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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不期而至的遭遇
战。2020年开春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型肺炎疫情的阴影笼罩荆楚大
地，蔓延波及全国，而有着“九省通
衢”之称的武汉就是疫情核心区、
防控主战场。这是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疫情防控已是战时状态。
一张张给上级的“请战书”、一条条
与亲人的宽慰信、一颗颗救死扶伤
滚烫的心，每逢危难关头，总有一
些身影逆行而进！

由于父母都是医生，我可能
比其他人对“医生”这个字眼有更
深刻的体会。从小到大，我见了
无数次我爸带血的衬衫，听了无
数次半夜里医院来的电话。不管
半夜几点，病人只要有突发状况，
我爸穿上衣服就走，我也永远都
记得我爸那个穿衣服钥匙串的声
音和出门时“咣”的一声的关门
声。我爸坐门诊，一天要看几十
号病患，坐门诊的当天他早上都
不敢喝水，因为怕上厕所耽误给
人看病的时间。我也相信大多数
医生的日常都和我父母一样，这
是一份职业，救死扶伤是本职工
作，本就不需要美化和神化，但值
得最基本的尊重。

随着疫情的发展，现在每一
天、每一分、每一秒，都牵动着所有

人的心，爸妈的同事重症医学科主
管护师张阿姨也作为山东第二批
援助湖北医疗队参与防控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出现以来，
医护人员一直都是付出最多、奉献
最多、牺牲也最多的一群人。有危
险，因为看不见的病毒让你稍有不
慎就可能被感染；很辛苦，因为这
个关键时期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细
做实好面对病毒的威胁，别人可以
选择躲开逃避，但对他们来说却不
能，而且还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
山行”。一袭白衣，一生坚守，在没
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们时刻待命
与疾病抗争，与死神搏斗，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责任和担当，上演了最
美逆行！

但医生毕竟不是神，自从新型
冠状病毒在国内开始传播，全国各
地已经有多名医护人员感染病毒，
他们也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他们
之中好多人也就是我们这个年纪
穿了一身白衣，学着前辈的样子治
病救人，和死神抢人罢了！哪有什
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
前行。事实上，在2003年的SARS
疫情当中，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为
救治患者、防范病毒传播做出了难
以忘记的贡献。他们夜以继日工

作，很多医护人员为救治他人而被
传染病毒，由救人者变成被救者，
甚至有多名医护人员以身殉职，这
次和2003年一样又是广大医护人
员一如既往地坚守岗位，战斗在抗
击疫情的最前线。

在这个不寻常的除夕，是这些

医务工作者，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最
温暖、最坚定的力量。每个时代，
都有不同的“英雄”，而此时此刻战
斗在一线救死扶伤、迎难而上的医
护工作者就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
英雄。

航务保障部 谢冲

致敬“逆行者”

武汉！武汉！

武汉！武汉！
欢呼你的名字，
全国人民都关心你。

武汉！武汉！
快把十四亿热情的手，
握紧握紧再握紧！

武汉！武汉！
挺起腰杆向前，
全国人民同你肩并肩！

武汉！武汉！
保卫武汉，
就是保卫全中国！

保卫武汉！保卫武汉！
快快投入战斗吧，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给武汉人民
武汉人民，
我们的亲人！

我们都在分担，
你们们的痛苦和灾难。

乌云遮不住太阳，
黑暗挡不住光明。

不怕狂风暴雨，
总会雨后天晴。

快快投入战斗吧，
坚决打赢
这场无硝烟的战争！

高德成

战斗之歌
一步步走来，我越发觉得，在

你的身影下其实很温暖。你好像
并没有去做什么，但是在点点滴滴
中透露出些许温存。我抓不到，也
看不清。可是我却懂得，这种如光
耀般铺撒在心头的感觉。看的多
了，想的多了。我才终于明白，爸
爸，你对于我所做的，虽然不是最
完美的，却也从不曾亏欠过。因
为，你那种偷着一点陌生甚至让我
有些不知所措的爱，总在不经意
间，让我感动。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对
抗着。我喜欢的，你排斥。我不喜
欢的你却有所强加。老天，就是你
是我老爸，你也得尊重尊重我的意
愿啊。可是，我不说，你也不理。

在你的身上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虚
荣，不论哪一方面。做得好了就是
应该的，做得不好却少不了一顿劈
头盖脸。现在想想那时不时的战
战兢兢，我内心依然充斥着无奈。
我那时不理解，后来才慢慢明白，
一个人应该有要强的意识，不论哪
一方面，争一个好是应该的。你不
去做，你就是错的。

我喜欢读史书，好古风。这点
倒是我们为数不多的相同点。我
们经常茶余饭后一起讨论，有时甚
至对于一个观点吵得不可开交，最
终每次都是你赞同我的观点。我
那时不懂，以为自己就是对的。可
是，千年之前的事情，又怎是我们
可以分清对错的？这不过是你一

