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选择去湖
北抗疫一线采访。作为记者，一辈子
可能只会遇到一次这样的采访，作为
一名职业摄影记者，如果不在战“疫”
救治最前沿，我会遗憾终生。

我没有给自己留下遗憾。
罗伯特·卡帕说过，如果你的照片

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我参加过 2009 年北京天安门国

庆 60 周年大阅兵，2008 年北京奥运
会，2005年南京、2009年济南、2013年
沈阳、2017 年天津四届全国运动会，
2011 年广州亚运会等重大事件的报
道工作。1998年九江抗洪、2005年瑞
昌地震、2008 年汶川地震、2008 年南
方冰雪灾害、2013 年雅安地震、2010
年抚河唱凯决堤等灾害面前，我都在
一线。

其实在去年年初，疫情发生以
来，我一直在疫情防控采访现场。

1月26日（正月初二），南昌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发热门诊近距离采访。

1月 27日（正月初三），南昌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象湖院区，采访江西省
首例治愈康复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

1月28日（正月初四），九江市濂
溪区采访乡村抗疫故事。

1月29日（正月初五），采访南昌
市物资保障相关情况。

…………
2月10日，报社接到紧急任务：按

照国家卫健委部署，江西对口支援湖
北随州，需要江西日报社立即安排记
者随团赴随州采访，第二天出发。此
时，疫情防控正在关键时刻，这次采
访非同以往，犹如看不见敌人的战
场，谁都不知道可能发生什么情况。
我报了名。

当天晚上，我回家把留了10年的
胡子剃了，妻子问，这是怎么了？我
还是决定把去随州抗疫的事告诉
她。妻子转过身去，沉默了许久，轻
声地说：“注意保护自己，做好防护。”
那一刻，我真感觉很愧疚，这样的时
刻，我本应该在家人身边守护他们，
但是，记者的使命感却更加坚定地告
诉我，此行不仅仅是一次采访，更是
记录一段历史。

到达随州后，我和报社同事、文
字记者郑荣林及江西电视台的3位记
者都住在江西对口支援随州市前方
指挥部，我多次提出希望进入隔离病
房拍摄，指挥部不敢批，“太危险了，
不敢保证不会被感染”。

但我一直在悄悄做采访的相关
准备工作。找医院感染科医生要了
一套旧防护服，根据防护培训的内容
每天在房间里练习穿脱。

如何采访、拍哪些内容、要注意
什么？所有从隔离病房出来的东西，
都会携带病毒，摄影器材如何防护、
消毒？我心里一遍一遍地梳理这些
问题，经过多次培训、咨询和演练，我
做好了进入隔离病房的准备。

机会终于来了。3月4日一早，我
和郑荣林跟着江西援随医疗队专家组
走进随州市中心医院龙门院区重症病
房，病房内有12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
者。上午9点，医护人员急匆匆地奔向
各自工作岗位。每个人都按照流程认
真穿戴防护服，准备进入病房，开始一
天的工作。我跟医护人员一样，换上
防护服、口罩、手套、鞋套……更衣室
里，紧张有序，穿完防护用品用时20多
分钟，总共有10道防护。现场负责感
控的医生挨个检查大家的防护服穿戴

是否规范，检查防护服有没有破损的
地方，确保万无一失。对着镜子，我拍
下了几张工作照，那一刻，说一点不害
怕，那是骗人的。

带我进 ICU病房的是江西援随医
疗队重症组组长邹颋。9点半左右，邹
颋再次检查我的防护服，又用胶带把
领口、手腕和袖口结合处细心地贴上。

ICU病房是重度污染区，房间中
病毒气溶胶浓度非常高，进行近距离
的操作时防护服如果有一点点漏气，
病毒就可能被吸入。在这个看不见敌
人的战场，每一位医护人员都保持着
高度的警惕。只有医护人员做到零感
染，病患才能看到希望。

