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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夜出征
10月 31日 周日 天气：晴

4时 30分，铅山县行政大楼 819房。

稿子已发往编辑部，我没敢离开电脑。直

到编辑从微信上发来语音：“稿子没问题了。”

此刻，时针指向 5时。

很奇怪，星夜出征、连续工作，我仍毫无睡意。

我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作为记录：30 日 22
时 30分，紧急奔赴铅山。一夜无眠。

时间拨回到几个小时前。

“10 月 30 日，铅山县葛仙山镇报告一例新

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目前已经对该区域进行

管控措施。”看到这条新闻时，我心里咯噔一下，

江西已连续 610 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报告，

铅山这个确诊病例是从哪里输入的？突发疫

情，当地情况如何？

有个声音一直在我脑子里不停地说：“记者

就应该奔赴现场！”我跟领导主动请战，并着手

准备。

22 时 30 分，手机骤响，打破夜的宁静。一

接通，领导的话传来，急促、简短、有力：“马上出

发，前往铅山，立即采访，连夜发稿！”

我拎上准备好的行李，冲出家门、发动车

子，向着 60公里外的一线出发！

疾驰在空旷寂静的公路上，我的脑海里一

直在翻腾：现场会是什么情况呢？赶到铅山已

过零点，夜班还在等我发稿，22 年职业生涯中时

间最紧张的一次采访任务，我能完成好吗？

到了市区单位楼下，我换乘公车，徐师傅熟

练地驾车往铅山方向驶去。车上，我和铅山当

地同志保持热线联系，了解情况、梳理信息、确

定方向、选点采访……

31 日 1 时 30 分，铅山的同志在九狮桥管制

卡口接应我后，一起来到上饶市信州理工学校

采访。走进综合楼一楼教室，灯火通明，前来增

援的上饶市各医院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戴着

手套，正在连夜对该校师生进行核酸采样。

人群中，我看到一位母亲紧紧搂着已经入

睡的孩子，严格遵守一米线规定，安静地坐在座

位上等待采样。

这画面让我心里莫名一酸……

随后，我又来到铅山县最大的农贸市场——

富达农贸市场，了解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

采 访 结 束 后 ，我 跑 到 铅 山 县 行 政 大 楼 赶

稿。4 时 30 分左右，终于写完两条稿子，并配发

核酸采样的现场照片。

5时，晨曦微露。打量着这幢大楼彻夜不熄

的灯光里行色匆匆的人们，我在想，这一夜，他

们经历了什么？我能做什么？明天等待我们的

又是什么？

延伸阅读：10 月 30 日，葛仙山镇发现一名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要求认真贯彻落实有关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全面有效防控疫情，坚决切断疫情传播扩散

途径。

铅山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当天全

面启动核酸检测，在葛仙山镇、湖坊镇和河口镇

开展第一轮第一批核酸检测，紧急抽调各县区医

护人员前往支援。自 10 月 31 日零时起，对葛仙

山镇、湖坊镇、葛仙村度假区实行封控管理。

白衣执甲
11月 1日 周一 天气：阴晴相间

疫情来得猝不及防。铅山这座小城的空气

中，仿佛弥漫着一丝紧张不安的味道。往日车

水 马 龙 的 城 区 主 干 道 上 ，只 有 零 星 的 车 辆 经

过。车头装着大喇叭的宣传车来回穿梭，循环

播放“请广大居民不要聚集、无事不要外出”的

录音。不少服装店、理发店、餐饮店，都已关门

停业。人们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戴着口罩、排

队做核酸采样。

“除了吃饭和上厕所，我们把所有的时间和

精力都用于工作。”去年曾支援湖北的铅山县第

二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饶鹏程说。

闻令而动，尽锐出战。在全县近 500 个核

酸采样点，医护人员在通宵达旦地工作，有的连

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累瘫在地上，有的趁工作间

隙背靠背打个盹，还有的翻山越岭几个小时上

门采样……48 小时不到，就完成全县第一轮大

规模核酸检测工作，共计检测 293062人，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

看似枯燥的数字背后，是无数白衣战士争

分夺秒的奋力奔跑。

延伸阅读：疫情发生后，省卫健委紧急部

署，省人民医院、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昌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 8 家医院，先后调集 13 台

车载核酸检测方舱、4 辆负压救护车，派出医疗

救治、感控、流调专家及核酸采样检测人员共

2000余人前来驰援。

在 11月 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省疫情防

控应急指挥部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南昌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院长张伟表示，截至 10 月 31 日 24 时，

