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 让我们看
到了社会上的百态。 光明与黑暗总是
交替上演着。 希望下面这些故事，可以
给你带来正能量。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 医生父子隔着防护
玻璃打气

湖南郴州，急诊科医生徐自强，已
在疫情一线连续工作 48 个小时，忙到
连抬头的时间都没有。

终于到了午餐时间， 赶紧抽空到
隔着不到 10 米的发热门诊隔离区看
望同在值班的儿子。 近在咫尺，两人却
隔着防护玻璃无法交流。

匆忙之间， 徐自强赶紧拿出笔和
随身携带的处方笺，快速在纸上写下：

秋笔，加油！

隔着面前的防护玻璃， 父亲举着
这张纸，手上比起一个大大的 V 字，儿
子在那头会心地点头。

我们是父子，是朋友，更是战“疫”一
线的战友……无需多言，只需四个字，一
个点头，彼此的心意就了然于胸。

■ 医院的供给部队

他叫钱冉昊， 是京东物流武汉将
军营业部站长， 负责的物流配送区域
包含金银潭医院。

他每天穿梭于疫情核心区， 平均
每天配送 200 单，他说：不只是他 ，还
有千千万万个和他一样的人， 共同撑
起了武汉医院的物资供给。

■ “我是来送菜的，菜
不好看，但很甜！ ”

疫情刚发生的前几天，北京、上海
的医疗队驰援武汉， 就近住在金银潭
医院附近的酒店。 这个区域可是疫情
的高发地，很多人都避之不及。

45 岁的菜农秦师傅听说有医疗
队来帮助武汉 ， 就赶紧筹措了 24 箱
新鲜蔬菜 ， 有大白菜 、 小白菜 、 菠
菜、 葱……他不会导航， 没有保暖的
汽车， 开着简陋透风的三轮车， 一路
打听询问 ， 走了 40 多公里 ， 终于找
到了地方。

当酒店工作人员问“一共多少钱”

时 ，师傅腼腆地说 ： “我不要钱 ，就尽
一点心 。 实在不好意思只有这么多 ，

我们挑了最新鲜的 ， 虽然不好看 ，但
很甜！ ”

■ 那个捐出口罩的年
轻人

他叫郝进， 曾经在口罩厂打工，去
年因为工厂的效益不好他辞职了， 厂里
没钱，给了他价值两万元的口罩抵工资。

春节前后他听说口罩紧缺， 立马
将口罩捐了出去 ， 村支书要给他钱 ，

说：小伙子，其实大家更希望你能收下
这笔钱，因为这是你用汗水换来的，是
你应得的，我们不能欺负听话的人。

■ 他们没忘记独居老人

他们是基层社区工作人员， 收集
社区独居老人信息之后， 向他们捐助
口罩、蔬菜、药品、生活用品。

由于物资采购量大、 配送地址分
散，他们常常累得瘫坐在地。 独居老人
无疑是这场疫情中的弱势群体， 他们
的信息相对闭塞，出行相对不便。 但是
幸运的是，有那么一群人，依旧没有忘
记他们。

■ 被困武汉的宠物

武汉“封城”后，很多养宠物的人无
法及时赶回，他们的宠物被困在家中。

为了不让这些小家伙在自己熟悉
的环境中绝望地渴死饿死，武汉市小动
物保护协会的志愿者决定，帮助有需要
的主人上门喂养宠物。

他们知道 ，这样做会增加自己被
感染的风险 ，但是他们更加不愿意的
是 ，在这场灾难中 ，抛弃那些弱小的
生命 。

■ 接医护上下班的人

他叫黄晓民， 是武汉医护人员接送
车队的志愿者，他与家人隔离，专门护送
医护人员上下班， 每天接送人次多达
400。

他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不忍心看
到在一线拼命的医护人员们在深夜下班
后没法回家。 他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为众
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 “请问，你是陈柄？ ”

“是的，你是小奇？ ”

浙江绍兴，隔离病房里医生们都穿
着厚厚的防护服， 单看外表全都一样，

根本认不出谁是谁。

一对医生夫妻因为工作的需要，已
经接连好几天各自住在单位宿舍，连见
面的机会都没有。有一天他们突然在隔
离病房门口相遇了。 起初，两人并没有
认出彼此。

直到一个人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请问，你是陈柄吗？ ”

另一个人有点惊讶地答道：“是的，

你是小奇？ ”

认出彼此后， 两人轻轻地抱了一
下，只有短暂的几秒钟，然后迅速投入
到了各自的工作中。 因为病人需要他
们，医院需要他们，他们的小家只能短
暂地分开，他们想让更多的家庭尽快收
到亲人无恙的消息。

