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鼠年到袁疫灾降袁
小蝙蝠袁逞凶狂遥
来势猛袁蔓延广袁
国内外袁抗冠状遥
武汉市袁缺病床袁
温州城袁成空巷遥
突然间袁闷雷响袁
城乡人袁都惊慌遥

二
中南海袁灯光亮袁
习主席袁昼夜忙遥
党中央袁号令响袁
李总理袁赴现场遥
各部委袁紧跟上袁
派专家袁战冠状遥
省市县袁点兵将袁
抓落实袁保安康遥

三
从城镇袁到村乡袁
设联控袁设联防遥
从车站袁到机场袁
严把关袁排查忙遥
各单位袁党旗扬袁
危难时袁党员上遥
劝行人袁别恐慌袁
有信心袁要坚强遥

四
戴口罩袁病毒防袁
消毒液袁喷四方遥
少聚集袁家中躺袁
少出门袁别互访遥
开窗户袁气通畅袁
勤洗手袁卫生讲遥
多喝水袁护五脏袁
吃水果袁加营养遥

五
早发现袁早诊断袁
早隔离袁时间抢遥
细治疗袁相互防袁
断病源袁保健康遥
老年人袁多锻炼袁
婴幼儿袁谨慎防遥
妊娠期袁危险大袁
要小心袁别染上遥

六
护士好袁医生棒袁
战毒魔袁重任扛遥
为患者袁一线上袁
不怕死袁最善良遥
张定宇袁生死忘袁
余昌平袁好榜样遥
钟南山袁人敬仰袁
李兰娟袁品高尚遥

七
火神山袁奇迹创袁
一道令袁军医上遥
雷神山袁力量强袁
神医聚袁灭冠状遥
行动快袁疫情抗袁
锁目标袁难关闯遥
中西医袁研良方袁
靠科学袁打赢仗遥

八
众记者袁敢担当袁
到病区袁跑采访遥
写报道袁传实况袁
颂英雄袁树榜样遥
志愿者袁服务忙袁
送病人袁扛药箱遥
好心者袁爱心献袁
捐钱物袁须弘扬遥

九
国有难袁民坚强袁
挺起胸袁一起扛遥
疫情中袁有奸商袁
暗囤积袁物价涨遥
假口罩袁入市场袁
黑心药袁天良丧遥
有线索袁报官方袁
严惩罚袁重锤响遥

十
居家中袁别心慌袁
看电视袁上上网遥
不信邪袁不信谣袁
信官宣袁正能量遥
生活上袁有人帮袁
发微信袁菜送上遥
有情况袁手机响袁
日用品袁门口放遥

十一
学生们袁要体谅袁
晚开学袁没影响遥
打开网袁有课堂袁
师生熟袁如往常遥
民工们袁别愁肠袁
疫情过袁再上岗遥
单位等袁工友想袁
有活干袁工资涨遥

十二
从中央袁到地方袁
一条心袁战冠状遥
设天罗袁布地网袁
小毒魔袁必死亡遥
中国人袁斗志强袁
国际上袁获赞赏遥
新时代袁有良方袁
春天到袁天晴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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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院 我公司是以生产销售柴油机尧 发
电机组尧 农业尧 工业用离合器机组的专业企业遥 发
电机组类产品符合国标郧月圆愿圆园要怨园或陨杂韵愿缘圆愿要缘之
规定曰 农业工业用离合器机组可实现多点输出袁 并
可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设计加工中间车系统袁 产品稳
定尧 可靠袁 广泛用于煤田勘探尧 浅层石油钻井尧 热
水井钻探等行业遥

主要产品院 员援 以上柴 野东风冶 牌源员猿缘尧 远员猿缘尧 员圆灾员猿缘柴油
机配套的离合器机组袁 本机组含院 水箱尧 电池尧 离合器尧 柴油
机尧 公共底盘以及用户需要的多点中间车系统遥

