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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我不想死，我是劳累的妈妈，
家有儿女初长成，
有总也写不完的作业、学不完的芭蕾，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我是儿子的爸爸、爸爸的儿子，
上有老，下有小，
在家顶梁柱，出门英雄汉，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我是班主任
班里的孩子在等我，
等我在春暖的季节带他们去听花开的
声音。
我不想死，我是忙碌的电脑程序员，
编程、代码、架构、软件一大包，我还年轻，
人生刚刚设计，事业还没开发。

我不想死。
我是你是他也是，
聪敏机灵勤奋敢拼的湖北人，
见多识广世事洞明的老武汉，
司门口的拐子洞庭街的女将，
红钢城的丫头钟家村的苕货，
是长江汉水泡大的武汉伢，
是不信邪不服周的武汉伢，
大江胯下走，黄鹤掌上飞，
走啊走三镇，唱啊唱两江，
琴台汉街晴川阁，千遍万遍逛不够，
面窝豆皮热干面，千顿万顿吃不厌。
鹦鹉洲的芳草江滩的鸥，
珞珈山的樱花东湖的柳，
我没看够啊没活够，
病躯已憔悴，喉咙已喑哑，
泪水已流干，我流浪的灵魂正飘然，
我不想死啊不想死。

你不能死，你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亲人，
你早出晚归勤扒苦做，
是这个城市的建设者、美容师、快递哥，
高楼大厦是你建，公交地铁是你开，
地沟水道靠你掏，外卖点单靠你送。
失去你的这个世界没有血色，
失去你的这个城市没有心跳，
你还没能，没能享受生活的欢笑。
你不能死，我的同志我的搭档我的朋友，

你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是这个城市的设计师、管理员、服务生，
是这个社会的召集人、交通警、裁判员，
你的职责是拯救是扶助而不是先死，
你的任务是负重前行是赴汤蹈火而不
是逃亡，
村里的孤寡残幼在等待你温暖的叩响，
街道的沉沉夜空在翘盼你灿烂的点亮。
你是寒夜里的炉火黑暗里的灯，
失去你的这个夜晚不再明亮，
没有你的这个城市少了温度，
你要等待，等待万家灯火给你的点赞。
你不能死啊不能死。

你不该死，
死神无情，生命无价，
扛得住的是病魔，扛不住的是折磨，
比愚钝更可怕的是迟钝，
比冷风更寒心的是冷漠，
大灾就是大考，
是人性的测试剂，是良心的温度计，
是党性的试金石，是作风的体检表。
假如，假如痛苦的背后仍然痛苦，
假如，假如心酸的里面还是心酸，
假如，假如无望的前头依旧无望，
你的放弃又有什么意义？
在生命面前，一切理由都不是理由，
在死亡面前，一切解释都苍白无力。
莫要绝望，不要放弃，
麻木总会清醒，冷漠终将回暖。
咬牙坚持，再咬牙，再坚持，
越过生命的零度就是春暖花开啊，
你不要死！

你不会死，你不会死。
长江报警，武汉告急。
北京，北京！这里是湖北！这里是武汉！
长江，长江！这里是中南海！这里是全中国！
北京的声音温暖凝重，字字滚烫，句句千钧，
中南海的灯光彻夜不眠，聚焦武汉，照
射全国，
传达的是意志，传导的是温度，传递的
是信心。

冲锋号响起，信号弹升空，人民战争起狂澜！
全党总动员，全军总动员，全国总动员，
全民总动员！
白衣战士向武汉报到，救援物资向疫区奔驰。
生命高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我要报名！
与病毒作战，与死神抗争，我要参战！
我是党员我先上！我是干部我先上！
我是军人我先上！
我从汶川走来，我要回报社会，让我去！
我是90后，轮到我们担当了！
妈妈要去打怪兽，去救小朋友……
病人需要你，爸爸支持你，注意安全。
救治好患者，保护好自己，我的女儿！
听妈妈的话，值好国家的班，我的乖儿！

“平安回来啊王月华，我爱你！”
“我要你平安回来，赵英明，我保证做一
年家务——”。
等你平安归来，我就娶你！
……
铮铮誓言，是用汗水和泪水浇铸的英雄
群雕红旗谱，
凡人金句，是这个季节最动心最走心最
暖心的报春花。
穿上了军装就选择了战场，
当上了医者就要有一颗仁心，
变成了天使就不害怕魔鬼！
全中国的爱心向武汉出发，
全世界的口罩向中国集结。
火神山烈焰如飚，
雷神山风驰电掣。
精神的力量制度的力量科学的力量，
筑起我的中国最坚强的铁血长城，
伟岸的娇美的坚毅的疲惫的防护服，
构成这个时代最美丽的中国风景。
坚持，再坚持！
挺住，再挺住！
悲怆里的中国发出生命的呼唤，
口罩里的中国发出抗争的呐喊，
泪水里的中国扬起生命的风帆！
相信春天，相信中国，
再创奇迹，再写史诗。
走过去，生命像花儿一样开放，
走下去，天上太阳正晴！

