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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汉封城那天起，我
严格遵照钟南山院士的建
议：居家隔离，足不出户。因
为年前准备的食物足够充
分，加之又有便利的电商送
货到小区门口，所以饮食起
居所需物品不必出门张罗，
只要安心宅在家里，不给国
家添麻烦即可。

可说是安心待在家里，
又有谁能真正心安呢？有谁
不是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打
开手机，看疫情的实时数据
统计和相关新闻报道？有谁
不是每天不断给亲朋好友发
消息，千叮咛万嘱咐，出门戴
口罩，回家勤洗手？又有谁
不为钟南山院士面对镜头时
哽咽沙哑的声音和布满血丝
的泪眼心疼至极？

为什么您的眼里常含泪
水，因为您对这片土地爱得
深沉！

和钟南山院士一样，我
们每个人都对这片土地爱得
深沉！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的“逆
行者“义无反顾地奔赴抗疫
一线，他们中有医务工作者、
有武警战士、有公务员、有社
区工作人员，为了所有人的
岁月静好，他们负重前行。

灾难无情，人间有爱！
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企
业家、慈善家、运动员乃至明
星都不忘初心，踊跃地捐款
捐物，奉献爱心。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我们看到，还有许许多多平
凡如你我的普通人，默默付
出着爱与温暖……

孙小满，大学的小师妹，
平常就热衷于做公益和慈
善。疫情发生后，她迅速向
武汉捐款500元，希望通过这
种方式为武汉人民奉献自己
的一份绵薄之力。

丁老师是我去越南旅游
时的带队导游。疫情当前，
她利用个人的资源优势，赶
着最后一批日本到国内的航
班，把2000个口罩运回西安，
捐给了西安的新冠肺炎定点

医院。
火箭蛙，我的学生家长，

也是一位十分有责任心和有
担当的企业家。克服自己的
困难，毫不犹豫地向武汉慈
善总会捐出10000元，助力
武汉，同舟共济。

李老师，单位的同事，自
己的爱人奋战在抗击疫情第
一线，为了让更多防控一线
的工作人员后顾无忧、安心
上班，她主动挑起了辅导学
生作业，指导学生生活的担
子。

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人
民警察、媒体记者、外卖小
哥、环卫工人，他们都坚守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保卫着
我们的城市，呵护着我们的
健康。

他们没有光芒四射，也
注定不会璀璨无比，但他们
是暗夜里的那束光，照亮了
无数人前行的路，他们是这
个冬天最温暖的相伴。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
一束光！

当病毒在人间肆无忌惮
当患者在魔掌饱受摧残
你，是最美的逆行者
毫不畏惧，没有犹豫
除夕，抛家别子展开鏖战。
五年前宋彩萍抗埃博拉归来
儿子迎接她的情景还在眼前
除夕，她又要出征，江城再战
与已高出她一头的儿子深情拥抱
心里飞出无词的歌胜过万语千言
刘丽准备乘机回家刚过安检
听到组织召唤即刻归队赶赴武汉
把女儿稚嫩的眼神热切的企盼
压在心底，在梦中将她陪伴
口罩护目镜亲吻蒋小娟靓丽的面庞
留下深深的直线曲线抛物线
她用创可贴支撑起内心骄媚的笑颜
坚守阵地把三天的工作当一天来干
80后的单霞秀发冉冉，春光无限
为了不让细菌病毒无休止纠缠
迅速穿上防护服避免交叉感染
她一咬牙关剪去云鬓祥光闪闪
与死神赛跑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时间
十七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
国人记住一个闪光的名字钟南山
如今他已届耄耋之年将生死置度外
亲临抗疫战一线，把责任担上双肩
英雄呵中华的脊梁
睿智的目光卓越的胆识一言九鼎的判断
让全民族打赢抗疫战方向明意志更坚
逆行者的行动像春风
吹绿了新时代的中国梦

逆行者的举止像春雨
滋润了祖国新播的良种
逆行者的作为像醇酒
从春醉到夏，从秋醉到冬
呵，逆行者的付出是深深的爱
奉献社会，飒然流风！
逆行者的行动是反哺的爱
忘不了大地养育的恩情
逆行者的举止是浩翰的海
忘不了溪流汇聚的奇功
逆行者的作为是透明的玉
从南亮到北，从西亮到东
呵，逆行者付出浓浓的爱
心系万众，无比忠诚！
只因这爱，历经坎坷知多少？
只因这情，造成困惑知多少？
问岁月悠悠，问风雨潇潇。
观心路漫漫，听心曲袅袅。
为了这爱，要想得比谁都周到；
为了这情，要做得比谁都完好。
呵，情多深沉，爱多美好，
只有你知道，只有我知道。
情与爱架起座座心的鹊桥！
只因这爱，走过崎岖知多少？
只因这情，引起思索知多少？
问芳草茵茵，问白云飘飘。
嗅花香幽幽，观明月皎皎。
为了这爱，付出的比谁都要多；
为了这情，得到的比谁都不少。
呵，情多真挚，爱多崇高，
只有你知道，只有我知道。
情与爱掀起阵阵春的大潮

这份情这份爱 □白来勤

□罗锋莉

愿每个人都活成一束光

线上文艺
让“宅”生活丰富多彩

线上阅读、线上观展、线上看
剧……宅家亦有道，亦可寻迹远
方。为满足广大市民精神生活，陕
西多个文化单位近期纷纷推出了
线上文艺作品，用精彩纷呈的文化
丰富市民“宅”生活。

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
赛程出炉。根据安排，卫冕冠军中
国女排将在 7月 26日打响第一枪，
对手是欧洲劲旅土耳其队。之后，
中国女排将在 7 月 28 日对阵美国
队，7月30日对阵俄罗斯队，8月1日
对阵意大利队，8月 3日对阵阿根廷
队。而最终的金牌之战将于 8月 9
日上演。

