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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风声轻轻

这些天，云色很淡，风声轻
轻；

一匹雾霭的白马，
在天边奔跑，蹄声轻轻；

连绵的冬雨停歇了，
云影轻轻，树影轻轻，灯

影轻轻……

真切的问候轻轻，
热切的关爱轻轻，
殷切的祝福轻轻……

——那么轻，那么轻，
深挚的力量，渗透心灵。

阿爸你不要再说了

阿爸你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十七年前的那场

“非典”，
不要再说整天整夜提心吊

胆，
不要再说那时你白了头发。
那时我穿白大褂没有几年，

没有成家，没有孩子，
我不上火线，谁上火线。

阿爸你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为什么又是你。
不是年富力强的我，难道是

你？
这段日子你安心呆在家里，
和花一起晒太阳，看电视，练

太极，
出门戴口罩，回屋就洗手，
也别下棋，和老王保持安全

距离……

——阿爸，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说说你的头发，白雪落满

头。
可叹我也早生华发。

等这阵子过了，阿爸，咱父子俩
照着那些秘方，一起把白发治

愈。

想不到这样看见你

在新闻报道中读到你的名字，
在手机视频里看到你的形象。
我不能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你：
身姿和歌声婉转如百灵轻唱

……

八年了，我们没有见过面，
八年了，却是这样见到你——
你站在赴武汉医疗队的队列

里，
娴静，笃定，微笑和当年一

样。

我看到你掂起偌大的背包，
偌大的背包鼓鼓囊囊；

我看到你的丈夫拍你的肩膀，
你的肩膀担着太重的分量。

我急切地放大那些图像——
八年了，我们没有见过面，
八年了，却是这样见到你。
你没有变，娴静，笃定，
微笑和当年一样。

你的微笑和当年一样，
你还是当年的模样！
——是的，当年的相爱已成过

往，
埋在心底，冰封雪藏。

一直以为再不会为你心潮激
荡，

此刻，我的泪水滚滚，
冲出眼眶……

心头藏着女儿的问候

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
眼前闪过无数身影——

无数山川，无数森林，
无数街道村庄，无数灯影，

无数窗口传出的深深叮咛。

此刻，我走向我战斗的岗位，
庄重，从容，平静。

刚刚，视频里传来泉水一般
牙牙学语的女儿的声音：

“妈妈……爱你，中国……能
行！”

