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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平中王平中

从从 11 月月 2424 日日（（大年三十大年三十））起起，，在电视在电视
上陆续看到许多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事上陆续看到许多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事
迹报道迹报道，，那些医护人员不畏病毒那些医护人员不畏病毒、、不惧生不惧生
死死、、舍小家为大家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舍小家为大家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
我我，，我恨不得立即到现场去采访我恨不得立即到现场去采访。。迟迟迟迟
没有得到采访任务没有得到采访任务，，整天猫在家中整天猫在家中，，我不我不
由得心急火燎由得心急火燎。。22 月月 22 日日，，终于接到通终于接到通
知知，，去采访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去采访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
疾病科隔离区的医护人员疾病科隔离区的医护人员，，堵在我心里堵在我心里
的郁气顿时释放的郁气顿时释放。。

市第一人民医院隔离区设在第三住市第一人民医院隔离区设在第三住
院楼院楼，，当时收治有当时收治有 22 名确诊病人名确诊病人、、99 名留名留
观疑似病人观疑似病人，，有有 4949 名医护人员名医护人员。。22 月月 33 日日
至至 44日两天时间里日两天时间里，，近距离拍摄了医护人近距离拍摄了医护人
员穿着防护服员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戴着护目镜，，去查房问去查房问
诊诊，，给患者送饭送水给患者送饭送水、、打针喂药打针喂药、、安抚情安抚情
绪等场景绪等场景。。他们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他们冒着被感染的危险，，2424
小时轮流守护在患者身旁小时轮流守护在患者身旁。。他们每天工他们每天工
作之余作之余，，同病人一样同病人一样，，被隔离在狭小的空被隔离在狭小的空
间里间里，，同事之间不能相互串门同事之间不能相互串门，，只能忍受只能忍受
着孤独着孤独。。特别是那些女医护人员特别是那些女医护人员，，更是更是
承受着常人无法承受的心理压力承受着常人无法承受的心理压力。。我同我同
她们交谈时她们交谈时，，她们戴着口罩她们戴着口罩，，看不到她们看不到她们
的面部表情的面部表情，，但她们眼里有着对家中亲但她们眼里有着对家中亲
人的无限思念和牵挂人的无限思念和牵挂，，有着刚进负压病有着刚进负压病
房时的忐忑房时的忐忑，，有着治愈患者后的喜悦有着治愈患者后的喜悦，，更更
有着战胜疫情的信心有着战胜疫情的信心。。我用手中的笔记我用手中的笔记
录下了她们那些感人的故事录下了她们那些感人的故事————

王美容王美容，，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护士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护士
长长，，巴中人巴中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她已经她已经
1010年未曾回家过年了年未曾回家过年了。。今年春节今年春节，，父母很父母很
早就打电话让她回家过年早就打电话让她回家过年，，盼望之情溢于盼望之情溢于
言表言表。。她答应了父母她答应了父母，，并买好了从成都到并买好了从成都到
巴中的机票巴中的机票。。可突发的疫情打乱了她回可突发的疫情打乱了她回
家的计划家的计划。。

从从11月月1919号开始号开始，，医院时刻处于战备医院时刻处于战备
状态状态———储备防护物资—储备防护物资、、启动应急预案启动应急预案、、
演练负压病房流程……在全院备战中演练负压病房流程……在全院备战中，，感感
染性疾病科是打赢病毒歼灭战的染性疾病科是打赢病毒歼灭战的““尖刀尖刀
班班””，，在这里在这里，，他们将直面病毒感染者他们将直面病毒感染者。。

