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提到新冠状病毒
就看到一群逆行的人，不顾生

死离别
在疫情的前线，支撑起一个明

媚的天空
他是父亲，也是孩子、丈夫
她是母亲，也是孩子、妻子
他她是家里的顶梁柱，更是单

位和祖国的精英
你们舍小家顾大家
不畏艰险、传染和牺牲
是当下真正的英雄

当我写下新冠肺炎
就会看见白衣战士，奔赴一线

的身影
他们在天津人的仰望之中
挺身逆行，浑身散发着天使的光芒
无怨无悔的白衣战士啊，
你们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当我打开手机关注疫情
就看到华夏大地上一群人点

亮了春光
饱蘸热血，抒写了一座座城的

平安祥和
他们是特殊的战士，钢铁的

长城
他们是春天最美的画卷，一道

靓丽风景
他们是春天盛开的诗章
隽永在历史的丰碑上

致敬！我以诗人的名义
向天津支援在一线的白衣战

士，致敬
你们无愧于白衣天使，无愧于

医者使命
你们是疫情浪尖上的尖兵
你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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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最可爱的人
——写给天津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

■ 孟宪华

年后感言
■ 瀛洲

站岗记
■ 胡杨林

北方的正月二月连乍暖还寒

都说不上，一味冷。出门十分钟以

上须穿防寒服，还得把帽子戴上。

初春的阳光多是青白的，像去除了

蛋黄的蛋清。照在楼房的白壁上，

青白色的水泥硬化地面上，散发阴

冷的清辉。等树枝发出嗖嗖声的

时候，布标和旗子都会鼓胀到极

限，发出一会儿清脆一会儿暗哑的

噼剥声，迎着风，恐怕就睁不开眼

张不开嘴了。

站在外面超过半小时的人，寒

冷是从大脚趾开始的。每天从早

上七点站到晚上七点，十二个小

时，两个人平分，每人六小时。还

可以三小时一段分成四段，两人间

隔着。来来回回麻烦也比一次冻

六个小时强些。王姐离家远，没

车，怕时间浪费在路上，就每天从

早上七点站到正午一点，六小时。

为此她早晨不喝稀饭，一上午不喝

水。这里上厕所不方便。和她轮

换的赵哥就从下午一点站到晚上

七点，赵哥上午不喝水下午也不

喝，晚上再补。我和宋老弟每岗站

三小时。六个小时让我俩都感到

恐惧，冷，膝盖和腰时间长了都绷

不住。站岗的实践证明，站的动作

要领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得

长，得每天坚持。

有好事者来回出入，买菜、买

馒头、拿快递、遛狗。问之能否合

并同类项一次完成？曰，不。说这

样能借机出来透透风活动一下筋

骨。撸袖子伸手腕测温，乐此不

疲，且每次都询问度数。有阳光的

日子会有聚集讨论者研判疫情，顺

便说说自己有的没有的英勇事

迹。疫情防控期间不会有人去调

查考据，也不抬杠，信其有还能给

自己打气！有象棋爱好者不畏寒

冷要下棋。追求临危不乱，山中一

日世上千年的境界。聊天者下棋

者都对劝阻嗤之以鼻。寒冷检测

体质，劝阻考验耐心。也有送水

果口罩送温暖的居民。以前觉得

慰问是走形式，现在重新认识，慰

问是次，理解为要。一声问候三

冬暖。

居委会的人是从大年初三站

岗的，那时天更冷，每岗每一小时

一轮换。仓促些也比冻着强。因

为冻着的后果是感冒，感冒可能会

发烧，后果严重。两场雪后气温稍

微提振，改为两个小时一换，来回

走路势必耽误时间。轮下来的时

候也不得闲，要把通知和各宣传品

复印张贴到各楼栋，要填写各种表

格汇报各种情况。每天做到正常

地早七点晚七点上下班是件很难

得的事。晚上开会。小区里有丧

事，来的亲朋好友都要登记测温监

督到十点以后。有人给隔离者送

来东西，须居委会的人才能送上

去。还有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总是

在紧张的气氛中显摆它的重要。

在门口站岗能看到各种各样

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有人

每天早晨把孩子送来给爷爷奶奶

照看。也有人提了青菜鸡蛋来看

卧床的父亲母亲。同样开奔驰，有

人谦虚低调，有人故作低调。同样

穿蓝制服早出晚归上下班，有人眼

神灰暗，有人眼神乱转。有眼角眉

