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前阶段，区区级机关工作党委组织开展了“抗击疫情 共克时艰”征文活动，围绕这场防疫阻击战中值得铭记的时刻进行记录，写下感
怀。活动共收到选送作品249篇，主题鲜明、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语言精练，从不同视角展示了党员干部主动作为、敢于担当的精神和态度，展现了党
员干部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决心和勇气。现遴选获奖征文3篇，以飨读者。

芦苇捧出涛音，
风中发出瑟瑟声响，
那是江城的召唤。
汉水在流淌。
血，在流淌。苍白的倦容。
你，伫立江畔。
水杉高大，杨柳坚韧。
在广漠的滩涂上，防风堤旁，
硬生生，站成芦荡，
抵挡，拍岸惊涛。

春暖花开的季节，暗香浮动的晚上，
你总是悄悄地来，悄悄地去。
刚毅的身躯，
无声地守候在渡口。一样的堤岸。

一个肃杀的冬天呵，
大片蜡梅，低下了头。
春天了，
珞珈山的樱花，已无人喝彩。
凋零，绝不是江城的风景。
芦芽出泥，抽叶，
拔节，又长高。
伴随着凋零季节的伤寒。
竭尽所能，将跳动的心脏，
揉碎成芦叶飞响。
生命绝唱之时，万物枯萎时光。
守护，是大地唯一的希望。

想到了你，亲爱的战友，
你们有芦苇般的气质。
守护在长江入海口。呼应着江城。

浪潮退却了，
从疫情防控的寒冬，迈进四月，
人间芳菲天。
从道口到社区，从机场排查，
到企业复工复产。
江水畔，涛声里，
又听到机器运转的声音，
怦然心动，
那是花开的声音。

家乡的芦苇呀，
在江城水湄，一样坚韧，一样不屈。
困难的时刻，需要驰援，
而家乡，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白衣天使在前，
是最朴素的藏蓝色。
警徽闪耀，拱卫着后方。
在肆虐的病毒前，
硬生生，筑起一道墙，
一道坚韧的芦苇筑起的墙。
曾经的江堤，
有同样的身躯，
抵挡过无情的洪水。

芦苇易折，
一苇渡江只是偈语。
而你挺拔的身姿，蓝色的警服，
站成连亘的长城，
虽然是血肉之躯，
却是一道坚强的防线。

你们永远不知道退缩，
像家乡的芦苇，坚韧不拔，成守护神。

大雁回归，
晚樱在珞珈山摇曳。病魔已驱除，
万物复苏的季节，最是思念的辰光。
晨光里的芦苇，
分枝，拔高，秀出了新叶，
像极了道口、小区、机场，美丽的藏蓝。
宽慰的微笑，溶解了恐惧和战栗。
他们凯旋而归。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芦苇捧出涛音。敬礼！

芦苇捧出涛音
□ 施一青 这是个与疫情较量的春天，隐隐

能感受到一曲深沉悲凉的战地哀歌，
回旋在一片片连绵无边的雪海里。武
汉和疫情，病毒和口罩，人们感叹生命
脆弱、生命无常，而我仿佛一切如故，
除了汇入志愿群守护家园，就是更安
静地读书，更认真地工作，更用心地生
活，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也隐藏着无
限希望。

谷雨过后，新夏就要来了。一年
中最愉快的时节，是从暮春开始的。
暮春容易见景伤怀，但天气一路向暖，
青山绿野，十分可爱。《论语·先进篇》
有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
而归。”谷得雨而生，清净明洁。雨生
百谷，生浮萍、牡丹、樱桃，还生一切亮
晶晶的、朝气蓬勃的事物。它挂在春
夏之交，如一道温润的幕帘，从这边掀
起，跨过去，就是槐香细软的夏天了。

