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最亲爱的老同学闫医生院
你好袁见字如面遥
昨天跟你在微信上聊完后袁 我算

了下袁从小学六年级到现在袁咱们已经
相识 20年了遥

在我的印象里袁 你一直都是瘦弱
的样子袁 小小的个子袁 不算白皙的皮
肤袁嗓门却是高亢清亮袁在校读书的时
候袁总是老远就能听到你脆亮的话音遥
虽然大学毕业后再没机会与你见面袁
但我总能想象到已成为医生的你穿着
白大褂袁 穿梭在医院走廊里脚下生风
的样子遥

直到这次疫情暴发尧 武汉告急袁你
所在的医院要要要同济医院冲在最前线遥
我慌忙联系你袁急切地问道院野武汉那边
情况怎么样了钥你现在怎么样了钥冶却迟
迟等不到你的回音遥 直到几天后袁你在
微信上回复我两个字院艰难遥

艰难袁怎能不艰难呢钥 可是袁你依
然坚守在一线遥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高考结束的几
天后袁你的母亲突然得了严重脑梗袁不
省人事袁醒来后依然神志不清遥你在医
院日夜照顾袁身心俱疲袁形容枯槁遥 报

考志愿那几天见到你袁 得知你要报考
医学专业袁原因我也能想得到遥那段时
间袁你目睹至亲发生如此变故袁自己却
只能在外围照顾袁悲恸无力袁谁不想手
持柳叶刀亲斩病魔呢钥 可你却笑着告
诉我院野放心袁我妈妈已经快痊愈了遥学
医一直是我的梦想袁杏林高手袁悬壶济
世袁想想都觉得酷呢浴 冶

所以袁如今的你一定很酷吧浴在你
的显微镜下袁任何病毒都无处遁形遥你
所在的检验科的战士们与时间赛跑袁
争分夺秒地进行病毒核酸检验袁 为的
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精准的确
诊袁为疫情控制争取时间遥

我问你这么多病人样本需要检
验袁你们能否忙得过来遥你说全国很多
医生来驰援袁大家三班倒袁压力不是没
有袁但是大家都在坚持遥

坚持袁武汉在坚持袁湖北在坚持袁
全国都在坚持遥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袁 你写信告诉
我袁如果母亲当时没患病袁你也许不会
下定决心选择学医袁 但既然选择了就
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袁你甚至想当法医袁
去追求最后的真相遥我总在想袁你小小

的个子袁内心到底蕴含了多少能量遥你
说鲁迅觉得学医不能救国袁你不信袁如
果连身边至亲都不能拯救袁 那还能救
谁呢钥 内心的恐慌往往来自对身体健
康不确定的恐惧袁医心先医体袁健康的
身体是一切的前提遥

就像这次疫情袁我们恐慌袁何尝不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袁
不知道病毒哪一天会攻击到我们遥

害怕是本能袁可是一身白色盔甲的
你们袁在无数次的职业训练中将本能转
化为直面死神的勇气袁在狭路相逢之时
殊死博弈袁用专业换时间袁用时间保生
命遥可你说袁不要把你们太英雄化了袁因
为大难面前每个人都是野战士冶袁每个人
又都是血肉凡人袁将英雄凡人化袁那么
每个凡人皆有可能成为英雄遥

在这几次的聊天中我不止一次问
你袁我们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袁怎么才能
帮到你们遥你每次都说袁最好的帮助就
是照顾好自己袁 在家待着防止病毒继
续传播袁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
吧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遥

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遥 冶听到身为
专业人士的你说的这句话袁 顿时很多

情绪我都放下了遥
为什么海上夜行的船舶都要寻找

灯塔袁因为那是希望的光袁就像我们每
天都想在海量的信息中找寻好消息袁
盼着钟南山尧李兰娟院士坚定的眼神袁
一次次喊着 野武汉加油冶 时的泪流满
面袁我们是盼望者袁更是坚守者袁我们
皆是凡人袁但袁我们也都是英雄遥
所以袁 在一线照顾病人的你更要

照顾好自己袁为众人抱薪者袁不能冻于
风雪遥 后方的我们袁 是你最坚定的后
盾袁累的时候请转身袁你我皆在袁山川
异域袁风月同天袁岂曰无衣袁与子同裳遥
让我们共守万家灯火袁静候春暖花开袁
冀灾难早尽袁期山河无恙袁人间皆安遥

到那时袁让我们相约樱花下袁共登
黄鹤楼袁赏汉阳树袁游鹦鹉洲袁晴川历
历袁芳草萋萋遥我盼着你用清亮的嗓门
给我讲你们剿灭病毒的故事袁 我也想
急切地告诉你在这段居家隔离的日子
里我曾与你并肩作战遥

这段日子众生皆苦袁 不过还好有
你尧有你们一直抚慰着远处的哭声袁所
以请你保重袁 我最亲爱的朋友要要要闫
医生遥

殷 王伟灿 渊河南局二队冤

静待春天
春来不见阳光媚袁皆是妖霾罩了天遥
手捧鸿篇度疫日袁眼观银屏泪湿衫遥
提心新冠蔓延续袁吊胆亡灵数字添遥
勠力同仇除鬼怪袁灾消毒灭万民欢遥

殷 何 攀

七律窑春疫感怀

疫云压城水不流袁岸柳斑竹恨悠悠遥
自古庚子多忧患袁吾辈谁解此缘由遥
华夏岂允魔瘴乱袁天使遵令聚荆楚遥
驱神伏鬼江汉泪袁雷霆火焚楚天忧遥
全民皆兵同敌忾袁万巷空城向天酬遥
泪不流兮心更痛袁我自梦里唱大风遥
恨不当初亦学医袁此刻奔向长江头遥
神州沧桑心向党袁战罢疫情再聚首浴

