哪个冬天我们像这样渴望
春天的到来，没有哪个季节，我们像
这样希望它早点过完，没有哪一个时
刻，我们是这样的期待健康平安。

生命是什么？有人说生命，不
就是血在流动吗？或者说生命，不
就是有血有肉吗？这个春节却告
诉我们——生命如花。

除夕，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
毒打破了 2020年新年原本的温馨祥
和，阴霾笼罩神州大地，举国上下心
系疫情中心武汉。

为控制疫情，84 岁的钟南山院
士挂帅出征赶往武汉。

1月 27日，广元市 25人组成的医
疗队响应国家号召，向湖北武汉挺
进。一位男士站在大巴车外向坐在
车里面的医务人员妻子哽咽喊话：

“赵英明，你平安归来，我承担一年的
家务。”

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身患绝
症、妻子被感染，坚守在疫情最前线。

河南扶沟县人民医院疫情一线
护士刘海燕与 9 岁女儿隔空拥抱，
母女二人泣不成声。火神山医院
护士吴亚玲远在昆明的母亲突然
过世，得知消息，吴亚玲泪如雨下，
面向家乡的方向三鞠躬。

三天时间徒手刨出 10 万斤大
葱捐赠武汉的贫困县种植户；因为
捐款被拒绝而嚎啕大哭的 73 岁贫
困老人。和动辄几千万的捐赠相
比，也许他们并不起眼，但这是他
们最大的心意了。

看到那一幕幕生离死别与倾尽
全力，我都会眼含泪水，因为我爱
这个国家，爱这片土地，更爱这里
的人们。我感动于他们不顾一切
保家卫国的付出，更感激于他们拯
救无数生命和家庭。

武汉三所“方舱医院”，其中最短
的只用了 10个小时建成。10天 10夜
建成的火神山医院令国外电视观众
大呼震惊，而我们又何其有幸，能出
生在这个强大的国家，又拥有着无数
拼命守护我们生命的人。

朋友问我，为什么 17年前的“非
典”我们并没有觉得害怕与紧张，怎
么这次疫情却让人慌了神呢？我想
了想回答，也许是“非典”时我们还是
小孩子，有大人保护着，现在我们都
为人母，有了想保护的人吧！

当我们原本平常的日子被疫情
打破，当一场灾难空降，我们原本以
为来日方长，却深刻体会到了世事无
常。

当那些疫情“逆行者”舍小家为
大家，舍弃团聚甚至为此牺牲生命，我
们才明白这世上哪有什么岁
月静好，只是有人在为我们
负重前行。

《肖申克的救赎》里说：
“坚强的人只能救赎自己，
伟大的人才能拯救他人。”
是呀！那些医务人员、交
警、一线抗疫人员、送医务
人员上班的私家车司机甚
至外卖小哥，他们都是伟大
的人，他们用毫不犹豫的温
暖和力量来为我们背负这

所有的苦难。
生命很轻，它会因一场疫情而

陨落，生命也很重，它会因那无数
挺身而出的抗疫者而变得沉重又
美丽。若你问我生命是什么？我
的回答是——生命如花，热情灿
烂，坚韧不拔，短暂而又美丽！

这个世界，有多少想不到的悲壮，
就有多少变好的可能，希望疫情早
日结束，患者尽快康复。这个春天，
愿春光灿烂，枝头春满，山河无恙，
人间皆安。 （蒲白矿业实业公司）

万人操弓 迂蓬迂蓬 口 罩
席坤

你是这个春节的英雄
是迎难而上的逆行者
是一线疫区的勇士
是守护生命的天使
是疫情笼罩下的摆渡人

感谢有你
比肩而战
奋不顾身保护我们的生命
为众人抱薪者
抗“疫”而不恐鄂
湖北不孤独

抗击非典、埃博拉病毒
你从未怕过
每一次都不退缩
因为你知道
渡过灾难
春天就在心里

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亲吻你
疫情当前
你就是防线
迎难而上
以身守护
筑牢人体最后一道防线

从除夕到元宵节
你一直在守护
为生命坚守
为使命而战

“疫”不容辞
一起点亮希望之灯

戴上你
什么飞沫传播
什么气溶胶传播
什么交叉感染
都被你用身体挡住了
不再惧怕空气中的病毒弥漫

封城封路
你犹如最后一道防线
一夫当关，病毒莫入
有你
我们放心
举国同心战必胜

复工复产
人员返岗
如火如荼
还不到放松时
戴上你
只是换个方式与病毒斗争

疫情当前
众志成城
并肩作战
一路同行
你的防护
让距离有了温暖

世事无常
生命忽如寄
抱紧眼前人
请用陪伴珍惜相守
抗击疫情已见效
湖北外区新增确诊病例七连降

与子同袍
守护家园
武汉打响抗“疫”保卫战
举国防疫进入胶着对垒关键期
等燕子归来
等陌上花开
待尘埃落定之后
便是繁花似锦

好事多磨
所有苦涩皆是幸福的铺垫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默默无声的英雄
让我们心在一起
让我们并肩作战
守望春暖花开
（陕钢集团汉钢公司动力能源中心）