清洁区、缓冲区、半污染区、污染
区……经过一道道走廊，推开一道道
门，每往里面走一步，意味着离病毒更
近。重症隔离病房里很安静，进入核
心区，我们不敢大声说话，甚至不敢大
口呼吸，生怕周围的病毒会被吸入。
穿上隔离服的医护人员只能露出一双
眼睛，谁也认不出对方，于是他们相互
在隔离服上写名字或者外号以及鼓励
的话。

“转到这里来的患者，病情都比
较严重，现在还有 12名危重患者，病
情复杂。”邹颋说，这里集中收治了随
州市病情最重的新冠肺炎患者，其中
不少病人都带着较为严重的基础
病。江西援随医疗队重症组通过整
合医疗队内专家资源以及省内优质
医疗资源，以远程会诊的形式，每天
不断研究分析情况并修正治疗方案，
实行“一人一策”治疗方式，提高抢救
成功率，降低病亡率。

“小碎步，动作幅度不要大！”拍
摄过程中，医生不断地提醒我。虽知
风险，但太多的画面让我敬佩和感
动。我希望用手中的镜头来传递感
动和力量，从而激励更多的人，坚定
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希望。1个多小时
的拍摄，内衣已经完全湿了，而医生
和护士要在这种状态下工作 6 个小
时，甚至更长时间，难以想象他们是
如何坚持下来的。

走出重症隔离病房，虽然筋疲力
尽，内心却无比坦然。面对病毒的恐
惧，没有犹豫，没有退缩，作为新闻摄
影人，我觉得，有幸能出现在战“疫”一
线，3次进入隔离病房拍摄采访，真实
记录医护人员日夜奋战的现场，这是
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

3月8日，是我儿子10岁生日，之
前曾答应要好好给孩子过一个生日，
可是我食言了。出发时，没有想过这
一待就是整整42天。儿子和爱人每天
跟我视频都非常担心我。作为一名摄
影记者，必须亲历现场，所以家人已经
习惯了，是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才能让
我更加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

随州42天，我跑遍江西援随医疗
队 8个定点医院新冠肺炎防治点，用
手中相机真实记录医护人员忙碌穿
梭的身影，及时推出众多战“疫”的最
新报道。我发稿 100余篇，重点推出

《“红区”抗疫》《战“疫”一线 绽放锵
锵玫瑰》《江西“天使”随州战“疫”》等
文图报道，另外还推出了《直击随州
新冠肺炎 ICU》3个微视频纪录片，引
起广泛关注。

越是危难时刻，越考验党员干部
的责任担当；越是紧要关头，越需要万
众一心的坚实行动。在随州采访的那
些日子，我见证了许许多多党员同志
关键时刻“站得出”、危难关头“豁得
出”的感人故事，更深刻体会着党员同
志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宗
旨的初心。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在随
州抗疫期间，我真诚地向党组织提交
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火线入党”
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下一个重大新闻的现场，我还将
一如既往、义无反顾地第一时间出现，
因为这就是记者的初心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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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的机耕道把畅通贯彻到了
始终。田野在节气里褪了妆，像素面
朝天的乡村母亲，展示着最本真的肤
色，参差的稻茬沉默地为下一个季节
积蓄着能量，放养的鸭和鹅在田垄间
穿行觅食，嘎嘎嘎打破了旷野的宁
静。

车轮跨过村头的河面，稳妥的
感觉提醒新桥的存在。在村口的银
杏树下停车，些许的动静让三两只
狗立刻就蹿了出来，见是我，又生生
把喉间那声威吓给咽了回去，偃旗
息鼓，几句小声的“呜呜——”从鼻
子里哼了出来，倒把几米外墙角晒
太阳的村民都逗笑了。3年了，我这

