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我最害怕理发袁 记得每一次都是在
父亲的哄逗中进行遥那时袁我家的推子虽然还比
较新袁但夹头发的事还是常常发生袁疼得我龇牙
咧嘴袁头发渣子落在衣领里袁扎得人难受遥发展
到最后就是一见到推子袁我就发怵遥随着我外出
求学尧上班袁父亲再也没有给我推过头袁我也渐
渐淡忘了那份感觉遥

我的儿子年纪还小袁有时去理发店
不方便袁 于是我从网上买了一个电
动推子袁学着父亲的样子袁带上模
子给孩子理发遥 不过我的手艺始
终没能入父亲的眼袁 于是他直接
没收了我理发的权力袁 保管了这
个推子袁 并承包了外甥和儿子的
理发工作遥其间袁曾失手把推子掉
在地板上袁摔坏了遥

野不行再重新买一个吧浴冶我说遥
野还没有怎么用呢袁你找找五金店袁看看能

给修修不钥冶父亲舍不得遥
我拗不过父亲袁 找了在学校教物理的哥们

儿将推子焊上遥于是父亲更加小心保管尧使用遥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袁 大街小巷空无一

人袁 假期也是一再延长遥 这时袁 理发成了一大
难事遥

父亲听到我的抱怨袁 不经意地说院野我给你
理理钥冶我愣了一下袁瞬时反应过来袁痛快地答
道院野好浴冶

说干就干袁父亲拿出裹了两层塑料袋尧油光锃亮
的推子袁我顺手搬了把椅子坐下袁母亲从卫生间拿出
梳子和毛巾递给父亲院野脖子上再多围个毛巾吧浴冶

父亲用毛巾将我的脖子围得严严实实袁然后再
围上隔离布遥

野还推以前的平头吧袁显得精神浴冶父亲轻轻地
给我梳着头袁另一只手不经意地抚摸着我的头发遥

野行袁 您说了算遥冶 眯着眼睛的我袁
感受着熟悉的气息袁 一种温馨油然而
生遥 久违的感觉袁 是儿时的回忆袁
是父爱的涌动遥

父亲先用中号模子袁 再上小号
模子袁一点点地将我的头发理短遥我
能感觉到父亲的小心翼翼袁 心里明
白袁他怕我不满意遥

野再稍微短些吧袁这样你的白头发就
不明显了遥冶

野我都四十多岁了袁能没有白头发吗钥冶
野水快烧好了袁一会儿洗个澡吧袁省得头发渣子

落到你脖子上袁不高兴遥冶母亲在一旁叮嘱袁她的话
更加深了我的回忆遥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袁没想到这次疫情带给我
一次回味的机会遥原来在我的内心深处袁依旧依恋
父亲推头时抚摸我头发的爱意袁享受推完头给我吹
头发渣子的温度袁甚至是推子夹住头发时那龇牙咧
嘴的回忆浴

真想时间能永远定格在这美好的时刻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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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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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妈妈院
在即将春暖花开的季节袁 一场疫情打乱了

我们相聚的时光遥 虽然这个假期很长袁 但我们
没有因此而多一丝喜悦袁 反倒为能够正常地用
手机联系尧 视频通话而感到幸福遥

您虽然奋战在抗疫一线袁 但没有给作为子
女的我们增添丝毫压力袁 而是总鼓励我们曰 您
虽然没有直接与病患打交道袁 却承担着高感染
的风险并且无怨无悔浴 我为有您这样一位在疫
情期间勇敢奉献的妈妈而自豪遥

那天您打电话跟我说袁 领导派你们中队去
县交管局执勤点赣鄂边界的湖北省阳新县龙港
镇支援执勤遥 我当时内心极度紧张袁 因为那里
社情复杂袁 您的身体也不是很好袁 而且在前段
时间袁 您告诉我在这个点执勤的一名队员因执
行任务袁 接触了一个过路的流浪人员而感染病
毒袁 单位上下都非常紧张遥 您可能感受到了我
的不安袁 马上安慰我说院 野这是妈妈的工作袁

没事的遥 跟那些奋战在一线的医生比起来袁
这不算什么袁 妈妈一定会做好防护工作遥冶

您执勤回来我才得知袁 每次值班袁 一值
就是一天一夜袁 需要 24小时高度警惕遥 临时
休息点只有一张行军床袁 您一个女同志和三
个男同志也不方便遥 考虑到这些情况袁 单位
领导说您不用参与此次支援执勤袁 让您担负
相对轻松的城区下沉社区任务袁 但您直接拒
绝了遥 您说院 野我是两个兵娃的妈妈袁 我也
应该是一个女战士遥 担负这样的任务袁 有时
女同志比男同志细心遥 他们能去袁 我一样能
去遥冶 单位领导看您决心这么大袁 答应了您的
请求遥 虽然我还沉浸在您可能会被感染的担
忧当中袁 但更多的是觉得自己的妈妈真的好
勇敢遥