与 谷 物 一 样 ，生 命 同 样 需 要 滋
养。吸收，生长，给予，方如涟漪，荡起
快乐的波纹。是什么滋养了我们的生
命？这是个有着无限答案的问题。有
人说，是岛屿生活，晨读古籍；有人说，
与人交流，学习新技能；有人说，保持
安静，倾听他人；还有人说，对弱者的
同情，对内心理解。我说，是温暖，因
为出门读书和工作，无法经常见到母
亲，我将自己遇见的一切美、善和爱都
归于“温暖”一词。写过的文章和诗，
都是因为感到了温暖的降临或震惊于
温暖的欠缺。

梭罗隐居瓦尔登湖的时候，独处
滋养了他。他说，我从没遇到过比孤
独更好的伴侣。这个春天，在隔离中，
我想说“敬畏”滋养了我。《尚书》有一
句警醒人的话，“惟不敬厥德，乃早坠
厥命。”我们如果不敬畏和遵循大道和

自然，就会早早地损伤自己的生命。
战“疫”的春天，令我感慨，要敬畏自
然，尊重自然。但自然并非单指动物
植物意义上的自然，还指这个世界内
在的规律、秩序和本来样貌。

照相时，摄影师常说，自然一点；
一段关系中，我们希望自己，自然一
点；遇到困难时，长辈会安慰：顺其自
然。谷雨三候，一候萍始生，二候鸣鸠
拂其羽，三候戴胜降于桑，更是自然。
一个人、一件事、一方天地，若能处在

“自然”的状态中，确实美丽又从容。
就像许多颗行星，运行在各自的轨道
上，一同形成宁静壮观的宇宙。这是
生命的秩序之美，又是本真之美。

张爱玲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
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
雨不来。”蔷薇花遍野地开放，天上的
乌云低垂。雨纷纷落下，带着些寒
意。有时是在无人知晓的夜里，悄然
而至；有时会下一整天，空气都能挤得
出水来。

常常会想，独自在雨中行走，想念的
人从远处走来，由朦胧变清晰，整个世界
也变得清净、柔和了。这个春天，很幸
运，有人乘雨而来，我当然请她留下，共
撑一把伞，一起在雨中走走，随便聊聊。

有雨的时候如诗人孟郊所写：“雨
滴草芽出，一日长一日。风吹柳线垂，
一枝连一枝。”窗户敞开着，忽然听到
淅淅沥沥的雨声。走到窗前一看，路
面已湿，树叶绿得发亮，还开着的蔷薇
比平常更美了。到了夜晚，再去瞧一
眼窗外，远处的房子已笼罩着一层薄
薄的烟雾。一处处泛着黄晕的光，绕
在撑伞散步的人身上，一片安宁、平和
的雨中夜景。自有一种“清夜沉沉动
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的美。

于是，撑一把伞，出门散步，长街尚

且热闹。沿街走着，新城里售卖各类吃
食的店家还未打烊，广告牌的光落在浮
着雨水的街面上，浓郁的生活氛围总让
人安心。一步一步朝前走着时，脚下

“哗、哗、哗”的声音颇有节奏，这样好听
的节拍，只有自己和雨夜才知晓。

在雨中和朋友一起走着，我们除
了谈上一线抗疫，还谈起自己对雨天
的印象，以及记忆里和雨有关的往
事。我们说起自己年幼时，同家人住
在大杂院中，厨房和卧室之间有些距
离，吃完晚饭，雨下得大了，于是家人
们就围坐厨房一隅，谈天说地，走廊外
就是雾蒙蒙的雨。这样的雨夜谈天，
在两个小孩子的记忆里当然是占据着
一席之地的。坐在最亲近的人们身
边，安全感和踏实感永远会被记住。
长大之后，这些感觉逐渐变得淡薄时，
从前的记忆便成了珍贵的慰藉。

这个庞杂的世界，总是离不开耕
耘者默默的付出和创造。五月是劳动
者欢愉的节日，今年借五五购物节，城
市恢复了元气。“风吹枯叶落，落叶生肥
土，肥土丰香果。孜孜不倦，不紧不
慢。”有时耕耘没有收获，甚至被人嘲
笑，但仍需耕耘。因为春天，我们在三
四月间劳作，在八九月自有答案。耕
耘的时刻，适逢疫情，没有后退，唯有无
数个不起眼的细碎的当下可以印证。

