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你们！
恍若十七年前那熟悉的身影。
一色的白盔白甲，
一样的行囊表情。
我们，甚至分不清你和他、她，
但，这有什么要紧？！
你们，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援鄂医疗队，
你们，有一个统一的方向：逆行。
在成千上万的人离开时，
你们却选择了挺进，挺进，挺进！

历史将定格：庚子年开门，
一个多么特殊的时辰。
此刻，除夕的红灯挂起，
此刻，新春的爆竹炸云。
没有仪式，没有慷慨陈词，
你们，却如战士般出征。

告别，山山水水的故乡，
告别，老父老母的忧心，
告别，三岁娇女的挽留，
告别，爱人眷恋的眼神。
那么习以为常、义无反顾，
那么坚定坚毅、从容自信。
在众多的职业选择中，
你们定位了奉献的人生！
在自然的顺时针转动中，
你们却选择了生命的逆行！

当一种灾害降临，
当一种风险面临，
当一种考验来临，
当一种威胁濒临，
中华民族，总有：
挺身而出的人，

舍身成仁的人，
处变不惊的人，
大爱无疆的人，
为国捐躯的人，
视死如归的人。
国有难兮，岂顾家？！
人有险兮，何惜身？！

此刻，我身处江南水乡的一个小村，
书写着朦胧的忧虑的凌晨。
请原谅，我们的身体没有与你们同在，
但我们的目光却时刻与你们同行。
因为，中国，是我们大家的国，
因为，鄂人，是我们的同胞亲人！
背靠着强大的祖国、无畏的人民，
我深信：冠魔必灭，武汉必胜，中国必胜！

“地铁也停了，公交也停了……几乎什
么都没有”

“有些画面看起来像电影场景，空无一
人的街、
临时封闭的城市。但我们都知道，这
不是电影”

“我看到的，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力量
让这个城市运转，特别感谢那些仍在
坚守岗位
让这个城市正常运转的人，那些工作
在最一线的医生”

“即使城市封闭，我知道我们也不是一
座孤岛……”
——我看到一位困在这座城市的诗人
转发了一位武汉up主制作的武汉城市
实景。
我相信他们以潸然回应着我的点赞：
——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如有需要，我自愿报名申请加入医院的
各项治疗病毒性肺炎的活动
不计报酬，无论生死！”
——我看到华科校友圈几天前的微信
华科同济医院第二批志愿报名已满员
我的心很久没有这般战栗

“爸爸要像奥特曼一样去打怪兽了，
你要等爸爸胜利回家”
医生爸爸首先要成为5岁娃娃眼中的战神
医生妈妈记住了女儿的叮嘱：“
你给我们买的口罩，你也要戴好呀，
不要传染呀，要多吃饭身体好啊，
等你回来我们再吃一次年夜饭。”
一位女医生写下现代版的“与夫书”
何其悲壮。悲壮的
重症隔离病房护士们：“肯定怕，
但必须坚守。我们如果不冲上去，
谁冲上去呢？”她们平均年龄
只有25岁，有的白衣天使在发热病房
坚守了432个小时，有的医护人员
穿着防护服日以继夜，手被汗水浸泡
变了形

还有的12小时没摘下口罩，她们最奢
望的
仅仅是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我看到
天使不是神话，而神话就是身边的现实

我看到——
在武汉善缘义助志愿者服务队倡议下
已有4000多名车主自发加入医疗支援队
免费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一位私家
车主说：
相比医护人员的付出，他们做得还远
远不够
我看到——
除夕夜，几百酒店人成立了“武汉医护酒店
支援群”，自发为医务人员提供免费住宿：

“他们太辛苦了！我们想让不能及时

回家的

医护人员就近好好休息一下。”

我还看到——

大年初一，一位武汉诗人朗诵自己的诗

给网友拜年：“我的母亲对着那些兴冲冲

喊她出去的人/又是摇头、又是摆手”

他说：母爱是永恒的主题

……

其时，我们都已看到，

——告别孩子告别爱人告别战友

这个除夕，最可爱的人出征了

三军医务工作者驰援武汉。

农历正月初一，

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吹响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号角。

我看到的，天下人都看到了

这是一场气吞山河的全民抗战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见《诗经》之《国风·秦风·无衣》。）

多像一个叛逆词——
不听话，不入流，不顺势
不……
一座江城，一种新型病毒
让你们就是这样，心里
想着“不”
口里说着“不”，脚上行
着“不”

封城了——

别人一心想逃离这座城
而你，一心想冲进这座
城里
冲到没有硝烟、不见敌
人的战场
你明明知道
与新型冠状病毒抢夺生命
是一场硬仗，和另一场
硬仗
还是踏上通往战场的
列车
逆行者的身影，义无反顾