■ 不能让冲在最前面
的人连个饭都吃不上！

疫情发生后，武汉“封城”，几乎所
有的餐馆都已经关闭，医院里的一线医
护人员 24 小时连轴转，甚至连基本的
饮食都无法保障。

90 后的餐馆老板邱贝文彻夜难
眠， 最后决定———24 小时为一线工作
人员送餐。

刚开始只有她跟丈夫两个人，后来
父母、弟弟妹妹们也来帮忙，五六个人
连轴转，店里的锅不够就出去借，菜都
选新鲜有营养的，保证两荤一素，菜价
却只有 15 元。

她说， 不能让冲在最前面的人寒
心，连个饭都吃不上，但我们能力也有
限，只能保证附近医院的医护人员。

姑娘，你的善良比热乎乎的饭菜更
暖……

■ “我捐不了多少钱 ，但是
我可以出力”

疫情的需要，必须在几天之内拔地
而起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来支援建设的一位山东大汉说：

我来之前啊， 就偷偷写下了遗嘱，

就是想着，如果我有个万一，就让我儿
子朝着武汉的方向磕个头就行，不用为
我难过。

像这样援建的师傅很多，他们来到

工地，也担心，也害怕，但从来没有退缩
过，也没有问过能挣多少钱。

在他们看来， 我捐不了多少钱，但
是我可以出力……

这个世界不存在超级英雄，但有着
千千万万个闪光的普通人。

■ “我们的城市病了，但
我们依旧爱他”

钟南山说，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
市。 其实哪有什么英雄， 他们不过是
城管、 环卫、 交警、 医生、 特警、 街
道办……

面对灾难，他们挺身而出，穿上了
制服，开始拯救自己的城市，褪去这身
衣服，他们也只是普通人。

“我们的城市病了 ，但我们依旧
爱他 ”， 正是这些奋斗在一线的人 ，

在这场灾难中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
温暖和感动 。

（摘编自“企鹅杏仁”微信公众号文
章 《疫情中，17 个温暖的故事》、“崔玉
涛的育学园”微信公众号文章《疫情爆
发 19 天，这些普通人的故事，看哭了所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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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10:30， 完成了与下
一组支援团队的交接班 。

跟往常一样， 按着顺序脱
下一层一层的防护： 护目
镜、防护衣、帽子……一遍
一遍地洗手。 回到休息室，

将早已准备好的酒精棉签
塞进耳朵、鼻子进行消毒，

味道很冲，也有点刺激，但
这些天下来也已经可以耐
受了。 回想起这一周，不禁
为团队中的每一位姑娘骄
傲！

义 无 反
顾“我报名”！

从疫情开始之初 ，我
就时刻在网上关注着事件
发生的动向， 当医院领导
宣布召开支援动员大会 ，

通知报名那一刻， 没有通
知父母， 就自作主张地报
了名。

大年夜那天晚上刚到
家，便接到领导的电话，通
知我成为第一组院内护理
支援组领队， 将由我带领
另外 5 名来自不同科室的
护理姐妹对隔离病房进行
支援。

挂了电话后， 将消息
跟父母说了， 本以为会有
回应，等来的却是静默。老
妈一声不吭地从厨房将一
道一道精心准备的菜端出
摆好， 沙发上的老爸无声
地调着遥控器。 我大抵是
知道他们的心情，笑着跟他们说：“没事的。 ”

后来两天，家里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直到出发前一
刻，老妈为我掖了掖羽绒服的帽子，轻声说道：“注意安全，

我们等你回家！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转身出发。

“初识”团队成员

支援前的一天，医院为我们开展了隔离防护的培训，

也是在那里，我见到了我团队中每位成员的庐山真面目！

都是年轻护士， 年纪最小的两位是 17、18 届的小妹妹。

在后续的相处中了解到， 团队中的每一位都是接到通知
后，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加的。

团队中有几个姑娘，父母都不在身边，她们都是悄悄
地报了名，选上后才告知了父母。每每询问她们：“父母是
否支持？”她们总是笑着说：“当然啦”，眼眶却不自觉地红
了。

团队中年纪最小的李依尤为特殊， 她在湖北读书，父
亲在武汉工作，本来的团圆被疫情分隔，我们心疼她，她却
说：“我的老师、同学现在都奋战在一线，而我不能前往一
线支持她们，但也希望在自己医院出一份力。 ”

