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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眼睛，扎着马尾辫，挂着胸
牌，厚厚的羽绒服，厚厚的口罩，手
持大喇叭，肩挎挎包，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社区工作者小刘一身别样
行头。

“挎包里必定是化妆品！”“这还像
干工作的样子吗？”直到有一天，小刘
的手机因为打得发烫不能再工作了，
这时候，只见她不慌不忙，取下挎包，
打开，从里面取出另外一个手机，接着
打起来，丝毫不耽搁。有细心人看见，
小刘肩挎包里，竟有3个充电器、另外
一个手机和所有居民信息表格。

初见小刘，是在她所在的小区。
她背着喷雾器消杀回来，汗水把头发
濡湿成一绺一绺的，还冒着热气。“这
姑娘，就是小刘”，有人向我介绍。

小刘是上次居委会换届才进入居
委会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
了包括小刘在内的人们平静有序的日
子。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社区是最
有效的防线。县里根据防疫县情，有

针对性地提出“不留一颗疫情‘种
子’”，人进疫退，无条件可讲，小
刘没日没夜地投身到小区里密切接触
者、发热病人、居家隔离观察者、外
地“三返”人员和流动人口等五类人
员的摸排。她每天推送疫情防控的实
时信息，为居民答疑解惑，消除居民
恐慌情绪。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不
抓，一盘散沙。忙了 20 多天疫情防
控工作，小刘对此有着深深体会。

小刘清晰地记得，2 月 4 日，面
对一对从湖北自驾来探亲的夫妻，小
刘照例用手持体温枪测温后，男性住
客体温显示偏高。“该不会是体温枪
出了问题吧？”秉持谨慎态度，她又
换了两把体温枪、一支水银温度计进
行了 3次测温，结果仍显示数值处于
临界点。然而当事人认为自己身体没
有明显异常，强烈抵触前往医院诊
断。“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知道
您的顾虑，可您是男同志，是家里的

顶梁柱。到正规医院
检 查 后 ， 您 自 己 放
心 ， 周 边 的 人 也 安
心，这不是皆大欢喜
吗？”冒着可能被感染
的风险，小刘耐心与
住客沟通。近两个小时苦口婆心地劝
说后，这名住客终于同意到医院检
查，经过医生诊断，温度和化验报告
都无问题。“逢车必检，逢人必查，
宁可十防九空，也要切断传染源。”
虚惊一场，小刘也松了口气。

为了不让居家隔离者生活乱了分
寸，产生无助无力感，小刘把自己手
机号码一户一份，对于有诉求的住
户 ， 随 叫 随 到 ， 成 了 他 们 的 “ 双
腿”。 一位 70 多岁的老大爷外出购
买面粉被劝返回家，十几分钟后，老
大爷想要的面粉让小刘送上了门。一
位居家隔离的老人降压药用完了，由
于各人所服的降压药不同，跑东家奔
西家，小刘辗转多家药店终于买到，

并亲手交给老人。
小刘告诉我，她曾亲眼看见一名

公职人员将疫情发生前购买的N95口
罩兑换成一般口罩，有居民将自己富
余的口罩等防护用品无偿提供给社
区，交由社区调剂使用。

“前方挑水，后方浇园，想一想
那些一线医务人员被口罩勒到破皮的
脸颊、被汗水浸到泛白的双手、被水
珠泛满的护目镜、手术室外席地而眠
的身影，想一想奔波在保障运行、调
配资源、科研攻关、交通管理一线的
千千万万的人们，我们社区工作者苦
一点累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小刘
认真地说。

小刘，够美的社区工作者。 阻击疫情，我的责任，疾控
战士与您同在。平日里与您同
在，寒风中与您同在，一天二十
四小时时刻与您同在。

当武汉返回人员报告发热
37.3℃以上，不管城市也不管乡
村，疾控战士就会迅速赶到您的身
边，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叮嘱注意
事项。当疑似病例确诊，不管深夜
也不管凌晨，疾控战士就会第一时
间赶到您的家中，调查咨询、消毒
灭源、健康指导，直至处置停当。