铅山有 1例轻型确诊患者、4例无症状感染者，没

有重型病人。他们之间多为直系亲属或室友关

系，且病情整体可控，广大市民不用过于担心。

一个都不能少
11月 2日 周二 天气：小雨

阴雨绵绵，铅山突然大幅降温。

好在带了一件橘黄色的冲锋衣，天晴穿内

胆，下雨换外套，此时，套在一起穿，暖暖的。

今天心里也是暖暖的：报社增派的 5 名同

事已赶到铅山，我们并肩作战。

当天下午，铅山县河口镇第五小学党支部

书记、校长胡和平冒雨来到鹅湖镇公果村，给五

（1）班学生徐文成送上一部自己用过的智能手

机。

小文成是一名留守孩子，父母都在浙江台

州务工，年迈的爷爷奶奶在家里照顾他。“这下

可好了，孩子的学习不会因疫情落下啦！谢谢

校长！”爷爷徐新生的脸上，满是笑容。

“你家的路由器安装在哪里？我看看网速

怎么样，你上网课会不会卡住？”学校信息处主

任杨星文来到二楼，走进孩子房间，查看网络情

况，并手把手教小文成如何打开赣教云平台、进

入网课页面。

该校 671 名学生中 45%是留守孩子，学校对

这个群体总是特别关注。疫情发生后，学校安

排班主任对学生情况进行全面摸排。了解到 3
名留守孩子没有智能手机，老师们拿出自己的

闲置手机一一“送货上门”。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刚开始，徐文成并不肯

接受胡校长的手机，说爸爸妈妈教育他“不能随

便拿别人东西”。胡校长告诉小文成，这是闲置

的旧手机，借给他上网课，用完要还的。他这才

收下，还向校长鞠躬致谢。

离 开 时 ，这 个 10 岁 的 孩 子 站 在 二 楼 阳 台

上，向我们挥手告别，久久地。

对于留守孩子，被人关爱的感觉，是多么美

好！我想，在小文成的心中，校长高大的背影，

将成为一生的温暖记忆。

延伸阅读：11 月 1 日以来，铅山县、信州区、

广信区除大中专院校外的各类各级学校相继暂

停线下教学，全面进行线上教学。

上饶市教育局第一时间启动疫情防控预

案，分类施策、一校一案，采取录播课和老师在

线直播教学等方式，组织保障信州、广信、铅山 3
个区县 26.1 万名中小学生的学习，做到“离校不

离教，停课不停学”。线上教学，同样一个都不

能少。

青春的模样
11月 3日 周三 天气：小雨

“这些年轻人每天五点半去葛仙山送餐，接

着奔赴各个乡镇送抗疫物资。今天，又有 12 名

志愿者主动要求去一线。”一大早，铅山团县委书

记王郑杨给我发微信。连日来，这个 90 后的年

轻人，带领一群同他一样的年轻人，奋力奔跑。

95 后黄玮是一名创业青年，主动请缨去最

艰苦的地方做志愿者。10 月 30 日 20 时，他来到

人流量最大的县文化广场协助维持秩序，直至

深夜。第二天一大早，小伙子又穿梭于各个疫

情防控卡点送口罩和食品。

2 日夜晚，铅山县新滩乡后坂村，江西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护理专业二年级学生陈正亿和

小伙伴们还在为全村 800 余名村民进行核酸采

样。夜已深，小陈的护目镜蒙着一层雾气。他

笑着说：“今天稍微轻松一些，第一天忙到凌晨

3 点。”

走在乡间小路上，这群 00 后身着防护服的

身影，在暖黄色路灯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温

暖。护理专业学生李娜说：“老师、学长、学姐都

上过抗疫一线，这次轮到我们上了！”

昨天还是父母眼中的孩子，今天已然化身

“提灯天使”，奋不顾身，守护别人。

延伸阅读：疫情发生后，铅山团县委发出招

募令，短短几个小时,700 多名青年志愿者报名

参战。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共派出 350 余名具

备护士资格证的师生赶赴铅山县支援防疫工

作，其中大多数是 00后。

首例治愈患者出院
11月 4日 周四 天气：阴雨相间

天空阴沉沉的，还不时飘下几滴细雨。

但我的心里，一片晴朗。

抗疫第六天，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铅山本轮疫情首例治愈患者要出院了。

在定点医院——上饶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隔

离区域，这个年轻的姑娘隔着 20 多米，向我们

挥手大喊“加油”。

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第一时间把这条

快讯发在微信朋友圈。大家都在点赞：“这么快

就出院了！真好！”

“由于流调工作做得比较扎实，目前所有确

诊病例皆为密接和次密接传播链上的病例，以

普通型、轻型和无症状为主。我们对病人实行

中西医相结合方案，一人一策、精准施治。”省疫

情防控应急指挥部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南昌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首席公共卫生专家、感染控制