谁也没有想到己亥年和庚子年
的交替，一年一度的春节，竟然过得
叫人如此揪心！

最初，一则不起眼的消息，简单
报道了湖北武汉出现了不明原因的
肺部疾病。我甚至都不记得自己
在哪家媒体上看到这样的字样，就
忙着年末的工作。我想这时候全
国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和我一个状
态，就连武汉亦然，岁月静好地享
受生活，忙着欢度春节。

直到今天，疫情已在全国范围
暴发，感染人数逐日攀升，举国上下
齐心协力，开始了抗击疫情的全面
战争。回想这两个月来，耳闻目睹
的各种消息，让我觉得每天都是处
于一种被轰炸的状态，头脑晕乎乎
的，恍惚中总觉得仿佛是一场噩
梦，在拐点来临之前好像总也到不
了起床惊醒的那一刻。

每天关注官方通报疫情信息，关
注一切能接触到的媒体对疫情的报
道和分析，看着武汉、湖北、全国其他
省份每日新增的病例，心里默默地为
受难的同胞祈福！也为每天经过治
疗病愈出院的同胞开心鼓舞。我不

再絮叨医疗战线和全
国各行各业在“战疫”
中可歌可泣的事迹
了。今天只想说说我
一直在关注的一个很
少被报道的群体：海外华人。

口罩紧缺！疫情全面暴发以来，
这一直是全国人的大难题。当知道
国内“口罩荒”，海外华人们开始发力
了。2月 3日，南方航空CZ634航班
一个普通的商业航班，从肯尼亚飞往
广州。而飞机前舱里的景象让人惊
讶：一排排座位上，“坐”的不是客人，
而是一箱箱口罩！这上千个大箱子，
里面都是医用物资：N95口罩、医用
外科口罩、医用手套、防护服……全
是肯尼亚华侨华人捐助的物品，同时
会被送到湖北、安徽等地。这奇特的

“口罩航班”，我们都还是第一次见
到。这架飞机上没有一个中国人，但
满座尽是中国心。

原谅我的孤陋寡闻，如果不是这
次疫情，还真不知道在世界各地，活
跃着很多淘宝全球购“买手协会”。
买口罩，他们是专业的力量。所以这
一次，他们第一时间冲了上来，发挥

了巨大能量。“买手协会”泰国的一位
会长，神勇地搞来了 30万口罩，3000
套防护服，从曼谷空运浙江。另一个
淘宝全球购买手“老钟驾到”购买到
大量口罩和防护服，很多人都想来
买，但他严正声明“只捐不卖”，原因
是祖国比生意重要。还有美国买手、
日本买手，都取得辉煌战果，一箱箱
口罩会直接从纽约、大阪飞到武汉天
河机场，当地医院直接派人到海关签
收，可想而知会发挥多大作用。绝对
是雪中送炭！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海外华
侨心里只有一个想法：祖国有难，需
要帮忙，我们海外华侨华人义不容
辞。于是世界各地的医疗物资，纷纷
涌向中国：老挝湖南商会、卡塔尔中
资企业、芬兰华人、埃及华人等等，一
批批物资装上航班，带着一颗颗中国
心飞回祖国。

了解越多，我越懂了啥叫“聚是

一 团 火 ，散 是 满 天
星”。这些海外华人平
时散落在世界各地，背
井离乡，辛苦打拼，各有
各的不容易。但是当祖

国有战，他们听到号令，立刻齐齐回身
望向祖国，千万里送来粮草。拳拳游
子心，殷殷报国情令人感动。我更是
郑重地摘抄了一个因为疫情放弃回
国过年的华人在日记里写道：“一夜
之间，祖国成了我们回不去的故乡。
而当太阳再度升起，我们却发现，自
己和祖国的距离，从未如此接近。”

都说血浓于水，可能我们并不是
很有感觉。大家就像一家兄弟，日常
也不会多么亲密，保持着相忘江湖的
状态。只是到了事儿上，情分才见分
晓，才真的相濡以沫。这次国家有
难，那些海外华人的义举，让我们立
刻发觉：无论男女老幼，无论生活何
处，“中国”两个字，都深深刻在每个
中国人的基因里。不会因时间或距
离而消失，更不会因祖国的繁荣或衰
败而褪色。我们也忽然发现，“中国
人”三个字，原来分量如此之重，也正
是诠释了什么才是“岂曰无衣，与子

