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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在平安的山山水水
——写在平安解除划定疫区管控之际

一位市监人的抗疫日记

□祁之明
该怎样晓示后代子孙，
继承
这笔万古长新的永恒财富
该如何护卫这片土地的神圣
留给未来的主人开拓耕耘
这片土地东通中原，
西接雪域
自古就是海藏咽喉，
被商旅频频问津
这片土地北带湟水，
南襟黄河
曾经的宗哥领地已崛起为高原新城
这片土地啊，
一向明媚秀丽
街道树绿成荫，
村庄如花似锦
这片土地啊，
一直车水马龙
老人安详和乐，
孩童笑语风生
这片土地啊，
一定是慈祥善良的母亲
像呵护儿孙成长心仪祥和康宁
这片土地啊，
一贯是庄严智慧的父亲
铁肩担当儿孙发展和家国振兴
永远记住这个时间：二零二一年深秋时
分
疫霾笼罩河湟，
雨雪封闭家门
永远铭记：
一批批挺身而出的战士
他们刚刚告别战场

尚未抖落昨天的征尘
彻夜通亮的灯光下
向疫霾发出了第一道战斗檄文
在那个寒秋的早晨
湟水河不再容忍到处肆虐的病菌
蓝色帐篷上树起党旗，红色光辉正昭告
世人
在那个寒秋的早晨，平安开始了又一次
伟大的进军
还没来得及告别熟睡中的老人
已分配到车流最多的路口去执勤
胡须没刮，
淡妆没化，
残星尚未退隐
却早已守候在每个人出入的院落大门
机场值守，
路口设卡，
消毒喷杀
深夜的灯光下白色防护服穿梭频仍
核酸检测，
隔离管控，
轮流值守
红色的血丝布满了眼睛
茄子、
辣椒，
外加一根莴笋
鸡蛋、
牛肉，
还要大米十斤
心中牢记
脚底生风

爬上楼梯送到门口
又顺手送走垃圾
电话传来另一户的追问
尖利的风中没有身影裹足不进
阴冷的雨天没有一柄伞为你张撑
没有遗漏一个社区一个村庄一户家庭
疫霾没能成型，
最终曳尾逃遁
该怎样衡量这笔财富
最权威的评估也会困难重重
没有缺席者，
没有旁观者
都那么坚定清醒
飘飘黄叶，
纷纷雨雪
是在锻造真理的秋景
口罩遮盖的面孔下是一颗颗闪光的心灵
谁能感受：
付出和幸福，
事业和青春
在时代的乐谱上，
永远焕发战斗的强音
谁能体会：
个人与家国，
收获和耕耘
在历史的画卷中，
永远绽放绚丽的花纹
谁能理解：
花蕾和秋叶，
蓝天和乌云
在生活的激流里，
同样地悦目赏心
谁能领悟：春雨和冰雪，风和日丽与雷霆

阵阵
在人生的长河中，
同样地醒目动人
应静静地思索：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奋勇争先，
义无反顾
铁肩担当，
满腔热忱
要深深地究问：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废寝忘食，
任劳任怨
恪守不渝，
默默无闻
也许后世子孙会忘记这个寒冷的清晨
也许今天
只是一段历史插曲，
被时间封存
也许他们会挑剔齐整行列中零星的杂音
但滚滚黄河会流经他们的血脉
滔滔湟水浩浩青山会刻记这段铭文
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信心
定会书写大国忠诚
不必晓示有出息的后代子孙
所有的道路不一定都一帆风顺
明天的平安肯定风光如画，
沁心怡神
平安的山山水水间
定会绵亘着大爱的精魂

守住平安（组诗）
□严雅楠
守住平安
背着熟睡的孩子一直弯腰
排队做核酸的父亲
在人群中更加静默
如同秋天的阳光
呼吸在这弯曲间
折射出许多柔软的信息
肉身在向大地低头
岁月在向自然低头
时间在向空间低头
而那深深的祝福一直在
守住平安的愿景一直在
一步一步，
迈向前方
更多的开阔地带
直到将笑脸和
健康的大门彻底打开
今天，
我们都是平安人
2021 年 10 月 21 日 8 点 41 分
被一则《海东日报》微信公众号的消息

