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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宅家记家记
□ 重 阳

别再让野生动物成为病别再让野生动物成为病毒源头毒源头
□ 曲 三

南山之南，黄鹤翩跹，沉沉一线。望
絜钩狰狞，暗淡叮兰。斯于悬壶，何日凯
旋？火雷金震，重锁山峦，却将万难付等
闲。战犹酣，只争朝夕间，枕戈待旦。

楚天浩气昭然，三军同忾誓斩新冠！
看红旗如画，漫卷赤胆。千里驰援，温暖
河山。清夷明庭，初心终显，敢叫日月翻
新篇。待明日，唤春回九州，青耕江岸！

2020年的春节
失去了往日的热闹……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如黑云压城一般
黑压压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沉甸甸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她，
是呵护生命的白衣天使，
疫情是命令
防控是责任
他理解她毅然的“逆行”

他，
是守护万家灯火的光明使者，
光明是希望
电力是保障
她知道他一定会坚守

分别时
她说：“我们48小时后见。”
毅然决然奔赴没有硝烟的战场
分别时
他说：“保护好自己，我等你！”
默然不语守护万家灯火

48小时过去了
她没有回家
72小时过去了
她还是回不了家
通过视频，终于看到她疲惫的脸

她说，胖子，对不起，我食言了
我在一线守护大家，你在后方保护好小家
我们480小时后再见
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硬仗

他说，老婆，你辛苦了……
别担心我们，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安心工作，家里有我
等你平安归来，我们一起加油

加油，白衣天使
你是美丽的“逆行者”
加油，光明使者
你是坚定的“守护者”

正是有了她和他
以及千千万万个她和他
才有这一片盛世安宁
才有这一片温暖光明

致敬，可爱的白衣天使
致敬，可爱的光明使者

明天，我们将看见他们的笑脸
明天，我们将迎来胜利的凯旋

大年三十，下午六点。
夏雪给七十六床的李阿姨测完体温，就该

下班了。
窗外，雪还在下。夏雪心里却像装了一个

火盆，热乎乎的。今年，终于可以一家人在一
起吃顿年夜饭了。去年腊月三十，她值夜班，
从下午五点，到初一上午八点。下午的时候，
老公秦越发来信息，说婆婆已接到家了，香肠
腊肉都煮好了，汤也炖好了，等她回去就可以
炒菜了，边吃边炒。

想起秦越，夏雪心里便甜蜜蜜的。秦越对
她很好，更重要的是，一个大男人，还很会家
务，家里什么事都不让她操心。她唯一愧疚的
是，不能把婆婆留在家里。去年春天，婆婆突
发脑梗，落下个半身瘫痪。由于她和秦越都要
上班，不能随时照顾，不得不把婆婆送去了医
养中心。那里条件不错，可毕竟不是家里，总
感觉有点过意不去。

夏雪想，今晚一定要好好陪婆婆吃顿饭。
她掏出手机给秦越打了个电话，便急忙换上羽
绒服，进了电梯。从八楼到一楼，就一两分钟。
可这次夏雪觉得太慢。她两眼一直盯着楼层的
数字。8、7、6、5、4、3、2、1。终于，电梯门开了。

“雪绒花，雪绒花……”刚出电梯，手机铃
声突然响起。

催啥呀？夏雪以为是秦越打的，一看，竟
是猪头。

猪头是科室主任，姓朱。大家就开玩笑叫
他“猪头”。

“你在哪里？”没等夏雪问句好，猪头就问，
语气急切。

“一楼，刚出电梯。”她说。
“快回来，有急事！”猪头说。
年三十了，有什么急事？夏雪心里想着，

又返回了电梯。
护士室除了猪头，还有六个护士，都是三

十岁以下的，连休班的两个也在。猪头说，刚
接到院办通知，叫我们科室派两个三十岁以下
的人去武汉，明天一早就出发。你们每个人家
里都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不知道派谁，只好先
问问你们，有没有主动去的，如果没有，就抓阄

来决定。
“我去！”六个声音同时发出，六只右手同

时举起。
猪头惊呆得像截木头，半响才回过神来，

说，只去两个，你们想好，那可是疫区，弄不好
会死人的！

秀子先说话：“死就死吧！我儿子七岁了，
父母身体还好，没什么负担。”

灵儿说：“你去啥？你身体那么瘦弱，去了
吃不消，反过来要抢救你，不是添乱么？我身
体结实，我去！”灵儿是科室里最胖的。

夏雪说：“我最该去！地震那年，我被压在
水泥板下面，要不是解放军救我，就没了，现
在，同胞有难，我不能忘恩负义啊！”