“狗不理干部”的名号算是坐实了。
颜奶奶家离村口最近，第一个

迎了出来。她的老寒腿这几年发作
得厉害，医生叮嘱她做好保暖。上
次我给的护膝暖贴她用了直说好，
我这次就又给她带了些过来。

“凤英在家等着你呢，都准备好
了。”她乐呵呵地说。

我忙扶着她一起往凤英姨家走
去。

进得门来，除了凤英姨，对门的
张文静也在。三个人对着我开始了
一场蓄谋已久的洗脑。

“试试吧，真的很不错。”
“这是最好用的东西，原来的姑

娘们都这么用的。”
“真的真的，我们可都准备好

了……”
锅里温着水，灶膛里烧的是秋

天收藏的干稻草，铲出的稻草灰用
纱布包了，放在一只细密的竹筛子
里，竹筛子用木架子搁在一只大盆
上，一勺勺温水冲下去，微黄的水就
滤进了木盆里。

趁第一遍灰水沉淀的工夫，我
们拉起了家常。这是一个冬日里难
得阳光明媚的周末午后，有老父母
迎来了在城里安家的儿女，温酒杀
鸡的，空气里的酒肉香气熏得人想
醉。奇怪，我和3个严格意义上非亲
非故的村妇坐在一起，竟然有种出
嫁的女儿回娘家的错觉。

说起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因
为一本绿皮本子才有了牵扯。3 年
前，我的照片被做成名牌，贴在她们
3家的外墙上，从此，按照工作要求，
我每次上门，都要把相关情况记录
一一写进那本绿色的帮扶手册里。

颜奶奶总喜欢留着些吃的给
我，红薯片、炒花生什么的，说看到
我像看到她远嫁的大女儿。她 70
多岁了，前半生中年丧夫，好不容
易把儿女拉扯大，儿子又患了肝
病，好在有新农合大病报销政策，
病情得以好转，瞅准时机买了台收
割机开始勤劳致富，去年一整年我
是看着颜奶奶脸上的笑意越来越
浓。

张文静是我最心疼的一个。她
今年不过 48岁，却已经守着一对精
神病患者的父子煎熬了半辈子。这
两年丈夫病情好转，有了公益性岗
位补贴，能在她的带领下干些农活，
而儿子只要按时吃药也能正常生
活，她头顶上的那片乌云终于散开
了。去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在野
地里遇见张文静带着沉默寡言的丈
夫一起掐艾草，那妇唱夫随的画面
让我一时间仿佛被风沙迷了眼。想
起某次她和我说起父子俩的病情，
动情时拉起我的手哭喊：“我不能
走，是我自己点头嫁的人，我怎么能
走得了！”

这样苦难中的深情让我心生敬
意。

而爱笑的凤英姨去年遭遇了一
场有些沉重的打击，因为新冠疫情，
养得好好的几千只鹅卖不出去，亏
空了前一年的全部心血。但她不气
馁，抹干净眼泪又重来了一遍。经
过夏天秋天的汗水，这个冬天终于
打了翻身仗。

就是这样 3 个女人，她们的身
后，是3个在脱贫路上奋力前行的家
庭。她们的生活远比我的要沉重得
多，但她们精神的明亮和坚韧却常
常让我自愧不如，我们之间的关系
也远不止房墙上标注的帮扶和被帮
扶那么简单。

我常常会想，她们的心里是怎
么看待我们的关系？开始的时候怎
么看？现在又是怎么看？我还常常
想，如果人生可以交换，我变成她
们，我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比她
们做得更好？还是更糟糕？我想起
我爸在上海动手术，她们3个会一起
在电话的这边七嘴八舌地要我别着
急。疫情期间，相比我对她们带有
责任性质的关怀，更多的是她们时
不时发给我的防治偏方。前阵子我
随口一句最近熬夜太多掉头发厉
害，她们就一再怂恿我来试试稻草
灰的偏方……

第二道的工序在又一次纱布的
过滤后完成。木盆里盛满了稻草灰
的精华，这温热的古老的洗发水，也
许并不能有像她们口中说的那么奇
效，但这样的尝试，她们乐意，我也乐
意。

这是2020年的冬天。许多的变
化在悄然间发生，路变宽了，桥建起
来了，愁眉苦脸的颜奶奶爱笑了，张
文静的天空放晴了，凤英姨家的鹅
又养起来了……这一年，我在这个
叫西汉的村庄里忙碌，和3个家庭共
同完成脱贫攻坚路上最后一程的奔
跑，我想，在未来，我会一直记住这
一年我们一起牵手的温度。