——在病区我不分昼夜地穿
行，

我的心头藏着女儿的祝福，
泉水一般，缭绕着余音……

依然凝神在无影灯下

秒针，分针，时针，又转了一轮；
又转了一轮，秒针，分针，时针；

依然屏息在手术室里；
依然凝神在无影灯下；

似要把铭心的焦灼化入年轮；
似要把刻骨的呼喊化入年轮；

秒针，分针，时针，意恐迟迟归；
时针，分针，秒针，临行密密缝；

——圣洁的大爱、奋勇和赤诚，
就是这样炼成。

江边那些风中的小草

尽管我看不见风，
可是我看得见

风拽着扭着摁着她们，
——那些纤细、柔弱的小草。
风吹草低，
她们一次次伏下身子，

又一次次挺立起来。

今日，立春。
清晨，奉化江畔，春光明媚。
我看见一丛丛有信念的小草，

赶跑了风。

寒风中涌动着春之声
（组诗）

王存政

己亥岁末，一群蝙蝠飞出了
潘多拉魔盒

“新冠”病毒从江城开始蔓
延华夏……

多少因果关系，来自人类的
傲慢和无知

当癣疥之患演进为举国大
灾，所有的指责、问诘都于事无补

面对整个民族的灾难，需要
警醒者站起来

需要放下羁绊，挺直脊梁，
义无反顾向前冲

一座城封了，封出了无奈，
也封出了人心善恶

城里的人想出来——逃离疫
区是求生本能

一座城封了，封出了一道防
火墙，也封出了担当大爱

城外的人想进去——逆行者
匆匆的身影

终归会缓解一座城市的恐
慌。逃离和聚集的角力

在对抗和相持中，生命总会
慢慢站稳脚跟

没有哪句诗行能杀死一粒病
毒。但总有些句子

会永远地记住那些可歌可泣
的人的名字

功过不会磨灭。一个脚印，
一个动作，一句话

一行泪，一种信念，一段难熬
的岁月，都会被历史铭刻

镜头

请原谅一个旁观者写下无用的
诗行

庚子之春，人间新绿还未从一
场严寒中醒来

我看见一串串数字膨胀、蔓延
化作人间的战栗和恐慌

那么多无辜的肺，被侵扰，被
穿透

把节日的喜庆换成亲人的恐惧
和绝望

由一地而多省最后蔓延全国
锦绣河山倏忽暗流涌动阴云密

布
华夏大地变成没有硝烟的战场
人影憧憧，脚步匆匆，前赴后继

信息时代，我们总会被那些
在我们手机上跳动的消息和镜

头感动
请战书上一串串鲜红的手印
防护服、口罩、护目镜后疲惫

濒临崩溃的躯体
高龄专家出入疫区饱含热泪的

双眼
清冷的街道，苦口婆心的劝返

者
交通路口的坚守者，义无反顾

的驰援者
千辛万苦默默奉献的捐赠者

甚至小到一个小小的村庄的守
护者

有人的地方，就是战场，无非
是前方和后方

而更多的镜头，被另一些镜头
叠加、覆盖，湮没在紧张和危

急的疫情之中
有时候，我们看不清那些模糊

的脸
但是那些汗水、那些泪水，甚

至是血水
一定会留在庚子之春的历史镜

头之中

围 城（外一首）

——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
人想进去

吕付平

力平国难，争奋起群雄。才
士踊，巾帼踵。驾长风，气如
虹，慨任千钧重。关山壅，霜天
冻，年节送，家常冗，步匆匆。
迎虎上山，闻警轻身竦，矫若神
龙。睁金睛火眼，利剑斩元凶，
盘马弯弓，向前冲!

筑兴华梦，旌旗动，翔彩
凤 ， 付 精 忠 。 肝 胆 共 ， 情 义
拥，亮初衷，立新功。为扫人
间蠓，奇方奉，险关攻。行倥
偬，勤防控，境清通，鹦鹉洲
头，黄鹤白云纵，曼舞长空。
喜春山回暖，银发挈金童，漫
拾纤秾。

六州歌头·
剿毒群雄

周惠定

正月初五。一早醒来，打开
微信，得知净土西藏也发生了
疫情，又得知，奉化区也出现了
首例确诊病例。紧缩的心，又疼
痛了一下，尽管，对这一结果早
有心理准备。

站 在 18 楼 居 室 的 阳 台 上 ，
望着对面的青山出神。

这几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确诊病例数增长迅速。想起，钟
南山院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说，“疫情将在 1 周或 10 天内
达 高 峰 ”“ 不 会 大 规 模 地 增 加
了”。心才些许安稳。透明的镜
片后，那双溢满泪水的忧国忧民
的眼睛，让我动容。非常时期，
我们都希望直接从钟南山那里了
解最权威的信息和判断。今天，
一位教授画的一幅名叫 《有一座
山叫钟南山》 的肖像画，在朋友
圈被刷屏。84 岁的钟院士，继
17 年前的“非典”之后，今天
再次临危受命、抗战防疫前线，
人民给予了他最高的荣誉：共和
国脊梁。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刻，
我们都需要英雄，此时此刻，钟
南山是英雄，医护工作者是英
雄，部队官兵是英雄，千万个无
名志愿者是英雄。

病毒肆虐，武汉是战场，医
院是战场，“若有战，召必回，
战必胜！”全国 6000 多名白衣战

士，发出铿锵有力的誓言，危难时
刻，主动请缨，义无反顾奔赴武
汉。武汉协和医院第一批感染的医
护人员，出院后，唯一的愿望就是
再回前线救死扶伤，“与同事换一
换，减轻他们的压力。”人心都是
肉长的，想一想之前一小部分患者
及其亲属，以一己之心制造种种医
患矛盾，此时此刻，是否汗颜？

