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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楼楼下下的的风风景景
从阵阵的鸟鸣中醒来， 看看

表已是七点四十， 若是往常， 这
个点我们应该奔赴在上班或上学
的路上了， 爱人和儿子都还在熟
睡。 掀开窗帘的一角， 阳光刷地
挤了进来 ， 是个冬日里的好天
气。 小区里却没有往日的人来人
往， 静悄悄的。

恍惚中感觉小区北门口好像
有个人 ， 连忙寻了眼镜戴上再
看， 原来是一名保安， 两只手抄
在袖筒里取着暖。 这一大早的他
在这干什么 ？ 小区的北门已禁
行， 他没有必要在这站岗呀， 再
说看样子也不像设岗量体温。 我
们临街的这栋楼发现了疫情， 被
隔离已经是第四天了， 我正闲得
无聊。

戴黑口罩的保安在门口踱来
踱去， 似乎有些着急。 我在楼上
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大概有十几
分钟的光景， 一辆面包车停在了
小区北门， 车头上赫然写着： 供
热抢修。

哦， 原来是在等热力公司的
人。 从面包车上下来两个男人，
都戴着黑色的口罩。 其中一个拿
出喷壶一样的东西和一张纸， 隔
着铁栏杆门递给了保安， 两个人
还交谈了几句， 楼上的我没有听
清他们谈话的内容， 但从热力公
司工作人员的动作上， 我猜想是
教保安怎么使用那工具， 保安拿
着工具匆匆地离开了。 从面包车
里下来了另一个男人， 可能是个
司机， 在车子的一旁伸胳膊踢腿
的像是在做操。

这时， 小区门口开小卖部的
女老板戴着口罩在向外一箱箱地
搬东西， 看不清楚是什么， 但不

外乎是些饼干饮料之类。
我对女老板没有好印象， 平

常买她的东西她总是死脑筋， 一
口价。 为此， 小区里的人宁愿跑
远路也不愿意买她的东西， 除非
家里突然来了客人需要救急。

“你这有口罩没有？” 那司
机问。 这次我听清楚了， 司机是
个大嗓门。

“没有。 俺这不卖口罩， 只
卖吃的喝的。” 从乡下来的女老
板操着她一贯的高声调。

“我就这一个口罩， 在外边
跑一天 ， 要是晚上出现抢修任
务， 没有口罩戴就麻烦了。” 司
机忧心忡忡。

“那边有个药铺你可以去看
看 。” 女老板手向西边指了指 。
我们偶尔进她的店买东西也没见
过她这么热心。

“你这一箱箱地往外搬，有人
要吗？ ”司机往西边瞅了瞅又问。

女老板直起腰望向光秃秃的

大街， 除了偶尔有辆车驶过， 不
见一个行人。

“有人要没人要， 都得搬出
来，也不单为了挣钱，万一谁家缺
吃少喝的，总可以接济接济吧。 ”

热力公司的车开走了， 女老
板也进了屋。 几只麻雀落在女老
板放在门口的五箱东西上， 叽叽
喳喳在欢叫。 这小东西， 似乎也
知道春天快来了一样， 叫的声音
都比冬天清脆了许多。

我拉开窗帘 ， 喊爱人和儿
子 ： “起床起床 ， 新的一天开
始了。”

在被隔离的日子里， 每天观
望楼下的小卖部成了我的 “业余
爱好”。 小卖铺门口的东西有时
是四箱， 有时是五箱， 但从没有
哪一天间断过。

等疫 情 结 束 ， 我 想 好 了 ，
生活所需都从小区门口的小卖
铺购买， 即使女老板仍旧是个死
脑筋。

非常时刻非常爱

■■图图片片故故事事

□张金刚 文/图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这一拗口的名称被全国人民
熟知，且念得熟练之时，也正是这
一“非常之疫”在严控之下仍不断
蔓延之时。 从惊心到担心到入心
到同心，所有人在行动，于春节这
一“非常之节”打响了一场“非常
之役”。