湖北 一个多么好的地方

只要你想想那些地名

秭归 当阳 保康

黄梅 赤壁 钟祥

孝感 仙桃 天门

尤其是我的老友野夫

生与斯长与斯的

恩施

很多年以来

我都一直想为这个地方

为这两个字

写一首赞美诗

但现在我只想

老天也应该施恩了

至少要对得起

它所赐予的

这些吉祥的地名

无题
□潘洗尘（云南）

文艺战疫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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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挺住

万物悲戚，这个夜晚不适合写诗
我却偏偏一笔一划，用刀刻
要让每一个字都产生歧义，悲伤都是无
中生有
传染都是无中生有，病毒都是无中生有

而事实上啊，每一个刻痕都布满血迹
每一笔都挤满了坚强、挺住
每一划都流动着泪滴和汗水
那支比钢还强比铁还硬的笔哟

多想我的笔尖充满柔情蜜意
武汉安好！北京安好！中国安好！
人民安好！友情安好！家庭安好！
雪白的纸张开满艳丽的郁金香

事实上啊，这个夜晚真实得可怕
我用孤独在内心问候
用胆怯在微信上战斗
神啊，虚拟一个写诗的夜晚吧

你好，玛丽娜

眼前的日子，需要这样的虚构
你好，玛丽娜
一个能够抗病毒的名字
一场跨境的爱情

缓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我们都是两个平常的人
你在地球的西部
我在地球的东部
我们在爱情这个事件相遇
在这前面，有武汉的疫情
有封城的事件和中国春节
有举国的动员和大爱
无私无畏的白衣天使
胆大妄为的冠状病毒
我们是两个渺小的人
小到病毒不能发现

你好，玛丽娜
我们在一个很小的空间恋爱
却没有说一句情话
你有一个很小的理想
乘坐华盛顿的专机
把你送到我重庆的乡村老家
然后举行一个很小很小的婚礼
遵循你父母的习惯，席桌为素宴
按照我父母的要求，拜天地君亲师
你在给闺蜜的微信中写道：
这里空气清新，村民健壮
牛羊成群，鸡鸭悠闲
姑娘比纽约漂亮
……

致敬
墙壁和灯是白的

衣帽和口罩是白的

床单和输液管是白的

满眼涌动着白色的浪花

重症室是暗流涌动的海洋

需要排毒的患者，正

无力地泅渡

日夜奋战的医护者

是水手也是船长

彼此的心，拧成一股绳

协力为脆弱的生命掌舵

忘记随时有一同葬身

海底的凶险

看一段疫情一线的视频

想象的海水，溅湿了

眼睛

我默默地，把心捧过

头顶

致敬

战疫
“这不是一座城、一群

人的战役，

而是我们所有人的战役

我们都是彼此的坚强

后盾！”

——画家海报设计上

的这句话

如黑夜闪电，瞬间

照亮逆风独行者眼前的路

也强烈震颤了众多凭

窗旁观者的心

这哪是一张海报？

看那五星红旗底色的

晴空

爱心十字织成的中国

地图

分明是一个世界的窗口

我激动探身，刚好看到

两位医生走过，厚重

的防疫

护目镜，挡不住坚定

的目光

如月光澄澈，也像日

光闪烁

那擎起的拳头，正是

无声的呐喊

如春雷在头顶，轰隆

隆滚动

子夜
空阔街道上散步的清风

已回家

楼顶上好奇眨眼的星星

已酣梦

她瘦若清风，靓如晨星

可既不能回，也不能睡

医疗室旁的护士站才

是港湾

一把木椅，如亲友

可以卸下日夜连缀的

紧张

消解白衣皱褶千道的

疲倦

她和她的医师们，不

是打仗

而是打球，与看不见

身影的对手

零距离博弈，为躺倒

的患者

力争抢到每一个球

拼得奔向胜利的每一分
无法离开，随时都有
加时赛

此时，天地静寂，短暂
小憩
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没有浪漫的月光爬过
窗来
她低头，迟疑着，解开
外衣胸扣
让早已汗湿的内衣，
透透气

向疫而行
呼啸而过的，是生命
的列车
抢道横行的，是恶魔

般的病毒

医务人员、志愿者、警

察……

不是追风者，而是逆

风行者

他们纷纷迈开追赶火

车的步伐

奔向没有硝烟的火线

我看到鼠年春节最美

的风景

不是梦幻天空的烟花

而是那义无反顾的背影

武汉，生命在呼唤
□刘汉俊（北京）

这个夜晚，不适合写诗（外一首）
□姚彬（重庆）

义无反顾的背影（组诗）
□彭桐（海口）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春之前
严冬还要持续多久？
那些人挖掘的深渊
有多少幸存者能够爬出？

青藏高原也有人被感染
还有什么地方能安放悬着的心

这最后一缕阳光，最后的一刻
最后一只口罩，最后一滴消毒液
都高悬在幸存者头顶
不要深呼吸，你
只能在他人的辐射中逃亡
在最坏的日子里，有人正提炼
可以歌颂的红晕，有人
在卑微地孤独

唯有勇敢而仁慈的心哪，在刀尖上行走
他们是洁白的纱布和云朵
在祷词中获得深厚的福泽

“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
颂歌，还为时尚早，空气中还
弥漫着硝烟
你只需写下：人类
——你必须有所敬畏

你必须有所敬畏
□钟渔（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