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是勇士
王印吉 (云南)

整套洁白的防护服
把你们从头延伸到脚
包裹，封严
密闭了身体
阻隔了病毒侵袭

你们是患者最亲近的人
你们的身心
与病患保持零距离
你们的情愫
真挚无瑕
你们是一盆炽烈的炭火
倾注所有的能量燃烧
把感染者绝望冰冷的心
焐暖、炙热

虽然看不清你们
也不知道你们
姓甚名谁，哪里人氏
只知道你们是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的医务工作者

你们战斗在一线
与危难斗志比勇
与病毒拼死博弈
用危险对抗危险
用生命拯救生命

你们是白衣天使
我更愿意
用勇士这个词
为你们冠名

不畏苦累，不惧生死
冲入敌阵的战士
你们主动请缨
迎难而上
用普通平凡的血肉之躯
投身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就是你们
可敬可爱的医务工作者
这，就是你们
抗击疫情的勇士

小熊抗疫
王长青 （市直）

去年农历十一月底，外孙小熊和另外两
个小伙伴及其保姆一起，从上海飞到云南大
理，说是去“游学”，在那边异地上幼儿园。快
快乐乐地过了差不多一个月，腊月十八那天
从云南回到咸宁。

腊月二十三，小熊父母坐高铁也回到咸
宁，小聚几天后，腊月二十六一家再返回上
海，准备正月初二从那里飞往国外长滩岛过
春节。

去年春节后，女儿的小姨在我们的建议
下，辞掉以前的工作，作为“住家保姆”为女儿
专心带孩子。这一年来，她尽心尽责，呵护女
儿一家，尤其对小熊像亲孙子一样，照顾得十
分熨帖。

她那一手好厨艺，让女儿一家三口口福
日增，特别是针对小熊的饮食特点，每天不重
样，颜色十分丰富，形态异常活泼，几乎隔空
就能闻到香味，我们的舌蕾也被刺激的五味
杂陈，嫉妒心态立即从心中泛起。

这次在咸宁告别时，小熊十分依恋他长
辈，说到了菲律宾只能吃爸爸妈妈做的饭菜
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说的我们大笑之后
又是一阵唏嘘……

到了腊月二十九日（1月23日）凌晨，情
况急转直下。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武汉
市发布1号通告，决定自十点起封城。新闻
里说，菲律宾也发生了疫情。

腊月十八那天，小熊是经过武汉天河机
场再坐城际回到咸宁的，期间城际列车上人
流密集，我们不由得担心他是否会被感染。
那几天除了担心这个，又担心去了菲律宾女
儿一家有被感染风险，是不是需要取消原定
行程之类，由此心急如焚，几乎没睡过一个安
稳觉。

最后到了正月初一，在我们的强烈建议
下，女儿才狠心取消了订单。随后，咸宁也封
城了，公共汽车、客运班车、出租车，高速公
路、铁路等等陆续停运或者受管制，小熊无法
跟我们相见。

生日那天，女儿还是想方设法用千层
饼和果酱做成一个所谓“蛋糕”，然后放上草
莓，再在草莓上插上蜡烛。小熊欢天喜地吹
灭了六根蜡烛，自己为自己唱起了生日歌。

视频发给我们看后，我们既是无比欣慰，
又是无限感慨，泪花在眼中闪烁……

小熊是一个特别乖巧的孩子。在云南
时，因为刚刚与另外两个小伙伴相处不久，有
一个磨合的过程，生活当中不免磕磕绊绊，小
熊都是很有耐心，谦让隐忍，不责怪小伙伴，
不提过分要求。

疫情正在持续向好，美好的春天也正在
来的路上。灾难压不垮中华民族，从我外孙
小熊身上也可以看出，小熊抗疫也必将取得
成功。

祝福小熊！祝福春天！祝福未来的日
子和我的每一位亲人！祝福伟大的祖国和
每一位子民！祝福我的祝福即将变成美好
的现实……

青山神曲 闻斌 摄





庚子之春
丁纬 （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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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单位通知我上岗，为防控新冠病
毒到包保的小区值守。