在英国读书的女儿联系我，说
英国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中国大陆的
航班。我说并不奇怪。武汉病了，
湖北就病了；湖北病了，中国就病
了。疫情发生地不管是武汉，还是
别的城市，对于别人来说，就是中
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有了强
的国，才有富的家”，这首歌，唱
出了国家这个大家和家庭这个小家
的含义和关系。

武汉封城了，封城只是对付病
毒的手段，武汉的人民并不孤独。
且不说白衣战士置生死于不顾，日
夜奋战在抗疫第一线，从中央到各
地政府，都争先恐后向武汉人民伸
出了温暖的双手。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到武汉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
作，提振武汉抗疫的信心；各地的
捐款捐物源源不断汇聚武汉，为这
个英雄城市加油：财政部紧急下拨
10 亿元资金，民间善款捐助 19 亿
元，联想集团捐赠火神山医院所需
所有 IT 设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募集 340 万套防护服，山东数百吨
蔬菜每天源源不断运送武汉⋯⋯疫
情无情，人间有爱，武汉同胞一定
能感知这份血浓于水的爱心。

疫情的传播直接、迅速。我们
都是社会网格的一员，所能做的就
是尽量不出门，不走亲访友，做好
安全防范。今天，我的父亲在朋友
圈发了一条微信：“春运不参与，
春耕已开锄”，配上他在田野松土
的 照 片 。 78 岁 的 父 亲 精 神 矍 铄 、
身板挺直、行走如风，喜欢种菜，
养鸡。我们平常吃的蔬菜大多来自
父亲的菜地。父亲的鸡蛋，更是我
们姐妹的最爱。父亲来电说，明天
就要种土豆了，你快来割菜吧。我
马上来到父亲位于奉化城西岙的菜
地，收获了一大篮青菜、萝卜，加
上冰箱里的海鲜，足可以吃上一个
星期了。

进入城西岙和我的住宅时，有
村民和保安为我量体温，询问防疫
事宜。我为给义工们增加了工作量
感到不安。我是一个安静的人，这
个春节，基本宅在家里，看书，写
作，做家务。这也是我喜欢的生活
状态。有朋友抱怨电影院、卡拉
0K 厅、旅游景点都关了，这个春
节还有什么意义。他们应该知道，
不出门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是对
别人最大的尊重，是对防疫工作最
大的支持。这方面，我们已经迟走
了一步，但至少我们觉悟了。