战役注定艰难， 但我们仍有
信心， 撑起这一信心的便是全体
国人越是艰险越向前、 灾难面前
一条心的“非常之爱”。

时隔17年，84岁的 “非典斗
士” 钟南山院士再次挂帅出征武
汉，让我们无不泪目。 他以“最美
逆行”的壮举、义举，告诉我们何
为一颗 “赤子之心”“医者仁心”，
告诉我们灾难面前何为担当、何
为大爱。

“逆风而行”者皆为勇士。 无
数医务工作者写下 “请战书”，摁
下“红手印”，主动请缨，毅然选择
奔赴没有硝烟、不见敌人的战场。
重重防护之下， 原本就不知他们
是谁，现在更看不清他们是谁，可
我们深懂他们为了谁： 为了每位
患者，为了天下苍生。

其实，他们都是平凡的爸妈、
儿女、丈夫、妻子，其中不乏我们
的亲人、朋友，他们也害怕，他们
也担心， 他们更在忍受着常人难
以忍受的压力与煎熬， 甚至成为
一些求医问诊者的 “出气筒”，但
披上白大褂，穿上防护服，他们就
是战袍加身、使命加身，成了时代
的英雄，成了亿万人民健康的“保
护神”。他们的仁爱值得所有人关
爱：愿平安归来！

在前线， 还有基层干部的身
影，还有新闻记者的身影，还有与
“死神”赛跑建设“火神山”“雷神
山”的工人们的身影，还有自愿无
偿接送医务人员的司机的身影，
还有愿意为滞留异地不能回家过
年的湖北人提供援助的爱心人士
的身影， 还有无数看不见的留在
武汉的武汉人的身影……他们坚

守奋战前线，架起“爱的桥梁”。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我们或

许无法到一线冲锋， 可疫情没有
真空地带， 我们永远都不是旁观
者，更不是局外人。此时此刻，“守
土尽责，开展防控”是在做贡献，
“保护好自己，不添乱”同样也是
在做贡献！

我的许多同事、 朋友放弃休
假，日夜奔忙在防控一线。有的在
研究评估制定方案， 有的在深入
宣传摸底排查， 有的在值班值勤
备防备战， 有的在加班加点加紧
生产，有的在保障电力、供暖、供
应，有的在保障通讯、信号、治安
……有责有爱、默默奉献的他们，
值得点赞。

“宅”，这个本来并不讨喜的
举动， 在疫情突发的春节却成了
人们的首选。然而，“隔离病毒，但
不隔离爱”，没了串门拜年、走亲
访友、聚会聚餐的春节，更收获了
别样的本真的“爱”，人远着，心却
近着。

小姨子在某医院上班， 平时
很少见面，虽无法回家团聚过年，
但她却一天几次电话嘱咐我们
“减少外出，记得戴口罩，勤洗手，
勤消毒”，还雪中送炭地寄来几包
医用口罩。 上大学的“小朋友”反
复劝说爷爷奶奶戴口罩无果，放
出绝食的“大招”。 微信给许多亲
朋好友网上拜年，一句“出门戴口
罩，保护好自己”，爱意满满。

往年总是疲于走亲戚的阿勇
乖乖在家陪父母聊天、 做饭、打
牌，其乐融融。 而我，常年很少在
家， 正好利用居家隔离的时间陪
陪老婆孩子，弥补一下亏欠，倍感
温馨。

2020，爱你爱你。一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让我们在这个“非常春
节”看到了爱、奉献了爱、传递了
爱、懂得了爱。更启示我们要爱护
野生动物， 爱护大自然， 爱护地
球； 爱我们的同胞， 爱我们的家
人，爱我们自己。

□魏霞 文文//图图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尚书》 《诗经》 《国语》
《左传》 《史记》 和 《汉书》 等
典籍中都有关于疫情的记载 。
《五行志》 里较为详细地记载了
传染病的发生和防治情形。 从各
种文献记载来看， 我国古代十分
注重防治结合 ， 尤其在国家安
定、 力量较强的时期， 对传染病
的控制最为有效。