D·H·劳伦斯在一首诗里写道：
“人干起活来时，他就活起来，像春天
的一株树，他活着，而不仅仅在干活。”
辛勤的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这是
我们都知道的。但问起什么是“好的
生活”时，那会是“出门游玩”“儿女成
群”“高朋满座”……而不太会是工
作。现实中我们总把生活和工作区分
开来，尽管这两者往往密不可分。提
到工作，恐怕很多人都厌烦。因为它

总是那么的现实，和“谋生”“养家糊
口”这样的无奈联系在一起。更有甚
者，也许被疲于奔命的工作拖垮了身
体，恨不得早点退休，享受美好人生。

然而，今年春天，我读到了冯娜
的《劳作》，我体味到工作是一件浪漫
的事情。“我并不比一只蜜蜂或一只
蚂蚁更爱这个世界，我的劳作像一棵
偏狭的桉树，渴水、喜阳，有时我和蜜
蜂、蚂蚁一起，躲在阴影里休憩。我
并不比一个农夫更适合做一个诗人，
他赶马走过江边，抬头看云预感江水
的体温，我向他询问五百里外山林的
成色，他用一个预言为我指点迷津。
如何辨认一只斑鸠躲在鸽群里呢？
不看羽毛也不用听它的叫声，他说，
我们就是知道——这是长年累月的
劳作所得。”

30 年前，“旅行者一号”已飞离
地球 60 亿公里，向荒凉的太阳系边
缘 前 进 。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让他回望太阳与八大行星，
并拍下太阳系的第一张“全家福”。
我们的地球在这张“全家福”上只是
一个 0.12 像素的暗淡的蓝点。这是
一个灵魂的光点，也是一个孤独的像
素。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拼命蓄积
能量，向着命运的深处探究，让人顿
悟什么是微不足道。

疫情在海外蔓延，但终将成为一
段过往，生活将继续，以它固有的或
艰难困苦或愉快轻松的步伐向前。
平凡的生活并不比疫情时期来得轻
松，人的一生，将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用于劳作，劳作是给疫后世界唯一无
声却可贵的奉献。长年累月的劳作
所得到的，是一份难能可贵的懂得。
我们都能从日复一日地繁琐的工作
中成长，收获丰富的人生体验，愿我
们在这个疫情之中的春天，能够比往
常更加珍爱带来成就感、快乐和幸福
的时刻。

石，与天地相伴而生，集天地之精
华，受风霜之洗礼，衍化为沙，揉碎于
土，孕育出玉，弥散于尘。也正因为此
般种种因果，让冰冷的心有了千种情、
万般意，蕴育出了生机，涵养出了爱
意。它的坚忍，它的包容，它的似水柔
情，在春寒料峭之际的一场疫情中，让
我在这周遭人、周遭事的恍惚间，发现
它在道着那别样的故事。

老家书房里有一幅临摹克柔先生
的《竹石图》 ，其上有一句题诗，“谁与
荒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云霄”。放了
这些年，看了多少遍，不明真意。

那天是节后休假的最后一天，轮
到我和所长值班，大清早叫醒我的不
是闹铃，而是所长的电话，话语很急，
说车子打不上火了。我急匆匆赶往长
兴岛，一小时车程，路上车辆寥寥，与
往年相比，冷清了不少。给区局报了
平安，屁股还没有坐热，门就被人推开
了，进门的是所长，仍是那件熟悉的棕
色皮大衣，身上裹挟的寒意还没有散
去，看着他略显疲惫的身影，我不禁鼻
子一酸。“我打电话找了修车师傅，换
了个电瓶，挺快车就好使了！”所长说
得不多，鼓励了我两句，便径自回了办
公室。

