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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房宝安
商洛山商洛山

2021 年末，西安的新冠肺炎
疫情打破了本该喜庆的气氛。我
每天都在关注着最新消息，西安
12月23日零时封城，疫情拐点至
今没有出现，但我们坚信疫情终
将会过去。因为，我们有一个强
大的后盾——祖国！

接连多日，西安确诊人数都
上了百。商洛离西安只隔座秦
岭，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持续加
大，在西安封城前有人从西安回
到商洛。为避免疫情波及，城区
村（社区）和居民小区实行“封闭
式”管理。

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没有
英雄。一个伟大的祖国，不能没
有先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吗》一文中这样描述：我们从古以
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
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
求法的人……这是中国的脊梁。
为全面提升防控能力，市上要为
居民小区选派第一书记和工作
队，补齐疫情防控工作短板和漏
洞。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要有
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
望”。是的，我们的民族一直有这

样的人，一直充满希望。我们的
党员干部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在
面临危难艰险时始终冲锋在前。

12 月 29 日下午，办公室打
来电话询问我是否能去一线参
加防疫。一周前，单位根据工作
实际设定了 10 个党员责任岗，
那天在党员会上我表态：请组织
放心，我会履好职尽好责，并主
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电话那头说，这次需要 45 周岁
以下的党员，时间紧，你考虑下
马上给主任回话。曾在 2020 年
武汉发生疫情的时候，因小时候
没听从父亲的话学医，不能去支
援而遗憾过。此刻，我毫不犹豫
回答：“我愿意！”

晚上回到家，爷爷阴着脸，拿
起拐杖狠狠地在地上戳来戳去，
我俯身看向木地板，担心会被他
戳出划痕。见我心不在焉，便训
斥老爸：“你看你把娃惯成啥了，
这种事儿都不跟家里人商量一
下，尤其在这特殊时期，还要逃避
当女儿和母亲的责任……”老爸
解释道：“现在疫情防控任务这么
重，我们家派一人去支援是应该

的。”在一旁玩耍的女儿被训斥声
吓哭了，我便拿出惯用的办法，给
女儿发根棒棒糖，抱住爷爷摇两
三下，不一会儿他们就都乐开了。

在网上看到自己是全市选派
的疫情防控干部之一，不假思索
转发消息，并写下“我参与我光
荣”6个字。消息一转发，亲朋好
友陆续发来信息或打来电话。有
人说，我给你送帽子手套；有人
说，大冬天你老是穿得单，我给你
送棉服；有人说，咱们这里有返商
人员，他们的隔离时间还没到，万
一有个闪失怎么办？个别人说，
你没看有哪个女同志去了，快给
单位说让换人……

12 月 30 日 ，我 准 时 到 岗 。
到了防疫点上，才知道事情没有
我想得那么简单，我们负责的是

“三无小区”，这里的住户结构复
杂，涉及 4 个社区，防控工作的
难度系数较大。小区刚封闭，住
户对我们的严格管控不理解，门
口转悠的人不少。一个肚子挺
得老高的中年男人直接往门外
走，我说：“你要去哪儿，把你证
件拿来看看？”那人丢下一句“我

早上刚出去过，现在要出去锻
炼，溜达一圈就回来啦！”我笑着
说：“一家两天出去一个人采购
生活物资，你早上出去过了，现
在就在家转转吧！”他大喊一声：

“ 你 凭 啥 管 我 ，我 非 要 出 去 不
可。”边说边往外走，我忙关上
门。他向我横冲直撞过来，第一
书记哼了一声说：“街上的巡逻
车一直在宣传，让大家减少外
出，要是不遵守，我们就给公安
部门打电话。”一听这话那人急
了：“我不出去了还不行吗！”出
现这档子事，我心慌了，我们必
须把政策宣传到位呀！我问第
一书记咋办，他思忖一下，我们
分头逐户上门扎实做群众工作，
让他们重视，自觉封闭。于是，
我们逐户宣传政策。

新年第一天早上，风呼呼地
刮着，站在露天地里尝到冷风渗
进骨头的滋味儿。进出的人明显
减少了，看来前两天的工作没有
白做。正在跺脚的时候，单位派
人送来口罩和消毒物资，被抽出
来的我仍被组织惦记着，顿时一
股热流涌进心窝。

抗 疫 的 新 年
管朝莉

老田心慌，漫无目的走到村口。值
班的小林上前劝，叔呀，回家，看电视剧
也行，听戏也行。疫情期间，配合一下，
记住戴口罩。

兔崽子。这么认真。一声骂。
怕啥？西安封城了，咱村没事。

戴口罩，怪怪的。不戴，不戴！老田摇
头，摆手。

好说歹说，老田慢腾腾回去，咣当一
声关了门。

老田不戴，还不让老婆戴，振振有
词：那是城里人戴的，咱女子玲玲戴才好
看。咱戴，难看得很。

说起玲玲，老田心烦：封城两天了，
女子电话、微信打不通，该不会有啥事。

老田家不再飘出电视机里铿锵有力
气吞山河的秦腔，不再飘出老田粗犷高
亢不时走调的模仿声。

村上广播反反复复通知村民待在
家，隔离。老田吃不香，睡不着，看电视
剧、听秦腔，心不在焉。一天打了好多次
玲玲的电话，没人接听。老婆说玲玲是
医生，没事的。老田却心憋得慌，难受，
心中仿佛钻进千万只蚂蚁，爬来爬去，真
想在田野呐喊，奔跑。