作为我们团队中唯一一位母亲， 鞠莹在收到支援消
息后，连夜把两岁的小宝送到了母亲家中，没有多余的叮
嘱，便加入了支援的队伍。

就这样，在一声声的义无反顾的“我报名”中，我们见
到了彼此，成为了战友！

压坏的脸，洗裂的手和不动摇的坚守

去隔离病房工作的第一天，大家都有些紧张。前一组
团队的护士长跟我们进行了交接班，交接完成后，我们便
成为了驻扎在这里的新一批“战士”。交接班中，一遍又一
遍地重复牢记所有的消毒隔离知识， 一遍又一遍地学习
防护服的穿脱，确保所有人都做到万无一失。 所幸，大家
都用最快的时间适应了新的环境、新的伙伴、新的造型。

在隔离病房的工作中， 我们需要长时间穿戴着防护
服、护目镜等护具，为了避免暴露风险，所有护具都需佩
戴严密。 护目镜时常起雾，有时低头做着事情，护目镜里
的雾气便凝结成水往下滴， 此时， 姑娘们都会开玩笑地
说：“佳琪老师，我哭了！”她们的玩笑却让我笑不出来，因
为我知道， 那护目镜下， 是一张张早已被压得不成形的
脸，是一双双被熏红的眼。 但她们总是这样，再忙再累的
时候都会笑着说 “没事！ 我可以！ ”

除了脸，还有那一双双平日里万般呵护的手，也在长
期浸泡于消毒水中、佩戴手套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 偶
尔，看着这样的手，她们也会低声询问：“得用多少护手
霜才能养回原来的手呀”，但第二天，她们又整装待发，

全副武装地进病房工作。大家都用实际行动证明着，无论
如何，穿上了防护服的我们就应扛起我们的职责。

坚守住每一岗，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摘编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微信
公众号文章 《同心抗 “疫”| 我在隔离病房护理的日子
（一）》，作者:倪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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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这座城！
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

疫情中的农村生活
土里刨出的滋养

闭关二十天，家里几乎弹尽粮绝，又
不敢出门添乱。 每餐做饭前无数遍翻看冰
箱，见门边还有半包干虾米，眼睛一亮。“既
有山的味道，又有海的味道。”好吧，来个白
菜炒虾米。 一棵白菜已经吃了四五餐。 变
个花样，希望孩子们能欢喜。

从小生活在农村，看着土里刨出的
食粮———稻谷、玉米、大豆、小麦、番薯、

土豆、青菜、萝卜等，掰着指头就能数清
其品种数。 可这些单调的主食，是农人
们一整年一家人的口粮。

“仓里有粮，心里不慌。 ”有计划、会
盘算的农妇们巧手变花样， 勤快懂存
储。 每天起早贪黑地不停折腾，如过冬
的动物， 时刻为一家人的口腹跌打、谋
划、操持。

青菜出了。青菜炒饭，青菜手工面，

青菜焯水后拌辣酱。 最奢侈的是青菜炒
腊肉，来几盘我们也一扫而空。只要换个
花样，我们兄妹就吃得很欢。眼看春来升
温，青菜就要抽薹了。母亲赶紧趁着天晴
的日子，摘除下的绿色叶片喂猪，剩下的
菜梆子放在太阳下晒上一天。 等半蔫后
切丝，和上酒糟、辣椒、盐，密封存入瓮
里。 等盛夏里，一口清淡的白粥，一口酒
糟菜梆，那个爽口、过瘾。萝卜刨成丝，刨

成片后晒干。 来年春天，腊肉萝卜丝煲里
那如牛奶样的浓汤，一想起就两腮生津。

萝卜整个压在咸菜底下。 一个月腌透后，

脆生生的，在齿间沙沙作响。 这样的下饭
菜，可以多吃几碗饭。

童年的味蕾里，都是父母靠着一把
锄头，一下一下从土里刨出来的。 那些
青菜萝卜警醒着我们一生的来处，那些
五谷杂粮成了滋养我们一生的血脉。

下午，做几个南瓜馒头吧！ 老母亲
给我时，我还暗自嫌弃它全身凹凹凸凸
的丑样。现在，多亏有她，馒头才拥有金
色的灵魂。 南瓜个头很大，足有十多斤
重。切了一小块，煮熟，手里拿着汤勺刮
下金黄的瓜瓤，我仿佛看到母亲艰难地
弯腰将南瓜搬入箩筐的模样。 想到这，

我下意识地将瓜皮又反复刮了又刮。

父亲有退休金，他们自己养老绰绰
有余，可父母还是固执地守着乡下的一
分菜田。 每次回去，应季蔬果塞满车子。

前几年，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劝慰他们不
要下地忙碌了。 可都是我说我的，他们
做他们的。 现在，也想明白了：田地是他
们一辈子安身立命的寄托。 在田间地
头，他们会觉得自己还是年轻的，有干
不完的活，使不完的劲儿。