直让着我。你让我明白，要有自己
的观点，要有主见，并且要有为之
坚持下去的态度。我决定了以后
我们再谈再论时也让你对一次，因
为轮到我让着你的时候了。

爸爸，你说的少，做的多。以前
我还不懂事，不知道父爱多是不可
言语的。很多东西，你让我体会，当
我真的迷茫的时候，你也一次次用
那略显生疏的柔情去指引我，去开
导我。让我，能一直向前走。

我现在长大了，感谢你给过我
的感动。那有时如细雨般柔软又
恰似风暴一样疼痛的爱，让我受益
匪浅，又韵味良久。爸爸，我对你
的爱，余生，慢慢说给你听。

旅客服务保障部 王浩川

你的爱与众不同

在中国文化长河中，家是人们内心净土
的自留地，家是遮挡风雨的堡垒，家是无尽漂
泊路上的一盏灯塔。春节让人们从大江南北
的居住地踏上回家的路，飞跃高山阻拦，江河
横断，在回家的路上，任何东西都无法将我们
急切的脚步放缓。只有回到了这个地方，杂
乱的心方可以平静，饥饿的胃肠便可以敞开，
疲惫的身躯更可以放松到极点。不必为了早
起而烦恼，不必因为霓虹耀眼而晕阙，不必因
为加班工作而在黑夜中挣扎。原本千丝万缕
都无法捋清的事物关系，瞬间跟着空间的转
换，变得简单而温馨。

开始于一张票的选择，一个时间点的确
定，一颗心早已飞去远方的热情，学子踏上回
家的归途，劳动者踏上返乡的归途，每每想到
这些看到这些，自己也会沉浸在其中无法自
拔。曾几何时我们都是背着行囊探寻生活的
少年，时间让青春流逝淡去，沧桑雕刻着皮
肤，日复一日，或许心还没有老去，我们便经
受不住岁月的雕琢，尽显人世间该有的苍
老。年少时，意气风发总是带上喜悦归家，人
到中年，拖家带口奋力前行不顾身体疲倦袭
扰仍要归家，耄耋残年，人若在他乡难免身无
力，心渺茫，唯思绪丛生远眺故乡，满眼伤
怀。身处交通运输的服务行业中，看着数以
万计的人返乡，看见他们的脸上有焦急，有喜
悦，有平静下掩饰的五味杂陈。身处在这样
的环境中，难免也会被这样的情感所牵动，其
实情感的表达从来都没有直接可言，载体承
载文化的记录永远是委婉的，所以笔墨纸张
的意义彰显出来才远远超出简单的书写。我
们把还没有吃饭表达成饿了，把辗转反侧表
达成爱慕，把漫长遥远的返乡路表达成归途。

和时间结伴而行，和岁月朝夕而伴，文
字终究会记录下我们在过往的年华中，做了
很多可以回忆的事情。

安全检查部 梁晋豪

归途

午夜忽闻爆竹响，三声过后静如初。
2020年如期而至，新年伊始，本应到处弥漫
着热闹欢快的气氛，但与往年截然不同，疫情
肆虐，人心惶惶。这个春节宅在家就是为疫
情防控做出贡献。

今天已经是宅在家里的第五天。如往常
一样，我写完作业，坐在椅子上看书，等待着
下班回家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名民航工作
者，在疫情肆虐的条件下，机场不畏时艰，依
然在正常运营，我的爸爸依然坚持奋斗在一
线，这让我为之骄傲。为了让爸爸在工作之
余感受一下家庭温暖，我决定给爸爸一个惊
喜展示一下我的“绝技”。

“咚咚咚”，爸爸回来了，我从书的世界中
回到现实，像一根离弦的箭一样，一下窜到门
前给爸爸开门。我的计划就是先稳住爸爸，
在吃饭的时候再向爸爸摊牌。

随着妈妈嘹亮的一声“开饭了！”我和爸
爸妈妈“各就各位”，大快朵颐地享受着一顿
丰盛大餐。就在饭吃了一半的时候，爸爸对
我说：“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一下子脸就红
了，心想：怎么会露馅儿呢，爸爸进家的时候
看起来没有察觉呀，我心中诧异，真是“老奸
巨猾”。我稍微停了一下便对爸爸说：“我打
算跟爸爸妈妈一起打扑克。”爸爸妈妈都笑了
笑也没说什么。