11 月月 2424 日晚上日晚上 1010 时时，，王美容下班回王美容下班回
家准备吃年夜饭家准备吃年夜饭，，途中手机突然响起途中手机突然响起：：

““美容美容，，马上要收一名疑似患者马上要收一名疑似患者，，立即赶立即赶

到负压病房到负压病房，，全部人员马上到位全部人员马上到位！！””她只她只
有默默地看了一眼家的方向有默默地看了一眼家的方向，，回头赶往回头赶往
负压病房负压病房，，穿好防护用品准备接收病穿好防护用品准备接收病
人人。。从这天接收到疑似患者起从这天接收到疑似患者起，，她已经她已经
没有了时间概念没有了时间概念，，隔离区没有白天黑夜隔离区没有白天黑夜，，
只有病情与守护只有病情与守护。。

两天前两天前，，王美容突然咳嗽得非常厉王美容突然咳嗽得非常厉
害害，，有些担心自己是否被感染有些担心自己是否被感染。。后来做了后来做了
胸部胸部CTCT，，并无异常并无异常，，只是由于工作时说话只是由于工作时说话
过多过多，，加上近段时间没有休息好而诱发急加上近段时间没有休息好而诱发急
性咽喉炎性咽喉炎。。

有位朋友发微信问她有位朋友发微信问她：：““如果被感染如果被感染
了了，，你怕吗你怕吗？？””她回复她回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从未我从未
想过怕或是不怕想过怕或是不怕。。””

王美容在日记中写道王美容在日记中写道：：““从穿上白衣从穿上白衣
的那一刻起的那一刻起，，我就是一名战士我就是一名战士，，与病魔抗与病魔抗
争的战士争的战士。。战士必定属于战场战士必定属于战场。。在战场在战场
上上，，我没有流过泪我没有流过泪，，但当我看见单位同事但当我看见单位同事
们的请战书源源不断地上交时们的请战书源源不断地上交时，，我哭了我哭了。。
哭哭，，因为骄傲因为骄傲，，哭哭，，因为荣耀因为荣耀。。我为我们的我为我们的
行业骄傲行业骄傲，，我为我们的战斗而感到荣耀我为我们的战斗而感到荣耀。。””

毕煜玲是医院呼吸内科的一名医生毕煜玲是医院呼吸内科的一名医生，，
这次抽调到感染性疾病科负压病区医疗这次抽调到感染性疾病科负压病区医疗
组组。。11月月2525日凌晨日凌晨55点点，，她突然接到电话她突然接到电话：：

““煜玲煜玲，，你半小时内赶到感染病房你半小时内赶到感染病房。。””她知她知
道道，，资阳的抗疫战斗已经打响了资阳的抗疫战斗已经打响了。。

来到医院的第三住院大楼来到医院的第三住院大楼，，看到大楼看到大楼
前已经拉上了警戒线前已经拉上了警戒线，，毕煜玲知道这里已毕煜玲知道这里已
是战场是战场。。她戴好口罩她戴好口罩、、帽子帽子，，穿上工作服穿上工作服
走进了隔离区走进了隔离区，，消毒水的味道让她仿佛闻消毒水的味道让她仿佛闻
到了一股硝烟味到了一股硝烟味。。这一刻这一刻，，毕煜玲真正感毕煜玲真正感
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前段时间还觉得前段时间还觉得
是是““纸上谈兵纸上谈兵””的病毒的病毒，，突然就在眼前了突然就在眼前了。。
人非草木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孰能无情，，但一想到自己的职但一想到自己的职
责和使命责和使命，，毕煜玲便鼓起了勇气毕煜玲便鼓起了勇气，，开始有开始有
条不紊地为患者诊治条不紊地为患者诊治。。

穿上笨重的防护服穿上笨重的防护服，，戴上眼罩戴上眼罩、、防护防护
面罩面罩，，时间久了汗水湿了衣服时间久了汗水湿了衣服，，眼罩也模眼罩也模
糊了糊了。。平时几分钟的操作平时几分钟的操作，，现在要多花几现在要多花几
倍的时间才能完成倍的时间才能完成。。毕煜玲每次要在病毕煜玲每次要在病
房内呆房内呆66个小时个小时，，取下帽子取下帽子、、口罩口罩、、眼罩时眼罩时，，
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有时候实在太有时候实在太
困了困了，，坐在办公室椅子上就睡着了坐在办公室椅子上就睡着了。。