从钟岸村到罗龙村
11.7 公里，那是一座圩堤
张开手臂挡水护田的长
度。碗子圩，这个在 2020
年雨季与之相守、为之奋
战了两个月的圩堤，年末
岁初的日子，总是出现在
我的脑海里：那急拍堤岸
的惊涛，那百孔千疮仍屹
立不倒的长堤，那千姿百
态却只有同一个护堤目
标的人们……

碗子圩围成碗口状，
保护的是鄱阳县古县渡镇其中16个村委会近4
万人的饭碗。它始终作拥抱状，拥抱着耕地村
庄，拥抱着岁月冷暖，拥抱着五谷丰登，拥抱着
幸福安康。

2020年 7月 4日，昌江水位超警戒线，碗子
圩如临大敌，进入紧急状态。千米一岗，百米一
哨，我们开始日夜巡圩时，镇村干部已在圩堤上
安营扎寨。已有百年阅历的碗子圩，见证过温
情脉脉的昌江两岸波光粼粼、流金淌银、树秀华
艳、鱼肥粮丰，也记录了洪水肆虐河床、圩堤岌
岌可危。

碗子圩下面多紧挨着住房、连着村庄，平时中
青年大多外出打工，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总捂
不热村庄的冷静与寂寥。7月初的一个个电话，一
条条微信，就让村庄和圩堤都喧闹躁动起来。

县红十字会送来的帐篷成了各村的指挥
所，白天红旗飘飘，晚上灯影幢幢。红袖套、手

电筒、长雨靴，成了晚上巡圩人的醒目标识。
来自广东、福建、浙江和景德镇、九江的创

业者，平常一年到头忙得只有清明、春节会回家
住上几天，这次为守圩抗洪放下生意，告别妻
儿，一呆就是一两个月。开铲车、挖掘机、后八
轮的个体户也推掉了业务，随时在圩堤上应征
备用，不计较挣多挣少。

碗子圩是他们家乡的生命线、安全网。洗
澡摸鱼的昌江、嬉戏打闹的圩堤、割谷摘菜的田
地……不管远行千里，这里有他们太多的记忆，
涨水时不回来，梦也会被惊醒。7月 8日晚，碗
子圩马埠段告急。刚刚入睡的村民刘怡胜穿着
拖鞋就往堤上跑，在哈尔滨工程大学读研究生
的儿子刘先渊，不顾家人的反对紧随其上，和父
亲并肩作战在圩堤上。

村支书汪日明组织近百名赶回来抗洪的村
民挑灯夜战，一宿未眠。装袋、筑堤、培土，与洪
水对峙。已进入鄱阳采访的江西卫视记者闻讯
赶来，用镜头记录下了感动。

7 月 9 日，昌江水位超 1998 年极值 25 公
分。碗子圩险象环生，命悬一线，桂家段、马埠
段纷纷告急，危在旦夕。

锣声骤响，广播骤响。300 多名党员群众
肩负手提，与时间竞速，与洪水竞力。堤身穿洞
导致车辆被陷、人员被陷……洪峰撕开了口子，
洪水爬向了堤顶——惊心动魄的360分钟生死
决战……似乎在圩堤之外又筑起了一座无形的
新墙，让洪水畏惧，使堤坝无恙。

星塘村的王灯水等五任村支书联排作战，
马埠村的刘怡胜父子兵上阵保圩，古北村的胡

晓琴组织的娘子军结伴，都在圩堤上留下佳
话。45岁的江冬枝原是江家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她安顿好两个年幼的孩子，毅然坚守抗洪一
线，已经脱贫的她说人要懂得感恩。

已有百岁之龄的碗子圩一次次淋风沐雨，
一次次水刷浪打，显得低矮、孱弱甚至空虚，堤
身树兜被虫蛀，泥沙被冲刷，水泥路面上隐藏的
是深邃的大洞，有的甚至可以藏匿一头水牛。
碗子圩千疮百孔，身虚体弱，出现险情不下百
处。电排大多年久失修，无力排涝，爱莫能助。
上饶市水利专家潘海军、夏侯志和鄱阳已退居
二线的水利工程师吴俊亮每天都要到圩堤流动