瞬间吸引
微信朋友圈，
微信群，
微信公众号里
平安区确诊 1 例阳性的链接洪水一样
袭击着原本电量不足的手机

睫毛卸下饥饿和睡眠
他们将在夜的周身消耗自己
以此换来群众的安全
夜已经很深了
夜都已经很累很困了
他们依然精神抖擞
他们就是无名英雄

一整天都在死死盯着手机屏幕
像守着一疙瘩钻石

请战书
那些同心圆，
螺旋纹
斗型纹，
箕型纹，
弓型纹的
手指表皮突起的纹线
安安静静地睡在一张张白纸上

因为，
从今天开始
我们都是平安人
守夜人
凌晨 2 点 45 分的平安
在某小区值勤的王先生毫无睡意
他的口罩戴得更严实了
风从衣服的褶皱试图袭击皮肤
但被一双有力的手及时阻断
时间一分一秒在夜色里消失
这个城市的呼吸均匀有序
灯光摇曳着哈气

像旗帜
像心脏
像朱砂痣
像含羞的玫瑰

（我们身陷苦难的时候有多久
身处光明的日子就该有多久）
一声春雷过后
山川抽枝拔节
江河解除枷锁
一缕春风过后
羊水破肚而出
万物汹涌生长
一场春雨过后
罪罚几净涤荡
微光淑女窈窕

当山川发烧
当人民咳嗽
当河流呼吸困难
当疫魔肆无忌惮
当死亡威胁生命

一席春色过后
心灵皈依阳光
握卷书写苍生

你们从众多的身份中
高高举起医生的使命
一一按下手印

忧伤
下班回家
把鞋放在门外
让它稍作停留
人生原本就是走走停停

感动从这一刻就开始了
当疫情结束
这些手印就是启动
春天和幸福的
开关按钮
我愿

消杀 汉卿 摄

连呐喊都将变得有气无力
你从悲悯的岸边走过
只有绝望围拢着双瞳

眼泪流多了
就只剩下
干枯的河床
锈蚀的语言
孤独的心境
无垠的叹息

摘下口罩
让粗喘变得舒展一些
脱下上衣
挂在阳台射杀细菌
洗手。刚好想一想过去
洗手。容我盼一盼未来
尽管，
有些毒杀不净
尽管，
有些灰擦不完
尽管，
有些话说不烂
尽管，
有些人爱不够

组章）
）
春天就在寂静之后（组章
□吴海霞
一种寂静
十月，雪落在平安。
这座河湟小城，在十月的飞雪里，
被疾风阻断了时间。
于是，辽阔的寂静，随之而来。
这寂静，是关起的房门和窗户，是
一个个视频电话，是问候，也是关切；
是祝愿，也是期盼。
这寂静，是将一颗不安的心狠狠攥
紧，却又不知道将未来如何小心安放的
惴惴不安。
这寂静，是白的、蓝的口罩，是口
罩上面那些清澈的眼睛。那些眼睛，有
时是充盈着湖水的湖泊，有时是照亮黑
夜的灯盏。
这寂静，是人与人之间相隔一米的
距离；是横在路上的红色标语；是白纸
黑字的紧急通知；是督促，更是责任。
这寂静，是新闻里天天都在关注的
数字。是一篇篇新闻报道，催人泪下，
感怀唏嘘。
这寂静，是一位位疾风中勇敢向前
的逆行者，是一封封掷地有声的请战
书，是医疗工作者们舍我其谁、无私奉

献的人间大爱。
这寂静，辽阔无边……
在这辽阔的寂静中，祝愿平安，一
切平安。
在此时此刻的寂静中，黎明，正在
黑夜中孕育。天色，即将破晓。
寒露与白
寒露才过，风雪突然来袭。
雪，一场又一场，落在近的城市，
也落在远的村庄。
寒冷，无孔不入。
寒露之后的落雪，沉重得就像漆黑
之夜里的一个又一个深渊。
平安城，在寒露之后，被一场突如
其来的风暴围困。
一些人，隔着门窗，期盼风雪早日
停歇。
一些人，被风雪胁迫，喘息着艰难
前行。
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在第
一时间抵达。在最黑暗最寒冷的时刻，
给平安带来光明、温暖和希望。
感谢那些在寒夜里提着灯盏赶来的