东京奥运会女排比赛一共有 12
支队伍参加，A组有日本队、塞尔维亚
队、多米尼加队、肯尼亚队、巴西队和
韩国队；B组包括中国队、美国队、土

耳其队、俄罗斯队、意大利队和阿根廷
队。按照赛程，每个小组首先展开单
循环角逐，前4名出线，两组展开交叉
淘汰赛决出冠军。

从赛程上来看，中国女排的对手
算是强弱交替，这样有利于中国女排
调节好自身状态。据了解，中国女排
目前正在北京进行全封闭集训。在此
前中国女排公布的2020年集训的大
名单中，世界杯冠军主力球员悉数入
围，朱婷、张常宁和袁心玥等队员将踏
上自己的第二次奥运会之旅。

本报记者 王战荣

东京奥运会女排赛程出炉
中国女排首战土耳其

在国内各级联赛延迟举行的大
背景下，“西北狼”陕西大秦之水队的
新赛季备战工作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昨天，记者从俱乐部了解到，目前球队
响应中国足协号召，已经暂停了冬训，
全体将士居家抗疫。

“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你
们是我们心中的英雄”……近日，陕
西大秦之水队全体将士集体出镜，以

视频的方式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助力加油。此外，陕西大秦之水队的
部分将士们还通过不同的途径捐款、
捐物。

据了解，目前受疫情影响本赛季
中甲联赛的开赛时间尚不是非常明
确，陕西大秦之水队的下一步安排还
有待于中国足协明确联赛之后再细
化。 本报记者王战荣

暂停冬训“西北狼”居家抗疫

受疫情影响，世界杯预选赛亚
洲区 40强赛，中国队 3月 26日主场
同马尔代夫的比赛或在泰国举行。
据透露，中国足协已向泰国武里南
府发出征询公函，询问是否可以临
时将武里南队主场“闪电城堡”足球
场作为本场比赛的举办地。目前，
泰国足协已经同意了这一请求，正
在等待泰国相关政府部门的进一步
批复。

按照原定赛程安排，3月底中国
队将有两场40强赛，分别是3月26日
主场对阵马代尔夫，以及3月31日客

场对阵关岛。鉴于目前的形势，3月
26日与马尔代夫的比赛已经不可能
在原定比赛地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举
行。为此，中国足协紧急联系了泰国
足协，请求将本场比赛安排在武里南
队主场“闪电城堡”足球场进行。据
悉，目前泰国足协已经同意了这一请
求，正在等待泰国相关政府部门的进
一步批复。

据了解，中国足协之所以希望将
本场比赛安排在泰国举行，是因为从
飞行距离以及气候方面考虑，泰国更
为合适。 本报记者王战荣

国足世预赛主场或改泰国

线上阅读
居家徜徉书山文海

宅在家里，就可以徜徉书
山文海。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联合喜马拉雅，为全省网友提

供无限量的喜马拉雅会员账
号，2月底之前都可以申请，申
请后可免费使用15日，做到足
不出户可畅听10000 ＋精选好
书和好课。

西安嘉汇汉唐书城近期在
公众号上分享了10本讲述爱、
勇气和信念的书，《留不下的
故乡》《冷山》《愿人生从容》
《致女儿书》《我们失去的光》
《盐之屋》《慢煮生活》《爱的四
十条法则》《名誉》《生命伴
侣》，希望让市民感受这个世
界爱的温度。据了解，目前集
合了全国 20余家优秀出版单
位近 30种防疫电子图书、4种
少儿科普绘本，以及有声知识
内容。

线上观展
足不出户享文化大餐

陕西省文化馆通过陕西公
共文化数字平台、陕西省文化
馆微信公众号开展“闭馆不闭
网 服务宅家享”多项线上服务
活动。近期推出的陕西360°全
景线上非遗陈列馆，手机扫二
维码即可进入，无死角进行参
观，真实的场景几乎与现场参
观别无二致。目前，陕西 360°
全景线上非遗陈列馆包括传统
音乐、传统戏剧、曲艺、民间文
学、传统美术、刺绣、传统体育
游艺竞技、泥塑、皮影、木版年
画等展区。

《九州风雷》《国士》《静候
花开》……陕西省雕塑院推出

了一批抗击疫情主题的雕塑
作品，通过线上展览的方式，
表达了对防控一线广大医护
工作者的崇高敬意和祝愿。
《大地花开——馆藏安塞农民
画作品线上展》《万木争春
——馆藏二玄社精制台北故宫
博物院珍藏作品线上展》，陕西
省美术博物馆将展览搬到线
上，让艺术爱好者足不出户，便
可欣赏到这些艺术品。

线上观剧
凝聚温暖和力量

西安话剧院在抖音平台上
开创“西话网络小剧场”，青年
演员们发挥年轻优势，本着通
俗易懂、方便传播、温情鼓舞、
积极向上的创作思路，在家里
编创、录制形式多样的原创防
疫短视频，《口罩接力顺口溜》
《小“泡馍”战疫贴士》《面对疫情
不恐慌》等，起到很好的防疫知
识宣传效果。据悉，他们还将
陆续推出快板剧、创意小剧场
等作品，基本上每日制作发布
一部作品，帮助大众凝心聚力
战疫情。

同时，秦腔《迟开的玫瑰》
《大树西迁》《西京故事》《柳河
湾的新娘》，歌剧《大汉苏武》
《张骞》，话剧《麻醉师》，这七
部曾获得全国最高艺术奖项
的舞台艺术作品视频也在“学
习强国”陕西平台等平台集中
播放。

本报记者王娇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