“我总的看法，就是
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
武汉。”
说这话时，你——
眼神坚毅，语气坚定
可你转身就匆匆挤上了
开往武汉的高速列车
年逾八旬的老人，临危
受命
又一次扮演了关键角色

“如果我出了事
不会给医院和国家找
任何麻烦
我作为医学战士
死在战场上，死得其所。”
有谁会相信，这是 94
岁耄耋老人
奔赴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战场前
的铿锵誓言，尽管声音
纤细、柔弱
却响彻大江南北

“我个人的身体不重要
你说我这一辈子，为了啥？
我，不就是为了几个病
人吗？

86岁的老人，从医六十载
有谁数得清“几个”到
底是几个呢？
是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是谁
但所有人都知道，你为
了谁

已经踏上返乡过年的
旅程
得知医院发医疗支援
的号召
你第一时间下车返回
武汉
成 为 一 名“ 逆 行
者”——

“大家都在战斗，只有

在战场上，我才能安心

过好年！”

除夕夜的星光，隐隐闪耀

冲锋号吹响——

战友们，从四面方奔赴

武汉

就要上战场了，你没有

豪言壮语

也不懂什么才叫誓言

“别告诉我妈妈，怕她

担心我”

就算做你临行前的誓

言吧

哪有岁月静好，不过是
无数老老少少的钟南
山们负重前行
扛起所有人的希望和
生机

“我们无法背着你走过
沙漠
会一直扶着你，看你走
下去……”
最伟大的力量，莫过于
人心的力量
武汉！加油——
封住的只是病毒
打开的，是大爱之门
无数逆行者，正向这座
名城走来
中国！加油——
所有困难，亿万万中华
同胞一起扛！

每当人民需要的时候，
总有你走来；
每当祖国呼唤的时候，
总有你走来。
每当黑暗来临的时候，
总是有你在；
每当危难发生的时候，
总是有你在。
你是光，你是爱，
你用生命驱除所有阴霾；
你是光，你是爱，
你用生命送走一切悲哀。
你是光，你是爱，
你是天地永葆博大胸怀；
你是光，你是爱，
你是日月焕发不朽光彩！

针尖凝聚力量
点滴传递坚强
万顷大爱入长江
愿我的亲人无恙

愿你无恙，愿他无恙
我们心手相牵
真诚守望

病房连着心房
自强紧握坚强
十亿脊背挺成梁
愿我的祖国无恙

武汉无恙，中华无恙
我们携手并肩
拥抱吉祥

愿你无恙，愿他无恙
武汉无恙，中华无恙
我们携手并肩，拥抱吉祥

与口罩一起过年，
嘴边的“拜年”被咳得七零八落，
能听明白的只有“保重”。
城市与城市之间打了封条，
雪花、雨滴、落叶都有了籍贯，
一只蚂蚁爬行也有了戒备。
邻里之间门与门隔离，
小区拉起了警戒线，

陌生面孔和外来的口音就此打住。

七大姑八大姨定好的餐聚，

取消了。有丧从简，简到几百字，

从生到死。有喜推迟，无承诺，

或者春暖花开，或者，或者。

街道的冷清比季节的凛冽，

更让人窒息。这是不得已的选择，

也是最有效的选择。

谁也不愿意过年是这个样子，

假期都延长了，在家多呆几天，

比出门遇上庚子年的蝙蝠，

安全。上不了前线参战，

就别出来添乱。有人惦记就够了，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与口罩一起过年
□梁平（四川）

中华无恙
——写在全国人民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之际
□王国平（都江堰）

你是光，你是爱
——献给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的广大医务工作者
□丘树宏（广东）

文艺战疫作品选登
2

武汉
挺住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老房子（成都）

生命的逆行者
——致援鄂医疗队

□陈崎嵘（北京）

逆行者
——致敬奋战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邵悦（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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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戴上了口罩
大地屏住了呼吸
飞鸟不停地鸣叫，驱赶
空气的侵袭

莫用时间和距离丈量
亲情友情
隔离自己，保卫人类
心底的那个爱永远不
会腐烂

用阳光酿一壶酒，灌醉
白昼
用月色沏一壶茶，清醒
黑夜
世界总是睁大着眼睛

龙的信念
春天开动强大的马达

世界有一条绿色的根
在蔓延
梦也变绿，澎湃在爱的
江河

勿须牵手

口罩就是语言

眼神交流着龙的信念

任何瘟神都会被中华驱散

医生、护士、病员

所有人都是战士

城市、乡镇、村庄

所有场合都是阵地

不挖战壕，不吹冲锋号
都能在红色旗帜下集结
都会在国歌声中勇往直前

向前，向前
神州大地处处见晴天

世界总是睁大着眼睛
（外一首）
□何苾（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