毕煜玲说毕煜玲说，，如果问我现在最大的愿如果问我现在最大的愿
望是什么望是什么？？我一定会回答道我一定会回答道：：““早日打赢早日打赢

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早日回家早日回家。。””回家在以前是多回家在以前是多
么简单的一件事么简单的一件事，，可现在回家成了她们可现在回家成了她们
所有人最大的愿望所有人最大的愿望。。家永远是她们最大家永远是她们最大
的牵挂的牵挂。。记得记得 1010 多天前多天前，，她临走时告诉她临走时告诉
自己自己 1010 岁的女儿岁的女儿，，为了抗击新冠肺炎病为了抗击新冠肺炎病
毒毒，，妈妈可能要离开家一个月妈妈可能要离开家一个月。。平时开平时开
朗乐观爱笑的女儿朗乐观爱笑的女儿，，突然眼泪哗哗地流突然眼泪哗哗地流
了下来了下来，，她哭着反复问她哭着反复问：：““妈妈妈妈，，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要做医生要做医生，，是不是必须去啊是不是必须去啊？？””毕煜玲忍毕煜玲忍
住眼泪告诉孩子住眼泪告诉孩子：：““如果你的付出和努力如果你的付出和努力
能够帮助到别人能够帮助到别人，，你会是快乐的你会是快乐的。。医生医生
的职责就是帮助别人减轻痛苦的职责就是帮助别人减轻痛苦。。””女儿似女儿似
懂非懂地点点头懂非懂地点点头。。1010 天来天来，，孩子常给她孩子常给她
打电话打电话，，每次都会问每次都会问：：““妈妈妈妈，，你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
回来啊回来啊？？””她握着电话她握着电话，，久久不能回答久久不能回答。。

毕煜玲在日记中写道毕煜玲在日记中写道：：““苟利国家生苟利国家生
死以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岂因祸福避趋之。。乌云遮不住升起乌云遮不住升起
的太阳的太阳，，疫情挡不住春天的来临疫情挡不住春天的来临，，我们肩我们肩
负着医务人员的使命和职责负着医务人员的使命和职责，，心怀坚定必心怀坚定必
胜的信念胜的信念———早日打赢这场战争—早日打赢这场战争，，我们早我们早
日回家日回家。。””

刘敏是医院消化内科护理组长刘敏是医院消化内科护理组长，，这次这次
被抽调到感染性疾病科隔离病区护理被抽调到感染性疾病科隔离病区护理
组组。。她她 55岁的女儿岁的女儿，，刚做完舌腺囊肿术一刚做完舌腺囊肿术一
周周。。此前都是由她每天给女儿检查术后此前都是由她每天给女儿检查术后
情况情况，，由于工作繁忙由于工作繁忙，，打算春节后再带她打算春节后再带她
去复查去复查。。11月月 2525日早晨日早晨 66点点 1010分分，，刘敏接刘敏接
到医院紧急通知到医院紧急通知，，来不及抱抱熟睡的女来不及抱抱熟睡的女
儿儿，，也来不及告诉父母也来不及告诉父母，，便匆忙赶到医院便匆忙赶到医院
加入抗疫第一线加入抗疫第一线。。

