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差一天就是除夕。看到排好的值班
表，我可以连休四天。心里好高兴，一家人
可以欢天喜地过年了。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两个孩子，儿子两
岁多，呆萌可爱，女儿才一岁，聪明伶俐。公
婆早就忙碌着准备年货。我和老公都盼着
春节假期带着孩子好好度假呢。可是，疫情
来了！

那是农历腊月廿九，院领导来我们科
室开动员会，要大家安排好家务，做好心理
准备，回家带上换洗的衣服，入住医院隔
离。我们感染科将要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在家过年，成了我们全科室人员不能实
现的奢望。

腊月廿九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我
家“公主”来到世上第一个生日。妈妈来不
及给你准备蛋糕，来不及为你唱首生日歌。
疫情来得突然，没有时间儿女情长。

回到家里，看到两个从生下来没有一
天离开过我的孩子，心里十分不舍。我摸摸
儿子的头，伸手将他的玩具摆好，又将女儿
抱起来，亲亲她的小脸蛋，用力将他们两个
搂在怀里。眼泪在眼眶里转动，我只能强装
笑容，像平时一样说：宝贝，妈妈上班去了，

拜拜！离开家门，泪洒衣襟。
宝贝，妈妈这一去不知要多长时间，不

知有多大的风险。但妈妈宣过誓：不计报
酬，不畏生死。为了更多的宝贝有幸福的
家，妈妈要先撇下你们了。我家与医院仅一
墙之隔，但职责所在，且规定严格，也为了
家人的安全，我自愿隔离了。

我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在抗疫
的战场上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要向前
辈学习，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负责接待
门诊，每天要接待不少病人。我们大家忙得
不敢喝水，怕耽误病人一分钟，怕要小便时
损失一套防疫服。穿着不透气的防疫服，相
当难受，闷得汗流不止，脚下也是湿漉漉
的。长时间戴口罩，头不同程度地胀痛。甚
至还有同事又累又饿，晕倒在地。但没有一
个人要求撤下来，是信仰在支撑着我们。

那天下班我回到驻地，房间里只有我
一个人，静静的夜晚，思念一阵阵向我袭
来。 大年初一我不在家，大年初二、初三、
初四……初十，我都不在家。孩子，我多么
想和你们一起过年，多么想阖家团圆啊！我
拿起手机，打开视频接通老公，对他说：家
里一切都好吗？我想你们了，我想孩子们

了！当视频那头出现大孩子时，他正在玩积
木，看到我时他瞪着大大的眼睛久久地注
视着我，然后轻轻地叫着：“妈妈，妈妈。”我
心里立刻暖暖的。我在这边说着，他在那头
听着，我感到满满的幸福。当镜头对着小女
儿时，不会走路的她正站在学步车里，小手
伸出要抱的姿势，“妈妈、妈妈，抱抱、抱抱”
地叫着，然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哇，
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我的视线模糊了，眼泪刷刷地掉下来，
连忙关了视频，伤感地坐下，任凭思绪吞噬
我的心，一个人慢慢地消化这无尽的思念。

孩子！妈只是千千万万医护工作者中
的一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妈能
尽力把工作做好，参加这次疫情战，在平
凡岗位妈妈也很骄傲。孩子，我知道你们
尚是牙牙学语的婴幼儿，离不开妈妈的怀
抱，可有许多人比你们更需要妈妈的付出
呀！孩子，我爱你们，我也爱我的职业，更
爱我们的国家。离开你们十多天了，妈好
想好想你们！

你们健康地成长！妈妈好好地工作！祖国
人民平平安安地生活！这就是妈的心愿呀。

（作者系邵阳市中心医院感染科护士）

孩子，妈想你们
刘文君

时值子鼠之柳月，疫情传
染至邵阳。新冠突袭，害众无
恙之健体；病魔肆虐，侵诸祥
和之城乡。幸哉！铁壁之围，集
广益而战肺疫；蓄势而发，凝
众志以筑铜墙。

遂致力于精准之运筹，兼
程与疫情而赛跑。殚精而竭虑，
只因肩负民生；临危何所惧，然
则心似刀绞。指挥疫战，坐镇前
沿；处乱不惊，阻击魔爪。探院
探房，涉险抚慰医患；下县下
区，连轴彻查毒獠。

