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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
□康曼栖

都市文化·细品

抗疫情（五首）
□田周民

(一)
十二生肖首尾衔，
子鼠一刻牵两年。
岁次交接寻常事，
何须出洞便叫关？
(二)
万千禽兽尊为子，
十二生肖独占先。
浩荡深恩不为谢，
何故害民反逆天？
(三)
子岁春到鼠临门，
不报吉祥惹火神。

莫说雷公急相助，
祝融一怒不烁金？
(四)
一场疫情弥天来，
华夏神州动地哀。
试问谁是回春手，
可转乾坤出雾霾？
(五)
大风起兮天柱斜，
万里尘埃暗中华。
赖得火眼辨妖孽，
鼠偷奇案况钟察！

辞别歌舞升平欢愉的春节
午夜你悄悄出发
带走父母的牵挂
儿女惜别的泪
人民的重托
高举红旗走向远方
远方没有硝烟
却是严酷的阵地
远方是决定生死的场
远方是扬起希望之所在

逆行是最美丽的壮举
承担起拯救人命运的责任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没有任何词语形容出你的担当
共和国坚强而勇敢的战士
面对疫情没有丝毫的退却
扑扇起洁白的翅膀
焕发出善良的光芒
送走瘟神给人间铺就生的花环
雕刻出不朽天使的圣洁形象

窗外冷风吹拂着，几经风
霜的枯枝静待着阳光照暖、春
花遍开。冷清的街道、空无人
烟的市井，无不与忙碌的医
院、爆满的病房映衬，徒添几
分悲凉。

父亲母亲，你们可安好？
何时才能归来？

我记得那夜是大年三十，
我们原本阖家团圆，欢声笑
语，可一条短信便改变了一
切。你们拉起我和弟弟的手，
立刻便送我们回外婆家。一
小时的车程，沉默中带着紧
张。在外婆门前，我拽住你的
衣袖“必须要去吗？”你们笑
了：“是的，必须去。没事的，
你能好好的，在家准备中考，
便好。”你们用微笑安慰着我，
我却也不知那微笑下流露着
多少痛苦与害怕。你们转身
走了，只留下一抹坚定的背
影，在月色下渐行渐远。我知
道，从初一的8点整，你们定会
身着白衣，守护一方。

在家人团圆的时候，你们
只隔着屏幕看家中年夜饭，祝
福问候。我赶着问了句“母亲，
你能回来吗？”你却严肃了起来

“现在我可是西安市第八医院
隔离二区的刘大夫，你爸可是

专家组成员、隔离四区的康主
任，看看这份责任，怎么能走？”
弟弟被你认真的模样和长长的
话逗笑了。我劝您的话，到了
嘴边半句也说不出来了，心中
是难言的痛，只汇成两个字“加
油。”

在外婆家，看到母亲在朋
友圈中穿好“战服”发来的照
片，防护服、隔离衣、口罩、护目
镜、面屏，层层包裹住了你的身
躯，你却竖起了大拇指，我知道
那是你们“战必胜”自信的宣
言。那一定很热吧，也不知额
上流下的汗水模糊了几次你的
视线。你也和我平淡地倾诉：

“初一早上就收了7位疑似病
例，晚上不断地来了，又看了
12位，到最后我看电脑上的字
都是模糊的。”“物资紧缺，我们
想到了好主意，用塑料袋代替
了鞋套，刚好废物利用。”我不
敢想象你平淡的话语下埋藏了
多少我还不知道的艰辛与担
忧，不敢想象你是如何在那些
场景下鼓励着身旁的护士、温
柔地问候着病人。我想象着那
白衣的身影，奔走在医院里，勇
敢地与疫情交锋，在那个没有
硝烟的战场昼夜拼搏，你或许
并非身怀异禀，却有一颗温暖

而执着的心。
我突然很想看看你们，“发

张自拍给我吧，不许开美颜！”
许久没有回应，终是有了回
应。母亲的面上却布满了原来
没有的皱纹，那依旧坚定的眉
眼下被护目镜和口罩勒出了深
深的红紫色的痕迹。父亲却未
留下丝毫消息，我颤抖的手拿
起手机又放下，不知何时能给
他打个电话。

我想起你曾给我讲过的
故事，那个在非典时天真浪漫
的爱情，父亲那时是个拿朵玫
瑰花跟在母亲身后追母亲的
小伙子。母亲在医院中第一
批被派到一线，父亲那日却
拉住了母亲的手“我陪你！”
第二天他便主动请缨上了战
场，母亲骂他笨，他笑了，像
暴风雨中海燕掠起的弧度，
那坚贞不渝的爱与那为人民
永不悔的勇气却打动了母亲，
惊艳了岁月。

你们以疫情为令，挺身而
出，迎难而上，与万千“逆行者”
手挽手、肩并肩，筑起一道坚不
可摧的生命防线。我为你们而
骄傲。愿你们平安归来，让我
们相约于此，看斜风吹绿枝头，
赏一树花绽开。

艺术家创作作品慰问前线医护

东京奥运会女足预选赛，B
组的最后一轮较量昨天战罢。
在与东道主澳大利亚争夺小组
头名的这场比赛中，中国女足1:
1惜平对手，最终获得了本组第
二。根据赛程，接下来中国女足
将与韩国队争夺东京奥运会入
场券。

本次女足奥预赛，中国女足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除了主
场变客场、比赛时间一再变更之
外，全队还遭遇了“隔离”不能正
常训练的挑战。但从前两场的
表现来看，在贾秀全的带领之
下，姑娘们顶住了压力，克服了

