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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生村官的逆行
孔帆升 （通山）

老实说，初听县电视台记者介绍有个预
备党员愿接送新冠型肺炎病人与密切接触
者，我一点也没有被打动。而且，甚至怀疑这
是一时的表现。疫情来临时，我身边有许许多
多逆行的人，干警、医生、护士、农民、老党员、
退休职工、教师、企业老板，夫妻同上，父子父
女同上，一家几口人在一线的，太多太多。

2月24日下午，与通羊镇镇长曾斌聊起
身边感动人物，他又提到了这位小伙子，从大
年初二起,整整一个多月在抗疫一线。这就
让我忍不住，主动找到了被众人称赞的徐晓
文。

青春求索之路，是如此的颠簸

一米六几的个子，戴着口罩与手套，眼睛
里显示出实诚，也透露了身上焕发的干劲，印
象是个墩实的人。

徐晓文家是从库区移民到石宕村的，他
1986年出生，在兄妹3人中排行老大。开始
仅仅取得大专学历，出社会后边打工边自学，
在2010年6月取得武汉大学法律本科的文
凭。2011年3月在广东打工，2014年回家开
货车，2016年又恐惧埋头打工荒废了知识，
听了女朋友话去北京参加法律知识培训，
2018年在网上看到咸宁市委组织部“千人计
划”便决定报考，这一考就考上了个村官，如
今在家里任石宕村委会主任助理。

闲谈中，得知他还未成家，便聊起家常。
说起谈朋友经过，他有些止不住话题，直叹现
在的女人太挑了。有说当个村干部没出息，
也有说你开个货车的人，这层次也太低了！
人家不是嫌他家庭是农村，就是嫌他没正式
工作，或是嫌他没赚到可观的财富。好不容
易，有人介绍父亲的要好同学的女儿，才谈了
一个月，他也十分真诚珍惜地上过几次门，可
是对方不冷不热的，不多时又泡了汤。

每一次都是灰头土脸，但也未必心灰意
冷，年纪就这么一天天地大了。我疏理了一
下他从读书出校门到考上村官的经历，得出
一个印象:大学毕业后，打工、求学、追女朋

友，虽然每一次都很艰难，但从未放弃人生的
追求，没有自暴自弃过。从他有些无奈却又
坦然的交谈中，我感觉到眼前这位小伙子，有
股干事热情，能扛住生活压力.路走得十分不
顺，还是要走下去，尽管坎坷、颠簸，仍然对生
活充满了向往。

与病患同行之路，淌满汗水与深情

庚子年春节注定太出人意料，颠覆了所
有人的传统与想象，变得猝不及防。徐晓文
也处在这场考验中。大年初二上午，徐晓文
边看电视，边回复亲友的关爱，镇长曾斌的电
话打了进来。曾斌事后说，农村里有规矩：新
年头图个吉彩，听好话，见舒心人与事，都远
离触霉头之事。但事情急，一时找不到车，镇
里几个人一致认为让徐晓文参与送人，这事
有把握。于是镇长顾不了大过年的，直通主
题：“目前需要车辆运送病人去医院，你行不
行？”徐晓文不加思索就答应了。他想到的是
镇里有需要，年轻的村干部、党员，这时不上
何时上？再说,领导在点将，就是领导信任。

当天中午，他就发动鄂L33008四门六座
车赶赴到镇政府，同镇干部与民警一道到有
症状者家里。开启了通羊镇城乡的抗疫之
战。

县残联附近有个90后密切接触者，表姐
是从武汉回来的确诊病例，她不愿隔离，说自
己没问题，主要是顾虑重重，担心隔离点消毒
与卫生不好，怕交叉感染，害怕呆久了没病也
憋出个病来，又嫌在隔离点无聊难受，想吃什
么没什么吃的。徐晓文俨然仁厚长者,耐心
地劝导:讲隔离点单人单间，有电视，也可带
电脑手机打游戏与追剧，医护都是十分内行
的管理，24小时在精心值班，想吃零食可自带
也可由家人送到门口，酒店还有可口饭食，有
水果供应。

苦口婆心地用了一个小时，终于打消了对
方顾虑，配合着随车到了圣保利酒店隔离点。

碰到难对付的人，徐晓文常常要耐着性
子让人发泄，人家几句怨言，一肚子火冒出

来，就关门大吉。有时白跑一趟，接着又跑一
趟。李渡村一个精神病患者，见到防护服与
警服就吓得在地下打滚，没命地跑,急得晓文
扶也扶不住,赶也怕赶,担心不慎令患者受
伤,只好深夜上门做患者父亲工作，在他父亲
配合下将人带到医院隔离治疗。黄金咀村有
个5岁女孩，反反复复发烧，一次次检测，随
着治病、检测、转院、观察各个阶段，他开车从
村到医院，又从医院到患儿家，往返县人民医
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多趟，像个陀螺一样
转。