夫厉毒无情，邵州有爱；
天灾难测，公仆事躬。党委勇于
担当，火速聚其民力；政府部署
周密，关爱送抵心中。一支部一
堡垒，严阵以待；一党员一旗
帜，为国尽忠。联防联控，丹心
耿耿；值班值守，步履匆匆。于
是扫死角，织密网；控源头，堵
漏空。应急交通商务，坚守阵
地；公安卫健监管，巡查西东。
生命安全第一，舍身忘我；人民
利益至上，竭力为公。发布信
息，刷新动态；普及知识，关注
控防。敷衍塞责者，法纪亮剑；
囤积抬价者，顶格严惩。定酒
店，早呵护；定医院，早就诊。市
场稳定，货通货畅；秩序井然，
复产复工。众志成城，铸就森严
壁垒；世风纾难，何惧祸重疫

汹。挨家挨户，个个排查；群策
群力，人人立功。不串门，不约
会，不聚餐；勤消毒，勤洗手，勤
通风。远在天涯，万水奔涌相
济；互牵心手，千山不谋而同。
情深深，源源而来之捐物；意切
切，处处慰问之飞鸿。

尤其义举医风，亲情可
誉；白衣卫士，布德空前。昨日
抗非，除病疠而传捷报；今朝援
鄂，战疫情以解倒悬。兹有“天
使”秉义，逆向而行；昔传少穆
明心，利国而先。层层浸爱，视
防护服为战袍；刻刻关情，以隔
离区为高地。心系赤诚，而后至
真至善；情牵黎庶，方能敢做敢
为。销荣辱于心间，痌瘝在抱；
置生死于度外，道义压肩。更有
科学施策，救死扶伤；顽强拼
搏，无私奉献。护苍生以排危除
难，展妙术而祛病攻坚。

浩焉雨露，壮哉昭陵；寒
梅吐蕊，瑞雪飞英。患危以择
人心，民难而见真情。疫瘟遏
止，病霾必然逝去；春暖花开，
紫气终将盈庭。俄而云飞气
朗，江河清晏；柳暗花繁，雾散
天晴。待到明媚春光时，相约
雨后齐赏彩虹，画中共游美
景。快乐出发，沐春风于大地；
自由呼吸，浴朝晖而祥宁也。
（宋任予，中华辞赋社会员）

庚 子 抗 疫 赋
宋任予

不见硝烟弥漫，却关生死存亡。疫情突发不寻常。防控
是场硬仗。

勇士阵前请战，党旗阵上飘扬。警营尽锐效沙场。任尔
风云激荡。

（作者系洞口县公安局民警）

西江月·抗疫阻击战
关 军

一
病从口入，天道轮回，野味无知休再噬；
毒要群防，人心归向，亲情有价慎重逢。

二
病毒莫猖狂！且看全国同仇，号令声声敦防治；
爱心何宝贵！堪叹群医请战，血书沓沓引钦崇。

三
全民备战，不串门，少上街，寂寞片时赢二竖；
众志成城，听指示，守规矩，平和万福赏初心。

四
爹妈抱歉，爱人见谅，又欠孩儿一口亲，过节

竟离家，只因红十急需我；
病毒烈狂，性命堪忧，但悲患者连声喊，舍生

而取义，总是白衣最感人。
（何俊良，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湖南省楹联家

协会会员，邵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联说全民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
何俊良