圆援 缘园要员园园园运宰柴油发电机组袁 本品以上柴 野东风冶 柴油
机尧 兰州发电机尧 沃而沃柴油机尧 康明斯柴油机尧 野兴锋冶 牌柴
油机尧 斯坦福发电机等为主要配套产品袁 并可实现自动化尧 并车
等技术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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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4日袁 大年三十袁 85岁老父亲
打来电话院 野小六袁 你能不能回来过年钥
你哥和你弟都已经回来了遥冶

野不一定袁 看情况遥冶
野抓紧回来吧浴 实在不行让盈盈开车

来袁 吃完年夜饭你们就回去遥冶
父亲哪里知道袁 现在正值全面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关键时期袁 他的孙
子盈盈要在医院 24小时值班袁 不能离开
岗位遥 但父亲知道袁 盈盈的女儿 1 月 6
日出生袁 还没满月遥

大年三十袁 我们单位正式放假遥 上
午袁 我买了一条象征年年有余的鱼袁 又
买了两斤父亲特别爱吃的粉蒸和一些水
果袁 开车赶到老家过年遥 我刚下车袁 父
亲就高兴地问院 野盈盈呢钥冶

野今天他值班袁 没来遥冶
父亲微笑着应声道院 野哦遥冶
饭桌上袁 我们兄弟三人分别向父亲

敬酒袁 祝愿父亲身体健康尧 长命百岁袁

父亲非常高兴地喝了三盅酒说院 野只要
你们工作顺利袁 不要惹是生非袁 不要违
法乱纪袁 我就心满意足了遥 我争取活到
100岁袁 好好看看世界的发展噎噎冶

吃完年夜饭袁 我开车回到家袁 老伴
和儿媳都还没吃饭袁 我知道她们在等我遥
我倒了一杯酒袁 一家人边看春节联欢晚
会边吃饭遥 父亲打来电话问我院 野到家
没钥冶 我说院 野到了遥冶 此时袁 我忽然想
起那句话院 父母在袁 人生尚有来处曰 父
母去袁 人生只剩归途遥

也许是喝了酒的原因袁 晚上睡觉时袁
我满脑子都是一家人的影子袁 真想打电
话问盈盈吃饭了吗袁 吃的什么遥 可是他
曾经说过袁 没特殊情况袁 不要打电话给
他遥 有时候他在给病人做手术袁 怕分心遥

正月初六袁 盈盈吃中午饭时告诉我院
野爸爸袁 院办通知我下午到市疫情防控指
挥中心去上班袁 吃完饭马上就走遥冶 野安
心去上班袁 服从组织安排袁 家里有我和
你妈袁 还有你媳妇袁 宝宝我们会照顾好
的遥 只是冬天不算冷袁 开春才刺骨袁 多
带些厚衣服遥冶

就在当天晚上袁 单位党委书记电话

通知我袁 上级党委对这次疫情高度重视袁
要求我们即时排查全体职工春节期间的
行动轨迹袁 重点排查去湖北尧 武汉方向
的职工袁 要横向到边尧 纵向到底袁 通知
各科室尧 各项目部抓紧排查遥 我当即在
单位微信群和 QQ群下发通知袁 要求各
科室尧 各项目部抓紧落实并于规定时间
上报结果遥

正月初七袁 接到居委会通知袁 各单
位小区要进行封闭式管理袁 我和行政办
公室主任带领四名党员及物业管理科科
长袁 购买了两车大砖袁 对小区的侧门和
后门进行了封堵遥 尽管天气寒冷袁 但我
们个个干得汗流浃背遥 同时袁 我们联合
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小区内张贴标语袁并利
用小喇叭宣传防疫知识院野勤洗手袁 多通
风袁少出门袁出门必须戴口罩袁宅家也是作
贡献噎噎冶在小区正门袁 我们设立了值班
卡点袁 要求所有进出人员办理登记袁 并
进行体温测量遥 值班人员中有两名居委
会派驻的女同志袁 带着刚会走路的小孩
参加值日遥 天气寒冷袁 她们一会儿背着
孩子袁 一会儿抱着袁 用尽各种办法哄孩
子袁 我看在眼里尧 痛在心头噎噎

