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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晚上8点，法国总统马克龙发
表电视讲话，宣布全国“禁足令”从原定的4
月15日延长到5月11日。届时，全国将逐
步复工复产，逐步开放托儿所、小学和中
学，但酒吧、咖啡馆、餐馆、电影院、音乐厅
等公共场所5月11日后将继续关闭。终于
看见法国疫情走势趋好了。

据当地网络统计，13日晚间，法国在线
的电视观众有94.4%在看马克龙电视讲话，
收视率创历史新高。在马克龙讲话的那20
多分钟里，巴黎自来水用水量突然下降50%。

自从法国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以来，
关于佩戴口罩的争议不断。法国内政部长4
月9日要求巴黎南部索城（Sceaux）的市政当
局撤销强制居民戴口罩的政令。行政法院
随即下令撤销索城这一口罩政令，法官认为
该措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合理的，严重
侵犯了基本行动自由和有关人员的人身自
由”。但马克龙在4月13日的电视讲话又说

“口罩对防护病毒很重要”。看来，这个口罩
论战还将继续，就看谁笑到最后了。

法国本土的疫情还没有控制住，海上
又传来了让人揪心的消息。法国国防部4
月10日发布的一份公告称，“戴高乐”号航

母上有50多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3名船
员被飞机紧急撤离送往法国本土医院。12
日下午，“戴高乐”号航母回到母港法国土
伦（Toulon）军港。

孤独和病毒，谁更致命？首先说一下数
据，全法国有60万多老人住在7000多家养
老院里，另有40多万名相关从业人员。其
实，社会养老模式真的很好，对老人来说生
活有保障，对年轻人来说工作生活无后顾之
忧。因为疫情，3月11日法国卫生部下令，
所有养老院禁止外人探访。有专家批评养
老院禁止探访的做法“不人性”，认为在严格
遵守卫生条件的前提下，没有理由禁止探
访，尤其是临终探访。

据法国电视一台4月10日的晚间新闻报
道，在遭遇特大火灾将近1周年之际，巴黎圣
母院举办了耶稣受难日活动。巴黎大主教奧
佩蒂特在10日的仪式上表示：“在‘半废墟’的
大教堂内部的中心举办仪式是想传达‘希望的
信息’。复活节象征着生命比死亡更有力。”

再说说在法国强制安装受感染人员跟
踪软件。不管赞成还是反对，强制还是自
愿，总体来说，法国民众并不太相信这种追
踪App的有效性。但也有理性的声音，认为

任何国家紧急状态、卫生紧急状态都限制
了个人与公共自由，同意且有理由同意这
样做，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他人。在
我看来，在任何重大事件面前，民主与自由
的前提都应该且必须是敬畏生命！

疫情下更显示出贫富的差距。4月13
日马克龙在电视讲话中提到，疫情中，很
多平民阶层的孩子，由于条件有限，失学
期间没办法得到相应的支持。从4月8日
电视新闻中看到，经济较好家庭的孩子们
禁足宅家，玩着网络游戏、上着各种网络课
程，而一黑人少年男孩，最终在慈善机构
的帮助下，才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

法国的春天在鲜花的装扮下更加美
丽。11日，电视台播放了大巴黎区91省一
家种植鲜花的农场。疫情发生后，市区的
花店全部关闭。无奈的花农们只好带着一
束束鲜花求助各大照常营业的超市，希望
能给个销售鲜花的摊位。还有做善事的花
农，将许多滞销的鲜花放到各处陵园。

在2020年特殊的时期，我们应该不分
国界，不分种族，紧紧团结在一起。因为我
们有着共同的愿望，希望这个世界健康、美
好、平安！

我们都想过了
那古老的手杖也在下雨
体内的路不会将我的看见
带给对方
你的目光像一个圣洁的太阳
从中国东海岸
到美国西海岸

爱已成诗

我的爱已成为诗歌
可以作为一朵白云
我那些经过遗忘的第几次
也不愿到任何一天
也同样能完成
一个今人认识的人
被古时的秘密揭开面目

一望无际

可这些其实都不存在
我的期待仍在到处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一起寻找电影
我的期待将是一望无际
我的诞生不再是忿忿不平

燃烧

说他们所创造的是
共同的悲剧
为了一种品质
在年轻的路上
是这痛苦的时间
仍将燃烧
这里怎么来做
我在这儿看着我
只有你尚不在自己的心里

怯弱的心

既然你是诸种元素的衍生物
既然你要管住那颗怯弱的心
迎面的一个灯
从每一座山取一个
一个人的世界里游泳
有着快乐的声响

火苗闪烁

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越过灯光下
不要在那里踱步
如一颗星咬在平台
古怪的呼叫
仿佛就是火苗闪烁
这意思是此时正黄昏来到
在梦中飞回去
我的灵魂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作为敏锐于时代、具有家国情怀的诗
人，其使命与价值须臾不可游离于重大的
现实事件。

庚子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蔓延。突

发疫情，无不牵动诗人敏感的神经；大爱行
动，无不振颤诗人灼热的心扉。曾在抗击
非典中关注生命振聋发聩的诗人丘树宏再
度发声，一气呵成创作出《你是光，你是爱》
《祖国在，武汉不会流浪》等作品并制作成

歌，唱响神州，激励八方。
疫情暴发、武汉封城后，一

些回家途中的武汉人处于流浪
状态。1月26日，武汉人伍宜
成一家开车“流浪”到了广东湛
江，受到热情接待，一家人有了
临时依靠的“港湾”。

丘树宏在《祖国在，武汉不
会流浪》的创作谈中写道：“这
个事情让我的心灵震撼不已，
我不禁联想起去年那部著名的
电影《流浪地球》。我想，地球
可以流浪，然而作为我们的兄
弟姐妹，包括任何国家的人民，

在苦难到来的时候，都不能流浪，在中国，更不
会流浪！带着这种心情，1月28日年初四晚
上，我写出了诗歌《祖国在，武汉不会流浪》。”

2月6日，易茗完成了《祖国在，武汉不
会流浪》的简谱。作为武汉籍的音乐人易
茗，在疫情发生时一边关注疫情，一边担心
隔离中的父亲。“《祖国在，武汉不会流浪》，
这，不正写出了我内心的期盼吗？”焦虑万
分的易茗深受感动。

听，一个默默在家等候亲人归来、等待
疫情好转信息传来的动人音乐形象从旋律
中渐渐走来。默默支持，禁足等待，也是战
胜疫情不可或缺的大爱和力量！

其实，丘树宏也是一个抗疫的“逆行
者”，不管是非典期间，还是在新冠期间，他
同样是战斗在基层第一线的组织者和参与
者，正因为如此，丘树宏才有这样高的站
位、这样强烈的责任感和这样接地气、入人
心的优秀作品。

全球战疫文艺作品专辑

法国“禁足令”延长
□程永伶（法国）

小封的诗

手杖也在下雨
□小封

一位诗人的抗疫心路
□黄刚（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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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您好：
经中国银保监会德阳监管分局批准，华夏银行德阳绵远路

社区支行（地址：德阳市绵远路与凉山路交汇处东南角 8 号楼
1-2/1-3号）于2020年3月16日终止对外营业。如需办理相关
业务请前往华夏银行德阳支行（地址：德阳市旌阳区庐山南路一
段2号）办理。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敬请原谅！感谢您的
理解与支持。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2020年4月18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