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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C07 儒林文学
防控不放松 复产不误工

文学，源

于大众、源于

生 活 。 她 用

流淌的文字，

讲 述 人 间 的

喜怒哀乐，品

味 生 活 的 酸

甜 苦 辣 。 数

百 年 儒 风 浸

润 之 下 的 九

江，一直活跃

着 一 个 在 精

神 家 园 笔 耕

不 辍 的 文 学

爱 好 者 群 体

—— 南 海 儒

林 笔 会 。 我

们 在 此 开 设

《儒林文学》

版块，与大家

一 起 讲 述 九

江故事、分享

生 活 感 悟 。

欢 迎 大 家 关

注和参与。

开栏语

疫情下的年味疫情下的年味
◎黄金淼

猪年尾，鼠年头，新冠病毒使人愁。

病魔恶，匿两周，身无症状亦潜留。

为家国，断疫流，躲在家中莫逛游。

戴口罩，勤洗手，衣帽经常除尘垢。

开窗户，气通透，家居卫生须讲究。

听指挥，此关头，党和专家有筹谋。

众天使，立危楼，一曲赞歌共唱酬！

走过短暂黑暗的冬夜

我看见，春天的光环

没有疫魔肆虐、生离死别、痛苦哀愁

脱下严密的防护服，松开紧绷的口罩

走出隔离的时空

尽情呼吸，拥抱阳光空气

面露灿烂的笑容

渴望春天

四处有花香鸟鸣，人来人往

相约，武汉高铁赏樱，登楼赋诗

或是，海寿岛轮渡踏青，渔歌晚唱

一场场盛大的花事

一个个美丽的邀约

一首首美丽的诗篇

春天就在眼前

打开心窗，点亮心灯

用大爱和虔诚守护

用信念和坚强构筑

用心贴心彼此温暖

团结，凝聚力量

兄弟姐妹们，加油

好想

让疲惫的心停一停留

看看蓝天白云、花春月秋

好想

问问天地宇宙

探亲访友的季节

为何村村关卡、人人坚守

恐惧在寂寞中漫延

无奈在家室中发臭

别怕

请你清楚

爱比病毒传播得更快

逆行比我们想的更显勇敢

别怕

请你相信

使命在践行着初心

信念在坚定着热忱

大家等等、再等等

春天刚上枝桠

万物正待发芽

风平浪静之时

我们再相约街头

逐蝶赏花

因为疫魔

我们被迫与外界隔绝

不能上班

不能聚会

不能好好领略外面世界的精彩

家

成了我们在非常时期日夜坚

守的特殊岗位

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好与亲属

共聚天伦

可以好好休养疲倦的身心、锻

炼体魄

可以好好读一下“四书”“五经”

