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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我一次次被来自抗疫前
线的种种人和事深深地感动，每一次
感动都令我心弦如琴被拨划。我在
想，是什么鼓荡起了我们的白衣天
使、我们的人民子弟兵那撼人心魄的
激情？是什么让我们的人民临大难
愈坚韧遇恶敌愈发奋？是国魂，是泱
泱华夏数千年文明淬铸而成又代代
相承的国魂！

国魂是什么？是道义，是富贵不
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气
概。

你看那田横。他与刘邦共举抗
秦义旗。刘邦得了天下，田横率五百
壮士逃亡海岛。高祖欲招抚他，遣使
持节，许以王侯，又以死相胁。田横
无奈，随使进京。及至距洛阳30里
之首阳山，他慨然自刎，命两门人持
其头颅以献刘邦。待田横安葬，两门
人亦掘洞于墓旁，自刎而去。岛上那
500壮士闻田横死讯，竟又齐刷刷
自刎以殉田横。日寇入我东北，徐悲
鸿曾作巨幅油画《田横五百士》以旌
其节。

你看文天祥。他于国难中临危
受命，领兵抗元，不幸兵败被俘。元
世祖囚其三年，百般利诱，终不屈服，
最后面南而跪，从容就义，留下“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不
朽诗句和豪气干云、传诵不绝的《正
气歌》。

你看谭嗣同。光绪被囚，变法
失败，康有为等人纷纷逃跑，他独
不逃。被捕入狱后，他全然不惧，
慷慨赴死，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
留肝胆两昆仑”的狱中题诗，尽显
中华儿女大无畏的忠壮之气。

你再看今天的抗疫英雄。国难
当头，他们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
康，临危不惧，迎毒而上，怀使命在胸
中，置生死于度外，其气其节，不正与
古之圣贤一脉相承？他们担起“挽狂
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民族大
义，他们著写“誓愿普求含灵苦，悬壶
济世救苍生”的壮美文章。

国魂是什么？是忠诚，是“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
国情怀。

忠于祖国，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
的光荣传统。屈原受贬遭放，受尽磨
难却念念不忘楚国。“陟升皇之赫戏
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
兮，蜷局顾而不行”，一曲荡气回肠的
《离骚》，将屈原九死不悔的爱国之心
彰显无遗。

苏武出使匈奴，被单于扣留。匈
奴人逼其归降，使尽手段而不得，便
将其流放到北海去放牧公羊，称要使
公羊产下羊羔，才让他返汉。苏武独
处荒漠，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却每日

手持汉节，牧羊如昨。这日子一过便
是19年！待他须发皆白返回长安
时，手中依然拿着那根因岁深月远已
脱尽缨穗的秃节。

反观今日之武汉，大疫当前，是
党员的争先恐后；穿白衣的，废寝忘
食。君不见，耄耋老汉挂帅印，运筹
帷幄不等闲；君不见，七旬老妪连轴
转，一天只睡三时半；君不见，三镇天
使铮铮誓，前赴后继守火线；君不见，
三军勇士手牵手，火神雷神战犹酣；
君不见，八方杏英发武汉，甘洒热血
写新篇……

国魂是什么？是同心，是众志成
城、同仇敌忾的协作精神。

团结协作，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
的秉性。“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周
易·系辞》首析团结之重要。“兄弟阋
于墙，外御其侮”，《诗经·小雅》直陈
团结乃民族之本能。这种禀赋或本
能，寻常日或许难见到，遇有大灾大
难，便尽显其风姿，大放其光彩。

当下这场抗疫之战，没有硝烟，
不见对手，但空气流处，时见感染；
人流交织，病毒立现。为阻断传
播，国家一道令，几百万武汉人硬
生生收了出行的脚步，就地隔离；
十四亿同胞同步戴口罩，勤洗手，不
出户，绝交游。武汉告急！湖北吃
紧！在国之召唤下，医疗救援队来
了，从北京，从上海，从湖南，从天南
地北一家家军地医院；救援物资来
了，从沈阳，从天津，从广州，从共和
国一座座大小城市……

国魂还是什么？是良善，是道心
长在常行善的品质和“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高尚情
怀。

自古以来，国人都以修桥补路、
扶危济困、行善积德、乐善好施作为
评判好人的标签。“授人玫瑰，手有余
香”，是对良善的赞美；“救人一命，胜
造七级浮屠”，是对良善的褒扬。裴
度家贫不怀贪念，于寺院中拾得玉带
坐等失主，救了一家危难，美名千年
传不断。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克
己奉公，解民危难，是万民景仰的好
官。

历史延展至今天，在汹涌洪流中
勇救32名乡亲的人民教师李明素，
于手榴弹爆炸当口奋勇当先掩护战
友而失去双手双眼的排雷英雄杜富
国，以50年真情养育28名上海孤
儿的内蒙古大妈都贵玛……一个个
大写的名字，将良善的可贵品质作了
充分诠释。