可很多时候，从他们那拿来的蔬果
大都吃不完。眼看着它们一点点干瘪打
蔫，心里真不是滋味，看了又看，摸了又
摸，怎么也不忍处理。 倒不是觉得自己
有多勤俭持家， 哪怕是一件没穿的大
衣，不喜欢照样抛弃，哪怕是上百元一

斤的海鲜，不新鲜马上丢弃。 同样的蔬
菜，自己买的，可以心安理得地随手一
扔，可那是年老的父母，一下一下挖的，

一根一根种的。一想到他们正在劳作的
苍老的身影，嚼着他们送的食粮 ，我觉
得自己整个人就潮湿厚重起来，就能安
下心来做好手头的事。 就能俯身看到，

一个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个体。

做馒头的技术活，也是母亲传授我
的。 母亲说，看一个人会不会揉面，就看
他揉完后，砧板上有没有被粘着。

拌入酵母粉。 开始和面，濡糯的南
瓜与干燥的小麦粉慢慢交织糅合。继续
将麦粉小把小把分散洒于砧板上，面团
一个裹身，就吸铁石似地将面粉全吸附
到身上。 哪里有粉末，就用双手将面团

一滚，上面就荡然无存了。

在不停的揉搓里，那股淡淡的、独有
的麦香弥漫在空气里。感觉这个家都变得
有生机起来。这凝集着大自然冰雪雨露的
麦香， 让我莫名想起了儿时春天的原野，

成片成片紫云英花盛开的原野。那一个个
曾经在花丛间奔跑的瘦小的孩子，不知道
他们现在安于哪儿，可好？

醒面半个多小时后， 掀开盆盖，一
股酸中带甜的发酵后的特殊的味道，扑
鼻而来。这是多么熟悉的儿时早起走进
厨房时的味道，母亲天蒙蒙亮就为我们
蒸馒头的味道。

在食材里， 我最钟情于小麦粉了。

她可以九九八十一变， 长长的面条、胖
胖的馒头、酥脆的油条，都是她华丽转

身后的倩影。调、揉、擀，越是蹂躏，越有
劲道。 特别是发酵的这道工艺，使麦粉
羽化成蝶，翩然起舞。

微信圈里，正在播放这座安静的小城
空巷无人的短片。外面，从没如此沉寂过。

可在这个家里，烟火里米饭的香味，爆炒
的香味，发酵的香味，各色食材蒸煮煎炸
的香味，正是有了他们的弥漫缭绕，才暂
时驱逐了疫情带给我们的慌乱。

说实在， 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 也许我也淡忘了简单的食材曾经
如何被物尽所值， 发挥出它们每一份光
亮。 可每天限制外出采购，我们只能精打
细算，为孩子们变出各种花样，满足他们
刁钻的味蕾。 而自己在粗茶淡饭里，才更
多想起当年食味的最朴素的记忆。

十五岁的儿子正值青春期，整天饿狼
似的。 平时想着他长个儿，变着法子既是
考虑营养，又是迎合他的口味。这两天，他
虽嘴上不说，可一上餐桌就耷拉着头。

热气腾腾的馒头上桌时 ， 我一字
一句地像是对孩子， 似乎也是对自己
说：“有口热饭吃，就已经不错了。 ”

有口热饭吃，已经不错了！

(摘编自 “单读 ”微信公众号文章
《疫情中的农村生活》，作者:叶丽红）

月初， 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
发起 “抗击疫情 、共克时艰 ”———各界名家寄
语征集活动， 迄今已获近百位各界人士手书
寄语。 他们以朴素而温暖的文字传递理性审
慎的思考，弘扬守望相助的正能量。

现摘录些许吉光片羽以飨读者：

■ 冬将尽，春可期；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张文宏（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 在这场 “战疫 ”中 ，没有旁观者 ！ 要
尽早 、尽快 、尽全地采取有效措施 ，阻断病
原传播 ，保护人群 ，研发有效疗法治疗被感
染病人 。

———葛均波(中科院院士 、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教授)

■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陈佩秋（画家）

■ 人要生存， 必须克服自身的弱点，杀
灭环境中潜伏的病魔， 还要记住我们都搭乘
在同一条船上。

———马振骋（法语文学翻译家）

■ 谨向抗击病毒的勇士们致敬。

———任溶溶（儿童文学作家)

名家寄语

让我们记住这些“战疫”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