读一下马恩列斯毛的著作

可以多学一点自己不太精炼

的生活技巧

积聚能量

等待时机发光发热

可以笨鸟先飞、提早做一点

上班要做的工作

可以把自己的大本营收拾得

更加洁净、精美

准备迎接春日的阳光

可以拥有更多时间去关心国事

以便更好地为国出力

家

是一个积聚能量的温室

宅家

每分每秒都有大量有意义的

事情等你去做

何无聊之有？

请坚守好你的家岗

特殊岗位——家岗
◎严家玲

岁逢庚子觉如何？痛见江城染病疴。

致使年宵惊失色，还凭政令戒离和。

人同坚壁辞虚宴，客异清乡抗疠魔。

砥柱中流全靠党，瘟神灭后任讴歌。

记庚子岁春节阻击新冠病毒肺炎
◎李洪波

受命临危出战壕，

全程杀疫不须刀。

情怀家国冰心在，

勇士齐功壮志高。

战疫顺口溜
◎余悦安

渴望春天
◎竹子

静待花开
◎区发洪

三米的距离
◎李炳龙

武汉，其实你并不孤单，

无数位白衣天使

正手执着光明棒

踏着坚定的步伐

慢慢地

朝你的方向靠拢过来

点点光亮

逐渐汇聚成

璀璨的星球

把藏在暗处的疫魔

照得无所遁形

武汉，其实你并不孤单

数千辆工程车

一夜之间

开进了火神山

他们要执行一项

伟大任务——

短时间里

建造一所医院

无须铜墙铁壁

却能够狠狠地

把疫魔锁起来

武汉，其实你并不孤单

虽然关上城门

是为了防止疫魔的逃窜

但你心如澄明

举国上下早已为你搭建爱的桥梁

万事已备

你需要的是

专心打败疫魔

待到城里樱花烂漫时

城外的人

自会为你吹响凯旋的乐章

武汉，其实你并不孤单
◎深岚

春来二月晚，社稷止东耕。

野迥烟林僻，城空草木荣。

弃瓢学许叟，卧雪效袁生。

待到升平日，携君共解酲。

庚子年初居家即事
◎何安易

送给出征的抗疫者
◎黄建新

统筹/见习记者邓泳雯

元宵节元宵节，，一位百岁老兵来电电
◎何百源

三米，很近

近得我能听到你的呼吸

能感受到你的渴望

三米，却很远很远

远得即使我拼命伸出我的手

也抚摸不到你的脸庞

三米哟，我的孩子

我只能隔着窗望着你

为你流泪、祈祷

孩子，爸爸没用

没有保护好你

你躺在病床上

爸爸却不能，陪在你身边

那是因那是因为啊，爸爸还有很多

像你像你一样的人要救治

只能只能，，抽空看你一眼

隔着隔着这扇窗，隔着三米的距离

可是可是孩子，你要相信

虽然这个距离很遥远

爸爸和你，心贴着心

孩子，爸爸现在只能看你一眼

爸爸还得和死神赛跑

还得从死神手里抢回更多的生命

爸爸相信你，会像爸爸一样坚强

像爸爸一样去战斗

把这场瘟疫彻底消灭掉

孩子，爸爸相信你

相信你一定能战胜病魔

就像你相信爸爸一样

一定能战胜这场瘟疫

到那个时候，爸爸一定和你

一起迎接春天的到来

为胜利欢呼

为生命高歌

注：一线医院，一名抗击疫情的

医生，女儿因感染病毒隔离治疗，而

在紧急繁重的工作环境下，他只能

隔着窗户看女儿一眼……

信息时代，亲友间联络一

般都利用微信，我的手机通常

十天半月不响一次铃声。

元宵节的早晨，我的手机

铃声急促地响起。我急忙看

看，屏幕上显示：关铨和！

他是在南海九江几乎无人

不识的“名人”，人们多称呼他

关老师。

“疫情凶猛，多保重呀！”关

老师说话干脆利落，省去了通

常的客套话，直奔主题！洪亮

而有力的声音，在整间屋任何

一个角落都能听见。

“关老师。您好！新年好！”

我接过他的话茬，“防疫期间，尽

量宅家里，无事少出门呀！”

他依然中气十足：“话是这

样说，但我还是非得要出门！”

“为什么呢？”

“我老伴 96 岁了，身体有

病，我得为她寻药买药，还得照

顾好一日三餐，不出门怎么搞

得定？”

很多年前问起过关老师的

岁数是94岁。“关老师，您今年

多大啦？”我是熟不拘礼，新正

头的，问起一个长辈的年龄。

“九十九啦！按乡村习俗，

虚岁正好一百岁！”说完，一串

开朗的笑声，仿佛不是说年龄，

而是说一个中奖号码！

“您的儿女呢，有和你们住

一起吗？”

“没有！”声音干脆利落，

“各人自己过！”

“您有多少个子女呢？”过去

我好像问过这事，但记不确切。

“三男二女，五个！不过

他们年纪也大了，大儿子72

岁了，最小的女儿也 60 多

了，退休多年了！他们有自

己的事，我自己能做的，就用

不着麻烦他们啦！”

对关老师的情况，我是

有所了解的。之所以这样，

缘于一件事。

大约五六年前，有一次

九江儒林笔会办活动，邀请

我参加。我刚进九江吴家大

院 ，就 冷 不 丁 被 关 老 师“ 捉

住”。他将我拉到一个相对僻

静处，对我说：“这回你真要帮

帮我了！”说完，他从怀里掏出

一大叠打字纸，说：“最近一段

时间，我对自己身世做了一个

回顾，详细记录下来，希望你能

帮我的这篇文章找到出路。”