今年的广场空无一人。静寂的山茶花耀
不亮眼睛，沁人心脾的梅香让人打不起激
灵。广场四周的门店紧闭，那卷闸门像一块
块盾牌，时刻抵御上空的“黑云”入侵。

我被安排到“预警疫情”小区值守，小区
门前贴有蓝色标牌。上岗后才知道，各单位
退居二线的干部全都上岗了。

防控新冠病毒犹如抗击洪水一样。当
时，有的小区群体感染，就是江堤决口；红色

“高危小区”确诊了两三个病例，等于江堤发
生管涌；黄色“危险小区”有两个发热疑似病

例，相当于江堤散浸；蓝色“预警疫情”小区，
表明江堤平稳没有异常。

从23楼开始，一户一户敲门，一户一户
测量。每层6户，一单元百余户，共3个单
元，300多户。乘电梯上楼，旋转步行而下，
每天测量两次。住户们都表示理解配合，他
们或接受逐一测量体温，或报告全家体温正
常。一些留守老人没有体温计，我们又逐一
配送，劝导他们加入小区微信群，每日报告
身体状况。为了小区安全，一人敲门测体
温，一人记录全家的状况。但求手留“余香”
绵延久长。

这种值守，带着责任，也带着生命危险！

夜静，我们交接班。没有车辆，步行回家。
走在人行道上，唯有细雨的滴答声，脚踩

在樟树籽上，发出哔哔剥剥的炸裂声。经过
每一个小区门前，都有一顶喷有“民政救灾”
字样的帐篷和一盏长夜不灭的灯。此刻，每
一顶帐篷都是防控的营寨，每一盏灯都是城
市的眼睛。

疫情发生以来，爱心志愿者、国际友人的
公益行动让人感动。启动抗疫工作以来，妻
子代表赤壁市慈善会负责接收生活物资的捐
赠。近日先后接收广东、云南、山西、四川等
各地100多吨蔬菜，协助防控指挥部拿出分
配方案，逐个通知医院、学校、乡镇、隔离点、

特困户、疫情“高危小区”、盒饭供应点领取，
甚至帮助个别没有车辆的单位配送到位。

妻子每天接触各个层面，人员成份复
杂。工作量大，危险更大。一大早出去，很晚
回来，每天在外吃两餐盒饭充饥。

我今天有空，多炒了两道菜，希望给妻子改
善一下伙食。不料她又是一天在外，回来已经
很晚。我一看，妻子竟在沙发上睡着了。这段
时间，她的确是太累了。

我突然想起诗人艾青的一句话：为什么
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
沉。是的，有多少人爱着这土地，尤其在一场
非凡考验骤然降临的时刻。

今年春天，尤其特别，除了上班值守，我
们哪也不能去，赏花只能在小区院子里进
行。小区外的春天，花在等人；小区内的春
天，人在找花。惊蛰过后，院子里逐渐热闹起
来，处处焕发出勃勃生机，树渐渐长出新芽变
绿了，草慢慢钻出地面变青了，花悄悄释放花
苞长开了……

在小区里，开得最亮、最引人注目的是茶
花。茶花球冠较大，颜色鲜艳，吸人眼球，无
可厚非。而最吸引我的是贴地生长的小小蒲
公英。它长在绿化带里，上面有冬青、月桂、
红继木等绿化植物遮挡，一般人不会注意。只
有当你走近它，才能见识它的鲜亮与别致，这
是一份内敛，更是一份惊喜！前几天，我从小
区绿化道走过，旁边一株小巧的蒲公英跳入我
眼帘，嫩绿的长叶，细细的青茎，支撑着几朵鹅
黄色的小花和一朵白色的绒球，风一吹，绒毛
到处飘扬，宛如一个内敛又浪漫，别致更精美
的小女孩在追风，一副小清新画面。这个瞬
间，我惊呆了，如沐春风，如痴如醉。

蒲公英的别致，在于它的清新。清新总
与淡雅相连，那朵朵黄花，小巧、娇嫩、脱俗，

在一片野花丛中，它的淡雅最是出众了。在
阳光明媚的春日里，它们扑动着，欢笑着，那
么亲切可爱，由浅咖变成鹅黄，像小伞一样慢
慢伸展开来，如同一个金色圆盘面朝太阳，吸
取一束饱满而烂漫的春光，把冬日蕴藏的力
量尽情释放。蒲公英的花期2——3天，白天
张开，晚上收拢，随后花瓣凋零，每朵黄花摇
身一变，成了“白头翁”，那是蒲公英的种子
群，里面几十粒种子，呈黑褐色，每粒有一个
像花蕊样的“小钩”，这些种子规则地摆成辐
射状的圆，面上被白色的冠毛结成的绒球包
围着，像胖嘟嘟的小蘑菇，也像甜美美的棉花
糖。看到这些，让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一份清新，一份惬意，一份轻松油然而生。