少一份抱怨，多一份理解吧。
这样的时刻，想想那些正与疫情作
斗争的白衣战士，想想为守护一方
安宁的同胞，我们能平安、健康地
生活着，应该感恩知足。

抬头，太阳正冲破雾霾的束缚，
发出千万缕金色的光芒，照亮青山，
照亮高楼，照亮城市的角角落落。

希 望
蒋静波

春节风声寒，数天不出门，
疫情在蔓延，心绪乱纷纷。
不信谣言传，只图播真情，
洗个热水澡，病毒胆也惊。

窗口梅花笑，伴我看荧屏，
江城起妖雾，魔眼虎眈眈。
祈祷俺天使，速战凯旋归，
神武逆勇士，撒网捕瘟神。

心中涌烦闷，老酒喝一樽，
忽闻病中吟，两眼泪水盈。
三军降武汉，抗疫布金盾，
听从党召唤，我是个老兵。

为了这个称呼
洁白的岗位，忙碌也平凡，

危难的日子，冲在最前线，
开的顶风船，闯的鬼门关。
面对别离，面对病魔，
苦涩涩的差使默默地干，
金灿灿的重任沉甸甸地担。

哦，为了这个称呼，
白衣天使，豁然肝胆。

爱岗透曙光，敬业霞满天，
胸前听筒短，人道路子宽，
明知山有虎，偏偏上虎山。
心存坦然，心存无畏，
阴森森的疫情细细地探，
悲切切的呻吟呼啦啦地散。

哦，为了这个称呼，
白衣天使，拥抱春天。

居家小唱（外一首）
俞广德

（一）

如果一行句子能发出蓝光，
能够在深夜鹦鹉洲大桥上

不停闪烁，运送那些发着低
温的躯体

那么我愿意驾驶这样的诗行
星夜穿行

如果一首诗，能够变成一座
医院，一个句子

能变成一道墙
甚至一个个词，能变成砖石
我愿意像建筑工人一样日夜

垒砌

或者它仅仅只能变成一张病
床、一件防护服

一只口罩
我也愿意日夜编织

但一首诗只能是一首诗
它替代不了此刻灯火的闪

烁，那些渴望救治的眼睛一样的
闪烁
它也替代不了长江的呜咽，

一座城池滞缓的脉搏和它
发着低烧的体温

（二）

这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一
只只口罩、护目镜、救护车

是药品、病床等各种医疗设
施

是厚厚的防护服后面坚定、
冷静和从容的目光

这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科
学和理性

是更透明的信息，
是行之有效的规范和秩序

但一首诗无法做到
一首诗只能是一首诗，它甚

至不如一句口号
一则短短的新闻报道

但这时候，我们仍然需要一首
诗

代替长江的呜咽
奔流和汹涌。需要一首诗，
代替我们逆流而上，在病毒肆

虐的河道，发出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低声怒

吼

（三）

我们需要一首诗，从北京、广
州、上海、宁波……出发

从无数车站、机场、码头发出无
声的征召

为即将奔赴的勇士壮行

我们需要一首诗，与子同袍，去
穿透病区的隔离墙，

去雕塑那些厚厚的
防护服里被汗水湿透的脊梁，

强有力的心跳
去描摹护目镜后那一道道舍我

其谁的目光

我们需要一首诗，为一座九百
万人留守的煌煌大城，

点燃第九百万零一盏灯火

（四）

是的，一首诗，无法把所有的人
围拢在除夕夜团圆的饭桌前

无法替年老的父母留住探亲的
儿女

甚至无法替年幼的孩子，说出：
爸爸加油

说出：妈妈，我爱你

但一首诗能够陪伴勇士逆行
能够再次见证勇气和奇迹

一首诗也许是从远离疫区的地
方出发

像一条大河的支流，细小的血
脉

但它终将逆流而上，汇聚成巨
大的洪流，

无比切近地触摸到一座城市的
脉搏

此刻，也许只有一首诗能够描
摹出

那一张张壮行书上鲜红的指纹
只有它能告诉更多的人们

它携带的密纹、体温能够穿过
谣言和病毒

准确地找到那只
潘多拉魔盒的锁孔，并且将它

长久地封印

（五）

一首诗同样也在负重前行，
去描摹那个敢于直言真相的

人，那个敢于直面灾情的人
那个第一时间赶往疫区的人，

那个吼出：
“最重的病人送到我这里来”的

人
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大医精诚，

什么又叫做：国士无双!

只有一首诗，能够替代他们，
在隔离墙的两边
在口罩和护目镜的内外，在一

座封闭大城和它
连接的祖国每一处，每一个地

方
写下：同呼吸、共命运

一首诗，最终将是一只无形的
冠冕

它终将为那些打败冠状病毒的
人隆重加冕

（六）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
木春”