我说：“现在报刊对稿件都

要求先要形成打字稿，况且要

求内容有一定时效性。”我掂量

了一下那厚厚的一叠稿纸，“而

且文章不允许太长。这样吧，

活动马上要开始了，我将稿件

带回去认真拜读，视情况做出

一个方案。”

那篇稿的内容，我至今依

稀还记得。

关 老 师 从 小 是 一 个 孤

儿。少年时代，被收容进了儿

童教养院，及至稍长，他考上

了师范学校，后来参加了抗日

青年军。当中有几件事令他

刻骨难忘：一件是扛着 82 斤

重的大炮行军，累得气喘如

牛，汗湿衣衫。另一件是有一

次部队断粮，大家就饮水冲淡

胃酸，减轻饥饿感，依然坚持

行军打日寇。

后来，他退役了，回到原籍

南海九江做农民。

解放后，他毅然参加高考，

考上了华中师范学院音乐系本

科。当时班上共有36人，毕业

后各自走上工作岗位。他回到

南海九江，当上了人民教师直

至退休。

我认真读完那篇长文，感

到缺乏时效性，纯粹是个人身

世的回忆，况且篇幅实在是太

长了，恐怕比较难找地方发表。

我联系了南海作者蓝子

华，他当时在一个公益性团体

工作，兼主编一份内刊。蓝子

华说，可帮忙刊登，但一万余字

的篇幅太长了，要压缩成5000

字以内。于是，我在吃透文章

内容之后，在确保不改变原意

的前提下进行了压缩，并形成

文档发了过去。后来文章得到

刊登，了却了关老师的心愿。

回忆到这里，我问道：“关

老师，您身体好吗？”

他依然声如雷震：“好！什么

病都没有，日常种菜养花写文章，

参加笔会活动，日子忙而充实。”

他说的是事实。我每次

去参加儒林笔会活动都能见

到他。为了给活动助兴，他还

主动请缨表演节目，唱歌或者

演奏乐器，总能赢得大家热情

赞许。

“你若不信，去问问九江街

坊，无人不认识我！”他豪迈地说。

“是您的文章倾倒众生

吗？”我问道。

“不，不是的。我种了许

多花，就拿去卖。我卖花很

特别，还带上老伴一起走街

串巷。老伴腿脚不灵便，我

用轮椅推着她，已经用坏了

三部轮椅。为了吸引买家，

我还在街头唱歌，吸引许多

街坊围观！”

我突然记起，还未问过他

老伴原先是干什么的。他告诉

我，她也是当教师的，“她的退

休工资比我高！”

“今天打个电话，是给你拜

个晚年！”他话归正题，说，“现

在疫情严峻，千万小心！一要

尊重科学，做好防范措施，但又

不能过了头，造成不必要的恐

慌，这样不利于健康！”

他洪亮的嗓门，在屋的四

周回荡着，仿佛他不是在电话

里对我一个人说话，而是在九

江街头，对着围观的一众街坊

做宣传。

他是院士专家

他看得懂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数据

他是“召必至”军人

他筑得起抗击疫情的坚固防线

他是基建“狂魔”

他建得成十天创造奇迹的火神山医院

他是医务工作者

他打得败Sars病毒、伊波拉病毒

他们当然

不会怕穿上写上名字才能辨认自己的防护服

不会怕逆行奔向最危险的战场

不会怕日以继夜捣鼓“送高宗”“送灰宗”