这种良善，在这次伟大阻击
战中得到最广泛、最完美的展
现。从奋战在一线的白衣战士，
到宅居抗疫的平头百姓，大家心
中只有一个信念：救人，灭毒！

钟南山老当益壮领帅印，他心中
所揣的是普度众生的良善；张定宇
身患绝症仍日夜坚守不下火线，
他心中燃烧的是良善的火焰；火
神山雷神山的建设者，争分夺
秒，不舍昼夜，他们秉持的是良
善；快餐小妹不计成本做盒饭，
她所坚持的是良善；一位位同胞
把钱送到派出所，夹个纸条，转
身便走，他们传递的是良善；元
宵节来临，火宫殿师傅亲手操
持，给被隔离的武汉游子端去一
碗碗热腾腾的汤圆，他们表达的，亦
是令人钦敬的良善……

沧海横流何足惧，国魂起处自蹁
跹。我相信，一个云开日出、水清山
朗的明天正在不远处等着我们。
（作者系原湖南教育报刊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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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在抗疫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国社会各行各业都
处于“被召唤”的状态，全国医护人员驰
援湖北，许多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纷纷
当起了志愿者，承担起了社会物资供
应的转运配送重任，交巡警奋战在维
持秩序的第一线，社区干部、党员纷纷
下沉到社区，成为保证抗疫大局走向胜
利的一个个重要枢纽。国有召唤，我有
响应，社会各界纷纷投身于抗疫洪流
中。作为一名教师，笔者一直在思考一
个问题：国有召唤，师者何为？

近代以来，但凡国有召唤，教师的
响应方式虽有不同，但从未缺席。19
世纪60年代，为洋务救国计，清廷设
福建船政学堂，延聘大量欧洲专家执
教，学堂为国家培养现代船政人才，有
不世之功，当中四位赞襄大业的中国
教师值得铭记。其中一位叫林宪曾的
闽籍教员，主讲算学。每每上课之前，
林老师必率领全班学员振臂高呼“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兴于国家用人之际，船政学堂承
载着一个民族的希望。这类仪式决非
算学课独有，无论是出操演练，还是课
堂教学，学堂上下弥漫着“为保国而牺
牲”的悲壮气息。这深刻地影响了被
称之为“闽童”的诸学生们，当中最有
名的一位就是严复。1906年，因先
翻译《天演论》又发表《论教育与国家
的关系》而闻名的严复，任安徽高等学
堂监督，开皖省高等教育之先河。执
教学堂期间，他以“保国善群”为立校
宗旨，倡导“公家之用者，举以炼心制
事是也”。其时《日俄密约》签订致东
北危急，而各地革命党人起义风起云
涌。越是时局危乱，严复对学生越严
格要求，“学生知功课之重，且一切唯
在求己，均无所用人情势力”。

在安徽高等学堂如恒河沙数的毕
业生中，“王星拱”这三个字当载史
册。抗战军兴之时，全国名牌大学尽
数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
大学在云南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
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迁陕西汉
中，是为西北联合大学。而另一所学
术重镇武汉大学则单兵作战，西迁四
川乐山，弦歌不绝。指挥这一文化长
征的，正是时任武大校长王星拱。

西迁乐山期间，王星拱校长筚路
蓝缕，艰辛开拓，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校
园建设。除了承担大量的校务工作之
外，还亲力亲为教学工作，为学生讲授
科学研究方法论，并指导化学实验，还
想方设法拓宽学生的视野，邀请英国
科学史泰斗李约瑟两次来武大演讲，
成就了“文化抗战”的一段辉煌记忆。

“文化抗战”中并非尽为血与火的
铿锵笔墨，战胜恐惧，仍需诗意。王星
拱主政“乐山武大”期间，以“痛心疾
首，奋起抵抗，一腔热血，培育人才”为
宗旨，礼聘其挚友、美学家朱光潜先生
任武大教务长，协助其主持教务并主
讲外国文学课程。某日，朱光潜先生
在课堂上讲授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桂冠
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悲
苦》时，念到最后两行——“若有人为
余哀叹，所怜为余而非吾之苦”，朱光
潜先生“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
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
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记录下这一使人百感交集场景
的，正是乐山时期武汉大学外文系学
生齐邦媛，这是齐先生晚年回忆录《巨
流河》中最震人心魄的一笔。近代中
国，中国社会各阶层都积极响应国家
召唤，谱写了共同的民族救亡之歌，而
教师群体在当中尤其显得特殊。英国
哲人培根有言“知识就是力量”，这便
是“师者何为”的真实写照。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
刀”。国有召唤，师者当将立德树人、著
书立说作为传承文化根脉、赓续民族精
神的方式，这是每一位教师的责任、使
命与担当。《论语·泰伯》有言，“士不可
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武汉大学校训
中便有“弘毅”二字。做老师的，大概都
可以算得上“士”，国家有难，为“士”者
且为师，更应将“弘毅”时刻铭记。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
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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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上元节刚过，心底淡淡道
一声“上元安康”，给亲人，给众
生。“漫夜灯花，几处笙歌腾朗月；
良宵美景，万家箫管乐丰年”，往昔
的盛景今年不复再现。泪眼朦胧中守
在电视机前，央视元宵节特别节目台
下观众席空无一人，正如我每日透过
阳台看到的街巷，空寂萧条。按照本
地风俗，初六为大顺日，初七为开始
日，十一立春日庚子正式到来，上元
节过了，新年也正式结束了，一直期
盼着疫情拐点快快来吧。