灾难终将过去，英雄终将凯旋

一首诗将在欢聚的时刻独自潜
行

替代人们反躬自省：
罪恶，并不来自菊头蝠、果子狸

和穿山甲
罪恶，来自我们自身的贪婪和

欲望，灵魂里的黑
那无影灯也无法照彻的地方

此后一首诗，将变身为两种事
物：

一柄利剑，将高悬于人类的头
顶，剑铬上的铭文

将刻下“敬畏自然”四个大字

一盏孤灯，将高悬于每个人灵
魂的旷野

时刻提醒，警惕那背阴处滋生
可怕病菌的温床

警惕那被重新关闭的潘多拉魔
盒

盒子上的封条，
再次凝重地刻下“永久封印”的

字样

这个时候，
我们仍然需要一首诗

高鹏程
年三十，天沉着脸，从早上一直沉

到傍晚，也没能等来一个晴朗的除夕。
母亲显然有些失望。她第一次对“邋遢
冬至晴过年”产生了怀疑。但，这并没
有影响母亲过年的兴致，依然有条不紊
地举行祭祀，俯下身虔诚地跪拜，嘴里
念念有词，替一家人祈福。

突然，母亲侧过头来问我那个肺炎
叫什么来着。我一愣，不明白母亲的意
思。母亲还保持着跪拜的姿势，只是偏过
头来询问的样子让她看起来有点滑稽。

我说，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母亲
读了几次都读不灵清，可能她也不好意
思起身，直接说成了传染病。母亲把中
断的跪拜连续上，又拜了几拜，嘴里叨
叨了几句。

我没听清母亲到底说了什么，但母
亲一定是有所求。母亲的有所求，正如
天下母亲的有所忧。

周围零零星星响起了炮仗的声音，
间或还有孩子们的尖叫，他们的叫声里
充满喜悦。红红的烛火跳跃着，慢慢结
出了灯花，久了，像一朵玫瑰。

那天，余姚市人民医院护理部向全
院护士发出了驰援武汉的招募令，一时
间报名者有 30 多位。这 30 多位护士中
有的刚刚做了母亲，有的家里情况比较
特殊，老小都需要照顾，还有的一个人带
着孩子，丈夫不在城区，母亲的角色压
力甚至超过护士的角色，但她们毅然报
名，其速度既像冲动，又像不假思索。她
们似乎担心自己筛选不上，极力陈述自
己的理由，“我报名，白衣战士，义不
容辞。”“想当初 SARS 疫情暴发的时
候，我还在读高中。如今我不少同学报
名去前线，我也想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
力！”“我是共产党员，虽然我年纪不
大，但是我相信我可以⋯⋯”

她们的留言非常平实，看不到诗意，
也读不出起承转合，但毫不矫揉造作，值
得反复读，每读一遍都有回味，一个人的
本色和初心慢慢清晰，并像一道绮丽的彩
霞镶嵌在生命的天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采访过她们，我大胆地猜测她们对着镜头
肯定有些羞怯，与她们平时镇定地出入重
症监护室、急救室、手术室判若两人。她
们把生活的语言留给了病人，再三叮嘱成
了她们的日常，拿起别人的手习惯性地看
静脉，也是她们的职业痕迹。曾有人说，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不认识医生。可这样
的幸福谁能真正拥有？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来得非
常突然，而且症状诡异，并没有典型的临
床表现，仿佛跟人类打着哑语。就在人们
懵懂之间，它露出狰狞的面容：迅速浸入
人的肺泡，破坏肺组织，导致呼吸功能衰
竭。当钟南山院士提出这个病毒会人传人
时，疫情已形成。一时间，恐慌与恐惧笼
罩着朋友圈。圈外也一样提心吊胆。口罩
一时成了过节最重要的礼物，更有甚者还
涌现出一个又一个段子，让大家过一个像
模像样的鼠年，窝在家里慢慢吃，慢慢
喝，且互不往来。然而，段子供人一乐之

余，本不能解决问题。段子外的生活仍需
要实打实地经营。

“我是四川人，比较直爽，骨子里正
义感十足！作为一名白衣天使，这是我职
责所在。”这是魏鲜临行时说的话。大家
很希望她还能说点什么，比如对读四年级
儿子的不舍，比如对家里老人的惦 念 。
可她冲大家挥挥手，脸上挂着干净的笑
容，笑容里绽放着自信，倒是有几个小
姐妹忍不住悄悄抹起泪水。这天是大年
初二。她作为第二批援助武汉的医护人员
之一离开余姚。