那天看到您下夜班后发了一条朋友圈袁
您说袁 希望疫情可以早些过去袁 好人一生平
安袁 并配上了一张老大爷推着自行车的照片遥

后来您告诉我袁 照片上是一位从江西南昌方
向过来的老大爷袁他骑着一辆自行车袁车上载
着一些简易卧具及食品遥老大爷从浙江过来袁
是一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老中医袁 听说武汉
疫情严重袁他通过查医书尧问同行袁研究出了
一个较为有效的药方遥由于交通管制袁他简单
准备了一下袁风餐露宿近一个星期袁终于到了
湖北地界遥

按规定袁当时正处于严控期袁外来人员严
控进入曰按情理袁老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疫区
送药方袁实属不易袁这让您犯了难遥于是您立
即核实老人的相关信息遥经过检测袁老人的身
体无异样遥您赶紧向隔离点领导汇报情况袁并
提议报县疾控中心值班领导袁 力求征得上级
同意袁将老人妥善安置袁药方报卫生部门研究
论证遥您的提议得到了上级的认可袁并获得了
表扬遥后来袁老人被妥善安置在条件较好的宾
馆进行居住隔离袁药方也被临床应用遥

您开心地和我说了事情的经过遥您还告诉
我袁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袁世界将变成美好
的人间遥

渐渐地袁我们习惯了您野冲锋陷阵野的工
作袁每次您下夜班袁我们都会第一时间送去问
候遥您告诉我们袁非常庆幸自己能参与到此次
抗疫工作中袁 这是一名中国公民应尽的义务尧
一名公职人员应有的担当遥辛苦一人袁幸福千
万人遥一家晚团聚袁万家早团圆遥您无私奉献的
精神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中遥

在这场疫情的背后袁还有很多和您一样的
无名英雄袁他们都是疫情的逆行者袁在平凡的
岗位中做着不平凡的事袁在这场抗击病毒的无
声战斗中默默为国家奉献遥

我相信袁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袁2020年依旧充满向往与希望袁 我们将会
沐浴着春风去拥抱鲜花盛开的季节遥

爱您的女儿

殷 刘雨晴 渊中能化创投冤

您是我的榜样与骄傲
在全国人民欢度春节之时袁 一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在中国大地肆虐游荡遥 在北京市朝阳区定南
里社区居委会发出小区值班自愿报名的通知后袁
作为党员尧社区志愿者袁我们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时
间报名参加遥

我们参加入户调查袁地毯式摸排疫情袁积极宣传
防护知识袁一次次打电话尧走访袁沟通尧汇报情况遥鹅
毛大雪袁 挡不住我们参加抗疫战斗的热情曰 九级大
风袁我们依然站在路口曰严重的雾霾天气袁我们坚守
岗位袁毫不退缩遥年事已高的老同志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袁主动配合疫情摸排和居家防护曰外地回京的住户
自觉采取隔离措施曰通过网络尧支部群袁大家学习防

护知识袁积极传递正能量遥
我们虽然年纪大了袁但余热尚存曰虽然退休了袁

但共产党员的责任没有忘遥危难时刻袁我们不上谁
上遥看重灾区武汉袁勇敢的医务工作者尧专家逆行前
往袁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在祖国大地传扬袁党和
政府一声号令袁全国各地筑起了一道道防火墙遥

为了切断新冠肺炎的传染途径袁为了阻断首都
北京疫情蔓延袁为了小区居民的幸福安康袁我们将
一如既往袁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袁与共和国同呼
吸袁严防死守袁勇于担当袁联防联控袁义无反顾坚守
在抗疫战场袁让世人看看袁我们是压不垮的中国人袁
团结就是力量浴我们深信袁有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领
导袁有各行各业的人们勠力同心袁疫魔终将被赶走袁
神州大地恢复盎然生机袁人民生活喜乐安康遥

殷 刘兴华 渊河北局新能源队冤

疫情带来的回味

殷 张淑华

抗疫随笔

好雨知时节袁当春乃发生袁
二〇二〇年袁清明别样同袁
国旗半下降袁汽笛声长鸣袁
低头垂首立袁哀思泪沾襟袁
人固有一死袁烈士泰山重袁
英雄献身事袁永远记心中袁
握拳再宣誓袁为国谋复兴袁
理想要远大袁共产主义真袁
跟着共产党袁实现中国梦袁
解放全人类袁奋勇向前行遥

殷 赵 菁 渊一勘局科教中心冤

悼英烈

子鼠新冠虐江城袁天使勇逆行遥几多英
雄捐躯袁重患跳心停遥

旗半降袁笛长鸣袁祭英灵遥环球大考袁华
夏瞩目袁制度优评遥

殷 何 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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