梢都是恨的幽怨女人，有大腹便便

高声亮嗓的豪气男人。显然，虽属

同一个社区，却在不同的层级。年

龄的层级，财富的层级，素质修养

的层级，家庭形态的异同，个性的

差异。

站岗，尽职责，观世相。不祈

咸同，但求平安。

春天正在窗外
春天驻足心头
外边的阳光亮起来
照在静悄悄的街头
每一扇窗口
都进行着生死较量
每一处战场
都有白衣壮士的殊死搏斗

胜利就在眼前
胜利正在招手
十五的月亮圆起来
驱散心中的忧愁
防护服里的中国心
永不倒下的黄鹤楼
待到胜利回首时
阳光灿烂我神州

防护服里的中国心
■ 金学钧

深夜在手机上刷到一个视频，其

内容让我不禁回想起二十多年前一个

冬天的傍晚。那天在我下班带宇哥回

家的路上，也遇到这么一个怀里搂着

孩子做生意的女人，她跟前的地上铺

着一块油布，上面摆着一小堆橘子，皮

色有些发锈给人一搭眼就不新鲜的感

觉。我拉着孩子蹲下来问价，宇哥说

这个不好看，我说别看不好看肯定好

吃，那女人开始还夸自己的货，后来却

说大姐您还是别买了，这橘子放了有几

天，水分都快没了，孩子肯定不爱吃。

我说没事，孩子不吃还有大人呢，都称

上吧，那女人没再说什么给我称好，收

钱。临走时她告诉我，她和孩子的父亲

在一个单位赶上了双买断，眼下还没找

到合适的工作就干起了这个，她带着孩

子看摊儿，男人负责上货。他们从没干

过这一行，一伸手才知生意竟这么难

做，我说不行日后再想想干点别的，你

现在要紧的是赶快带孩子回家，女人

不再说话低头看着怀里的孩子，那眼

神似石头压得我的心发沉。

没出两年我也有了如此遭际，

急于求职带来的焦虑让人感到生活

快成一种煎熬，接下来就是新工作

招来了没黑没白地忙碌，加之心理

的断层，如同双向驶来的车，要人在

奔跑拉扯中快要窒息，劳累与失落

也让我的性格大变。记得那时自己

的脾气暴躁得很，管教孩子简直是

一种施暴。以至于孩子长大后告诉

我说，自己只记得小时挨过的打，而

且还是挨母亲的打，现在回想起来

也只能说声:宝贝，对不起！

当时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

变得不可爱了？还是从来就没可爱

过？后来经过心态调整加之自身努

力，路也就慢慢顺畅起来，十来年的

历程让我从流水线上的一名操作女

工，变身为跑市场的营销员。一个滴

酒不沾的女人一年能卖出几十万的

红酒，而且是在销售渠道不占优势的

情况下，当时在天津这个营销圈子

里，我也是坐过前几把交椅滴。应该

感谢那时的老板，是他把我这块将废

的铁，打出钢性锻出了型儿。记得跑

酒时有朋友说，你出去搞推销亮出自

己在文学方面的身份，我说写字时，

自己是作者；去跑市场就成酒商啦，

两者可互换，但不可同提。

后来由职位的不同，身份一变

再变，等到回家为自己打工时，腿脚

慢了眼也花了，尽管如此，家庭这挂

车还是得尽心尽力地去拉，好在儿

子已成年并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一切都渐渐回归平静与安然。

闲暇了，喜欢找个阳光充裕的午

后，坐在咖啡的浓香里慢品这弹指而

逝的二十年，回头看去，冥冥中经历过

的那些凡人琐事依旧会让人心生敬畏

与感恩，感恩这世道人心，教会自己如

何安放爱恨情仇；感恩这世道人心，让

自己懂得如何安享世界的冷暖。

心之感恩 便得方物
■ 韩荣娟

我静悄悄地过了一个年，心却

不静。还有许多人是在紧张、繁

忙、焦虑中过了一个年，为了这些

人，我不知道是喜，是忧？

感言，一般是在年节之前而

发，比如端午感言、中秋感言之类，

而在年节之后的感言似乎总带着

那么一点无语般的无奈和慨叹。

2020年的春节注定会给每一个人

留下深刻的、而且是极不愉快的记

忆：新型冠状病毒。姑且不论别

的，单就每一个人因此都没有心情

过好这个年而言是肯定的。

党中央、各地政府相继采取

多种多样的应急举措，确保社会

稳定、人心安定，提出了“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坚定口号，

使得每一个人增添了信心，增强

了勇气。

人们在默默地按照科学指导安

排好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忧

心忡忡地挂念身在一线战疫情、无

私奉献的相识与不相识的人。大年

初五，电视屏幕上正在直播“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的实时新闻，其中一

位坚守岗位近一周的小护士，当她

听到送来的患者向她问候“过年好”