不会怕废寝忘飱脱下护目镜变成花脸

也不怕

头戴皇冠来势汹汹的病毒

他们什么都不怕

但我知道

他们也是儿子、父亲、丈夫

她们也是女儿、母亲、妻子

他们只是

假装不会怕亲人的牵挂

最勇敢的人
◎关淑婷

水龙吟·战瘟君
◎石溪散民

一番料峭吹寒，妖氛笼罩愁云捲。凶顽二竖，棘冠荼

毒，生民苦损。后羿彤弓，应留双日，冷时生暖。且门扉暂

闭，纸船明烛，天兵起，瘟君窜！

全赖中央决策，一盘棋，国齐驰援。南山矗矗，娟娟兰

蕙，狂澜掀转！雷火神山，白衣天使，忘身奋战！信同心戮

力，神州大地，旧颜新换！

听春雷
◎张炽元

新雷震震护神州，喜降甘霖洗我愁。

妖孽瘟虫侵四海，米修天使砥中流。

黎民信步南山路，将帅辛勤诺亚舟。

亿兆同心平恶疫，江河作墨写春秋。

抗击冠魔颂
◎陈宏坚

新型病毒势汹汹，肆虐狰狞汉城攻。

中央英明立国策，国人斗志傲苍芎。

跟去年一样，儿子一放假，

我们第二天就回老家过年。当

时在网络上也看到关于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新闻，但不

以为意，以为只是件小事。

到家后，让我们惊讶的是

婆婆饲养的那一群鸡鸭，去年

只有十几只，今年有三四十

只。我强烈建议婆婆不要养那

么多，喂养打扫真不是简单的

事情，够吃就好。婆婆有点生

气地反驳：“谁知道能活下来多

少，你以为养鸡鸭很容易么，开

始更多，已经死了十几只了。”