其他三个理由也一套一套的，都说自己该
去。

猪头没想到，这几个女人，平时加点班都
要抱怨，现在面对危险，居然争先恐后地抢着
上。便更加拿不定主意。

夏雪见状，说：“猪头，我们不为难你，全部
报上去，由院办定，定谁谁去。”

猪头想了想，一咬牙说：“也只有这样了，
你们先散，我这就去院办，等结果出来了电话
通知你们。”

“雪绒花，雪绒花……”猪头刚走，夏雪手
机又响了。这次是秦越。

“怎么还不没回呀？”秦越问。
“快了，医院还有点急事。要不，你们先

吃。”夏雪说。
“等你，抓紧点。”秦越说完挂了电话。
护士室只剩下夏雪了。她想，六个都报上

去，万一没安排我怎么办？不行！得想想办
法！她想了想，急忙拿出纸和笔，写了一份请
愿书。

尊敬的院领导：
我主动请求去武汉，这次不去，

我会一辈子内心不安，请给地震中获
救的孤儿一次报恩机会吧！

夏雪
2020年1月24日

写完，便拿起一颗针，扎破食指，在名字上
按了个血印。按完，拿上纸就往外跑。

把请愿书交给院办后，夏雪立即往家赶。
一进门，秦越就说：“姑奶奶，你终于回来了，快
坐。”说着，急忙给她舀了半碗汤。

夏雪喝了一口，便放下了筷子，一副若有
所思的样子。

“怎么不吃呀？菜不合胃口？”秦越问。
夏雪摇了摇头，拿起筷子给婆婆和儿子夹

了一筷子菜，说：“婆婆，多吃点啊。”婆婆笑着
看着她，说：“你也吃啊！”

“雪绒花，雪绒花……”这时，手机突然响
了。一看，是猪头。

“夏雪啊，医院批准你去了，你准备一
下，明早八点，医院门口集中，到省上集合。”
猪头说。

挂了电话，夏雪长长舒了一口气。然后，
举起杯子，笑着对婆婆、秦越和儿子说：“来，今
天过年，干杯！”

吃过年夜饭，夏雪和秦越一起，把婆婆送
回到医养中心。离开的时候，夏雪对婆婆说：

“婆婆，这几天我们医院要加班，估计没时间来
看你，你要开开心心的啊，等忙空了，就来看
你，需要啥，就对秦越说。”婆婆直点头，说：“注
意点身体，别忙坏了。”

回到家里，已是晚上十一点。儿子正在看
春节联欢晚会。

“说吧，你有什么事？”秦越给夏雪倒了一
杯水。

“你怎么知道有事？”夏雪很惊讶。
“你的事都挂在脸上，我是谁呀？这点都

看不出？”
“大事，说了你可别怪我。”夏雪说。
“只要不是你外面有人了，都不怪，说吧。”

秦越哈哈一笑。
“明天，我要去武汉。”
“院里安排的？”
“自己请求的。”
“就这事？”
“嗯，事前没和你商量。”
“可以带家属不？”

“狗都不能带！”
“你说我是狗？”
“你没意见？”
“去吧去吧！我怎么能抱着你的大腿不放

呀？”
“你是想我走？”
“乱说啥呢？谁想孤枕难眠呀？现在那里

太需要人了，我要是学医的，都坚决去！”
夏雪一下子扑倒在秦越的怀里，双手紧紧

地抱住他的腰，抬起头问：“我要是感染了，死
了怎么办？”

“闭嘴吧！你不是去死的，是去救人！我
老婆这么好，怎么会死呢？！”秦越把嘴贴在夏
雪的耳朵边，放低了声音，又说，“回来再生个
女儿，就品种齐全了。”

“想得美！我又不是母鸡。”夏雪挣脱出
来，给了秦越几拳头。

今年的年夜，很静。比任何时候都静，静
得似乎可以听见雪落的声音。

早晨七点，夏雪和秦越就起床了。行李，
昨天夜里就收拾好了。夏雪吃过秦越煮的汤
圆，就出发了。

“你要好好照顾婆婆和儿子，最好每天去
看看婆婆，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出门一定要戴
口罩。”夏雪对秦越说。

“放心吧，你都说了几十遍了。关键是你，
要好好地回来。”秦越说。

到了医院大门口，夏雪看到了灵儿。灵儿
见到她就抱住她说：“雪姐，我太高兴了！”