更多的时候，疾控战士的身影
没有什么特别，和您一样戴着浅蓝
色医用口罩。那身影在奔跑，在居
家医学观察者家中，在医院病房，
在卫健局会议室，在小区警卫室，
在超市，在火车站、汽车站、高速公

路出入口等体温检测点，在应急物
资储备库……或追踪调查、或采集
样品、或讲解课件、或宣传咨询、或
指导消杀、或伏案疾书、或现场示
范、或搬运物资……

汗水湿透了衣背，防护服沉
沉，脚步沉沉，常常嘴唇干裂了
不能喝一口水，常常吃午饭已是
下午时候，常常刚刚入梦却传来
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场与病魔殊死搏斗的决战。请
相信疾控战士，请相信阳光春风。

你的安康，我的天职。让我
们相约，在摘掉口罩的日子里，
一起掸掉尘埃与疲惫，推开黎明
的门窗，深情眺望中华大地，深
情眺望世界东方。

一早，按照老家的习惯，向堂弟
拜年问候。堂弟在武汉公安工作，是
在最基层的乡下派出所。早些年大学
毕业的弟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
武汉公安，在乡村做警察，毕竟离老
家近，他也逐渐适应了那边的一切。
对于这次汹涌而至的疫情，堂弟表示
服从组织安排，努力坚守岗位。一墙
之隔的河南信阳老家母亲骨折，孩子
无人照顾，他都没有开车回家看望。
从疫情严重地区回家，意味着什么？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堂弟在值班备勤之余，经常给家
人视频。老人特别担忧，那种牵挂也
只有他们懂。通过视频，我和堂弟聊
了一下关于当下情况，堂弟依然一身
戎装，精神饱满。他向我简述他目前
的工作：那天，他在派出所辖区，下
起了大雪：“我和同事在丰店新世纪
超市路口执勤，发现一名老人睡在冰
雪中，老人全身湿透，我和同事迅速
将老人扶起并带回所内，给老人端上
热水和火盆取暖，耐心询问老人姓
名，最终确定这位走失老人是阮某，
七十多岁，辖区镇龙潭村人。老人因
儿子常年外出打工未归，最近听邻居
说儿子要回家过年，老人就每天清晨
独自一人步行几公里上街等儿子归
来，因雨雪天气滑倒，无法回家。我
将老人扶起后立即联系其家人，因路
面积雪，该村道路不通，老人家属在
外地无法及时接回老人，我和同事顶
着雨雪将老人送回家中。回到所里满
身泥巴，肚子也饿得咕咕叫。通过老
人提供的电话号码，我们给他儿子打
电话，解释当下武汉封城的事实，老
人的儿子说已经在网上看到消息，拜
托我们照顾一下老人。这样的托付如
此重，我们带着几个辅警，在岗下给
老人打扫卫生，做饭包饺子，并宣传
疫情。”

“我们这边从封城的那天开始，
就停止一切休息。大年三十中午 12

点，出了交通事故，两车迎面相撞，
女司机被困车中，我们紧急救援，在寒
风中冒雨疏堵保畅，配合 120 救援车
祸中的司机。作为警察，我们不仅要
防控疫情，还要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这样双重的职责都是肩头的担
子，顾不上自己的小家，要担起担子。”

堂弟说，当警察真难，那时候一
心向往当警察，看到的只是穿警察制
服的光鲜亮丽，其实背后有多少艰
辛。他说，在勤务中，有时会看到老
百姓没有防护措施，连基本的口罩也
没有。作为警察，务必给自己戴上口
罩，如果不能很好地执行，对周围的
同事是一个潜在危机。他好多天都没
有回家了。他们依法对过往车辆及行
人实施疫情防控、消毒，按照疫情检测
标准，对出城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对检
测发现有发热症状的患者，及时安排
到指定医疗点进一步检查和治疗，对
同车密切接触人员安排到指定地点观
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麻痹。