11 月月 2626 日凌晨日凌晨，，刘敏第一次在负压刘敏第一次在负压
病房值班病房值班，，近距离接触病患时近距离接触病患时，，紧张到紧张到
有点儿小腹泻有点儿小腹泻。。好在有同事搭档值班好在有同事搭档值班，，
互相照应着互相照应着，，她顺利度过第一晚她顺利度过第一晚。。第二第二
天早晨天早晨 77 点半点半，，““全副武装全副武装””的刘敏进入的刘敏进入
病房后心跳一直处于加速度状态病房后心跳一直处于加速度状态，，她去她去
为为 11 号病房的病人采血时手都在颤抖号病房的病人采血时手都在颤抖，，
感觉呼吸困难感觉呼吸困难，，全身冒汗全身冒汗，，后背全部浸后背全部浸
湿了湿了。。到到 22 号病房为患者雾化时号病房为患者雾化时，，刘敏刘敏
感觉病人比较友好感觉病人比较友好，，简单交流几句后简单交流几句后，，
心情才稍稍放松了一些心情才稍稍放松了一些。。她完成当班她完成当班
工作从负压病房出来时已面目全非工作从负压病房出来时已面目全非，，额额
头勒痕斑斑头勒痕斑斑，，脱掉那身脱掉那身““武装武装””后才感到后才感到
呼吸顺畅呼吸顺畅。。

我同刘敏交谈时我同刘敏交谈时，，她突然哭了她突然哭了。。我我

问她是在负压病房里工作压力大吗问她是在负压病房里工作压力大吗？？她她
说说：：““刚开始去时刚开始去时，，病人不配合病人不配合，，现在好多现在好多
了了，，两位确诊患者情绪与病情相对稳定两位确诊患者情绪与病情相对稳定，，
非常配合自己监测体温非常配合自己监测体温、、吃药等吃药等，，最先的最先的
恐惧感就没有了恐惧感就没有了。。就是十分挂念女儿的就是十分挂念女儿的
病情病情。。””随即她抹掉眼角的泪水随即她抹掉眼角的泪水，，坚定地坚定地
说说：：““我会坚持下去的我会坚持下去的，，一定会等到战胜一定会等到战胜
疫情才出去疫情才出去。。””

杨翼是医院肾病内科护士杨翼是医院肾病内科护士，，11月月 2424日日
深夜深夜，，她接到紧急命令她接到紧急命令，，立刻支援前线立刻支援前线，，分分
到感染性疾病科负压病区护理组到感染性疾病科负压病区护理组。。临行临行
前前，，她没有惊醒睡梦中的女儿她没有惊醒睡梦中的女儿，，默默走进默默走进
了茫茫的夜色了茫茫的夜色。。在隔离病房里在隔离病房里，，她利用空她利用空
闲时间给女儿写了一封信闲时间给女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信中说：：妈妈妈妈
已经走了已经走了 55天了天了，，不知你过得好不好不知你过得好不好？？妈妈
妈好想你妈好想你！！虽然你只有虽然你只有 11岁半岁半，，还看不懂还看不懂
我这封信我这封信，，但我想对你说但我想对你说，，作为护士的妈作为护士的妈
妈妈，，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了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了。。从你出生到现从你出生到现
在在，，我们离多聚少我们离多聚少。。多少个夜晚多少个夜晚，，我狠心我狠心
地把哭泣的你留给外婆地把哭泣的你留给外婆。。多少次面对发多少次面对发
高烧的你高烧的你，，我只能说我只能说：：““孩子要坚强孩子要坚强！！还有还有
更多的病人在等着我更多的病人在等着我。。””55天前的夜里天前的夜里，，你你
已熟睡已熟睡，，站在你的身边站在你的身边，，我只有把你那甜我只有把你那甜
甜的样子记在心里甜的样子记在心里。。孩子孩子，，这次离开你不这次离开你不
知会分开多长时间知会分开多长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半年半年？？或或
许更久许更久？？妈妈多想陪伴你每一天妈妈多想陪伴你每一天、、每一每一
刻刻，，看着你一点点长大看着你一点点长大。。但妈妈是一名护但妈妈是一名护
士呀士呀！！妈妈必须去救助那些需要妈妈帮妈妈必须去救助那些需要妈妈帮
助的患者们……助的患者们……