同行的还有几个医生和护士。家属们都
来送行，个个依依不舍的样子。

马上就上车了。夏雪抱住秦越，说：“我
说的你记住没？”秦越只是点头，把她越抱
越紧。

“回来我一定给你生个女儿。”夏雪小声
对秦越说。说完，便离开他的怀抱，朝车门
走去。

后面是亲人，前方也是亲人。雪还在下，
无声地落在每个人的衣服上，脸上。不知为什
么，夏雪居然感到脸上的雪花，并不冷。不仅
不冷，还有一丝温暖。

谁也没有想到，今年的春节竟然会在口罩
下度过，这可能是我们过得最冷清、最孤独的
一个春节了。

伴随着农历鼠年而来的，是一场让举国不
安的疫情。距离上一次大疫情——非典，仅仅
过去了17年时间。而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比
非典的传染性更强、潜伏期更长，来势更加凶
猛。病毒的来源却与非典很相似——都来源
于野生动物。贪吃的人类，老想着变着花样吃
野味，结果感染上了病毒。难怪有人说，这是
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报复”。

这让人想起尼采的一句话：当你凝望深渊
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是的，当你想着
怎么吃野生动物的时候，大自然的法则也在

“想”着怎么惩罚你。
纵观人类发展史，每当人类为了自身利益

去破坏自然、污染环境、违背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原则的时候，总会“自食其果”。对森林的滥
砍滥伐，导致的是土地沙化、泥石流；大量的碳
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空气污染；我们向海
洋倾倒的大量塑料垃圾最后变成微塑料，通过
海洋生物的体内最后又进入到我们体内……
当人类意识到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的重要性
时，往往已经为时太晚，修复生态比破坏生态
艰难百倍。

作为一名正在援藏的汉族干部，笔者认为
在人与自然相处方式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向藏
族人民学习。藏族人民虽然在经济上落后于
汉族，但他们的自然观却十分先进。藏族人民
认为，万物皆有灵，山水皆藏魂。人与自然是
一体，应当和谐共处，人应当依靠自然而不是
破坏自然，同时坚决反对捕杀野生动物，他们
基本上不会吃野生动物。

反观我们中的有些人，在吃野生动物方面

的残忍，有时真是令人发指。曾经有道菜叫
“三吱儿”，主菜为刚出生的活老鼠。食客用
筷子夹住这活老鼠，它会“吱儿”的叫一声，这
是第一“吱儿”；将它蘸上调味料时，它又会“吱
儿”一声，这是第二“吱儿”；当食用者把活的小
老鼠放入口中时，鼠发出最后一“吱儿”……

“三吱儿”由此得名。
过去还有道有名的“活吃猴脑”。食客亲自

到装猴子的笼子里面挑选，被选出的猴子披上
绣衣，按在方桌下面，这个方桌中心事先挖了一
个圆洞，让猴脑袋露出桌面，再用锁链把猴子固
定住。然后把猴脑袋上的毛剃光，把头皮剥开，
用滚开的热水浇猴子的头顶，接着用锤子敲破
猴子的脑壳，倒进油盐酱醋等调料，食客用特制
的羹匙伸进猴头中，舀取猴脑吃。在整个吃的
过程中，猴子都是活的，哀嚎之声，撕心裂肺。

这两个例子，只是以前有些人虐杀野生动

物的小小缩影而已，类似的“菜肴”还多。野生
动物何辜？它们和人类一样，都是大自然母亲
孕育出的生灵，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
人类的兄弟姐妹一般。号称“万物灵长”的人
类，首先应该懂得尊重生命、敬畏自然，要学会
与万物和谐共处。爱护野生动物其实就是爱
护人类自己，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倘
若人类任意触碰生命的底线，破坏大自然的规
律和法则，最终必然只能是“自食其果”。对
此，中国的先贤们早有认识。《周易》中说“天
地之大德曰生”，孟子云：“无恻隐之心，非人
也。”我相信，只有充满爱心的人类，才能最终
成为世界的主人。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教训是深刻
的。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拒绝吃野
生动物，宣传保护野生动物，别让野生动物再
次成为病毒源头！

因为疫情，必须宅家。
这个春节在内江，新冠肺炎疫情让我居

家闲坐，陪同亲人清清静静过年。
回成都，继续宅。
宅家，是战“疫”期间的明智之举。
窃以为，宅家除了必须的日常生活用

品，还需具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我因
有2003年抗击非典的经历，自然胸有成竹泰
然处之。

宅家 20 多天，安心接受考验，归纳几点
感受：有信心、不信谣、需储备、要讲究、勤健
身、善折腾。

有信心：严峻的形势表明这是一场战
争，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数次专题研究部署，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
京防控工作，李克强总理亲临武汉指挥，各地
医护工作者纷纷赶赴一线——全国一盘棋，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阻击疫情。
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我边值夜班边组织采
访报道，见证过什么是柳暗花明，坚信胜利
必将属于我们。