作为人民警察，这样的工作难度
有多大，我们自己懂得。文字还没敲
完，工作群里传来加急通知：下午市
局召开疫情防控会议，会上领导作出
重要指示，即日起全体民警、辅警停
止一切休假，外出离郑的人员要以最

快速度赶至单位工作。
一早去驻站路上，看见站区的滚

动大屏上报告昨日的数字，时间来不
及了，已经顾不上细看，只好竖起耳
朵听了；在我进行自我消毒、换衣、
戴口罩、眼镜的同时，广播里传来，
郑州市新增 3例，截止 2月 17日郑州
累计154例，其中某男29岁，乘坐地
铁 1号线在会展中心去医学院就诊并
隔离，17日确诊。这个肺炎确诊者路
过我的辖区驻站。听见这样的消息，
我一身冷汗，在测量自己体温时，过
度紧张，导致 37.4 度。我跟同事说，
我是不是发热了。同事劝我不必紧
张，站区每天严格消毒，现在都是实
名制乘车，口罩、体温都在严格检
查。是的，再次测量体温，36.2 度。
我工作的区域紫荆山，客流量最大，是
换乘站，在市中心。二七广场、火车
站，再加上中医一附院、郑大一附院，
这两个医院是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二
七广场、火车站都是人流量特别大的
站区。我把面罩戴上，同事们见我一
板一眼，也都不敢马虎了。我们队长
徐其银可以说是抗击疫情的排头兵，
主要负责检查我们的自身防护，如果
不过关，会让我们回警务室练习操
作。他经常告诉我们，自己防护不

好，就没有能力去保护人民。
现在实名乘车特别规范，人有序

了，不拥挤扎堆，口罩防护也认真了。
看着乘客淡定，互相之间间隙很大地
行走，我心里的石头也渐渐落地了。

我们的同事樊树峰，“80后”，自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以来，已连
续奋战 17 天，因过度劳累导致颅内
大面积出血，被送往医院紧急抢救，
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 12 时 36 分因抢救
无效离开人世，年仅 39岁。我们曾经
都是特警队员，参加过四川抗震救灾、
北京奥运安保、新疆维稳、西藏反恐
等重大事件。如今作为抗击疫情“勇
先锋”、辖区群众“暖心人”的树峰，永
远离开了自己热爱的警察事业。在他
弥留之际，他要求捐献器官，目前已经
取下眼角膜和其他有用器官，成功救
治 3个病人。我们都是从特警支队调
到其他岗位。我们曾经还说，还能不
能再见？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说话。他
还有两个不记事的女儿。

此刻，泪已无声。我们在特警队
的时光在我脑海中重现，那时候，我
住在三楼，树峰在二楼，我设想过我
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我们曾经相
约在闲暇时共聚晚餐，然而临时任务
使他无法赴约。树峰善良、热情、执
著，赶赴四川抗震救灾的前夜，我看
见树峰一边整理装备，一边安慰妻
子。树峰先从特警队调走，我顿生失
落之感，我们在一个单位出出进进，
楼上楼下，都来不及聚一聚，这成了
我心中永远的失落。我重新回到我们
一起战斗过的警队大院，单位的训练
场草坪开始变得一片翠绿，门前的万
年青更加挺拔，寒冷的冬天，总会迎
来暖春，只可惜你永远驻足。所有的
瞬间都已化作了永恒。

是的，你不曾离去，只是，簇集
力量，化树为峰，用生命在召唤这个
春天，留下一片被泪水打湿的藏蓝。

树峰，一路走好！

2020 年春节，人们经历了一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与疫
病的斗争中，有人在最前线搏
杀；但更多的人只得蜷居在家中
自我隔离。

身在城市的我们家，尚能忍
受足不出户的苦闷，但一向住在乡
下、自由惯了的奶奶，其处境可想
而知。奶奶年逾八十，身体已有
些佝偻，纵然腿脚极不方便，坐
着轮椅，每日也要到乡邻去串
门。疫情暴发，门外去不了了，
只好在门内推着轮椅走动走动。