“这场战役，谁都没有迟到缺席的
理由”。此时此刻我突然明白了守望
的含义。

岸边的礁石，潮起潮落，迎着东升
的日出，伴着夕沉的余波，我知道只要
我如期而至，它便依然守在那里，守望
着属于它的长天与大海。

这世上有无数的辛苦历程和机缘
偶成，让我们的守望最终能永恒相伴。

石之执，在乎于其坚，石之著，在乎
其理。守心中正理，行以坚，方能成事。

这场战役，让人们熟知那个 42
岁 的 呼 吸 重 症 科 副 主 任 医 师 李 文
亮。他的一生定格于此，定格于这
个不平凡的庚子鼠年。“我申请去隔
离病房，共赴国难，听从组织安排”
风暴中心，正是这样的掷地有声，让
一座城固若金汤。

毛主席《长征》中有“万水千山只
等闲”这样的佳句，遥相辉映的是明代
于谦的那一句“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
清白在人间”。英雄就是英雄，千锤万
凿，烈火焚烧，万水千山吾等闲视之。
有的人生而平凡，亦生而非凡，许是世
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
出的凡人。

坚守岗位，我们身在税务战线。
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体现着一种“工
匠精神”，有说不出的“傻劲”。因突发
心梗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所内老同志，
2019 年底才做的手术，得知疫后所内
工作遇到诸多困难，因复工复产带来
的税收任务让他忧心忡忡，主动要求

提前上班。虽然同志们都劝他休息，
保重身体，但是他明白要以大局为重，
迎难而上。

因为敬业，所以执着，因为责任，
所以执着，更应为爱，所以执着。

先祖在刀耕火种中用石头雕刻出
了春天的模样。石头有心，体内亦涓
涓流淌着热血，它知道，只有最坚硬的
外壳才能守护灵慧的心。缄默，假以
时日必将是振聋发聩的呐喊。淳朴的
华夏儿女，传承千年的精血，我们随时
都可以为了我们的家园，被煅烧成砖
瓦，被压粹成路基，无怨亦无悔。

当我自己带上社区志愿者的红袖
章，站在铁军岗上执勤的时候，对这份
质朴的责任，感触更为深沉。因为值
夜班，和我搭档的是位 50 多岁的保安
大叔，我是 9点结束执勤，而他坚持一
宿。不善言谈的他总是在没人的时候
划拉他的手机，我不经意问起，他说在
微信上催他婆娘睡觉，别熬夜看电视
剧了。我问他孩子都自食其力了，你
还操什么心。他笑着说，都干了这些
年习惯了，现在疫情那么严重，保安人
手不足，能不给国家添乱的同时，多帮
一点是一点。

闲暇时翻阅过星云大师所著的
《觉悟的生活》，里头提到“百千法门，
回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是对
心的阐述，我不敢对慧心大道妄揣其

意，但若回归烟火人间，我想说，因生
于斯，长于斯，铭于斯，吾华夏百姓毕
生所求，无非是安居乐业于斯，康宁
嬉笑于斯。

昆仑有石，巍巍高哉。
其心有玉，谓之青海。
连峰去天，不足盈尺。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顾城一首小诗如是写道：石头也
会发芽，也会粗糙地微笑，在阳光与
树影间，露出善良的笑。这总能让我
想起小时候在奶奶家院子里拨弄石
头缝新窜出来的草苗，在那些灰扑扑
石头的呵护下，这些苗子总是显得那
样的娇嫩欲滴，石头用它身躯上的青
苔为其锁住水分，也用他坚硬的背脊
抵挡正午的阳光。

我一直戏称她“小朱姐”，在疫情
期间从朋友圈刷到她在 G40 高速路
口穿着隔离服，带着护目镜，问询、填
表、叮咛，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志愿工
作。在疫情防控检查站旁，她手拿盒
饭席地而坐灿烂的笑容，都让这位曾
经的军人、现在的税务干部、此刻的
战士，显得那般柔情似水。

坚毅的面庞下，是一颗细腻柔软
的心。没有留下名字的你，只留下温
暖的身影。

至柔者至刚，至弱者至强。石说！

彩虹之上的列车

□ 张欣悦

石说

□ 张昊

抗击疫情 共克时艰

暮春三月，草长莺飞

雨中漫步，蔷薇盛开

耕耘五月，步履不停

守望

执着
慧心

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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