石宕村支部书记陈功酬，说起小徐，由衷
感叹：“现在象这样的青年人真少见！又听组
织安排，又吃得苦，工作积极主动认真。平素
里双休日还能去建筑工地干搬运工才干的重
活。精准扶贫时，被镇里抽去帮忙，还抽去咸
宁市其他县市检查精准扶贫工作。村委会几
个人年纪大了，不会电脑，他白天在镇里帮忙
送人送物资，晚上八九点了还要到村委会加
班。”陈支书又是赞又是叹：“这么好的青年，
防疫累得不得了，组里个别人怕他带病毒回
来，拒绝他回家,他也不争辩，一个多月都未
回家了。”

2月15日，徐晓文与曾镇长一起拖送给
卡点的帐篷钢架，搭好几个帐篷，天上还下着
雪，落着雨，刮着风。他把车停在镇大院里，
因怕自己污了人家床被，便谢绝了领导准备
的客房，就在驾驶室内坐到天亮,接着又迎着
疫情出发。

奋战在最底层之路，练成了个钢铁硬汉

这位始终在一线的铁汉子，每天都在父
亲打工时租的房里，自己勤洗勤换，简单弄点
吃的,把居住房当成了纯粹的加油站与生活
驿站。有时因为汗水雨水湿透了衣裳，他一
天要换两次衣服，进门就换洗,做饭,然后躺
下,就如打仗一样紧绷着神经。尽管天天离
病毒很近，但他严格穿防护服，勤洗手勤消
毒，幸运地成为一个健康的逆行者。这也是
皇天不负苦心人哪!

30余个日夜跑车运人运物资，跑了103
趟，每天步行几万步，医院、屋场、社区街巷、
村组田间，到处留下他的车辙，他坚实的足
迹,他忙碌而生动的身影。餐风露宿，乾坤颠
倒，他没累倒，没请过假，既没讲过价钱，也没
向任何人叫一声苦。熟悉他的社区工作人员
都摇头叹服,有人还形容他整个人就如四门
六座车，可以送人送物，一车多用，充充油，修
补一下，休整片刻又上路。抑或,如驱动的车
辆有耐力，扛得住，不管什么环境都能适应与
征服。

我翻看了他的微信朋友圈,元旦之后有6
天发了朋友圈，其中一条是习近平主席的新
年贺词，6条工作信息，含征兵、扶贫、做表格
等，1条是听音乐并学习迎考，2条是下班后
送货。1月9日以后，这位常听音乐，热爱工
作与生活的青年，竟然连一条朋友圈也未发，
也没晒过什么。

“1月26日—2月6日，这十天他是不分
昼夜送人，6号以后也送人，主要是送物资，没
日没夜的。”镇党委宣传委员赵冬平一连声地
说他真是不错啊，2月25日这天，徐晓文跑了
66个卡点,与志愿者们一起搬运2800多件货
物，一直忙到晚上11点多才结束。赵冬平这
些天找徐晓文最多，有事就打电话，她说这小
弟从来没误事，不光是领导的要求照办，其他
村、社区、居民有情况，他都是随叫随到。他
就象开的车轮子，连轴转个不停，从一个个
村、社区、居民楼到医院，到酒店隔离点，到值
守卡点，基本上就是这么与病毒赛跑，病毒不
除他就不退歇。

2月26日清晨，在徐晓文出发往镇政府
听令之前，我抓紧时间与他聊，问起亲人对他
担忧，他说长辈经常打电话发微信，要他注意
安全，但是没一个反对他干这事的。他安慰
他们说：“放心，我会保护自己，我身体结实，
病毒会怕我。”

是的，每天这么扎实，人也会变得强大起
来。正是诸多奔赴一线的党员干部与医护人员，
每天离危险近一点，病毒就会远离人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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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 请放心
李峰 (通城）

警服防护服
把病毒浸染的寒潮堵在户外
警车警笛
为空旷清冷的城市壮胆提神
警徽警心
把一条抗疫战线拧成一股力量无

比的劲

每天凌晨
我们披挂上阵
街道 路口 小区 医院 门诊
处处留下我们威武的身影

当狂风助虐雨雪
当发热咳嗽窒息呻吟
我们的坚强
是患者挣脱痛苦的后盾

我们甘愿夜不寝
我们不怕毒魔侵
我们的疲惫
换来了白衣天使饱满的精神
我们的无惧
让瘟神节节败退
我们的意志
一天比一天坚定
我们布满血丝的眼睛
必将迎来光辉灿烂的黎明