随着蜗居的日子一天天过
去，奶奶家里的油、盐、菜、米
也在耗尽，照顾奶奶的大孃也把
出门的频率减到最少，估计就要

“揭不开锅”了，远在城里的我们
却爱莫能助。

这天，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原来是奶奶打来的。出人意料
地，奶奶说，她虽然仍旧不能出
门活动，但这段时间心情却十分
舒畅。生活物资一应俱全，家里
的“余粮”问题已解决，让我们
不必担心。在她那里，这几天，
总有两个代购员走家串户，帮每
个有需要的家庭购置物资。

代购员，这一历史上绝无仅
有的称谓，因为一场重大的疫情
而出现在2020年老家的乡镇。他
们是在疫病流行、人人自危的紧
张环境下勇敢地站出来，自愿给
人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每天早上 6 点，村民蒋和兵
和李顺洋就早早起床，在村上的
卡点办好出入证，凭证离开村
子，到镇上的菜市场开始忙碌，
大包小包地采购粮油、肉食、蔬
菜，有时碰上村民有特殊的需
要，还会帮忙购买石灰、奶粉、
饼干，或者取几个快递包裹。采
购完毕，他们便开着自己的皮卡
车，挨家挨户地把各家所需一一
送到；有时东西多，他们还得往
返村镇两次。罢了，两人在下午
回到卡点，凭着各家各户送来的
条子，统计第二天要代购的物资。

蒋和兵是一名41岁的石油井
场修建工地打工者，10余年的努
力后，攒够了积蓄买车，于是每
年春节都开车回老家过年。今
年，按照惯例回到老家的他，接
到村支部廖书记的电话，他欣然答
应了廖书记让他为群众开展代购
服务的请求，并和一名 58 岁的老
党员李顺洋一起，开始了到如今
已有20来天的代购员生涯。

从1月30日宅家到今天，家家
户户原本充盈的存粮变得所剩无
几。起初，需要援助的只有二三十
家，而到了 2 月 18 日，越来越多的
村民需要他们的帮助，每天达到
了五六十户的顶峰。在这最繁忙
的一天里，两人直到下午 3 点都
没吃午饭。因为帮忙代购而不能
按时吃饭，是常发生在两人身上
的事，农村的柴火灶不便加热，
他们只好回家吃妻儿留下的冷饭

冷菜。
有时村民看到他们忙碌的身

影，会帮着一起分送物资，他们
都戴着口罩，拉开距离，一同把
大大小小的四五个包裹放在每户
人家的大门口，就悄无声息地离
开，转向下一个目的地。没有报
酬、早出晚归，采购、配送大量
物资，常常连着好几天吃不上一
顿可口的饭菜，对他们来说，这
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倒是偶
尔因为过量的物资配送而把村民
的所需放混淆了，才是他们最大
的压力。有时遇到村民因为久居
不出心里憋闷，给他们带去发泄
似的指责，他们心中也会有些委
屈。采购的过程中，他们的车辆
在菜市场和粮油店不停换位，稍
不小心，就会被电子眼抓拍扣
分。最近几天，看到他们实在太
忙了，村上的抗疫宣传员熊小军
也加入了代购员行列。

电话里，奶奶愉悦的声音让
我们都松了口气。奶奶说，你们
不用操什么心，代购员什么都替
奶奶想到了做到了，就连奶奶家
园里养的鸡也没落下，他们送去
了喂鸡的饲料和给鸡场消毒的石
灰。“他们做得真好”，奶奶说，
从正月初几到现在，他们给奶奶
送东西都有 5 次了，每次他们
来，奶奶都要默默地站在窗口往
外望，一直望到他们把东西在家
门口放好，然后悄悄地离去……

代购员们不过是普通的百
姓，他们无私奉献，自愿为全村
人担起了代购的责任。他们不求
回报，也不追求美名，为从小生
长的土地尽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
力。我们感谢他们，也感谢中国
大地上，其他千千万万个平凡而
伟大的代购员。