蒲公英的浪漫，在于它的花语。蒲公英
花是充满朝气的黄色花朵，其果实包裹在白
色绒毛里，给人一种“梅开二度”的感觉，但两
次开不同的“花”，越开越可爱，最后果实随绒
毛一起被风力带到远处，落地后钩住周围物
体停留下来，不再受风力摆布，积蓄力量，等
待来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蒲公英的
花语是“无法停留的爱”，这是一份“胸怀天

下、爱播宇宙”的大爱。飞扬的蒲公英就像一
个带着梦想的舞者，一边旋转一边飞向遥远
的未来，坚持不懈、执着追求。虽然柔弱，但
是内心有一股“不把大自然妆点漂亮誓不罢
休”的豪情。看到飞舞的蒲公英，我仿佛触摸
到家乡的田野，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追着蒲
公英，在风中奔跑，笑声回荡在炊烟里。一对
两小无猜的情侣手拿蒲公英，坐在草地上轻
轻地吹，不时低头说着悄悄话……那份浪漫，
妙不可言，无可言状。

蒲公英的精彩，在于它的价值。蒲公英
不仅花好看、果很美，而且可以食用、可以入药，
浑身都是宝。外形给人美的享受，食用可煎可
炒，味稍苦，却带自然清香。入药可混煎可单
煮，长期坚持，药到病除。蒲公英富含维生素
A、C及钾，含有蒲公英醇、胆碱、菊糖等。小
小的蒲公英，作用竟然如此大，我不禁笑了。
这样的尤物，真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宝贝。

如此美妙的蒲公英，春光为它沐浴，春风
为它起舞，春心因它澎湃。是不是您也有些
心动了？来吧，让我们迈出追风的脚步，张开
双臂，屏住呼吸，用力吹……

风中的蒲公英
王艳 （市直）

几树梨花缀满枝，
迎风曼舞展仙姿。
和颜悦色柔如雪，
黛粉芳香醉若诗。

春意暖，蝶情痴，
蜂忙采蜜恰当时。
霞光丽彩相辉映，
秀美家园胜乐池。

鹧鸪天·梨花吟
袁秋英 （赤壁）

庚子刚至举国骇，
沉疴肆虐“方舱”难。
昔日闹市今犹在，
亟盼繁荣再复还。
群英江城斗“新冠”，
领袖决策驱阴霾。
疫情已然见“拐点”，
南山兰娟始盛开。

宅家有感
汪隽波 (崇阳)

（上接第一版）

及时管用的咸宁“药方”

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我市
在全省率先提出中医统方施药与西药同用的
治疗方案，运用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救治工
作，治愈出院率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通城县是咸宁第一个在院救治确诊病例
清零的县。通城县人民医院副院长蔡天晶介
绍，通城较早清零，源于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
开展救治，所有收治入感染区的患者，均使用
了中药治疗，且随国家、省、市、县下发的救治
方案及病人病情发展随时调整中药处方，疗效
明显。

咸宁抗疫，一开始就注重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

市委书记孟祥伟十分重视中医药参与疫
情防控救治工作，提出“要根据医疗专家的意
见，发挥中医药优势，将中医药贯穿疫情防控
和医疗救治始终”，并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亲
自督办。

重视中医的指挥棒下，市新冠肺炎防控指
挥部医疗和专家组第一时间把目光投向中医
中药，全力支持中医药介入新冠肺炎治疗，与
病毒展开了赛跑。

1月26日，市中心医院率先启用中医科副
主任傅勃研制的肺炎1号方，发放给所有一线
医务人员服用，以增加免疫力。

1月27日，一则有关“中药方剂成功治愈

疫情重灾区老年患者”的微信推送，引起了
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的高度关注。随后，
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医疗和专家组常务
副组长、市中心医院院长杜光联系上中药方
剂的研发人——崇阳籍中国中医科学院、瑞
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中西医双博士后王维
武。