挡不住的春
程中学 （河北）

不知不觉间，已经过了雨水节气。惊蛰
在望。“惊蛰节到闻雷声，震醒蛰伏越冬虫。”
惊蛰到，天气回暖，春雷始鸣，惊醒蛰伏于地
下冬眠的昆虫。雨水开始增多，农民忙于春
耕播种，各种花儿开始竞相绽放。特别是南
方，该正是草长莺飞、春暖花开之季了。

春就这样来了！不管是还在灾难中静
默的武汉，还是全国大部分还宅居在家的
人，哪怕窗外树枝上不经意的一抹绿，哪怕
高楼望远，瞄到掠过天边的几只归雁，也能
重重地在人的心间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
它们都是春的使者，是希望，是一股什么也
抵挡不住的生的力量！

春一来，宅居的日子就敞亮多了，生活
更有了盼头和希望。此时，疫情已经得到了
有效控制，疫情局势在全国各级各部的努力
下，明显扭转。一个月的宅居生活过去了，
人们似乎都已习惯。不再叫嚣着难熬枯燥
无聊。疫情较轻的城市已经在恢复正常生
活，有的行业已逐渐开始复工，一切都在有计
划有纪律地进行着，一天比一天挡不住地好
起来！

翻看朋友圈，发现生活在南方的朋友们
晒出各自家门口的乡间春色：金黄的油菜花
被拍了下来，低处的紫色胡豆花惹人喜爱。
跟随着视频转一圈儿，就能看到被油菜花染
成黄色的池塘，看到池塘岸边墨绿的竹林。
再细心一些，还能看到菜地里正顶着雨露生
长的茵茵绿草……新生的力量，快乐且纯
粹，即使宅在家里，心也会跟着绿色背景里
的丰富多彩的世界斑斓起来。更何况，办法
总比困难多，灾难终究会成为过去。

不用想，武汉的春该是极美的。每
年，有多少游客沉醉在武大的樱花丛中不能
自拔，有多少人登上历史悠久的黄鹤楼看武
汉三镇，去万里长江第一桥，游中国最大的
城中湖东湖景区……春至武汉，更是锦上添
花，让一切美的东西更具魅力。此时，武汉
三镇的湖边、黄花涝的湿地，已经芳草菁菁
了吧？东湖满园的梅花，是否开到一望无
际？虽然凌寒独自开，但梅的风骨仍在，英
雄城市的精神还在，关不住的春色，活泛在
每一个人的心里，是最美的风景。

北方的春，来得要迟一些，再迟也会来，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春的到来。每天，望
着洒满窗台的阳光，能让人听见春的战鼓早
已经擂响，春的脚步已经越过万水千山向我
们款款走来，春花怒放的日子即将呈现在眼
前，让人满满的信心和期盼的喜悦。因为，
我知道，倘若春到北方，必先经过武汉。武
汉安好，神州遍地皆是春！

你，在云南以南，彩虹之巅，你那里山川
锦绣，万人朝圣；我，在鄂南以南，富水湖畔，
我这里山水灵秀，静谧安详。

你我素不相识，也无瓜葛。若天地有序，
岁月静好，我们各司其业，安享太平。但是，
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打破了通山小城的宁
静，蚕食着人们的健康。

正当我们焦急慌乱、哀伤无助的时候，你
们千里驰援，出手相救，让我们在黑暗中看见
了曙光，在绝望中迎来了希望——你们穿着
白衣战甲，驾着七彩祥云来了；你们持着济世
的悬壶，杀敌的利刃来了，你们铿锵身影，给
这个鄂南小城注入了强心剂！

此刻，有你们相携扶助，我们不慌了；有
你们亲情陪伴，我们不乱了；有你们鼓励助
威，我们不怕了……

犹记得，你们闻讯而动，火速集结，你们
决绝地告别父母爱人，哪怕心里有太多不舍；
你们决绝地挣脱儿女哭泣的怀抱，哪怕自己
也泪眼朦胧；你们决绝地剪断一头秀发，哪怕
心有千刀绞……

但是，纵有万般留恋，面对着疫情肆虐、
同胞分离的现状，你们坚毅北上，勇敢逆行，

一头扎进了未知的黑暗，以娇小柔弱的身躯，
拿起救国救民的兵器，同这瘟疫魔鬼决一死
战！

犹记得，你们不顾旅途劳顿，一踏进鄂南
山城，便火速奔向前线，奋力与死神赛跑；你
们毫不停留，一进入医院，便冲向病源一线，
全力从鬼门关里抢人……

你们高屋建瓴，挖战壕设防线，制定“大
病区”战斗模式，全神贯注对抗病魔；你们身
先士卒，超乎生死，冒着被感染的危险直面病
源；你们冲锋一线，精心护理，把病患当做自
己的亲人悉心照料；你们循循善诱，耐心开
导，全力纾解病患心中焦虑不安……