的时候，忍不住泪流满面，浸湿了脸

上的口罩，哽咽地说：“从过年到现

在，一直没来得及向一位亲人、一位

朋友道一声‘过年好’，几乎已经忘记

了现在是在节日里。”这是一种真挚

淳朴的表达，却折射出多少沉重。

当下，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去自

责，但我们却实在需要反思：疫情发

生后，我们究竟疏忽了什么？1月

19日，我在网上读到武汉一社区举

办万家宴的新闻，颇具规模，十分暖

心，十分激动，还曾对我的同事感慨

这个社区居民和睦、邻里融洽。仅

仅几天之后，那个喜庆温馨的场景

便让我感到了惊悚。作为一种民

俗，万家宴，即使只是一个概数，亦

可以想见当时参与者众，团圆欢乐

氛围浓，唱歌，跳舞，举杯祝饮的场

面热烈。据相关报道，就在“万家

宴”席散人空的当晚，武汉方面对外

宣布新增病毒感染病例100余例。

现实往往就是这么残酷，谁也

不会料到喜剧的开始却以悲剧的

形式结束。

于是，我想到孟子的一句话：

“食色性也。”吃，是天性，但吃什么，

怎么吃，其中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和讲

究的，这个规律和讲究叫做“度”，凡

事要“适度”，而不能“过度”。还有一

位叫李密庵的半古不古的人，他有一

首《半半歌》，其中唱道：“半雅半粗器

具，半华半实庭轩，衿裳半素半轻鲜，

肴馔半丰半俭。”这是生活的智慧。

大自然育万物，而万物并不都

是可以用来吃的，尤其吃那些本不属

于我们人类食物链的东西，偏偏有人

要残虐它们，捕杀它们，借以满足自

己的口腹之欲，这既是对大自然的亵

渎，也是对大自然生物的戕害。“民胞

物与”的古训早就教导过我们要对大

自然心怀敬畏，只有这样，彼此才能

和谐共生。所以，学者季羡林先生

说：“大自然虽即非人格，亦非神格，

却是能惩罚、善报复的。”