处处长向天新，给出了权威专业的解释。

向天新还说，“有信心实现早日清零”。

嗯，信心比黄金还要珍贵！

铅山加油！上饶加油！

延伸阅读：疫情发生后，省市县三级专家迅

速开展流调、核酸检测和医疗救治等工作，并集

中力量对病人进行精准救治。

经过基因测序，专家组确定这次疫情由德

尔塔变异毒株引起。该病毒近期在国内多地呈

多点散发的流行状态。10 月 30 日以来，上饶市

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病例数量有所增加，符合

该病毒的特点。

“疫”线记者
11月 8日 周一 天气：晴

今天是第 22 个中国记者节。一大早，收到

很多朋友发来的节日问候。

今年这个记者节，永生难忘！

我很荣幸作为一线记者代表，在上饶市的

记者节座谈会上发言，介绍报道情况、交流抗疫

体会。“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是一场特殊

的战役，身为一名党报记者，能够参与其中，深

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会拼尽全力，交出一

份合格的新闻答卷。”

23 时，贴心的后勤保障组给大家送来了蛋

糕，上面写着：“感谢新闻记者！”

记者，是逆行者，是战士，也是英雄！

记录生活、记录时代，今天，我们也是抗疫

的主角！

延伸阅读：10 月 30 日，一支由新华社、江西

日报、江西卫视等 40 余名记者组成的“新闻战

队”，陆续赶往铅山和上饶市中心城区抗疫一线。

在这 20 多天中，抗疫的每一个现场，都有

他们，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随处可见的“志愿红”
11月 15日 周一 天气：晴

中午外出采访，车子行驶在宽阔而空荡的

上饶市广信大道上，周遭鲜有车辆，几无人影。

整个城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回想平日里的繁华热闹，我有些伤感，这是

我的城市，这是我的家。

走进上饶市江天农博城，集团董事长方勇

钧正在不停地接打电话。站在一大群人中间，

他忙碌着，毫不起眼。

面对面采访时，我注意到他双眼有些血丝。

连夜调运物资、安排人手分拣、确保物流畅通……

十几天来，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在等着他，没有

睡过一个好觉。“这个非常时刻，忙一点、累一点

都是应该的。”虽神色疲倦，他语气坚定。

现场，几十名身穿红马甲的员工站在几条

长桌子前，拆包、分类、装袋、核对……熟练的流

水线操作，让人眼花缭乱。最后，这一个个装着

土豆、萝卜、辣椒、香菇……的塑料袋，又重新回

到大货车上。为最大限度地保证食材的新鲜，

这些蔬菜大礼包将搭乘小型运输车，迅速运往

各个封闭管理的小区，然后再由党员干部、社区

志愿者逐户送进居民家。

政府买菜、干部送菜。市民杨先生深有感

触地说：“这是疫情中的温暖！”