殷 尉建明

神州战野疫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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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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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聚光灯下的中国形象袁面对中外记者的野长枪短炮冶尧刁
钻提问袁她总是以柔中带刚的独特表达方式袁优雅睿智地化解各
种难题袁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姿态遥她叫傅莹袁中国第一位少数民
族女大使尧驻大国女大使遥

她是逆行的英雄袁弃个人安危于不顾袁冲锋一线袁与病毒抗
争袁与死神搏斗遥她是白衣天使袁也是守护生命的战士袁在抗击疫
情的一线袁她用医者仁心续写生命的乐章袁不论生死袁不计回报袁
用无私的奉献精神破除夜的黑暗袁唤来春暖人间遥

她在赛场上诠释着野中国精神冶袁野排兵布阵冶果断袁处置危机
及时袁不畏强敌袁逆流而上袁永不放弃袁永不止步袁让中国女排成
为野中国精神冶最有力的践行者袁成为激励国人顽强拼搏的力量遥
她是野铁榔头冶郎平袁年至 60 仍带领一支精锐之师征战赛场的
野铿锵玫瑰冶遥

她是集知性和美丽于一体的新时代女性袁 由内而外散发着智
慧的光芒袁扎实的文化底蕴造就了气质如兰的言谈举止遥睿智机敏
的反应能力尧温文尔雅的表达方式让观众如沐春风尧舒适愉悦遥她
是央视主持人董卿袁让无数人爱上读书尧恋上书卷气的美丽女子遥

她是兼顾家庭与工作的多面手袁 在家里她用柴米油盐酱醋
茶调出一曲生活的乐章袁 在单位她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打理得井
井有条遥她自由切换着女儿尧妻子尧母亲尧员工的角色袁每一个角
色都能够游刃有余尧轻松驾驭遥她是新时代女性袁撑起了时代的
野半边天冶袁散发着无处不在的野她魅力冶遥

她驰骋商海披荆斩棘袁她驾驶野战鹰冶翱翔蓝天袁她乘坐野神舟冶
探秘太空袁她躬身实验室解密科学遥无处不在的她袁在时代的潮流
中不断开阔眼界尧增长才干尧实现价值遥

她回馈给这个时代别样的风景袁生活中袁她包容尧细腻尧博爱袁
她善良尧聪慧尧柔情袁用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袁走出了一条自信尧自
爱尧自立的道路遥许多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袁因她的拼搏付出而成
为现实曰许多以前未曾涉足的荣耀袁因她的精彩绽放而更显壮丽遥

现在袁她美丽自信曰未来袁她从容淡定遥野她魅力冶野她力量冶
野她风采冶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袁多庆幸在野她冶组成的玫瑰园里袁
我们都是其中一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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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袁 宅在家里成了我们新
的生活方式遥

宅在家里袁 让我更懂得关心亲人
和朋友遥 疫情发生以来袁 由于交通管
制袁 我再也没有回过乡下遥 不知老母
亲在老家过得怎么样袁 家里还有没有
菜和面袁 他们能否做到待在家里不串
门遥 我一天一个电话袁 知道家人一切
安好袁 心才稍微放下遥

宅在家里袁让我更了解相守和陪伴
的重要遥危险面前袁没有什么比一家人
守在一起更让人踏实了遥我的厨艺迅速
提高袁蒸馒头尧烙饼尧擀面条袁手上都是
淡淡的麦香味遥 老婆自诩是美食家袁腰
扎围裙袁在厨房里煎煮烹炸袁做菜花样
不断翻新遥温暖的阳光下袁我与孙子在
阳台上袁或做游戏袁或读唐诗袁觉得时光
如此静好遥

宅在家里袁每天我都在规划自己的
阅读和写作袁 打电话采访正在单位战

野疫冶的同事袁完成了几篇抗击疫情的消
息和通讯遥看到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抗疫
故事后袁我有感而发袁写了几篇有关抗
击疫情的言论和散文遥写累了袁我就读
书袁或是在客厅里活动活动袁然后继续
坐在电脑前敲字遥不断增加的字数让我
无限愉悦遥

宅在家里袁 我每天都关注着全国
抗击疫情的进展遥 看到一个个复工复
产的消息袁 看到连续几天疫情上升态
势得到控制尧 新增病例持续下降的消
息袁我终于舒了一口气遥但是我知道袁全
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袁还没有
到可以喘口气尧歇歇脚的时候遥越是这
个时候袁我们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袁绷紧
防控之弦遥

窗外的树已经长出嫩芽袁小区里迎
春花尧玉兰花在暖阳下绽放枝头遥我知
道袁 再坚持一下袁野春天冶 很快会来袁生
活袁依旧美好遥

殷 徐秋艳 渊陕煤地质物测公司冤

写给那个瘦弱的尧为众人抱薪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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