疫情严重影响了我们正常的

工作秩序和生活节奏，让人极其痛

心和惋惜，可在这期间，竟还能听

到为少应酬、少花钱、享受延长假

期而庆幸的杂音，借用一句相声的

用语来说，就是这种人的脑袋肯定

让驴踢过不止一次。

当房子作为共情的符号
——兼谈新经济文学理论

■ 王柏秋

庚子鼠年，新冠病毒肆虐于

世。14 亿人宅在家里，度过了曾

经那么短暂而现在显得无比漫长

的春节长假。电视连续剧《安

家》，恰在这时送上了已饱受冷落

之苦的电视屏幕，加之明星领衔

主演，大编剧出手，一举成为了热

播大剧。连新华社都罕见地连续

播发多篇关于《安家》的访谈和评

述，无论编剧、导演，还是演员明

星，都是难得的殊荣。更别说网

上大流量的视频点播了。

符号学肇始于瑞士语言学家索

绪尔，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语言

就是最完美的符号系统。法国文化

学者作家罗兰·巴特将之发扬光大，

提出今日神话理论。他认为工业革

命后的现代社会里，任何文化作品

都用符号学方式构造神话。语言符

号加上新的所指构成了全新的象征

符号，即意指房子，钢筋水泥搭建起

来的建筑物，附加上卖房人的各种

能指，就造就了现代语境下各种意

指，传递给各种买房人，将幸福感、

满足感，以及身份、地位、财富等集

于一身。于是，消费者除得到居住

的满足后，也得到心里满足——我

的住址优越。那些精美的房地产广

告，不难读到，富有想象力的文字、图

片、视频，随时冲击人的视觉。房子，

作为建筑产品，同样是房地产商抑或

房屋中介精心打造的符号意指。开

发商则通过成功的构造符号意指，得

到了资本溢价回报，赚的盆满钵满。

编剧六六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说，“房子”题材和中国人有

天然共情。“共情”一词最早由美国

心理学家爱德华铁钦纳提出。当

下，“共情”这个语言符号的所指亦

被赋予“穿上他人的鞋子，站在他

人的立场，用他人的眼光看待世

界”。情感具有穿透力，当你欢笑

时，全世界就能和你一起欢笑。普

遍认为共情的广泛发展，使得社会

得到进步。作家艺术家作为语言

符号的创造者，就在于寻找能够承

载和能够引起观者大众的“共情”

的意指，架构出文本作品。按照大

众文化的观点，只有引起“共情”的

作品，才能够赢得市场的欢迎，才

有机会获得投入精力的货币回报。

应当说，连续剧《安家》找到

了这样的共情之物——房子，成

功构建了艺术神话，获得大众的

流行性热捧。陈丽伟先生立足滨

海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曾提出

“新经济文学理论”，探讨文学与

后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中

介，古称“掮客”，多有贬义。但，

中介这个行业，进入了后现代社

会后，已成为新经济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大类划分在服务行业之

中，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扶持和

资本的竞相追逐。宅在家里躲避

疫情的生活，更发现服务行业的

存在是刚性需求。与时俱进着，

“通透、明厨明卫、管道水封无回

溢”，又成为房屋中介构建抗疫房

产好“所指”，激荡观者的心灵，形

成全新的符号意指。

电视剧《安家》中几栋老洋房

的交易过程，就生动地反映了这

一现实。至于连环买房卖房的上

海人，缺少了直接居间服务分分

钟就会崩盘。编剧恰恰抓住这个

古老而朝阳的行业，在以上海为

代表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灵

动，撬动大众文化中敏感的神经，

引发围观者的共情，推进潜在围

观者的共情。为什么是上海？因

为上海的今天就是二、三线城市

想要达到的明天。深刻展示了现

代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的深刻。

这应该是新经济文学理论能够从

传统文学理论脱颖而出的必然现

实。笔者也建议陈丽伟先生能把

后现代性作为新经济文学理论的

旗帜性特征来加以分析，而不是

以滨海新区地域性特征来宣扬。

美国次贷危机，致使全球主要

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记

忆犹新。最新传来的世界疫情信

息，再次深刻说明。后现代性的结

果，是全球化的的大势。面对新冠病

毒，任何隔岸观火的态度，都是对共

情这一趋势性美德的背叛。孤立主

义已没有立足之地。疫情也再次提

醒人们对医学专业知识要有足够的

信任和尊重。从亚当斯密的社会分

工到吉登斯的专业信任，都在反复

强调——人越来越需要他人的有偿

合作才能立足和生存。

“房子作为中国人的最大共

情”，同样也体现在时下的抗疫之

中。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有住在

壁橱的朱闪闪，更何况为上海带来

希望的“985”，同样住在上下铺的

群租房里。让那些居无定所的流

动人口，在安家之前，有一个宿身

之地，是社会共情的方向，也是社

会自我发展的必然。若所有人都

故土安家，不出家门三五里，那么，

现代化全球化就无从谈起了，那是

对社会的一种反动。不要为了一

时的恐惧，去驱逐那些蜗居在群租

房上下铺的芸芸众生。没了他们，

城市化就会放慢脚步，甚至步履蹒

跚。需要隔离的是病毒传播，不是

阻断来来往往的生活。

房子，这个能指，能够附加的

最好所指就是家。家是最小国。

所以，《安家》想不火都难啊！

冲！冲！冲！
口罩在奔跑，
从广州、上海、北京、天津……

四面八方
冲向前线，未曾彷徨
冲向疫情，逆行而上！

快！快！快！
口罩在奔跑，
与时间抢时间，与病毒夺希望！
火神山，雷神山
山山联手，自信擎天能打胜仗！
我只愿，我申请
铮铮誓言，坚定信仰勇于拼强！

奋进！奋进！奋进！
口罩在奔跑，
初心指明我前进的方向
使命给予我不竭的力量！
魑魅魍魉何遁形，即拿下
让我为你保驾护航
看我科学打造，科学防控，力

铸科学屏障

捍卫人民生命安全，我能行！
霜雨凄凄朦江城，不要怕
让我为你擦除迷茫
听我真心真情真话，温暖冻土

寒江
保证人民身体健康，我能行！

坚持！坚持！坚持！
口罩在奔跑，
白昼，黑夜，有我！
大江南北，阡陌闾巷，有我！
我奔跑在祖国的大地上
时刻守护每一寸土壤！
护佑你对生命的渴望
普照万物希望之光芒！

