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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必胜
马玉昌

三山圣火雷神镇，阻疫伏魔护万民。
汉水凝波黄鹤泣，名楼翘首楚天吟。
中枢号令能征将，各地驰援善战军。
妙手回春开泰日，熏风拂面暖身心。

天佑中华
姚书银

天使降临必暖心，佑泽百姓护忠魂。
中枢颁令魔瘟散，华夏康宁万户春。

鹧鸪天·打赢疫情阻击战
卢信寅

武汉疫情举世惊，中流砥柱展雄风。白衣天使冒危险，赤胆精兵敢
打赢。

集众力，救苍生。全民参战党旗红。联防联控除魔怪，横扫阴霾现
碧空。

终信
田计海

沁园春雪扫尘埃，威镇山河降疫灾。

请战华佗黄鹤聚，火神铲恶手擒来。

五绝·战疫情
谷雷

武汉毒烟起，白衣迷彩临。
同心除瘴气，合力送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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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孟广臣老师
周诠

今年元宵节，是孟老师去世三周年
的日子。早上六点钟，我跟昭旭兄联
系，想到周四沟他父亲的坟前，给孟老
师送上一束鲜花。可惜，他既没接电
话，也没回信息，就像前一天晚上那
样。我知道，新冠病毒肆虐，各村严密
防疫，这个时候进村多有不便。

三个小时后，昭旭兄的微信来了，
大意是：家父有灵，定感欣慰；心里珍藏
着那份情感，挺好，不必拘泥于形式；非
常时期，各自珍重。

我无话可说，可心里总有一件事没
做成的遗憾。

晚上，望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
我走到街上，向东北方向鞠了三个躬。
在我心里，我把一束花、一包烟放在了
孟老师墓前，告诉他一些我想告诉他
的话。

我想告诉孟老师，他去世后的三年，
作为学生，我一直在写作，去年还出了一
部长篇小说。我想告诉他，好多延庆作
家和作者都在写东西，妫川文学后继有
人。我想告诉他，妫川文学基金成立了，
评出了第一届妫川文学奖，给三位作家
出了三本书，今年还要出三本书……

走在街上，我百感交集，孟老师质
朴而慈祥的面庞浮现在眼前。

我认识孟老师是在上世纪 80年代
中期，文化馆举办文学创作培训班，台
上坐着从北京城里请来的大作家（刘绍
棠、林斤澜或浩然，具体记不清了），也
坐着孟老师。孟老师当时是县文化馆
的文学创作辅导员。那时候，我在县城
读高中，在新华书店看过他的《王来运
经商记》。我认识孟老师，孟老师不认
识我，我也不敢过去跟他搭话。孟老师
认识我，是在七八年之后。1993年夏
天，我在《北京日报·郊区版》发表小小
说，孟老师看到了，非常高兴，在不久后

的一次相逢中肯定我、鼓励我，并告诉
我，他在我的家乡——花盆公社教过
书。得到孟老师的鼓励，我自然高兴，
写作的步伐悄然加快。1998年，我在
《北京文学》发表《酒胆英雄》，孟老师更
是欣喜不已，亲自打电话给我，向我表
示祝贺，并给予较高的评价。2000年，
乔雨先生主持出版《妫川文学作品精选
集》，孟老师在座谈会上说：延庆有个写
小说的，笔名叫北狼，大有前途；他能写
出《我的妻子刘德华》那样的小说，我写
不出来。孟老师如此评价我，我暗自窃
喜，感觉很爽，可也感到惶恐。会后，孟
老师找到我，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我当时说：您不写这类东西，如果写，您
肯定写得更好。我说的是真心话，因为
在我心里，孟老师是一位大作家，他无
所不能。

当然，我非常认同延庆文学界对孟
老师的一贯评价——他是延庆文学的
一面旗帜。

2002年秋天，我从县旅游局调到县
委宣传部，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文学写
作被暂时搁置起来，不要说写，读小说
都是奢侈。期间，偶尔见到孟老师，他
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苦笑着说：在写
新闻。他叮嘱我时，嘴角挂着淡淡的忧
虑。2007 年 2 月，我调到延庆报社工
作，被摁下的写作暂停键重新开启。我
多次找孟老师约稿，找他聊天，跟他谈
文学，孟老师也给予我颇多鼓励和帮
助。依稀记得，他跟我说过，《北京文
学》原社长章德宁老师曾对他说，延庆
诗人谢久忠天分好，有才华，后来不写
了，真是可惜。他勉励我要写下去，就
算工作再忙，就算当了官，也不要丢下
手中的笔。