人们。
他们用手中的灯盏，挤走夜的黑。
他们站在天地之间，站成群山的模样，
用满腔热忱护佑生命安康。他们义无反
顾，不知疲倦。他们为平安城，日夜奋
战，用自己的光亮，点亮黑夜里的灯
盏。
一盏灯，亮了。又一盏灯，亮了。
那些笼罩着平安的阴霾，正在慢慢
散去。
风雪渐歇。平安城的天空，就要亮
了。
而那些忙碌的身影，还在黑夜里匆忙
地穿行。那些身影，仿佛夜空中最美的星
辰，永远奕奕闪亮，永远照耀人间……
另一场雪
你的一生，还藏着另一场雪。
第一场雪，落在儿时居住的屋前院
后。还有一些，落在父母的额前双鬓。
群山盛满斜阳，母亲在巷道一声声唤着
你的乳名。
茂密的杨树叶遮掩了你的窗户，把
夜风温柔地抱在怀中。

七月的繁花已落，你在灯下写诗，
要将今后的岁月，一并遥寄于她。
她，如水一般，也如诗一般。
她是往后的余生，她是美好的所
在。
另一场雪，落在十月。
纷纷扬扬的雪啊，下的真大。白茫
茫的一片，掩盖了城市和村庄，掩盖了
你儿时的小小院落，掩盖了父母双亲的
呼唤。掩盖了你的她，也掩盖了你。
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你双手递呈
的请战书里。一字一句，字字铿锵，掷
地有声。
你说：国有难，召必回，战必胜。
雪，还在下。一场，大过一场。
她的心里，也下着雪。一些往事，
如雪一般，覆盖了一切。
她说：你不在的时候，我就是你。
我也会为你写诗，会和你一起等待春天。
是的，在这辽阔的人间，太过清
冷。一场落雪，就会让时间回到寒冬。
但是，在这个寒冬，一定会有人为
春天写诗。诗中如是说：雪过天晴之
后，寂静的世界将开满繁花。

□草川
1
10 月 21 日清晨，正在睡梦
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
给惊醒，办公室通知我早上 6 点
必须到局三楼会议室参加科所长
紧急会议。平安区发现了 1 例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从现
在起启动全区应对新冠肺炎应急
预案，要求大家按照各自工作分
工，迅速到岗工作。
我被分到市场检查组，当天
的主要任务就是迅速采取行动，
除经营米、面、油、肉、蔬菜、
药品等必需的民生用品以外的店
铺全部关门停业。
我们通知的片区经营门店很
多，有的经营户听说是因应对疫
情的需要，就非常主动地配合我
们的工作，迅速地关门回家。有
些不配合的，我们先逐一通知和
登记，然后再回过头来，全力解
决个别“难缠户”。
2
10 月 24 日下午 3 点左右，我
正在市场巡查时，接到了单位领
导的电话，说区上有关领导今天
上午在农副产品市场检查的时
候，发现有一家蔬菜瓜果批发部
存在价格方面的违法问题，要求
我们立即进行核查，并迅速采取
相关措施进行处理。
我把手头的工作给同事老陈
和小张做了一番简单交代之后，
就拔腿往海平诚信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赶去。
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海
平诚信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时
候，另外几个同事也已到达现
场。作为组长，我急忙了解有关
情况，并跟他们进行简单沟通以
后，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先关
门停业，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相应的行政处罚。于是，我们
果断采取措施，立即对这家批发
部进行了查封。
3
10 月 27 日上午 9 点左右，我
接到单位主管领导的电话，说区
政府领导反馈，有 1 起关于煤炭
价格方面的投诉，让我尽快协调
此事，并及时上报处理结果。
在全区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候，维护价格稳定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我先和投诉人进行联系，
掌握其投诉的主要内容：之前商
量 好 的 煤 炭 价 格 一 吨 为 1750
元，但去煤炭交易市场拉煤时，
老板却临时涨价，一吨要价 2000
元。希望能协调处理，退还多收
的钱。
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我
立即联系了该煤炭交易市场的
负责人，打听到了当天给投诉
人销售煤炭的老板的电话。当
我打通老板的电话，宣传贯彻
疫情防控期间价格方面的相关
政策以后，他表示，同意按当
时电话里协商好的价格成交，
并将多收的煤钱通过微信转账
的方式退还给了投诉人。
4
10 月 28 日上午 9 点左右，我
接到了单位领导的电话，说要到
平安区的煤炭交易市场去检查，
要重点掌握当前煤炭的销售价
格。
其实，事情还是我昨天协调
解决的那件事情，要求我们迅速
查清煤炭市场价格过高的真实原
因。
在煤炭交易市场里，我们找
到了昨天协调处理的当事人，详
细询问了关于煤炭价格上涨的一
些问题，查阅了他提供的相关票
据。根据他提供的手机号码，打
通了煤炭供应商负责人的电话，
详细了解了煤炭价格上涨的有关
原因及当前的煤炭批发价：一是
由于进入冬季以后，煤炭需求量
增大，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煤
炭供应商不断上调价格；二是当
前我区煤炭主要是从宁夏购进
的，由于受到当地疫情的影响，
煤炭的运输费用也在不断上涨。