8 时上岗、18 时回家，这是信州区志愿者陈

妍近期的工作时间表。

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喝水。为节约时间，上

班时间她尽量不喝水，10 个小时里仅有的水分

摄入，是中午随盒饭配送的一点汤。卡点值守、

配送蔬菜、入户摸排、帮老人填写采样信息……

作为一名退役女兵、经验丰富的志愿者，这些

事，样样她都得参加。光是在江光小区爬楼送

菜上门，每天步数都在 2万步以上。

夕阳下，我看着陈妍的背影走进小区，白色

防护服里透出来的那一抹红色，让人安心。

在社区、在卡点，在路上、在车里……在疫

情防控的各个战场，随处可见“志愿红”的身影，

热心司机、志愿者、网格员、外卖小哥等纷纷行

动起来，凝聚起群防群控的磅礴力量。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普

通人在负重前行！

延伸阅读：自 11月 4日 17时起，信州区海德

文景苑小区被划定为中风险地区，实行“区域封

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的封闭管理措施。除

此之外，市中心城区还有多个管控区，居民“非

必要不出门”。

为做好市场供应，上饶市组建两个工作专

班，分别在沪昆高速龙虎山服务区、玉山县衢饶

示范区设立两个跨区域物资接驳转运点，确保

市外各类物资顺利进入上饶。11 月 8 日至 20
日，两个转运点累计接驳 107 车次、物资 1714.9
吨，有力保障了市民群众生产、生活和市重点项

目建设需要。

三位母亲的眼泪
11月 19日 周五 天气：晴

阳光和煦，我的心情也随之明媚起来。

疫情防控形势在不断向好，胜利离我们越

来越近了。

午后，我泡上一杯茶，安静地听了一会儿音乐。

参加抗疫报道以来，我先后见过三位母亲

的眼泪，或畅快，或克制，让人动容。

1日，铅山县卫健委三楼会议室。县第二人

民医院检验科主任杨贝正在接受我们的采访：

连续工作 20 多个小时，她熬红了双眼但斗志昂

扬；凌晨 3 时冒雨进村，挨家挨户给村民做核酸

采样直到 7 时 30 分，她没有叫一声苦。“做好防

护，爸爸在家等着你”“妈妈你要照顾好自己，平

安回来”……提及 80 多岁老父正在市里照顾读

高三的女儿时，她情难自禁，泪水夺眶而出，我

的眼睛也湿润了。

7日，广信区旭日街道惟义社区中央一品小

区门口，社区党委书记姜涛正带着 6 名社区干

部和 20 多名志愿者，给居民送菜上门。“社区包

括我在内一共 7 名干部，全是女同胞。这几天，

大家都吃住在单位，随时待命，根本没有办法照

顾孩子。”谈到女儿，刚刚还在麻利做事的姜涛，

突然就红了眼眶。

15 日晚上，并肩战斗的南昌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抗疫夫妻熊华威、余其春，忙里偷闲接受了

我们的视频连线采访。整个过程中，余其春一

直沉默着，这让我心生纳闷。采访结束后，她在

微信群里留了一段话：“各位记者，不好意思，我

刚刚一直没怎么说话，我怕自己一开口就会忍

不住流泪，二宝才两岁多……”

隔着屏幕，我似乎能看到余其春坚强背后

的婆娑泪眼。之前看过她的工作视频，面对患

者，她精心照护，鼓励他们一起加油、早点回家，

把最好的状态留给病人；连线家人，她为了不让

老人孩子担心，从来报喜不报忧，转过身偷偷抹

去泪水，继续投入紧张繁重的工作。

她们，是身穿盔甲的战士，更是有软肋的母亲。

延伸阅读：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7 日，葛仙山

风景区共完成 17 轮核酸检测，自 11 月 3 日以来

已连续 14 天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且滞留人员和工作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17 日零时起，葛仙山风景区由封控区调整

为防范区，滞留的 880名游客有序返程。

19 日 9 时，上饶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

布第 7 号通告：自 19 日零时起，将信州区海德文

景苑小区调整为低风险等级地区，由封控区调

整为防范区。

平凡人的大爱
11月 21日 周日 天气：小雨

今天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自零点起，除葛仙山镇继续封控，铅山县全

境解封。

铅山疫情防控歼灭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8时许，铅山居民苏先生来到河口镇上的老

朱粉店。老板见他走进来，心领神会地笑着招

呼道：“还是老习惯吧？”这一碗热腾腾的铅山烫

粉，让苏先生吃出了久违的幸福滋味：“老板今

天料加得特别多，味道真是好极了！”

广场、街道、社区、商场重新鲜活起来，人们

脸上写满欢喜。

回 望 过 去 的 23 天 ，太 多 平 凡 个 体 挺 身 而

出，让我感动落泪。

10 月 30 日，“包子哥”张隽翾连夜采购 30 箱

面包，给 40 公里外的铅山县防疫工作人员送

去。凌晨 2 时许，又想方设法联合一家包子店

老板加急赶制 1000 个包子，赶早将热乎乎的早

餐送到一线工作者手上。面对大家的感谢，他

和那位好心的老板都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永平镇一夜之间搭起“抗疫厨房”，当晚便

拉起一支 30 余人的厨师团队。为了找齐人手，

唯一的女性大厨邱玉宁挨个给姐妹们打电话，

她说：“参加抗疫，即使没工钱我们也愿意来。”

44 岁的建筑工人李天雷听说需要车辆给葛

仙山景区滞留游客送饭，二话不说就开车来了，

每天清晨四五点到岗，“就想为家乡做点事，给

孩子当个好榜样”。

转运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近 20 例，一

天最多转运过 3 名确诊者，铅山县人民医院 120
车队司机陈远庆说：“我尽量多做一些，别人就

可以少一些风险。”

连夜往返上饶铅山 4 次，只为把素不相识、

刚出生 19 天的婴儿送回父母身边，志愿者纪金

星说：“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

在疫情面前,每一个平凡人，都是不可或缺

的力量。

涓涓之水，汇成江河。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

会来临。

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延伸阅读：10 月 31 日零时至 11 月 20 日 24
时，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22 例、无症状

感染者 60 例；累计出院病例 59 例。现有确诊病

例 3 例、无症状感染者 20 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

治疗。

10月30日铅山突发疫情，本报记者余燕作为全省第一位抵达现场的新闻记者，坚守在抗疫一线23天。

23天时间里，她目睹了广大党员干部不眠不休、奋力冲在一线的场景，感受到医务工作者争分夺秒、与病毒

赛跑的拼劲，还有疫情面前，无数普通人的平凡义举……所有的感动，在她的日记里流淌。 ——编 者

——一名记者的抗疫日记
□□ 余余 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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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配图片由吴文兵、余燕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