天刚刚亮，老田开门，走出来，眼圈
黑黑的，眼圈下，多了道皱纹。街道一片
雪白，预报说下雪就下了。老田不知不
觉来到了村口检查站。

咋又出来了？咋没戴口罩？一个个
惊讶地问，一个个叔呀地劝。检查站又
多了一个人。哥呀，配合配合。是本家
一个堂弟，蓝口罩、红袖章。

老田问西安疫情厉害不厉害，在西
安的人危险不危险。尽管老田每天关
注确诊的人数，还问。回答，让他后背
一阵阵发凉。

谢天谢地，玲玲终于回电话了！
视频中的玲玲，明显瘦了，说太忙

了，不停地做核酸检测，还叮咛父母待
在家里，勤洗手，出门戴口罩。还说每
天有志愿者送来包子呀，饺子呀，米饭
呀，香得很……

次日，老田竟宅在家中，看了一天的
电视，全是西安疫情的消息。老田睁大
眼睛在做核酸检测的医务工作者中寻觅
玲玲呢，深夜里，寒风中，雪花里，那些忙
碌的身影，让老田揪心地痛。

第三天，一个人戴着蓝口罩来到检
查站。值班的小韩他们扑哧一笑，是老
田，戴口罩的样子真有些滑稽。

也来值班。老田有点拘谨。
欢迎！欢迎！
坐在桌子前，红袖章一戴，威武得像

铁面无私的包公。有人有车来，老田忙
活起来，让返回，好说歹说，就是不行。
老田讲了一河滩话，要听党的话，不给国
家添乱。值班的人一愣一愣。

老田侄子开着小车一溜烟来了。
伯呀你值班哩，还递烟。伯不接烟，阴
着脸，回去，封村了，还乱跑，不懂事。
侄子尴尬地回去了。老田冷静地说：千
万别马虎！

夜晚，村口检查站灯亮起来，如萤

火，在黑漆漆的夜中，摇摇晃晃。老
田魂不守舍。老婆关切地问，咋了？
哪儿不舒服？老田说，好着呢。你睡
你的，我忙去。走到了厨房。

添了一大锅水，放了十斤羊肉煮起
来。这羊肉本来给玲玲留的，说好最近
回来，一家人吃的，想不到该死的疫
情……硬柴火噼噼啪啪，汤咕嘟嘟翻滚，
香气四溢。老婆埋怨：想吃早说嘛。

煮好了。老田不吃，打电话叫检查
站的人轮流来吃。没人来，老田提了去。

吃着暖心暖肺的羊肉，老田能感
觉到寒气正烟一样从值班人员的身
上散去。

这些，玲玲一点也不知道。
当然，老田也不知道，玲玲在西安

超负荷工作，夜以继日，常常饭不按时
吃。为了让父母放心，她撒了个美丽
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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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寒冷的冬天

在汉水之滨，守着

沧浪之水

北望三百公里以外的岛屿

我的孩子，还在那空旷的海岛上

他和他年轻的战友们

正以礁石，椰树的名义

驻守。守卫一座岛屿

最后的防线和屏障

这个寒冷的冬天

在秦岭以南，隔着连绵不断的秦岭和巴山

守望三百里以外的城池

我的孩子和他年轻的战友

正逆行在长安，寒风吹拂的街道

车站，码头，和机场

寒风中的奔走，是他们的日常

苍茫中喷薄而出的太阳

是他们的补给。清水

蔬菜，粮食和储藏

胸中有爱，眼里有光

在还需要守护的年纪

学会了勇敢和坚强

豪迈出征。去守护更需要守护的

山川，河流，草木，花朵

河山，和疆场

温热的目光，写下誓言

稚嫩的肩膀扛下这个冬天

从天而降的冰雪，严寒

使命，和担当

每一天，打开窗

将玻璃上的霜花擦了又擦

每一天，登临高高的灯塔

将夜的航灯点亮

这是一个诗人的日常

也是一位母亲的日常

三百公里的距离，不远也不近

正好是一个诗人打马扬鞭

翻越不了的重峦叠嶂

八百里秦川，恰好是一个母亲

无法割断的牵挂与柔肠

这个寒冷的冬天

在我的白天，黑夜之外

还有无数个这样的白天和夜晚

在我的房间之外

还有无数个这样的房间

因为一个孩子的缺席

而显得格外宽大和空旷

无数个这样的月亮，缺了又圆，圆了又缺

无数张这样的餐桌，凉了又热，热了又凉

无数个和我一样的母亲们

正在火炉边，徘徊，不安

在门前的大路上

伸长她们蔚蓝的目光

这个寒冷的冬天

思念，祈祷，祝福，和等待

是一个诗人的日常

也是一位母亲的日常

在祖国的东西南北，四面八方

牵挂的心，正蓄满温柔，翘首以望

等待长安，冰雪消融，春暖花开

我也将和我的孩子们一道

守护我们的长安

永远年轻，永远

热泪盈眶

守 护 长 安守 护 长 安
李小洛

那一夜，雾霭沉沉

这座受伤的城

将冬天往前一推再推

潼关孤立，渭水凝噎

大雁塔的钟声，残音悠远

瘦尽了的西都，月色已经凋零

谁曾鲜衣怒马呼啸而过

长车驰骋八百里秦川

浑雄的号角阵阵，惊彻了秦砖汉瓦

金戈铁马的冰河中

夜夜，梦回大唐

今宵，长安的夜色如水

寒了我的双眸

千年的城邑挡不住塞外的风

雪一层层厚

天地间，独留一种白

芳华是一缕浮光，穿透凄清的暗影

热血凝了素笺

一袭白衣裹紧坚定的信念

微暖的阳光里

脚步的回响，越来越近

听，那一定是春天到来的声音

回 望 长 安回 望 长 安
轻 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