抗击疫情是一场战役，我相
信，在你看到和看不到的地方，有
许许多多的人都在付出努力，因为
他们知道，无尽的远方，和无数的
人，都和自己有关。

2020年这个春节，注定与往年有
所不同。

整个春节，我的家乡川东达州，
响应政府号召，实行“人自为战，户
自为战”网格化管理，取消一切户外
活动，700 万达州人足不出户，自行
居家隔离。城里变得空空荡荡，冷冷
清清。

那个晚上，我戴上口罩下楼，想去
药店买点口罩酒精备用。但几个药店
都缺货，淘宝也说暂时发不了货。这
下有点慌了。幸好朋友送来几个。我
掂着轻薄如纸的口罩，心里满是感动。

我放好口罩，打开电视，所有的
新闻都与疫情有关，满屏都是身着白
色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的医护
人员与时间赛跑的画面；还有备受关
注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抢建工地直

播；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等医学
专家通过央视向公众说明疫情现状，
介绍居家隔离如何防护。楼下小区院
内，开始传来滚动播放疫情宣传公告
小喇叭。同时还听到公路上流动宣传
车的高音喇叭。这让我突然理解了，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不仅是武汉的
事，也不仅是医疗单位的事，这是全
中国的大事。我想起儿时看过的老电
影 《地道战》，村头那口敲得当当响
的报警铁钟。我想，我虽不能为这场
战役做点什么，至少要做一个不给社
会添乱的好公民。

我开始学会非常认真地在水龙头
下抹肥皂洗手；我戴上口罩去超市买
菜，先在入口处检查体温；买菜回
来，我必先洗手，再摘口罩，还得将
外套脱下，挂在阳台通风，再用酒精

将手机、钥匙和门把手消毒。然后换
上居家服，才可以在屋子里煮饭洗衣
打扫卫生，一点不敢马虎，全都按电
视里教的程序在做。后来防护升级，
进入超市除了戴口罩，还必须戴手套
穿鞋套，坐公交须持身份证上车，有
的小区开始凭疫情出入卡放行。

其实，居家隔离对我来说，真不
算个事儿，无非是活动直径小了点。
从卧室到厨房，从客厅到书房；饿
了，就煮点自己喜欢吃的家常菜；困
了，喝杯咖啡，看看书，或铺开宣
纸，涂鸦几笔；闷了，就刷刷屏，看
看朋友发的段子抖音，给在成都的女
儿和外地的朋友报个平安。

偶尔听到楼下有人与门卫和把守
大门的社区干部发生争吵，原来是有
跳惯广场舞的大妈被关闷了，想出去

放个风，透透气，这当然是不允许
的。这场疫情既是一次如何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大考，又是对市民文
明素质的一次检验。各级政府管理部
门和基层执法人员既要科学阻断病毒
传播，又要平衡老百姓因居家隔离带
来的诸多不便，可谓用心良苦。

一眨眼十多天的隔离日子过去
了。但眼下疫情警报还未解除，隔离
仍需继续。好消息一波一波传来，继
火神山医院交付使用后，雷神山医院
又同样以惊人的中国速度竣工；确认
病例的数据在减少，治愈出院的患者
在增多；“北协和、南湘雅、东齐
鲁、西华西”，被网友称为“王炸”
的“四大天团”会师武汉，打响围剿
新冠病毒大决战；元宵节当天，武汉
某医院隔离病房一位感染新冠肺炎的
母亲，经剖腹产手术产下一子。这个
健康可爱的小天使像黎明的一道曙
光，照亮了孩子母亲和医生护士的
心；这降临人间第一声嘹亮的啼哭，
更像寒冬里的一轮暖阳，温暖了电视
机前的我和无数人的心，也让庚子春
节假期春意盎然，暖意融融。

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有许多人在为抗疫做着贡献。作
家连忠诚的 《守城警官》 以自身和周围民警的经历书写人民警察
在抗疫中的奉献。刘一骄的 《感谢老家的代购员》 表现代购员这
一新群体在疫病流行的紧张环境下勇敢地站出来，自愿给人们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够美的社区工作者》讲述一个社区工作者的
抗疫故事。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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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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