5
10 月 29 日，是平安区全员
做第三轮核酸检测的日子。上午
刚上班以后，单位的微信群里突
然发出了紧急通知说：因今日核
酸检测，外出购物人员较多，请
各检查组马上到管辖超市疏导购
物群众，确保购物秩序正常有
序，以防群众因抢购物资而发生
意外情况。
接到通知后，我和我们组的
两名同志加快了脚步，立即赶到
了我们重点管辖的宏丰超市。当
我们赶到宏丰超市门口时，发现
超市外面的“两码”检测区域已
经围满了人，进入到超市里，发
现蔬菜柜台前人员非常拥挤，尤
其是位于超市东面的结算通道
处，已完成采购并急于结算的顾
客更是排起了长龙。
看到现场情况，我果断采取
了措施：一是立即派人守住了超
市的进口，并在超市的广播里立
即播放温馨购物提示，通知购物
人员不要扎堆集聚，注意做好疫
情防控；二是对购物比较集中的
蔬菜专柜前派专人进行人员疏
导，规劝已经采购到物品的群众
尽快撤离蔬菜专柜；三是要求超
市结算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加快
购物结算速度，尽快让群众从出
口快速离开超市；四是在超市入
口处安排专人有序引导购物群众
进行“两码一测”，并按每次间
隔 20 分钟的要求，分批让群众
进入超市购物。
在我们的协助下采取管控措
施以后，超市正常运转，临近中
午时，超市购物人员明显减少。
6
11 月 3 日上午 11 点左右，根
据该片区执法人员的要求，我和
我们片区的主管领导立即赶去处
理平安大道 1 家汽车修理铺发生
的事情。
事情本来很简单。因为在 10
月 21 日平安开始封城的那一天
上午，我们就通知这家修理铺关
门停业，但我们去检查，修理铺
就关门，我们一走，修理铺就开
门，跟我们搞“游击战”。
上午巡查的时候，修理铺还
在开门营业，没有按照我们的要
求做好相应的疫情防控措施，经
营区内没有消毒，也没有配备防
疫消杀的相关用品，不执行“两
码一测”等要求。当我们的执法
人员要求其关门停业时，经营人
根本就听不进去，不积极配合，
还大喊大叫，态度十分恶劣，严
重妨碍我们的执法工作。无奈，
我和主管领导汇报协商后报警，
由警察同志出面。最终，在警察
同志的协助下，我们才让其关门
停业。
7
今天是 11 月 5 日，解封了，
我们依旧忙碌，要开展各经营户
复工复商的现场验收。
这一天的现场验收工作中，
我们听到的最多的话，就是困在
家里都整整半个月了，再不出来
干点活，心里万分着急。确实，
开店养家糊口的开不了店，没有
了收入来源，那养家糊口肯定是
个大问题。
其实，说句心里话，我的心
里迫切盼着疫情结束，一切都恢
复到疫情前的安宁和祥和。这半
个多月来，受疫情的影响，手头
的很多工作都被耽误。马上到年
终目标考核的时候，完不成手头
的工作，不单单是影响我们一个
科室的工作，还会拖了整个单位
的后腿。在疫情防控的时候，一
切工作都要为疫情防控让路，疫
情过去之后，必须尽快静下心
来，投入到本职工作中。今天开
始，加班加点是避免不了的。掰
着手指头算算剩余的可用的工作
时间，难免焦急，只能全力以
赴，一如既往地投入到本职工作
中。
愿我们所有的努力，能让明
天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