在隔离病区在隔离病区，，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很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很
多多。。也许她们的事迹很平凡也许她们的事迹很平凡，，有的人刚进有的人刚进
入隔离病区还有些紧张入隔离病区还有些紧张，，甚至恐惧甚至恐惧，，但她但她
们坚持下来了们坚持下来了，，而且还要继续坚守下去而且还要继续坚守下去，，
直到打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这场战役直到打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这场战役。。
她们心中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她们心中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我们选择我们选择
了这个职业了这个职业，，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
当祖国这个当祖国这个““大家大家””需要我们的时候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我们
会毫不犹豫冲锋在前会毫不犹豫冲锋在前，，绝不退缩绝不退缩。。

走出医院第三住院楼走出医院第三住院楼，，突然看到楼下突然看到楼下
的一株株腊梅开花了的一株株腊梅开花了，，一朵朵鹅黄的花朵一朵朵鹅黄的花朵
挂满枝头挂满枝头，，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这些这些
腊梅花恰如楼上那些战斗在防控疫情第腊梅花恰如楼上那些战斗在防控疫情第
一线的医护人员一线的医护人员，，她们用坚持和坚韧护佑她们用坚持和坚韧护佑
着生命之花绚烂绽放着生命之花绚烂绽放。。

等 待
□ 吴振华

有一种等待，我们欢愉满怀
万物复苏，我们等来了春天
有一种等待，却又那么无奈
守望相助，我们等待着凯旋

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许多等待
等待一场相看泪眼的爱情
等待一树纷繁碧落的花茎
等待一夜江枫渔火的愁绪
等待一蓑烟雨，竹杖芒鞋的阔然
等待何尝不美好？
在漫长的等待中
娟婉如絮的思考点缀着一个个被新冠疫情笼罩的日子
等待是残酷的
让人坐立不安，彻夜难眠
交织着亲人盼归的泪水
浸透着一线抗疫的汗珠
孩子等待着离家支援武汉的父母
早点回来
父母等待着不辞而别奔赴前线的孩子
平安归来
妻子等待着丈夫，丈夫等待着妻子
而被等待的他们有一个英雄的称呼
——最美逆行者
防护服或许能够隔离新冠病毒
却隔离不了他们
勇往直前的步伐
和必胜的信念与爱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
居家隔离的乡亲在等待测量体温
隔壁行动不便的阿婆在等待送上门的新鲜蔬菜
孤单在家的孩子在等待早出晚归一线抗疫的父母
等待让人们充满爱和力量
因为等待，他们使命在肩
因为等待，他们义无反顾
他们有一个自豪的名字
——共产党员
入户排查信息，他们克服重重困难
防控疫情一线，他们无惧病魔狰狞
他们以实际行动
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人生需要等待
岁月的轮回
等待四季的周而复始
花蕾的含苞
只为等待那春开的浓艳
而四面八方人们共同的等待
是撇去焦虑与慌张
奉己之力共筑长城万里
只愿重还国土苍茫，四海升平
再现中华河清海晏，国泰民安

□ 郭 毅

退役武士低头赶路，他身穿发白的旧戎衣，在丘陵咄咄前
行。

周围是庚子开端的新型冠状病毒，被丘底丘岭的口罩涤
荡着，把村野急促的预警广播一声声拉得悠长而旷远。

警报推逼下的山河，人少得像撤退后的战场，除了绿在坚
守，见不到一辆小汽车从村头村尾穿过。其间，一辆银色的高
铁急速地从丘原远空驶来，像数码闪动的风云拉着出征的天
使，向大地频频招手。