赠陈文峰同志

袁邦纯

文采飞扬，著述传方称妙手；
医风浩荡，驱魔抗疠越高峰。

赠唐忠礼同志

袁小伟

忠心抗疫；礼炮庆功。

赠张淑珍同志

谌业海

淑女仁心驱疠疫；珍珠朗抱耀江城。

赠熊明华同志

胡贵程

一袭白衣，救死扶伤明远志；
满腔热血，高风亮节谱华章。

赠曾磊同志

陈建湘

恢宏壮举奔曾子；磊落仁风战疫情。

赠蒋玉莲同志

欧阳佑春

玉草惠江城，福临祥降；莲峰悬楚剑，疫散瘟消。

赠张颖慧同志

钟九胜

仁术超群，非赴江城方脱颖；
慧心拔俗，原来邵邑早传名。

赠罗志香同志

向立平

志士请缨惊四海；香风传信暖千家。

赠李萍同志

邹宗德

李郭仙舟飞鄂渚；萍蓬医履济苍生。
（邵阳市楹联学会供稿）

赠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援鄂医护人员

大方、小欢：
展信佳！
今天已是元宵节了，春节即

将过完，可我们似乎还没有感受
到往年那种热闹祥和的节日气
氛，没有和亲朋好友欢聚，有的
只是特别的沉重和安静。打开
窗，路上没有过多的车来人往，
平时紧张的车位还略有空余，这
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天色灰蒙，
似乎要为大地遮掩某种不祥之
症。是的，新冠肺炎病毒太猖獗，
让我们本该热闹的春节只能低
调再低调，不拜年，不聚餐，不外
出，不远游。我们只能老实宅在
家里，过一个名副其实的“鼠
年”。仔细一算，我们宅家快二十
天了。

大方、小欢，时间过得真快
啊，2003年发生“非典”时，你们
俩还不过是两三岁的小毛孩，
眨眼你们就是在读大学生了。
我很高兴你们能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考上较为理想的大学，学
自己喜欢的专业。虽然这次突
发的疫情，你们还帮不上忙，作
不了贡献，但是你们可以通过
这个事件警醒自己，练好本领
和身体是多么重要！

“若招之 ，必能战 ，战必
胜。”当祖国需要你时要能勇敢
地站出来，有责任，有担当，尽

自己全部的力量。要用自己所
学的专业知识仔细分析判断，
敢说真话，敢挑战。可这不是妄
自为大，不是胡夸海口或是敷
衍塞责，一定要有过硬的真本
领。当然还要有谦虚谦让的精
神，不要太在乎个人利益和得
失，也不要太在意他人评价。假
期延长，你们正好在家夯实基
础，把所学专业知识弄懂钻透，
最好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还
要会操作会设计。

学习之余，不妨读点中外
经典著作，修身养性。读书若能
做到“有志、有识、有恒”，那就
更好了。你们现在懂得比我们
多，接受新事物也强，关键是要
能静下心来，不浮躁，不论什么
样的恶劣环境都能真诚做人，
专心做事。你们也知道妈妈喜
欢读书，总觉得它能静心，净
心，它能抵抗孤寂，还能强大内
心。人总要有点精神支柱。读书
会使人多一份有理不声高的书
生意气，少一份辞不达意的尴

尬，能作谦谦君子何乐而不为？
另外，不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忘
了锻炼身体，身体不好其他都
是空谈。

对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
防控，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
武汉虽困，但有一批批逆行者
奔赴抗疫战场。疫魔虽狂，但
只要人们众志成城，不外出添
乱，不隐瞒实情，早发现早隔
离早治疗，就一定能共克时
艰。作为一个普通的家庭，我
们没有奔赴抗疫一线，听党和
政府的话，老实呆在家里，就
是为国家作贡献。出门需要口
罩和防护，可是战斗在一线的
医护人员更需要它们，在基层
防控排查疫情的干部们也需
要，我们又何必出去增加他们
的负担呢？你们都是懂事明理
的大学生了，很高兴看到你们
能安静地呆在房里或阳台上看
书听音乐，学习英语，默默地
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等疫情
结束，春暖花开，你们可要带

我们出去走走啦，让我们也感
受下年轻人眼里的风景。

偶尔，看到你们也有情绪激
动的时候，呆在狭小的空间久了
难免发生摩擦。我只想告诉你们，
兄弟手足情深，打断骨头连着筋
呢。关键的时候，还是要靠兄弟帮
衬。作为读书人，应该以理服人，
以情动人，千万不可伤害他人，亦
不能伤害自己。你们的人生路还
很长，还会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
心里要大度宽容，切不可斤斤计
较。面对很多不如意事，不顺眼
人，我们可以避而远之或报之以
微笑，不能强求他人。也就是你们
说的，要尊重个体差异，人与人之
间，就是要相互尊重，理解，信任。

你们都满了十八岁，很多
想法都不错，但想要成功，不光
要有热情，还要能坚持，一步一
个脚印往前走。

孩子永远是父母的牵挂。
不好意思，叨扰了这么多。我也
有点想听你们的外公外婆唠叨
啦，不知他们在乡里可好？

好啦，妈妈祝你们在新的
一年都有新的收获。愿学业有
成，青春无悔！

亦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爱你们的妈妈
（陈芙蓉，新邵人，某乡村

小学教师）

与 儿 书
陈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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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剪纸） 陈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