王维武毫无保留地奉献出多年的科研成
果“肺毒清”方剂。他说，“肺毒清”方所含12
味中药，有的抗病毒、化咳平喘，有的疏肝活
血、调节体温，有的增强免疫力，综合协同，在
人体内筑起一道“防火墙”。

1月31日，经专家组讨论研究，我市在全
省率先提出了中医统方施药与西药同用的治
疗方案，下发各县市参照试行。市政府就中医
药防治工作专项拨款800万元。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远鹤要求，切实安排好中医药治疗资
金，积极实施中西医结合治疗，提高患者治愈
率。

2月1日起，我市安排了中医专家到各县、
市、区医院开展中医诊疗，让中药使用基本覆
盖所有病例。

嘉鱼县新冠肺炎中医治疗专家组成员、县
中医院主治医师骆清2月9日参与了一起新冠
肺炎重症男性确诊病例会诊。通过中西医结

合疗法，他开了5副中药汤剂，患者服用后腹
泻乏力、发热不退、咳喘急促、呼吸困难等症状
得到了有效缓解。13日起，又连续吃了3副中
药，重型转为普通型，目前这名患者已经痊愈
出院。

2月21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
艳红来咸宁检查工作，对我市率先将中医药用
于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医疗和专家组专
家介绍，我市重症、危重症病例的中药使用率
达到 97.56%，普通及轻症患者使用达到
99.86%。

彩云之南的咸宁奇迹

咸宁战疫，来自云南省的强力支援，成为
极重要的支撑力量。

出人、出力、出物……我市缺什么，云南送
来什么。1月27日，云南138名医务人员组成
的首批援助医疗队，驰援咸宁。

2月12日，355名来自云南各医院各科室
最强、最具实力、最有经验的医疗骨干，再抵咸
宁。云南援咸医疗队和咸宁医护人员深度融
合，被编成7个医疗队和1个疫情防控队，和当
地医护人员肩并肩投入战斗。

2月13日，咸宁—昆明远程生命线连接成

功，两地专家通过远程医学服务平台对患者远
程会诊，为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提供精准个性化
治疗方案。

2月14日，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滇鄂医生
携手为一位新冠肺炎产妇进行剖腹产手术。
生命的诞生，让人看到了新生的希望。

2月15日，云南医疗队正式进入市中心医
院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监护病区，指导、接管咸
宁市疑难危重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工作。

当天，云南省捐赠的两台负压救护车抵达
咸宁市中心医院。原本，这两辆负压救护车是
云南为抗击本省疫情订购，得知我市只有三辆
负压救护车，危重症患者转运存在困难后，云
南省当即决定——调转车头送往咸宁！“云南
捐赠的负压救护车，好比雪中送炭！”市中心医
院党委书记郑波说。

2月18日，云南第一批到咸宁的医疗队救
治的一位重症患者治愈出院，这是云南医疗队
治愈的首位重症患者，也是咸宁市治愈出院的
首位重症患者。

2月19日，云南医疗队帮助救治的一位
96岁涂爹爹正式出院。这也是云南医疗队来
到咸宁之后，治愈的最年长的新冠肺炎患者。

这是一个抢救生命的奇迹。
通山分队队长、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何建林记得，老人被送
来时，完全无意识，大小便失禁，病史显示老人
患有心功能不全、高血压、阿尔茨海默症，肺部
除了新冠肺炎，还有细菌感染症状，病情十分
严重。

何建林立即会诊制定详细治疗方案，在抗
感染方面进行调整，加强雾化、排痰，适度补给
营养。 其后的抢救，每一步仿佛在走钢丝。
因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又不会主动呼救，所以
只能靠医护人员细心观察。饭，大家轮流喂，
少食多餐，最多的一天6次；水，看到老人嘴唇
干了，就将吸管送到嘴边。

经过半个月治疗，涂爹爹的气色逐渐好
转，不发烧，不咳嗽，生命体征稳定。

2月22日，咸宁市首批危重症病例治愈出
院……

云南省支援湖北省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
指挥长许勇刚说：我们医疗队把咸宁当成了
家，把病患当成了亲人，战疫一线，没有一人
退缩！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始得玉
成。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在云南人民的大
力支持下，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迎来春之声。

“清零”并不意味着结束，大战还在继续，
大考还在进行。市委书记孟祥伟说，要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工
作要求，更加科学精准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慎终如始，不获全胜绝不轻言成功。

阳光总在风雨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