在报社工作的九年，我始终记得孟
老师的话，坚持读书、写作。报社工作

虽然忙碌，但是有规律，更纯
粹些，期间我写了五个中篇小
说，《编辑部的事故》和《竞聘》
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时候，
孟老师欣喜不已，在电话中和

谋面时两次向我祝贺。那种祝贺，源自
灵魂深处，不是蜻蜓点水的，也不是可
有可无的，而且没有任何功利意味。

孟老师在鼓励晚辈的同时，自己也
笔耕不辍，在七十五岁到八十五岁之
间，竟也写出许多小说、诗歌、杂文，并
结集出版。每出版一本书，孟老师都认
真地签上名，送给我一本。有时候忘记
签名，我就提醒他，他一边签名，一边微
笑着说：我这个字，怪难看的。

那些年，孟老师在许多场合都说，
现在，延庆文学有“二强”（指我和郭
强），可以说后继有人了。我曾提醒他，
尽量不要这么说，这么说容易打消其他
人的积极性，他就在他的评价前加个定
语——“写小说的”，以表示他的接受和
谨慎。

那些年，我参加过孟老师的作品研
讨会，跟孟老师去三河拜访过浩然先
生，也跟孟老师和连禾老师接待过刘恒
主席。

那些年，孟老师不止一次跟我说，
延庆应该成立作家协会，为此，他多次
找文联主席，不厌其烦地说这件事，甚
至给宣传部部长写信，呼吁成立作家
协会。

时间的脚步跨入2016年。年初，我
调到区文联工作，实现了多年的梦想。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孟老师听到我调
到文联的消息后给我打电话时欣喜而
激动的声音。是啊，二十六岁的愿望，
四十六岁实现了，孟老师从心底里为我
高兴。我想去的单位不只文联，还有文
化馆，只是阴差阳错，二十年内总也
没成。

2016年夏天，在多方支持下，延庆
区作家协会成立，我有幸被选为主席。
孟老师被聘为名誉主席。那天，孟老师
的笑容无比灿烂，他的脸上绽放着由衷
的幸福，那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文学灵魂
的至美时刻。

丁酉年春节前夕，我和郭强、张义
等人代表作协拜访、看望延庆老作家，
才知道孟老师患感冒正在医院治疗。

那次看望是在区医院病房里进行的。
当时的宣传部领导也参加了探望。病
房里，孟老师躺在床上输液，看上去清
癯消瘦，略带疲惫，但是看见我们来了
非常高兴，迅速从病床上坐起来，跟我
们说话。他的语速是我们熟悉的慢，但
是依然表达清晰，饱含真诚。怕耽误孟
老师休息，我们没有过多在病房里停
留，只待了一刻钟的时间，就跟孟老师
告别了。

这一别，竟是永别！
本来，我想节后再去看望孟老师，

但是没等付诸行动，元宵节一早，就接
到孟昭旭兄的电话，得知了孟老师辞世
的噩耗。原来，头天夜里，孟老师心肺
衰竭，溘然长逝。当时，我几乎是从床
上跳起来的，感觉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
情，感觉天就要塌下来了。我心里像压
着一块铁，我带着这铁，穿过广兴街看
花会的人群，奔向元宵节花会指挥部
（宣传部领导在那里），然后去孟老师
家，然后跟作协同仁们会合，商量写生
平等送别事宜。