不信谣：疫情开始蔓延以来，网上消息、
视频等层出不穷。不信谣不传谣不添乱，是
我在媒体供职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这段
时间，我只看新华社、央视以及中央、省、市三
级党媒各大平台上传播的有关疫情防控的消
息、健康卫生常识等，从中转发具有正能量
的、科学抗疫的资讯在大家庭群里分享。与

此同时，每天关注成都、内江、资阳的疫情，因
为那里有亲人和朋友。当发现有个别人乱发
杂音制造恐慌气氛时，干干脆脆退群，眼不见
心不烦。

需储备：手中有粮，心头不慌。疫情期
间，成都市场物价稳定货源充足。我绝不去
抢购，只在红旗超市买米、面、油、鸡蛋和牛
肉、鱼罐头及梅林午餐肉。已有做饭的实践
经验，知道买什么菜放得久，每隔几天错峰
出行，选择中午人少去菜市场，买了大白菜、
胡萝卜、番茄、洋葱、土豆、大葱就走——非
常时期不讲究，饮食以清淡为主，想方设法
补能量。变换花样操练，自我感觉尚可，比
起上山下乡当知青吃得好得多。孬了点，当
减肥。

要讲究：牢记“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9
字诀，活学活用。戴口罩：在买不到口罩的情
况下，将仅有的几个口罩当成宝贝,返家即喷酒
精用电吹风高温杀毒，将就用。勤洗手：将饭
前便后要洗手的习惯发挥到极致，出门前、进
门后、玩手机前后、做家务前后必用肥皂洗手，
每天换洗擦手帕。常通风：每天早晨、中午、傍
晚将房间门窗打开透气，天气晴好春光明媚则
增加次数。在此基础上，自添3字“爱清洁”：定
期打扫清洁卫生，用消毒液擦家具拖地，每天
高温抹舒肤佳几分钟冲澡。简约而不简单，习
惯成自然。

勤健身：提高免疫力，关键在运动。房
间受局限，主动去适应。尝试几天，找到规

律：清晨练太极拳基本功，出门倒垃圾练拳，
上午在房间里散步练哑铃，午休后或看书或
听音乐或写字，下午活动身体练习平板支
撑，傍晚闲庭信步看新闻联播及科学防控疫
情动态，确保完成自定的健走任务。有困
难，就克服，不厌倦，不偷懒，保持良好心态，
把家里当成春色满园的郊外——每天健身
时间和运动量，与宅家之前差不多。

善折腾：宅家不出门，的确有点闷，需自
寻乐趣，助排忧解难。于是，不再循规蹈矩：
打乱喝茶看书写字时间，想看就看想写就
写想睡就睡，学学古人过午不食让肠胃轻
松一下，在悦耳的小提琴旋律伴随下漫步，
将一堆素菜做成花样年华般的妖娆，俯看
小区墙外绽放的白玉兰仰望飞翔的小鸟，
一心二用听广播新闻看抖音搞笑视频乐一
乐，将昔日同仁唐俊高的川味长篇小说《一
湖丘壑》再读一遍，站桩不受时间限制大汗
淋漓才轻松，心血来潮喝两口烧酒剥几颗花
生杀杀毒，追剧《新世界》欣赏男主角小眼睛
孙红雷的霸气外露，在电视上学几招“推心
置腹”、舒肝解郁的保健按摩手法并立即尝
试……

每天都有变化，明天将会更好。
宅家有感悟：人在成都，惦念武汉，坚定

信念，共渡难关。
宅家更乐观：神闲气定，心心相印，春暖

花开，普天同庆。
但愿人长久，安康永相随！

小说看台小说看台

温暖温暖的雪花的雪花
□ 欧阳明

诗词天地诗词天地

庚子伊年，风云突变，“新冠”为患。
看荆楚大地，疫情蔓延；江城内外，病毒泛
滥。春运大潮，广为扩散，百姓健康隐大
患。霎时间，疫霾罩华夏，国家有难。

中央英明决断，举国上下全民动
员。众白衣天使，冲锋在前。各行百业，
星夜驰援。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万众一心
斗魔顽。降瘟神，盼国泰民安，即在明天。

沁园春沁园春··战战““新冠新冠””
□ 张智灵

沁园春沁园春··武汉武汉
□ 吴 健

白衣天使与光明使者白衣天使与光明使者
□ 任红英

脊 梁 任伟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