让 80 后的魏鲜代表余姚出征武汉，
是余姚市人民医院党委所作的决定。因为
她更具备奔赴前线的条件，她在 ICU 主
管护师这个岗位上已有十年，几乎每天经
历着重大抢救，这个经历让她拥有了过硬
的专业技能和超强的应变能力。而且院里
有任何号召，她总是第一个响应。她去过
贵州望谟援医，还献过 4000ml 的血。作
为一线护士，冲在最前面已成为她生命里
的一个习惯性动作。

当市里领导问她有什么要求时，她说
没有任何要求。市领导说，我有个要求，
你必须平安归来。

魏鲜走后的第二天，我通过微信问她
在那边怎么样。估计出于纪律，她说，一
切消息看官方。至于她个人的情况，让我
问医院。之后，我坐在电脑前处理了一些
公务，主要是配合疫情的联防联控。相比
卫健系统，我们妇联组织发挥作用需要寻
找。很快，我们的寻找呼应了一家企业的
需求，他们因没有工人，护目镜的装配出
现了问题，而护目镜是当下医院急需品。
我们在巾帼志愿者协会的群里贴出公告，
马上得到了众人的回应，“我参加”立刻
成了群里的“高频词”。

下午，我去了一趟市中医院，里面
除了戴口罩的人比平时多了些，并无异
常。我拿了个方子，下楼取药。排队的
时候，替我看病的周医生急匆匆过来，问
我怎么不戴口罩，随后从自己口袋里掏出
塑料包装袋，用手抹出一只，我看到里面
只剩下一只。旁边有一个护士不由得惊呼
起来，说是你还这么富有？！

从医院回来后又坐到了办公室，其间
看到我卫校同学们的一些互动，她们有的
去高速道口替行人测体温，有的要做好居
家隔离者的情况监测，还有的要跑下去做
摸排工作。这几天天气特别寒冷，高速道
口一站 8 个小时，其辛苦自不必说，还有
自我防护的风险。我一个同学的老公，替
老婆想出了一套自制的防护服，把他平时
钓鱼穿的皮裤拿了出来。看来，穷则思变
的道理至今照亮每一个“窘境”。我给同
学竖起一个大拇指。

晚上八点，办公室主任给我一个通
知，市里开始征集有医学经历的人。我
说，把我报上去吧。我认真地填写了我从
医的相关情况，尽管离开医院已有二十几
年，但基本的操作，我觉得自己没问题。
我愿意与逆行者同行。我想，这不仅仅是
我一个人的心声。

与逆行同行
干亚群

我从没见过什么，比雪更白
的事物

就像我
从未见过死神。那些身穿白

大褂
守护在人间的是天使
他们奔走
在武汉、在黄冈、在鄂州，在

神州大地
每一家医院
当新型冠状病毒，袭向你我
这个世界
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只只口

罩

还需要更多的
洁白，扑向大地。多勇敢
它们坚持
并默不作声，覆盖着一切
正在越冬的动植物。甚至明

知道
下一刻
或许会融化。就仿佛所有的

雪，都习惯
在黑暗即将来临时
将那天堂，积攒了无数年的

白
统统降落下来。不曾回头，或

有一丝犹豫

比雪更白的事物
叶海

近期，网上流传着一段宁波
老 话 顺 口 溜 ：“ 眼 睛 挖 开 电 视
机，剩羮冷饭热热其。阳台面前
脚伸伸，朝北窗门张一记。哈欠
打打看手机，朋友圈里瞄一遍，
爹头娘脚讲两句。脚底生痒想出
去，一听新闻吓煞先，转来转去
沙 发 里 ， 还 是 忖 忖 夜 到 吃 啥
西。”这大概是市民对今年春节
生活的一个自嘲。