正月十六上午，寒风凛冽，孟老师
的遗体告别仪式如期举行。我介绍生
平时几度呜咽，难以自持，场面更加
肃然。

那之后的两周里，我心情沉重，郁
郁寡欢，多次拒绝亲友间的聚会，即便
参加了某次聚会，也没有喝酒。平日里
我喜欢喝酒，但是那些天，我喝不下去。

我甚至无法写下一些缅怀的文章。
……
一眨眼，孟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三

年了。
回忆孟老师，想起他对后辈的赤诚

鼓励和对文学的执着追求，想起他为人
的热情和质朴，许多情形历历在目，仿
佛如昨。

回到家里，我总是无法集中精力读
书，也无法按时入眠，脑子里总出现孟
老师那句叮嘱的话：

就是再忙，也别停下手中的笔！
（文章由区文联推荐）

我的抗“疫”日记
2020年1月25日正月初一夜
这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春节。

与亲人离别，我在脑海中已经预演了
几十遍，我觉得自己足够坚强，但当
离别真的到来，看着嘴上不说心里却
在为我担心的爱人和父母，抱着在怀
里撒娇的孩子，我还是忍不住泪如雨
下。大灾面前，总要有人站出来，何
况我是一名党员。命令已下，临危受
命，我必须一往无前，尽自己的微薄
之力，努力完成任务，只盼平安再
相聚。

2020年1月26日正月初二夜
凌晨，医疗队到达湖北中核国际

酒店，收拾完毕已快一点了。为让我
们得到喘息，领导让大家休息到第二
天上午 10点半再参加正式培训。来
到这里，心里顿时踏实了。很多人问
我，你害怕吗？我说我不害怕，我只
是害怕离别，害怕家人和朋友的担
心，害怕他们每天在家里无时无刻不
在紧张我的情况。我现在担心的只
是物资不够，我不怕牺牲，只怕子弹
不够充足。地坛医院的培训人员问，
你们知道现在感染的数字吗，无人回
答。武汉这里的医护人员已经进入
疲惫期，所以我们来了。

2020年1月27日正月初三夜
感染科的三位孩子妈妈没有一

个通知自己的父母，因为怕他们担

心，也害怕离别。出发前，我回老妈
家看望父母，抱着5岁的儿子，亲亲他
的小脸儿，儿子很开心，我也笑着，但
笑得终究有些勉强。毅然转身，踏上
了去武汉的路。但我却把担心留给
了父母，亲人。到了武汉，给家人视
频，姐姐哭了，婆婆哭了，爸爸妈妈哭
了。爱人认为踏上战场，我很光荣，
也很荣幸，给了我很多鼓励，告诉我
这就是你的职责，但我离开后老公嗓
子就发炎说不出话了。朋友们看到
我的朋友圈，瞬间落泪，都觉得我很
勇敢。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保护
好自己，注意安全。我笑脸回应，你
们看我是多么光荣，代表北京来支
援。请你们放心。

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我们没有
为吃穿用度发愁，国家、医院给了我
们充足的后勤保障，忽然间，我觉得
我就是换一个地方上班，踏实工作
就好。白天接受培训，我们至少要
上好子弹才能上战场，不能成为盲
目的工作者和牺牲者。严格的培
训，反复的练习，才让我们能够安全
回家。我们会视所有人为确诊对
象，做好双向防护，保护自己和他
人，不给自己找麻烦，也别给其他人
添堵。

2020年2月4日立春夜
今天立春，春天已经来了。从北

京离家已有 10天了，我没有害怕、畏
惧、恐慌。因为我本就是感染科的护
士，虽然科里不收治甲类传染病，但
平时我们也会面对不同原因发热的
患者，日常均会采取防护措施，在医
疗操作的时候也会注意防止交叉感
染，更不用说现在有着更为严格的防
护措施。在这里工作虽然比往常风
险更大，但投入工作后，一项项操作、
一个个病人、一圈圈巡视，已经让我
忙得忘了时间。我们不仅要穿着厚
重的防护服扎针输液，也要为不能自
理的患者提供生活照顾，还要为焦虑
的患者做心理上的疏导，来平复他们
不安的情绪。每天在忙碌中度过，常
常想不起今天是几号，是星期几，只
记得接受命令准备出发的日子：正月
初一。

我有点想家了。大年初一是一
家人团聚的日子，也是我告别家人
的日子。这些天，有空的时候我就
和家人视频相望。远隔千里，视频
那头尽是家人的问候和担心，不过
这也是另一种团聚的方式吧。离开
北京，最不放心的是孩子，孩子小名
叫快快，我们只希望他快快乐乐。
平时孩子爸爸每周或者隔周回家一
次，基本没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这
次也是老公陪伴孩子的机会，只盼
你们平安就好。

