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宅在家里的战“疫”

隔离中的春节假期

□ 张燕峰

往年的春节，无论天气多么恶劣，
路途多么遥远，我们这些像蒲公英种
子一样，散落到天涯海角的兄弟姐妹
都会回家，陪伴父母过年，欢声笑语充
溢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而今年的春节，由于疫情，阻断了
我们回家的路。大家只好留在自己的
家里，通过电话给妈妈拜年。因为爸
爸在去年 6 月份不幸病逝，只剩下垂
暮之年的妈妈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房
子。

还不等我们安慰妈妈，老太太就
在微信群里发话了：“别担心我，你们
都守在自己家里，哪儿也不要去。自
己安全了，才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最后，妈妈才小心翼翼地问起姐姐的
情况。

姐姐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一
家人住在汉口。姐姐从小就体弱多
病，这次疫情来势汹汹，我们不禁为她
捏了一把汗。

倒是姐姐自己很从容，她说：“不要
担心我，我们虽然封城了，只是不能出
门，但是一切都好。蔬菜、食品供应都

很充足。我这些天正好宅在家里安心
地读读书，写写论文。”尽管姐姐说得
如此轻松，但是我们还是深深地牵挂
着她一家的安危。

姐夫是武汉一家医院的医生，日
夜奋战在抗疫前线，已经很长时间没
有回家了。每晚十一点，他查完病房，
脱掉防护服，洗过热水澡之后，总要在
群里向我们报个平安。我们都叮嘱他
注意保护自己，他总会微笑着说：“请
家人放心，请全国人民放心，我以共产
党员的名义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不
辱使命，打赢这场抗击疫情阻击战。
因为全国人民是我们坚强有力的后
盾。”说完，姐夫还要向我们行一个不
太标准的军礼。

在石家庄一家媒体做记者的大
哥，每天都要在群里向我们通报河北
人民对武汉的支援：河北派出首批由
150 名医务工作者组成的抗疫医疗队
奔赴武汉；各市县工作的医务工作者
纷纷请缨深入抗疫前线；河北省各企
业更是以各种形式支援武汉，一家小
企业仅仅半天的时间，职工就捐款 18

万。最后大哥说，就连他刚刚上幼儿
园的儿子都把压岁钱拿出来了，对他
说“爸爸，我也要献爱心，我要让姑姑
一家都平平安安的。”

听着大哥绘声绘色的播报，我们
一家人都笑了起来，笑着笑着，一家人
都泪流满面。最后姐姐开口了：“虽然
疫情在空间上阻隔了武汉，但是武汉
儿女与全国人民的心从未离得这样
近，武汉不是孤军奋战，我们的身后是
13亿同胞的坚强臂膀凝结成的钢铁长
城，武汉从来不孤单。”姐姐的话赢得
了大家的喝彩。

武汉不孤单，是的，武汉从来不孤
单。全国人民热切的目光在时刻关注
着武汉，大家的心时刻在牵挂着武汉，
更有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从祖国的四
面八方汇聚武汉，与武汉人民并肩作
战。来自祖国各地的支援物质也正源
源不断地运送到武汉。我们相信，在
这场生命保卫战中，胜利一定属于伟
大的中国人民。

武汉不孤单！武汉，加油！中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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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病毒不隔断爱隔离病毒不隔断爱隔离病毒不隔断爱
病毒肆虐，举国抗击。“压力再大、困难再多，我们也要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连日来，在各地抗击疫情第一线，听到最多的就

是这样一句话。疫情防控是场阻击战、攻坚战，需要所有人全力以赴、共克时艰。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同舟

共济，携手抗击疫情。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纷纷为中国抗疫加油、为中国效率点赞。他们表示相信：抗击疫情，中国会赢！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始得玉成。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是于愈挫愈勇中战胜了诸多困难和挑战。在

防控疫情的紧要关头，隔离病毒读不隔离爱。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并进，定能早日取得抗击疫情的全面胜利，与世界人民一起迎接“春暖花

开”的到来。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全国
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防控措施，如
实行封闭式管理等。当然，我所住
的小区也不例外。每户每三天只能
派一名人员出门采购果蔬和生活用
品，使得大家生活有些不便。

我父亲今年六十五岁，是一个
老党员。他看到这种情况，主动提
议，由他来带队，组建一个专职配送
队，每天负责将果蔬和日用品送至
各家各户，这样既能保障大家的日
常饮食，又能减少人员出入和不必
要的麻烦。物业管理处的负责人和
邻居们听了，都非常赞成。

我和母亲考虑到父亲的安全问
题，坚决反对。但父亲却说：“如果
我们每个小区都能指定人员进行配
送，那么，就能大大地减少人员流
动，这样对抑制疫情非常有用。况
且我是个党员，能为左邻右舍做点