体能储备不足，主力阵容残缺的
困难，先后以6:1和5:0战胜了泰
国与中国台北，提前拿到了小组
出线权。但是因为在净胜球方
面略输澳大利亚，因此本场比赛
开始之前，中国女足暂列B组第
二。根据亚足联半决赛交叉对
阵的规定，如果维持这个排名，
中国女足将在争夺奥运会资格
的最后决战中，挑战A组第一韩
国，而澳大利亚则迎战实力相对
较弱的A组第二越南。

这场与澳大利亚的比赛，高
潮出现在了最后时段，第 86分
钟，中国女足凭借唐佳丽的世界

波打破了僵局，但遗憾的是在伤
停补时阶段，澳大利亚队将比分
扳成了1:1平。这样，中国女足
就只能以本组第二名的身份晋
级半决赛。

根据安排，半决赛将采取
主客场制，两场比赛的时间分
别是 3月 6日和 11日。中国女
足将先客后主对阵韩国女足。
但鉴于目前国内疫情影响暂时
无法进行体育赛事，中国女足
接下来的征战还存在一些变
数，不过中国足协已经提前启
动了相关预案。

本报记者王战荣

在全民抗击疫情的特殊时
期，陕西体育人也在积极行
动。其中，涌现出了一批令人
钦佩的先进人物，铜川市社会
体育指导员协会会长陈惠玲便
是其中之一。

今年55岁的陈惠玲退休前
是铜川市耀州区财政局干部，酷
爱运动的她也是全民健身运动
舞台上的“积极分子”，除了自己
运动之外，她还在不遗余力地推
广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理念。
2017、2018和 2019年连续三届
铜川市全民健身日活动都是由
她组织的。除此之外，她还组织
了三届陕西省全民健身操舞大
赛铜川分站赛。

此次疫情发生之后，在陈惠
玲的带动和影响之下，铜川市体

育人积极参与各项活动。1月
29日，铜川市体育社会组织237
名志愿者积极捐款，1月30日下
午，陈惠玲与铜川市全民健身操
舞推广委员会会长毛中华一行，
将筹集到的 24400元善款转交
到该市红十字会，用于防控救治

物资的采购与使用。
“在抗击疫情这场全民战争

中，能尽我所能，并带动身边的
人，贡献一份力量，让生命发挥
更大价值，就足够了。”陈惠玲淡
定而又坚定地说。

文/图本报记者王战荣

雕刻出不朽天使圣洁的形象
□传凌云

陈惠玲：让生命发挥更大价值

《致敬——陕西少年写给武汉的信》将推出

奥预赛惜平澳大利亚
“报告大家，前方的护士们已经

听到了我们后方的声音，她们让我们
转达对家乡父老的感谢！对吴京安
老师的感谢！”12日晚，陕西人民艺术
剧院院长李宣激动地在朋友圈向大
家宣布。

原来，央视元宵特别节目中，著
名表演艺术家吴京安与陈道明、濮存
昕、徐帆等带来的抗击新冠肺炎情景
报告《相信》，很快在网络上获得了众
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随后，吴京安
与李宣达成共识，希望通过家乡院团
陕西人艺发声，为奋战在一线的医务
人员表达致敬和感谢。

吴京安出生于西安，多年来，一
直关心并支持着自己的家乡。2月6
日，西安交大一附院一支医疗援助
队前往武汉紧急支援，在试穿防护
服后，大家觉得头发太碍事，还存在
交叉感染的风险，于是9名女医护人
员毅然剪去了美丽的长发，剃成光
头，以最好的工作状态投入疫情阻
击战中。

这一事迹感动了众多网友，大家
由衷地称她们是“最美光头天使”。
这也给了吴京安创作灵感，很快，他
发来了自己创作并用陕西方言朗诵
的《西安九位剃头姑娘》。

该音频作品12日当天在陕西人
艺公众号发布后，观看人数接近 3
万。李宣说，这是剧院公众号传播最
广的一次。一位医护工作者在微信
中截屏告诉李宣，“姐姐，请代转达交
大一附院东院（原西飞职工医院）的
白衣天使们对吴老师的谢意！她们
已经看到也听到了乡音。”

吴京安说，“在特大疫情面前，我
们演出行业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但
广大的影视人话剧人并没有气馁、抱
怨，不因‘赋闲在家’而忘记生养自己
的祖国。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支
持着我们的国家、支持奔赴前线的勇
士们。我们也希望演出行业的星星
之火，能连同其它行业一起汇成燎原
之势，战胜这场波及全国的疫情。”

本报记者夏明勤

本报讯（记者王娇莉）一场没有
硝烟的全民战“疫”波及中华大地，陕
西中小学生们不仅积极参与全民防
控，也用他们饱含深情和敬意的语言
写下了一封封书信，向各个岗位上奋
斗在防控一线的人们致敬。而这些
书信的精选集《致敬——陕西少年写
给武汉的信》即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
推出。

据悉，在省委宣传部、陕西新华
出版传媒集团的领导下，陕西人民出
版社积极组建团队迅速出击，推出
《致敬——陕西少年写给武汉的信》
一书。 全书收集的18封信件中，有
写给钟南山院士的、有写给奋战在一

线的护士妈妈的、有写给火神山医院
建设者的……这些朴实的文字表达
了少年们向“逆行者”的致敬。

陕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宋亚萍
亲自担纲该书的主编。她表示：“少
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我们的少
年如何看待和对待这场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不仅关
系到当下，也关系到未来。我们衷心
地感谢写信的所有少年。他们尽管年
龄不同，写作能力不同，但都像鲁迅说
的那样：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
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们所表
现出来的，不仅是一代中国少年的爱
和善，更是他们的责任和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