这阵势，仿佛逆行者沿着病毒肆虐的家园，扼杀着遍地的
张牙舞爪，把喜庆镀在一栋栋明亮的窗户。

他已多日不曾这样快活地在丘陵途中举目远望。
正是今天阳光灿烂地现身，他才沿着丘陵刚起的春风，隐

隐感觉到春天的眼眸，丈量着世俗人心绚丽的光芒。
他静静地，像胸有成竹的统领，看见将士们昂举的头颅排

映在城市和乡村的透明中。那里日渐衰弱的病毒，像敌人溃
败的面容，迎着敲锣打鼓的胜利的喜悦，一层层揭开了恶毒的
丑陋！

他欢欣地抬起训练有素的前腿，以一种经典的武士的步
伐，快速地走到山顶。

他看见，遥远的丘陵那边，一朵朵春天的花，在病毒溃败
的山山岭岭，以从未有过的高涨做着体操，向生命的顽强表达
着梦想。

他立刻感到一份久违的振奋，在胸腔像春花一样浴满甘
霖，在阳光下噼噼啪啪开放！

□ 本报记者 胡佳音

“战斗不止在前线，天使未必穿白衣。
文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桥梁和纽
带，虽然不能到一线抗疫，但我们也可以发
挥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将党的声音以文
艺的方式传达下去、传播出去，弘扬主旋
律、传递正能量，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为抗
疫助力！”日前，记者在采访市文联主席魏
华时，她平实地说出了这番话。

文艺抗疫 真情在传递

“在这场抗击新冠疫情没有硝烟的战
斗中，我们资阳文艺界每一个人都在争分
夺秒，都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做各自力所能
及的事情。”魏华说。

疫情发生初期，资阳市文联及时发出
倡议，引导文艺界服从抗疫指挥部的统一
部署，关注权威信息，加强自我防护，减少
外出，积极配合参与联防联控，同时在资
阳文联微信公众号《资阳文艺》设立《众志
成城、同心抗疫》文艺作品专栏，发动文艺
爱好者，用文艺创作的方式，把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防控
要求宣传下去，以实际行动共克时艰，为
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凝聚力量。

倡议发出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
艺爱好者积极响应。截至目前，资阳市
文联已经在网站上编发 25 期 223 件作
品。张强、唐文汉创作歌曲《感谢你》；刘
朝聘创作《妙手仁心赞白衣天使》等 6 幅
书法作品；姚学明创作《万众一心抗疫
情》等 4 幅 画 作 ；吕 国 炳 创 作 画 作《长
青》；任伟创作画作《脊梁》；万利民创作

《风骨》等画作捐赠；熊刚、熊斌父子创作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平安长乐》等书
法、篆刻作品；郭毅创作组诗《与冠状病
毒战斗的人民》在《新诗刊》发表；孟基
林、温莉娟创作歌曲《又见阳光》；袁子
衿、朱鸿琨创作歌曲《逆行者》并在“网易
云音乐”推送，人民日报客户端、中新网
等媒体进行了报道；张世全创作金钱板
作品宣传抗疫，人民日报客户端等媒体
进行了报道；尹忠拍摄制作抗疫视频并
向外推送；资阳新闻传媒中心开辟《用声
音凝聚力量、致 敬 逆 行 者》专 栏 ，已 推
出 10 期作品；萌缘朗读社在公众号《资
阳萌缘》推出 19 期《资阳本土文化推广
之防疫专辑》；红细胞朗读社持续推送
本土作家抗疫题材作品《为爱朗读，传
递力量》并上传网站……

一件件文艺作品，讴歌的是中国力
量，传递的是人间真情。

同心创作 大爱无距离

与此同时，魏华也发挥自己音乐创作
的专长，在两周的时间内，分别与人合作
创作出 4 首不同风格的抗疫题材歌曲《你
是光，你是爱》《平安回来》《冲锋向前》《风
雨过后是晴天》。

“《你是光，你是爱》，是三地联袂创作
和演绎的作品，地域涉及广东中山、四川
资阳、江苏连云港。”魏华说，她在《封面新
闻》一个叫“武汉挺住”的诗歌专辑里，发
现了来自广东省中山市政协主席丘树宏
写的诗歌。“这首诗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
定以此为素材，创作成一首歌曲。”

怎么开展二度创作，才能彰显诗歌本
身所蕴含的光和爱？这让魏华颇下了一
番功夫。她说：“我理解的光，就是信仰之
光、忠诚之光、理想之光和人性之光；爱，
就是对祖国、对人民、对生命、对生活的大
爱。围绕这‘四个光’和‘四个爱’，我认真
进行了谱曲、试唱。”成型后，魏华联系到
江苏省连云港市青年歌手王觉连夜进行
演唱。就这样，联袂三地人员、三个不同
年龄阶段的文艺家，共同完成了这首歌的
创作。