好吧，现在这么多只，怎么

消化呢？我知道，婆婆知道我

们喜欢吃鸡才养那么多，但我

枉为广东人，面对这一群鸡鸭，

却无从下手。这不，清炖、焖才

消化掉嫂子杀的两只鸡，本来

想用广东做法，但鸡肉比较结

实，不适合啊。但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吃的，还要开开心心地

吃，才对得起婆婆。这不，年廿

九，跟嫂子一起一下子解决了

两只鸭子七只鸡，晒到朋友圈，

人家都以为我家是土豪人家

呢，这简直是办喜酒的节奏。

过年嘛，就是要奢侈点！

回老家过年，老公最喜欢

做叶子粑粑，感觉这是他童年

的遗憾，要现在补偿一般。今

年做十来斤糯米，老公说不算

多。做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齐

动手，还加上两个外甥，五个

人，好办事。是啊，孩子大了，

能帮忙，而且一家人一起做事，

温馨。果然，还没喊累，粑粑做

好了，趁热打铁，吸取去年猛火

蒸煮后破皮比较多的经验，今

年中火蒸，很好，破皮的并不

多，齐活了。

年三十上午，侄子和儿子两

兄弟一起贴春联，往年还要老公

出手，今年就交给他们了，看着

他们两兄弟难得在一起做事、相

处，感觉不错。房子贴上四副春

联后，年味就更浓了，红彤彤的，

喜庆！

另一边我们也没闲着，我

和侄媳做饺子当早餐，这个家，

除了嫂子和侄孙女，都喜欢吃

面食，所以这几年已经习惯年

三十做饺子吃。大哥、嫂子和

老公就忙着做年夜饭，这里好

神奇，年夜饭是白天吃，而且总

是有十几二十个菜，所以一起

床就开始弄猪头煮萝卜、熏猪

手煮海带，忙得不亦乐乎。一

顿年夜饭，用两个厨房才搞

定。之前还异口同声地说不做

那么多，免得天天吃剩菜，但最

后，这桌年夜饭还是有十二个

菜：香炒猪头肉、猪手煮海带、

干锅野猪肉、焖羊肉、啤酒鸭、

焖鸡、香辣鸡脚、干锅猪耳朵、

酸萝卜、煮萝卜，香炒萝卜干和

青菜，都是家乡特色菜，也算是

荤素搭配合理。下午两点钟，

忙活半天后，一家子四代十个

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喝点小

酒，尽享天伦，乐也融融。是

啊，辛苦一年，难得这个时候齐

聚一堂，该好好享受了。

吃饱喝足后，大家都刷手

机，才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已经变得严重，一下子好多省

市都有病例出现。大家心里紧

张起来，为响应国家不串门、不聚

会的号召，本来老表们约好年初

一来看婆婆这个舅妈，顺便喝点

小酒，商议后大哥打电话给老表

取消饭局，而我们也取消年初二

到大姑姑家拜年这个行程，都老

老实实呆在家里。行，今年过年

大家都呆在家里共享天伦吧，也

难得。

年初一的大早，村口就被

一台挖掘机和两根长竹篙拦

住，还贴上告示牌，看来这次

疫情严重，村民觉悟也高，商

定大家不要往外跑，进行封闭

式管理了。接着，又传来政府

严禁举办任何酒席聚会的消

息，哦，大家都不用去喝喜酒，

开始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去吃

年初三的喜酒呢。好吧，我们

都要听国家的话，好好宅在家

里吧，不能到一线做贡献，就

不要添乱了。

每天在手机上看着关于

疫情的新闻，各地作出各项应

对：高速路查体温，劝返来自疫

情发生地的车辆，除了有关民

生的市场和超市，其余的食肆

和店铺都关门，村落、小区封闭

式管理……我们也有点紧张

了，打算趁着路上人比较少，决

定早点回九江。于是，年初六，

我们便带着满满当当的各种食

物打道回府了。

果然，路上车很少。在服

务区，近十年在春运期间头一

次打到100℃的开水。人们都

戴着口罩，没有欢声笑语，上

个洗手间或者打点开水或者

买个快餐就匆匆回到自己车

子旁边。

一路本是畅顺，心里还在

侥幸十二个钟便能到家。没想

到在蓝山出口，车子被赶下高

速，塞在连山段的山路上，步履

维艰地移动着。在那里手机是

收不到信号的，仿佛跟外界隔

绝了，我的心里沉闷又带点紧

张。就这样，车子一步一步向

前移，从下午三四点一直塞到

晚上十点多，才走了几公里，大

过年的，困在这种风凉水冷的

地方，真不是味道。好不容易，

车子可以再上高速了,当前面的

车子突然间很快往前走的时

候，真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

一次，车上的人员必须量完体

温，而且体温正常才给上高

速。幸好，高速上依然畅顺，一

路辛劳开车，凌晨三点终于回

到家，太不容易了！

小区的保安看到我们回

来，反复问了一轮才让我们进

小区。第二天睡醒后才发现，

所在的小区很安静，没点过年

的样子，也没什么人出入，只有

保安和清洁阿姨在各司其职。

看来全国各地都差不多了，大

家都响应国家号召：不串门、不

出门、不给国家添乱。

年初八，我们到市场采

购。十点钟，我很惊讶地发现，

市场还是市场，人依然好多，只

是，市场出入口变成两个，而且

进门要量体温，人人戴着口罩，

步履都有点匆忙。商品依然那

么丰富，只是有点小贵，但以往

也是这样，年后有一定升价，然

而丝毫没有减少人们采购的热

情，民以食为天嘛，况且还是大

过年的。

看着疫情越来越严重，我

们也不敢到处跑了，白天都在

家，幸好这个年气温还好，不是

很冷，所以在家里活动还是挺

舒服的。三个人，各忙各的，看

书、学习、写字，最多的还是刷

手机了，被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震慑到了，更被涌现出来

的好人好事感动了。看到一线

医生护士冒着生命危险跟死神

作斗争，感动了；看到平凡的劳

动者没日没夜地工作，仅十天

就抢建出火神山医院，感动了；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看到很多

人都为武汉捐钱捐物，感动了；

看着韩红既捐钱，又身体力行

支援一线，感动了；看到那一架

架装载着驰援武汉的医疗物资

的飞机飞向中国，感动了……

太多太多的感人事迹呈现在我

们面前。这个年，我们宅家没

有大鱼大肉，没有大快朵颐，但

这一幕幕动人的情景，仿如世

纪盛宴，让我们领悟到：国家如

今非常强大，无论遇到什么事

情，只要我们众志成城、万众一

心，国家都有能力解决。更能

领悟到“生活哪有什么岁月静

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这

句话的深意。所以，我们要学

会珍惜！

回来的这一周，白

天宅家，晚上偶尔跑

到小区门口散散

步，这本是散步圣

地，但如今非常冷

清，偶尔才碰到几个

人。儒林广场，春节布

景很好看，也很应节，但

却无人驻足欣赏；道路两

旁的灯柱上挂了各具特色

的花灯，营造了节日氛围，

但路上很是冷清。这种年

味，有点奇怪。

是的，对于全国人民来

说，这个年过得有点奇怪。但

必须相信，我们一定会打赢这

场仗，待疫情结束时，我们全

国人民再痛痛快快地过个幸

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