“出诊”，“望闻问切”，并通过堤身除草、钢钎插
草发现危情，果断进行“开膛破肚”，找到漏洞水
源，迅速回填黏土夯实，大堤进行了20多次“结
扎手术”，有效截流断源，他们用智慧和勇气使
一段圩堤化险为夷。他们常在圩堤披星戴月，
风雨无阻，在堤顶、堤身、堤脚都留下斑斑足迹。

来到碗子圩的人越来越多，领导、专家、媒
体始终关注这座几次濒临漫决、几次死里逃生
的圩堤。部队官兵抢险救急、清除杂草，县红十
字会、县文艺协会、金华商会等纷纷赶来，带来
食品、饮料和默默的支援与深深的爱意，圩堤又
多了一份力量。

年末岁寒，为鏖战水利冬修，我又一次踏上
碗子圩，抗洪抢险的场面恍若昨天。已略显干
涸的昌江，全然不似曾经的暴虐与张狂，温顺得
像个干瘦的老者。

圩堤上又是车来人往，机声隆隆。镇党委
书记张晓鹏介绍，县里已安排近千万元对碗子
圩除险加固，近3000万元修建古南、桐湖、马埠
等电排站，响应县委根治水患的号召，打响了水
利冬修的大会战。在桐湖段，我看到电排站已
完成基础涵洞浇铸，已有30年高龄的电排站即
将告别历史舞台。

那个多次与洪魔恶战的马埠段堤身已得到
加固，像是重修了一座圩堤，明显宽广起来。空
旷的田野，蔬菜大棚内外青翠欲滴，甘蔗林根根
挺立，一片绿意葱茏。毗邻的村庄，鸡鸣犬吠，
炊烟袅袅，四处人声鼎沸。新修的柏油路上笑
脸盈盈、笑声朗朗。在建的昌景黄高铁经碗子
圩跨江而过，不远的高铁站一头连着碗子圩，一
头连着远方……

《《疫情面前疫情面前，，我们心手相牵我们心手相牵 我们众志成城我们众志成城》《》《@@所有人所有人 每一个你都是战士每一个你都是战士》《》《花花，，正在努力地开正在努力地开》《》《在大堤上在大堤上》《》《镌刻在抗洪大堤上的诗镌刻在抗洪大堤上的诗
行行》《》《献给军旗的抒情诗献给军旗的抒情诗》》……翻阅去年的版面……翻阅去年的版面，，那些似乎要被遗忘的场景又在眼前那些似乎要被遗忘的场景又在眼前———大年初三加班途中驾车穿过的大街萧瑟空旷—大年初三加班途中驾车穿过的大街萧瑟空旷，，如如
今早已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今早已是车如流水马如龙；；洪灾袭来洪灾袭来，，紧急约稿奋战在大堤上的县委宣传部的干部紧急约稿奋战在大堤上的县委宣传部的干部，，电话中似乎能听见风急浪险的大堤粗重的喘息电话中似乎能听见风急浪险的大堤粗重的喘息，，而而
今江河湖海一片安澜……今江河湖海一片安澜……

战战““疫疫”、”、抗洪抗洪、、扶贫扶贫、、脱困……这是去年发生的大事脱困……这是去年发生的大事，，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却是他们实实在在的人生片断却是他们实实在在的人生片断。。在在20212021岁初岁初，，让我们随让我们随
着几位亲历者的回忆着几位亲历者的回忆，，再次回望再次回望————

有温度的奔跑
□□ 陈陈 炜炜

那
水·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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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映映

星星

那些感动我们的瞬间那些感动我们的瞬间那些感动我们的瞬间
那些感动过你的现场画面，是——

印迹

（配图为解放军指战员处置泡泉，抢险护圩，由鄱阳县委宣传部提供）

（所配图片为杨继红在随州
抗疫一线的工作情景，由杨继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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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