晚饭结束，“战斗”正式开始。摸牌结束，
我的牌A最大，只有四个8拿得出手。偷偷
瞄了爸爸妈妈一眼，妈妈面带微笑，嘴角上
扬，我心想，她的牌不错；而爸爸面无表情，不
露声色，据我对爸爸的了解，爸爸深藏不露，
他的牌不会太差。我心中忐忑不安，我的牌
太烂了，但我又安慰自己，不能轻言放弃。妈
妈先出，“34567”；我“910JQK”跟上；爸爸

“10JQKA”。妈妈使出了绝招“炸弹”四个2
应声落下，我轻轻一笑，怪不得妈妈面露笑容
呢。“等等，”爸爸平静地说：“皇炸”。我心中
暗喜，果然不出我所料，我面无表情的说：“要
不了！”又经过一番战斗，“一对A，都要不了
吧！我赢啦！”爸爸满脸自信的说。“我要，8
的炸弹！”我兴奋地大喊。爸爸妈妈大吃一
惊，匪夷所思的看着我。此后，牌局尽在我的
掌握之中，我顺利收牌，我赢了，牌局结束。

通过这次打牌，我深深的体会到：不管做
什么事，我们要直面困难，坚持到底，永不言
弃！

当前形势严峻，国内疫情如燎原星火，四
处开花；国际环境美帝步步紧逼，险象环生。
我们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
我们宅在家里就是对国家的最大支持。相信
在习大大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到底，
永不言弃，中华民族一定会战胜困难，早日实
现中国梦！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建设管理部 杨皓清 杨绍军

宅趣

物资匮乏的年月，一切都是那
么简单，易于满足，大家都穷的时
候一起穷开心，没有阶层，没有优
越感，也没有贫富差距。可我们的
民族不能一直穷下去，因为我们都
知道贫穷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
打。世界各国都在参与一场无形
的竞速赛，竞争对手正在加速冲
刺，中华民族早已饱尝落后带来的
苦果，因此我们唯有奋力向前、快
速发展，才能在这场残酷的竞速赛
中夺取胜利。

近些年来咱们国家发展很快，
很多人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因此
也会衍生一些问题。说到快，到底
有多快呢？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
用了几个世纪走过的历史进程，咱
们国家短短几十年就走完了。其
实这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新春团拜
会上说“中华民族被各种内忧外患
耽误的时间太久了”，正因为我们

的民族耽误了太多时间，走了太多
弯路，落后就要挨打的耻辱历史摆
在那里，如今的发展不过是知耻后
勇、迎头赶上而已。

发展过快就会导致发展不均
衡，进而产生贫富差距。孔子在
《论语 季民第十六》中说“不患寡而
患不均”指的就是分配不均会产生
贫富差距的隐患。贫富差距大到
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部分尚未适应
发展速度的群体心态失衡进而影
响社会安定。在快节奏的工作、生
活中，如何处理心态失衡是很多个
体需要面对的难题，大量事实表明
心态失衡会累积负面情绪，给家庭、
事业甚至社会造成困扰和伤害。

社会个体之间其实差异很小，
但是这很小的差异最终却能产生
巨大的差异。很小的差异指的就
是心态，而巨大的差异就是不同心
态作用下的最终结果。心理学研
究表明积极心态能够增加成功几

率，同时有利身心健康，而消极心
态则相反。因此我们要努力做自
己情绪的主人，有个好心态，面对
压力和难题积极乐观应对，避免心
态失衡。圣人训“日三醒吾身”，说
得就是一日三次反醒自己的言行，
我们虽不能像圣人一样一日三醒，
但经常反思一下自己还是很有助
益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国家的
发展日新月异，优胜劣汰的自然规
律我们了然于心。作为历史洪流
中的渺小个体，我们每一个都要找
准自己的位置并在自己的位置上
发光发热，否则就被淘汰出局。《世
说新语》中说“花开生两面，人生佛
魔间”，指出人性有善恶两面，人类
作为有别于一般生物的高等动物，
区别就在于人具备改造自然的能
力。具备这种神奇的能力以后，用
来为善还是作恶全凭心态，善恶只
在一念之间。经过漫长的社会发
展形成了如今的社会体系，社会体
系本身是赏善罚恶的，为善不仅能
得到物质上的褒奖，也能得到人性
的满足，还能得到社会体系的认
同，而恰恰被普遍认同才是个体存
在的终极奥义。作恶当然会受到
社会体系的排斥，小恶道德不容，
大恶刑法不容，所以我们人类在漫
长的岁月变迁中早已形成了一套
动态完善的纠偏体系。世间之大，
包罗万象，无奇不有，关键还要有
个好心态，才能抛开表象看本质，
甄别个别现象和普遍规律。改革
开放的发展成果惠及了我们所有
人，但不可能排排坐吃果果，更不
可能一人一口平均分配，即使有个
别杂音，但终归是瑕不掩瑜。

航务保障部张高红

有个好心态

光影下的空港

航务保障部 刘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