你说，临行前，全村的龙都把身上最硬的
龙鳞给了你，所以你不怕，因为你拥有金刚不
坏之身，因为你已百毒不侵，你能抵挡住病毒
的冲击，我含着泪，当真了……

于是，你开启了一个个冒险之旅——用
支气管镜疏通深部痰栓阻塞、防护服挂破坚
持查房观察病人、用舍我其谁的胆识清理患
者的污秽物……你们以身作则，带头示范，用
专业和敬业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于是，我听见了一个个胜利喜讯——96

岁的退伍老兵治愈出院了，不到两岁的幼儿
治愈出院了，互相感染的祖孙三代治愈出院
了，越来越多的病患症状转轻，痛苦转轻，久
违的健康重回身体，希望和信心蔓延脸上！

你在医护前线吹响总攻的号角，山城数
万党员群众众志成城，紧随其后，正勠力同心
给予病毒绝命一击！

看吧，“阎王”在颤抖，死神在退却，病毒的
魔军正在被一网打尽，笼罩在城市和乡村的愁
云惨雾正在逐渐消散，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
这场病毒歼灭战的胜利者一定属于我们！

届时，鲜花和掌声送英雄，48万山城群
众将和你们41位勇士一起共饮庆功酒；若干
年后，通山的历史将会有这样的记载——

己亥末，庚子春，荆楚大疫，鄂南告急，染
者近百，牵连甚众，民惶恐，举城防，皆闭户，
道无车舟，万巷空寂。

幸，滇军驰援，战病疫，救苍生，山魂不
死，风雨而立。

月余，疫除，终胜。
此后百年，山城无恙，国泰民安。
……
谢谢你，彩云之南的勇士！

谢谢你，彩云之南的勇士
徐世聪 (通山)

致敬
龚瑾 （赤壁）

右手把握喷头
背着喷雾器的城管防疫消杀队员
用农民伯伯打药除害的认真和仔细
一次次将满桶的“84”药水
按压成密不透风的罗网
将新型冠状病毒一网打尽

一群群城管消杀队员，分明是
一群群在尖刀上跳舞的战士
点射，或者横扫
直喷，或是斜淋
消杀队员每一次姿势的变换
都是降伏祸害的精彩与妙招
都是“不留死角”的匠心运作

东瞄瞄，西望望
“打一枪，换个地方”
消杀队员们穿街钻巷的神出鬼没
是“游而击之”的拿手好戏
宣告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末日

（上接第一版）
在蔬菜生产上，抓好“四抢”：抢收、抢

运、抢管、抢种；畜牧生产上，抓好“四保”：
保料、保产、保防、保质；大田作物上，抓好

“四早”：田管措施早实施、水稻生产早谋
划、春耕物资早入户、灾害防御早预案。

驻村工作队坚持“一户一台账、一家
一规划”，顶住疫情压力巩固脱贫成果，夯
实脱贫之基。

通山慈口乡大竹村枣园面积有100
亩，是市纪委监委驻村工作队支持该村8
组村民集体创业发展起来的。8组70户
村民全部入股，进行了股民身份确认和股
权分配登记。

眼下，枣园需要春管，枣树需要修
枝。市纪委监委驻村工作队队长庞祎立
即与湖南的技术专家联系，请技术专家为
村民开通视频指导，枣园的管理抚育一天
也没耽误。

按预计，今年枣园纯收益在80万元左
右。

当好“店小二”：为复工就业牵线搭桥

元宵节刚过，通城县塘湖镇望湖村贫
困户林国兵就请人打听水泥厂复工情
况。去年，林国兵在水泥厂上班，收入稳
定。到目前，水泥厂还没复工，林国兵越
来越着急。

市委政法委驻通城县工作团团长郑
卫平得知后，立即对因疫情“滞留”无法返
工的贫困户进行摸底，积极联系当地的杭
瑞陶瓷、瀛通电子、三赢兴、苏州路之遥等
企业，对接双方需求，解决了村民找工慌，
保障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贫困户增收
脱贫的主路径。

疫情当前，交通管控，给村民外出找
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全市各级扶贫干部
当好“店小二”，依托“国网”、市农村劳动
力信息库、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信息平
台，通过电话、微信、入户等方式，逐户逐
人采集贫困户就业情况，帮他们联系合适
的就业岗位。

通山闯王镇刘家岭村，是市科技局的
对口帮扶村，全村贫困户221户 703人。
在市科技局的积极联络和组织下，目前全
村已参与复工复产贫困户205户595人，
户占比93％，贫困户收入多了一份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