同袍”。在这场全体中国人共同抗疫
的战争中，每一个中国人都竭尽全
力，团结一心，严防死守，终于传来抗
疫以来第一个好消息：自 2月 10日 0
时至 24时，全国除湖北以外地区新
增确诊病例连续 7 日呈下降态势。
如此数据说明了湖北以外的疫情，得
到了有效控制。其实如此关键时刻，
全国人民的信心和自信，都非常重
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相信最终
一定会赢！这是一场战争，当主战场
以外的家园基本上守住的时候，就该
投入最精锐力量去往主战场，决战决
胜！而且相信离胜利的日子不远
了。不过在胜利到来的前一刻，哪怕
是前一秒，我们都不能放松和懈怠，
继续坚持，继续防护，继续战斗，万人
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我们一定
可以战胜疫情。

今天，在上班的途中，我看到枯
黄的草坪上闪烁着点点的蓝色花朵，
仔细一看，是波斯婆婆纳开放了一
片。花都开了，刹那间人一下开朗
了，这些天笼罩在心头的阴霾一下淡
了，人间很值得，终将是春暖花开，终
将是山河无恙！ （黄陵矿业公司）

想见你
只想见你
电话两端不舍的牵挂
视频画面瞬间的温暖
那一座山的距离
梦里走了千万里
醒来却还在起点
答应过你的事
你放心
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

想见你
只想见你
看着你红着眼上路
心想着你平安归来
那一转身的坚定
让父亲的肩更加宽阔
让母亲的手更有力量
答应过你的事
你放心
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

想见你
只想见你

那些藏在云后的秘密
终究会在蓝天下揭晓
那一海底的静候
成就跃然海平面的自如
悠然直抵心底处的呼吸
答应过你的事
你放心
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

想见你
只想见你
说着早安间晨曦破晓
道着晚安中哄你入睡
那一温软的馨香
片刻沉浸在沙发温存的角落
点燃抵御这寒冷壁炉的火苗
答应过你的事
你放心
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

待到樱花烂漫时
与你再一次相遇

（生态水泥公司）

岁末年关
除夕将至
中华儿女期盼了365天的团圆
却因一场不期而遇的意外
让庚子年的春节变得分外沉重

英雄武汉
美丽江城
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一夜之间就登上了热搜
被推到病毒蔓延的风口浪尖

武汉生病了
千万个同胞的安危
病毒肆虐的消息
态势严峻的疫情
牵动着亿万颗不安的心

我们坐卧不宁
每天枕着祈祷入眠
只要睁开双眼
先看那一组组数据
是否如预期有下降

灾难来得太突然
让我们手足无措
令亿万群众恐慌
但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有祖国母亲的护佑

党中央运筹帷幄
习总书记的讲话
凝聚了军民团结的磅礴力量
李总理亲赴江城
坚定了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

武汉加油
祖国一声号令
冲锋在前的是
解放军、海陆空等各大医院
千万个白衣勇士

他们逆流而上
英勇请战奔赴前线
用大无畏精神
筑起了一道道健康屏障
唱响了一首首无私奉献的赞歌

中国脊梁
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
义无反顾为国亲征
他日夜奋战的疲惫身影
如黑暗中的一束光
驱散了笼罩江城的阴霾

巾帼英雄
73岁的李兰娟院士
她心系武汉苍生
带领团队披挂上阵

每天只睡三小时
星夜研制抗病毒良药

吴文棋
82岁请缨参加疫情战
董宗祈
86岁坐镇一线
他说如有不幸
捐献遗体做病毒研究

张定宇用渐冻的生命
托起信心与希望
他说我必须跑得快
才能赢得时间
我必须跑得更快
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

协和医院
31名最美白衣天使
为救治患者
相约剪掉及腰长发
那是不忘初心的誓言
那是践行使命的见证

可敬的逆行者
有临危受命的武警战士
五湖四海的建筑工人
还有记录和传播
江城现状的媒体记者
他们身体力行谱写最动人的故事

无数平凡的身影
加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送餐小店老板、志愿者、爱心捐助者
日夜劳作的企业工人
用真情温暖这座生病的城
爱心和希望在寒冬迅速蔓延

有一种大爱叫无悔
有一种感动叫我来守护
不计报酬，无论生死
同济大学百名党员请战的铮铮誓言
是飘扬在抗疫前沿的一面旗帜

火神山、雷神山
中国工人创造世界奇迹
彰显中国质量中国速度
万众一心聚沙成塔
众志成城书写中国传奇
这是大国崛起的核心力量
全国人民驰援武汉
军民携手跨越寒冬
惟愿春满江城时
共赴一场盛世樱花之约
加油，武汉
你若安好，便是人间最美的春天

（运销集团韩城分公司）

你若安好 便是春天
张桂英

想 见 你 吕建

江
城

他
们
这
样
保
卫

钟
潇
雨

潺潺流水 王微 摄 （榆北煤业曹家滩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