有人说，没有比今年这个春
节再清静寡淡了。春节前后，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袭，文化
娱乐场所取消一切活动，各大商
场纷纷推迟营业，加上连日阴
雨，宅居家中成为大多市民的过
年选择。如此一来，微信朋友圈
便有了各种逗乐：“今年过年不串
门，串门只串自家门，客厅门、卧
室门、厨房门、厕所门。”“这个年，
能出来见个面的都是生死之交，
能出来打个牌的都是亡命之徒，
能出来约个会的绝对是真爱！今
年过年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不来
我不往，我去了你紧张，你来了我
心慌⋯⋯”大家心领神会，大门不
出，二门不迈，性命要紧。

手机自然成了对外联络的重
要工具。一早醒来先看信息，除
了亲朋好友间的拜年，更多的是
疫情及其防控措施情况。初二一
大早，所在小区楼群跳出信息，

“东子”发了一条温馨告示：“为了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根据
业委会要求和相关部门规定，小区
实行紧急封闭式管理，业主刷卡进
出，访客以及外卖快递人员实行登
记测温进入，感谢各位业主的支持
和理解。”自从去年换了新物业公
司，热心、负责的业委会代表、同
一幢楼的邻居“东子”，组建了这
个微信群，一幢楼，三个门洞，三
四十户邻里，开始有了线上联络，
偶尔互通一下社区信息，多年的

“熟悉陌生人”终于有了一个交流
平台。

乍看到“紧急封闭式管理”，
心里一惊：难道小区出现了疫情？
下意识地透过客厅玻璃窗往外看，
窗外出奇安静，除了瑟瑟寒风和飘
洒阴雨，没有一点动静，小区道路
上也少见行人，就连往日嘈杂枝头
的鸟雀也不见了踪影，整个小区像
是沉睡一般。

不久，楼道微信群又跳出一条
消息，邻里“雪山飞狐”称，她早
上买菜回来顺便去找了找某某某号
门牌，还提醒大家“警惕”。呀，
那 幢 楼 就 在 我 家 旁 边 ，“ 雪 山 飞
狐”为啥要去找那个楼道？难道背
后有什么隐情？

就 在 大 家 纷 纷 猜 测 时 ，“ 东
子”发上一帖，原来那幢楼一户人
家有个孩子在武汉读大学，一放寒

假就回到自己家里。因为户口在这
里，居委会干部“顺藤摸瓜”找到
他们，要求全家做好防控措施。而
同一楼道楼上一家也有人年前从外
地返甬，回来已自觉在家留驻观察
七天，为慎重起见，昨天特意去医
院拍了肺部 CT，结果出来了，正
常。

本以为病毒离我们很远，想不
到“隐患”就在身边。幸好虚惊一
场！大家提起来的心暂时放下了。
楼群重新恢复平静，宅在家中的人
们这下更不敢出门了。

沉寂了一会儿，邻里“自明不
凡 ” 发 声 了 ：“ ‘ 新 冠 ’ 肺 炎 来
袭，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待在
家里别出去了，2020 春节档电影
都在这里，请收藏。”接下来是电
影的片名及链接，有 《囧妈》《姜
子牙》《乔乔的异想世界》《唐人街
探案》《熊出没》《叶问》 等十部影
片，还有谁谁主演、获得什么电影
奖项等信息。“宅居家中的你，只
要一点链接，拿着手机坐在沙发上
就可享受电影带来的乐趣。”群里
一片点赞，感谢“自明不凡”送来
的精神食粮。

惊 心
大漠

妈妈去哪里了？（漫画） 王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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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的路 常常堵道
如今空空荡荡 只有风在奔跑

风带着天灾 带着人祸
风带着面具 带着口罩
风带着忏悔 带着警告

风带着重生 带着号角
奔跑奔跑呀 奔跑奔跑
千难万险呀 奋勇奔跑

家家户户 见面微笑
如今关门落锁 只有风在问好

风带着蔬菜 带着粮食
风带着鲜味 带着调料
风带着温暖 带着光耀
风带着明天 带着捷报
奔跑奔跑呀 奔跑奔跑
千山万水呀 奋勇奔跑

风在奔跑
吴百星

众志成城（书法） 方向前 定风波（篆刻） 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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