贡献是我的荣幸啊。”我们拗不过父亲，也只好让他
去了。

我们小区共有二十栋楼房，父亲从每栋楼房中
选出一名邻居为代表，共同组建了一支名为“欢乐
送”的配送队。配送队建了一个微信群，每个队员
负责一栋楼。自此，每天吃过晚饭后，父亲便在群
里让邻居们把购物清单一一列好，接龙上报。第二
天天一亮，父亲就率领配送队队员出去采购。采购
回来后，父亲就把物品放到相应住户的家门口，然
后在微信群里通知该住户自行出来拿。

刚开始运作时，由于大家相互之间不熟悉，所
以信任度不高，很多邻居都想自己去采购。有时
候父亲在配送时也会因配送错误被邻居们数落一
番。但他并不在意，对那些不愿参加配送的邻居，
父亲会耐心他们做思想工作；对于配送错了，父亲
会向住户们道歉，然后将住户的信息写下来，确保
不再出错。

渐渐地，大家也都变得非常理解并配合父亲，
小区里人人都安安分分自觉地呆在家里，有些邻
居甚至还很自豪地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老老实
实待在家里，不给别人添麻烦就是对祖国作出的
最大贡献，这样，中国才能快速战胜疫情。”

转眼间，父亲和他的配送队坚持每天为小区住
户配送新鲜果蔬和生活用品已经有十多天了。在
这些日子里，我们小区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病例，
就连疑似病例都没有。临近小区知道后，也都纷纷
效仿，就这样，我们周边区域人员流动大大减少。

父亲的行为不仅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还
增进了情谊。大家不禁对父亲心生敬佩，纷纷夸
赞父亲是“最美配送员”。父亲看到邻居们如此配
合，脸上也乐开了花：“只要我们同心协力一起抗
疫，我相信，疫情很快就会退去，即使我累点，也值
了啊！”

□ 江初昕

春节刚至，新冠肺炎疫情也随
之而来，大家都不敢出门了。政府
也提倡大家没事少出门，尽量呆在
家里，防止被传染。

好在年前备下的存货多，腊鱼
腊肉、蔬菜水果都有不少。呆在家
里足不出户，整天吃吃喝喝，看看电
视，捧捧手机，两三天还好，时间久
了，就感觉心烦意乱。特别是家里
的两个小孩，见天气晴朗，春风和
煦，都嚷嚷着要出去玩耍。这可不
行呀，疫情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要沉
得住气，耐得住寂寞。

其实我何尝不是想出门走走，
心里这么想的，但嘴上不能说出
来。光用无聊和寂寞来打发时间，
好像很单调，我绞尽脑汁，想出了不
少办法，以增加宅在家里的乐趣，共
同打好这场防疫阻击战。

首先，上午一般是用来学习的，
下午娱乐。上午，儿子和女儿都在
各自的房间里安心学习，互不打
扰。妻子也趁着这个时间，打算多
看点资料，准备报考造价师。算我

最轻松了，闲着无事，看看书，在电
脑上写写文章，给他们端茶倒水，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儿子和女儿
学习上有什么不懂的，我可以辅导
一下，有的作业自己也不清楚的，
就在网上查阅资料，直到彻底弄懂
为止。

午饭过后，全家就开展丰富多
样的活动，其中跳棋最有意思，我们
一家四人都参加。看似简单的跳
棋，却要开动脑筋，利用别人的棋子
来搭桥，有长驱直入，也有拐弯抹
角，甚至不惜手段给自己的棋子搭
桥铺路。

刚开始，我都是一马当先，率先
到达阵营。连下了几天，儿子似乎
摸索出了门道，掌握了一定的规律，
巧用别人的棋子搭桥，也险胜了几
盘。有时看到儿子兴奋和激动的样
子，我故意打岔，有意迷惑他的注意
力，弄得他既紧张又兴奋，坐也坐不
住了，站立起来，不停催促别人快
下。女儿相对稳重，一副荣辱不惊
的样子。妻子每次都是垫底，但她

却总是不骄不躁。
如果说下跳棋是我和儿子的特

长，那么踢毽子、跳绳却是女孩的专
属。女儿身手敏捷，踢起毽子来从
容不迫，宛若蜻蜓点水，毽子怎么踢
也不轻易落地。而我就不行了，感
觉腿脚硬邦邦的，不是用脚踝轻点，
而是用整个脚的力量去踢，踢不了
几下，就气喘吁吁，败下阵来。跳绳
也是如此，会跳的只需轻轻点动脚
尖，手里的绳子“呼呼”作响，又快又
省力气。不懂技巧不但累，而且也
跳不了多少下。我和儿子对于跳绳
踢毽子全没有兴趣，但为了活动筋
骨，也只好硬着头皮上。