加油！加油！加油！
口罩，奔跑吧
去迎接胜利的曙光
你看，黄鹤楼头望晴川，珞珈

山上歌樱花
你听，曾侯乙钟声敲响，云山

苍苍，江水泱泱……

奔跑的口罩
■ 郝志媛

春来蓟州
■ 刘红斌

盼望着，盼望着。春天终于迈

着轻快的脚步踏上了蓟州大地。

蓟州的旷野间，小路边，小草

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摇晃着黄绿

色的小脑袋在柔风中东张西望。

小河边，杨柳也不甘示弱，将自己

修长的头发抛入清凉的河水中，在

河镜前左照照，右瞧瞧，顾影自怜，

风韵无限。轻捷的小鸟在嫩柳间

忽而追逐嬉戏，穿梭如织，撩拨绿

柳长发；忽而卖弄清脆的歌喉，唱

出婉转的曲子，跟轻风流水相应

和。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诗人贺知

章的诗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

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

月春风似剪刀。”

走在蓟州的山坡上，紫花地丁

在向阳的风中招摇，苦盖花穿着小

黄裙向着人巧笑。枯草间，灰黄的

野兔时而被人声惊跳，吓起的野鸡

“咯咯咯”地叫着逃向另一个山包。

老柿树黧黑的虬枝依旧轻挑

着指向天空，藏在它身后的桃李却

花色越发妖娆。惊疑间，山风夹裹

着暗香盈鼻，寻香望去，似雪的梨

花在暗色的山崖上迎风欢笑。

峰回路转，忽而泠泠的歌声传

入耳鼓，随声觅去，融雪而成的小

溪搔痒着阻它的山石，畅笑着向山

下奔跑。

登顶为峰，蓟州宝蓝色的天幕

穹庐般罩护着这片沃土。白云如

絮，在春日的暖阳中光怪陆离。一

会儿驼峰如簇，一会儿绵羊如聚，

一会儿匹马行空，一会儿群牛奋

蹄。金鸡常报晓，雪狮吼天地，孔

雀丰羽展，白龙舞寰宇。白云将美

丽的幻影投射在蓟州的山上，蓟州

的水上，如一朵朵暗花在山水上流

转，使山水在忽明忽暗地变化间越

发秀美、神奇。

一阵低沉的合鸣自天际传来，

鸿雁人字形缓缓飞来，行至翠屏湖

上空，探首而下，轻盈的灰翼划过

云羽，将身形投射进翠屏碧水，荡

漾休憩。

桑阴忽暗，黑云飞动，蓟州迎

来了第一场淅沥的春雨。“好雨知

时节，当春乃发生。”高吟着老杜的

诗句，聆听着滚滚春雷，濡沐着绵

绵细雨。细雨似牛毛、赛花针、胜

细丝，密密地斜织着，连接着蓟州

的天与地。细雨沙沙，似蚕啮桑

叶，似风扫细沙。微风款款，如慈

母手抚，如情人轻吻。

如果说烟雨蓟州比不上烟花

三月江南的妩媚，但烟花三月的江

南又怎比得上渔阳的动地鼙鼓。

一个温婉如少女新沐，一个阳刚似

沙场荣归。

微烟轻笼，村舍在雨中静默，

高楼在雨中怀想。青烟雾霭，工厂

在雨中创造着奇迹，旷野在雨中酝

酿着丰收。微微细雨，机器在田垄

间低吼，翻上的泥土贪婪地吮吸着

春的蜜露。绵绵雨幕，五彩缤纷的

花伞在四通八达的街巷绽放，匆匆

步履的年轻人就像刚到的春潮在

古城里奔涌向前，势不可挡，生机

一片！

春来蓟州风光美，雨润渔阳事

事优。古老的无终子民，慷慨的燕

赵儿女，行走在大美的春光里，挽

着一段春色，描绘着另一个春天。

Local wri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