东汉时期是我国疫病流行的
爆发期， 在其立国195年时间内，
见诸史册的大型疫病爆发就有40
余次之多， 平均4-5年就大规模
爆发一次， 如东汉初年 “扬徐部
大疾疫， 会稽江左甚” “会稽大
疫， 死者万数”， 东汉中期 “安
帝初 ， 天灾疫 ” “会稽大疫 ”
“京师大疫”。

《三国志·蜀书 》 中记载 ：
“会曹公军不利于赤壁， 兼以疫
死”。 《三国志·吴主传》 中也描
述： “公烧其余船引退， 士卒饥
疫， 死者大半”， 曹操 “于是大
疫 ， 吏士多死者 ， 乃引军还 ”。
可见曹军的粮草后勤或许严重依
赖于水路运输， “火烧赤壁” 很
可能仅仅烧掉了曹操的运粮船。
虽然因此造成曹军大量伤亡， 但
随之而来的缺粮以及疫病爆发才
是进一步造成曹军大规模损失的
真凶。 著名的 “七步诗人” 曹子
建记载得尤为详细： 东汉末年建
安22年 （公元217年）， 中原传染
病大流行， 曹植 《说疫气》 中形
容， “家家有僵尸之痛， 室室有
号泣之哀。 或阖门而殪， 或覆族

而丧。”
在长时期与自然界斗争的过

程中， 人们总结出了丰富的防疫
经验， 提出了许多确实可行的防
疫措施与方法 ， 有些至今还流
行。 在周朝的时候， 人们就用含
有碳酸钙和磷酸钙的牡蛎及草木
灰来防疫杀虫。 《月令辑要》 一
书记载： “北人二月二日， 皆以
灰围室 ， 云避虫蚁 ， 又以灰围
仓， 云避鼠也。” 而虫蚁、 鼠是
一些传染病的传染源。 传染病给
人类带来的极大危害， 亦引起政
府部门的重视。 在公元前3世纪，
秦朝政府就制定了指定医生检查
麻风病人的专门法律。

先秦时期， 人们便已经意识
到了家禽 、 牲畜和传染病的关
系， 因此开始实行人畜分离， 为
牲畜设立单独的 “圈 ”。 此外 ，
古人对于饮用水源的保护也极为
重视， 例如为井加栏、 上盖， 以
防止虫、 鼠、 人掉入， 明徐光启
《农政全书》 有载 “幂 （盖） 防
耗损， 亦防不洁” 说的就是这个
意思， 而在疫病爆发时， 也会将
药物直接撒入井中用来防疫。 同
时， 到东汉时， 人们便已经养成
了不食病死牲畜的习惯， 如张仲

景的 《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
并治二十四》 中便有 “肉中有如
朱点者 ， 不可食之 ” “六畜自
死 ， 皆疫死 ， 则有毒 ， 不可食
之” 的记载。

“隔离” 这一方法， 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 ， 曾遭到极大的反
对。 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臣家染
上时疫， 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
时， 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 在百
日之内不得入宫。 这种有效的隔
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 “不
仁”。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疫情出
现以后， 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这
种措施。所以，尽管古人对防疫做
了很多努力，其效果还是不明显。

尽管如此， 无论官方还是民
间的努力却从未中断。 公元568
年， 河南汲郡首次出现了寺院传
染病院。 在西山寺， 僧人们设立
病房， “收养疠疾” 患者。 北魏
“先于别坊遣医救护”， 后又成立
医馆。 南齐还出现了私人医院，
以弥补国家力量的缺失。 隋朝与
秦类似 ， 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
“疠人坊 ” 。 唐 时 ， 疫 情 发 生
后 ， 政府采取赠药 、 埋葬和在
交通要道上晓谕药方的办法来加
以控制。

□张勇古代的疫情与防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