宅在家里的时间，女儿还学会
了做菜，手持锅铲不停翻动着，做的
几个菜还挺不错的。

总之，一家人呆在家里，学习和
娱乐两不误，找点乐子，给枯燥乏味
的生活中增添点笑声。正如网上说
的那样：“抗击疫情，宅在家里就是
最大的贡献！宅出家庭凝聚力，宅
出亲情，宅出正能量！”

窗外的梅花开了。隐隐约约的香，像
跟人捉迷藏的孩子，躲躲闪闪，挑逗着我
的嗅觉。这些腊梅，如守着约定的女子，
总在春节的时候开放，芬芳了节日的心
情，也让人忍不住驻足观赏。

但这个春节，我一直宅在家中不曾与
她亲近。武汉病了，孝感病了，我的小城
安陆也感染了。一个叫新冠肺炎的家
伙，来势凶猛，让湖北和全国都不得安
宁。

我很想和那些勇敢的“逆行者”一样，
冲锋在抗疫前线。但是不能，我得“宅”在
家里。春节女儿从武汉回来，我被告知要
在家隔离。

往年热热闹闹的春节，今年变得冷清

而紧张，就连看春晚的心情，也不像往年
那么轻松。“我们在这里过年，你们却在帮
我们过关”“你们停下了出行的脚步，其实
就是在刹住疫情前行的脚步”“留在家中
就是你们对抗击疫情最大的奉献和牺
牲”，没有彩排的诗朗诵《爱是桥梁》，看得
人眼角都湿了。

按照往年惯例，初一应该回老家拜
年。今年回不去了，改成电话拜年。所有
的亲戚都电话拜年，不给病毒传播的机
会。让自己不感染，就是对抗击疫情作出
的最大贡献。

吃饭、睡觉、刷屏、玩游戏。书柜里的
书，翻了一本又一本；窗外的樟树叶，数了
一遍又数一遍。

“以前想当猪，吃饱了睡，睡饱了吃；
现在想当狗，真的很想出去遛一遛。”网上
这个调侃的段子，道出了被疫情困在家中
的窘况。

正月初七下午，我感觉喉咙干痒、头
晕咳嗽，胸口有点闷。妻子也说有点头
晕。我有种不好的感觉，估计妻子有这样
的感觉，只是怕吓着女儿，我们都没有说。

好在没有发烧，平时也出现过喉咙痒
的症状，喝几包板蓝根，喷点西瓜霜喷剂
就没事。这些药家里都有，我按照以往的
方法用了药，赶紧睡觉。

胸口闷痛，身体沉沉往下坠，无边无
际的黑，世界离我越来越远……

“哇嗷，哇嗷——”忽然听到几声猫
叫。摸摸身下，硬硬的，是床。我还活着！

第二天早上起床，人清醒多了。头不
晕，也不发烧。虽然还有点咳嗽，但肯定
不是新冠肺炎。

“会不会是病毒离我们越来越近，我

们的免疫系统开始与病毒搏斗？”妻子像
个想象丰富的孩子。

“那我们就加强锻炼，增强免疫力，打
败病毒！”隔离在家，我觉得需要加强锻
炼。

于是我和妻子放下手机，早餐晚餐
后，都在客厅锻炼一小时，我们的身体渐
渐恢复。

原定的开学时间到了。特殊时期，学
校采取了应急措施，老师们线上教学，学
生在家学习。

制定计划、准备教案、设计练习、录制
视频、检查作业、线上答疑……人一忙起
来，就忘记了恐慌。窗外的阳光照进书
房，暖暖的，我感觉春天来了。

“好消息，安陆今天无新增病例 !”妻
子突然推门进来，一脸灿烂，显然她刚看
完疫情速报。看来疫情“拐点”即将到来，
我们的“宅生活”就要结束了。

窗外的梅花熬过了苦寒，真香！

室外的阳光，
在等你，等你，
等着你的出现，
她才会尽显妩媚。
山野的春风，
在等你，等你，
等待你的归来，
才会春暖花开。
等你，等你，
这个春天都在等你，
等你来自“前线”的捷报。
这个季节，
本该是风姿绰约，
更应是鸟语花香。
只因那该死的疫情，
将“寒冬”在垂死延长。
透过防护的面罩，
依稀看到你那清澈的双眸，
隔过窗户的玻璃，
正与春天遥遥相望。
等你，等你，
阳光仍在痴情地守候，
春风依然执着地坚守。
看绿水盈盈，
听鸟儿声声，
等待的时间不会太久。
一切阴霾都会过去，
一切美好都会到来。
等你摘下防护面罩，
这个春天，
在等你，
等待你的最美丽绽放。

等
你
，在
这
个
春
天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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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起义门古城墙。

武汉江汉关。

武汉大学一角。

武汉晴川阁。

武汉不孤单

□ 徐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