这首大气阳光、温暖流畅、朗朗上口
的歌曲出炉后，《封面新闻》“四川文艺在
行动”栏目对这首歌进行了刊发。《南方都
市报》微信公众号、《南都文化》《江城朗读
者》《中国政协报》《学习强国》等媒体作了
刊载和报道，很多人转发、传唱，取得较好
反响。

魏华参与创作的第二首歌曲《平安回
来》，取材于四川广元一位丈夫在送别即将
启程驰援武汉的妻子时，喊出的那句“赵英
明，我爱你！你平安回来，我包一年的家
务！”“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文联主席苏日
塔拉图写出了歌词，我看了以后，觉得写得
很好。决定参与这首四川题材歌曲的作
曲，让歌词变身为一首完整的歌。”魏华说。

疫情防控在继续，感人的事不断发
生，魏华的创作激情也随之延续和喷发。
她在各地优秀诗作中选取创作题材，与广
元诗人川江号子合作完成了歌曲《冲锋向
前》、与成都诗人银莲合作完成了歌曲《风
雨过后是晴天》的创作。

4 首不同的歌曲，歌颂的是平凡人的
挺身而出、坚守与奉献，唱响的是“为武汉
加油，为中国加油”的好声音。

“当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在我们各自
所在的位置，站成了挺拔的姿势，一定
能让病毒曾经肆虐的地方飘扬起胜利
的旗帜！”这，已成为资阳文艺工作者们
的共识。

隔离区里的腊梅花

资阳文艺为抗疫助力 退役武士在丘陵前行退役武士在丘陵前行
遇春暖花开遇春暖花开

抗疫之战
□ 雨晓荷

庚子鼠年庚子鼠年。。一群群隐形之敌入侵神州大地一群群隐形之敌入侵神州大地
以口腔为准星以口腔为准星，，罪恶的子弹通过肠胃袭击肺部罪恶的子弹通过肠胃袭击肺部
伴随而来的潜伏与传染伴随而来的潜伏与传染，，高烧与呼吸困难以倍增形式高烧与呼吸困难以倍增形式
蔓延华夏蔓延华夏。。一声声咳嗽让雄鸡版图昼夜不安一声声咳嗽让雄鸡版图昼夜不安
逆行的白衣战士奔赴封城的武汉逆行的白衣战士奔赴封城的武汉，，威武的三军将士星夜威武的三军将士星夜

驰援驰援
一场没有硝烟的围歼战持续上演一场没有硝烟的围歼战持续上演。。一场与死神拼杀的战一场与死神拼杀的战

疫迅速展开疫迅速展开

狡猾的鼠辈闻风丧胆狡猾的鼠辈闻风丧胆，，四处逃窜四处逃窜，，四处作乱四处作乱
党中央一声令下党中央一声令下，，神州大地草木皆兵神州大地草木皆兵，，华夏儿女奋起抗战华夏儿女奋起抗战
大江南北撒下安全网大江南北撒下安全网，，黄河上下布满防护线黄河上下布满防护线
攻坚战八方弥漫攻坚战八方弥漫。。体温枪体温枪、、护目镜护目镜、、隔离服隔离服、、防护罩纷纷防护罩纷纷

应战应战
高音喇叭高音喇叭、、电视广播电视广播、、报刊杂志步步为营报刊杂志步步为营。。党徽党徽、、团徽团徽
齐齐上阵齐齐上阵。。万众一心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众志成城。。再顽固的敌人也会被再顽固的敌人也会被

瓦解而溃败瓦解而溃败

萌缘朗读社朗诵本土诗人抗疫情题材作品在网上推送。

姚学明创作的抗疫宣传画《万众一心抗疫情》。

人间映像人间映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