正月十五袁 我值完班回到家袁 问儿
媳袁 盈盈打电话回来没遥 她说院 野很少
打电话袁 昨天他发来视频袁 头发长了袁
胡子也长了遥 我劝他注意点形象袁 他说
没时间袁 每天 24小时值班袁 吃住都在值
班室袁 换洗衣服都成问题遥 他还让我录
一段宝宝的哭啼声发给他袁 想宝宝的时
候可以打开听听遥冶 是啊浴 平时吵闹的哭
啼声现在却是父亲对宝宝的挂念遥 这时
我才真正理解袁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袁 不
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遥

面对疫情袁我们责无旁贷遥每天看疫
情特别报道袁 知道全国各族人民为了湖
北尧 为了武汉早日战胜疫情纷纷捐款捐
物袁 我也拿出 300元捐给湖北省慈善总
会袁略表心意遥

我相信袁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袁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遥 春暖花开袁 阳
光明媚之日袁 我们不会忘记那些还在前
线抗击疫情的勇士们袁 不会忘记那些在
寒风中为你我抱薪取暖的人袁 不会忘记
那些在严冬里为你我雪中送炭的人袁 更
不会忘记在疫情最严峻时袁 用生命为你
我照亮前进道路的人遥

殷 王 浩 渊贵州局一五九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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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胡文亮

抗新冠三字经

有那么一个恶魔袁 它偷偷地来到人
世间袁 它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袁 它的出现袁
让原本的新春盛典袁 变成了一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浴
有那么一座城袁它叫武汉袁曾经是英

雄的城市遥 它自己也万万没想到袁因为那
个恶魔的降临袁它以野把自己关了起来冶的
方式再次出名浴

有那么一群人袁 他们是白衣天使袁为
了救治更多的人袁带着滚烫之心尧大爱之
情袁毅然决然奔赴疫情防控一线袁用生命
守护着生命遥 他们自己从没去想袁是否会
被感染袁野若有战袁召必上袁战必胜浴 冶哪怕
已经有人牺牲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浴
有那么一群人袁 他们是疾控尖兵尧人

民子弟兵尧抗疫志愿者尧社区工作者尧企事
业单位骨干噎噎他们是成千上万个平凡
的野你我冶袁面对疫情冲锋在前袁 当起了村
庄和社区的消毒员尧 守门员袁 筑起了一
道道疫情野防火墙冶袁有的甚至已倒在抗疫
前线浴
有那么一群人袁他们是你尧是我尧还是

他遥 一方有难尧八方支援袁有捐赠口罩尧消
毒水尧 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的各界人士袁有
捐赠萝卜尧土豆尧大白菜的山东人袁有纷纷
捐款的你我他噎噎病毒无情人有情袁众人
拾柴火焰高袁隔离病毒但绝不隔离爱浴

还有那么一大群人袁 他们中有老人尧
有小孩尧 有学生尧 有老师尧 有工人尧 有
农民噎噎他们响应号召袁不聚集袁出门戴
口罩袁宅在家中为疫情防控作着贡献遥

有那么一个国家袁 她的名字叫中国袁
虽然暂时被病毒感染袁 但她没有气馁袁因
为她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袁有那么多
的野最美逆行者冶袁有 461万个基层党组织
和 9000多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袁 有众志
成城尧共克时艰的 14亿中华儿女袁手握着
手心连着心袁感受着团结的力量袁我们一
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浴
待万物复苏袁春暖花开袁伟大的祖国

仍会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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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蹚过波光粼粼的溪流
去听听柔软的春风在耳畔轻轻的呼唤

我想踏遍一马平川的原野
去看看草长莺飞风光旖旎的大千世界

我想走遍沟壑密布的峡谷
去闻闻金秋时节漫山遍野的瓜果飘香

我想爬上层峦叠嶂的山巅

去看看冬雪给大地披上雪白的衣衫
如今我们再次站在父辈曾奋斗过的土地上

苏醒尧回望尧沉思尧憧憬
血液中翻滚着的铮铮誓言

是在漫漫长夜里为腾飞积蓄力量
我们是新时代的建设者

更是从黑土地中走来的铁骨铮铮的战士

殷 李 颖 渊一勘局一一九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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