武汉这边的人都很热情，为我
们服务的酒店工作人员，接送我们
去医院的司机，总是对我们说：“你
们辛苦了！”还有一个为我们队员送
生日蛋糕的小哥，也让我印象深
刻。这些温情和善意都让我心里暖
暖的。这里还有很多让我感动的细
节，武汉的同志们怕我们冷，怕我们
生活上缺物资，送了很多东西过
来：电暖气、暖手宝、棉大衣、保暖秋
衣、护手霜、酸奶……我们被关心和
细心围绕着，我把这些感动和好意
珍藏心间，我能付出的、能给予的只
是微薄的力量，但我总觉得给得不
够，付出得不够。在武汉工作的每
一天，我都会全力做好我能做的、应
该做的和可以做的事情。

这几天夜里躺在床上，听得最多
的是救护车的声音，它告诉我这个城
市还在生病，它仍需要不断地治疗，
多希望它早点痊愈。最近睡眠质量
很差，只因自己一人独住，无法不过
度思量。刘院长说我们需要自信，但
也要实事求是，我们要保证自己的安
全，本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厚德尚道
的院训，科学救治，分类救治，全力救
治患者。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愿我
们的春天也早日到来。我们要乘风
破浪，更要归来如往。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驰援武汉护士、旧县镇盆窑村郭梦冉

庚子立春写记
王立明

新春日暖草回芽，岁转阳和万物发。
抵御瘟君蜗在户，挥毫弄墨趁闲暇。

青玉案·战疫情
刘秀蕊

新春伊始春光灿，江城叹、疫情泛。武汉人民齐召唤。白衣天使，
侠肝义胆，冲向前方线。

全民防控苍生患，共渡难关早实现。大众齐心协力战。瘟神歼灭，
壮志凛然，著写康宁传。

诗词

白衣天使菩萨心，救死扶伤为初心。无畏无私战“新冠”，杜鹃血沃
映青春。

勇冲锋、齐向前，奋不顾身耐苦辛。抗击疫情施大爱，回春妙手送
瘟神。

鹧鸪天·白衣天使
周秋平妫川

幼
苗

点赞，最美逆行者

往日的春节总是灯红酒绿，热闹非
凡。但今年春节，注定是不平凡的一
年。随着武汉疫情的扩散，我的出行计
划也泡汤了，只能宅在家，很多人也都
不能出门了。但是，那些最美的逆行
者，令我感动，为他们点赞。

起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引发的疫情，揪住了全国人民的心。
不仅在武汉，甚至在全国，有无数白
衣天使成为逆行者。他们义无反顾地
走上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最
前线。

84 岁的钟南山院士，本可以避开
病毒的危险，在家安度晚年。病毒刚

一暴发，他就呼吁人们不要去武汉，
可他自己却是第一个到达最前线的医
疗专家。每当人民最需要时，他总会
第一个站出来，他的出现，让人们倍
感亲切，也更加放心，他是最可亲、可
敬的一位老人。

当被感染的人越来越多，习近平总
书记发出了指示：严防严控，坚决打赢
抗击疫情的战役！当更严重的病例不
断增多时，医疗物资也出现了短缺。这
时，中国各省市区纷纷向武汉捐赠医疗
物资，还向武汉派出医护人员，全国都
在支援武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
国这一伟大壮举，令人感动。

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各行
各业的人放弃春节假期，给武汉提供充
足后勤保障。一次，我在新闻中看到，
一位50多岁的阿姨居住在武汉，她看到
医院的医生、护士非常辛苦，所以她每
天只睡三个小时的觉，其余时间都在做
盒饭，然后把做好的70多份盒饭免费送
到医院。她用这种方式，默默地支援着
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在中国，像这位阿
姨一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很多。他们
都令人钦佩。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无论
经历怎样的寒冬，春天终会如期而至。
这些最美逆行者就是春天的使者，让我

们向这些最美的逆行者们学习，致敬！
让我们人人都做一个平凡的英雄。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必胜！
作者系延庆区第一小学六年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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