“2020爱你爱你”，这个讨喜的
谐音尚梦幻般飘浮在小姑娘想象的
浪漫天空里，己亥庚子之交新春的
年兽竟是大发其威，一场以新冠病
毒为先锋的灾难猝不及防地席卷大
地。除夕夜的美食还在飘香，大年
初一我的泪腺已呈决堤之势。除夕
夜，本是千家万户阖家团圆享受盛
宴之时，孰料那边厢号角声起，无
数白衣战士金戈铁马逆行赶赴一个
叫武汉的千万人城市。钟南山院士
又一次临危受命，以84岁老骥之躯
亲赴疫区，镇守病毒肆虐人人自危
的瘟疫之城，成为这场抗疫之役的
精神脊梁。前无古人的雷霆“封
城”行动，颇似壮士断腕，何其悲
壮！日夜开着的屏幕上，雷神山医院
如火如荼的建设现场提醒着我，这里
看不见硝烟，却是战场。

我闭关，做安静的修行者，宅其
身抱道行。新年的每一天，身体是安
静的，悲欣交集的心情却无时不在翻
涌。武汉城里全副武装仍动辄染疫的
医护人员令人揪心，全国各地逆行驰
援的身影令人动心，疫情直播时时滚
动的数字令人忧心，竭己所能捐钱捐
物的各行各业充满诚心，普罗大众拾

柴抱薪者的善行令人暖心……
在山东省莒县峤山镇，自防疫开

始，社会各阶层纷纷行动，上至白发
老者，下至懵懂孩童，慷慨解囊，自
发自觉为村里镇上乃至疫区的防疫出
钱出力。养猪种菜的，保洁打扫的，
企业做工的，主动捐助者覆盖面之
广，史无前例。隔离结束的人，手捧
鲜花与礼物热泪盈眶。张阿疃村养鸡
的华山开着超级大车，挨村为24小
时值守的防疫人员送去自己农场的笨
鸡蛋。东桥村有一位穆姓青年，磕长
头拜别长亲，自驾车远赴武汉，携安
装制氧设备之技能，为雷神山医院的
建设出一份力，去后26小时不眠不
休，抢干快干。这样主动请缨前往疫
区的人还有许多，就山东而言，去送
蔬菜日用品的，送医疗设备的，送其
他各类急缺物资的，络绎不绝。全国
各地及海外爱心人士可谓“山川异
域，风月同天”，共同期望春天破土
而出。在疫区，十余万超负荷工作的
医护和服务人员，正以血肉之躯守护
着这座前线城市，致人死亡的疫魔在
前，前赴后继的各路勇士们没有退
缩。举国上下放缓前行的脚步，全民
抗疫，这场抗疫之战，正以前所未有
的坚定进行着。

记得看过一部韩国灾难片 《流
感》。影片中，致命病毒大暴发，国
家高层和精英们发现局势难控，立刻
坐直升机撤离，并决定利用狙击手封
城，狙杀疫区所有民众，来保举国平
安。人在灾难面前变得无比渺小，生
如蝼蚁，生死不过几秒钟。灾难中的
人性是复杂的。身为医生的女主金仁
海为救染疫的女儿美日，乱世中不放
弃，尽其所能，冒险发现了抗体，这
才救了一座城。原以为这不过就是故

事，2020年突发的这场疫情却仿佛
情景再现。所幸的是，我们谁都没有
被放弃！封一座城，护一个国。城有
难，国有难，操戈披甲；城有危，人
有危，众士争先。百余医疗队，汇聚
举世豪杰，尽集于江城，攻坚克难。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风萧萧兮江水寒，壮士一去兮不惧危
难！这豪气，真真令人荡气回肠。细
想来，大灾面前善良大义人性的彰
显，也许就是令我们最为欣慰的。悲
苦和灾难测试着一个民族的整体状
态。

我们在光阴的长廊里漫步，好像
已经幸福了太久，好时光也变得稀松
平常，于是忘了心存敬畏，忘了行有
所止。

北师大教授严春友的 《敬畏自
然》早就指出：“大自然无与伦比的
智慧创造了一切，敬畏自然就是敬畏
我们自己。”所有的物种休戚相关，
是一个有机互动的命运共同体。妄自
贪痴，毁灭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灾
难是试金石，测试出平凡者的忠诚与
大义；灾难也是照妖镜，映照出人性
中的自私与妖异。刘慈欣《三体》中
有一句话，无知和弱小不是生存的障
碍，傲慢才是。

这一场“疫”之殇，给了我们太
多警醒。愿自此，我们杜绝无故杀
戮，因为索取就需偿还；感恩逆行者
和守护者，因为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
安全的屏障；学会敬畏自然，因为我
们是自然的孩子。善良、内省、珍
惜、谦虚……落下的功课，我们重新
学。愿灾难里那些铿锵的誓言，大爱
与温暖，让疾病与灾难成为尘埃，带
给我们一个有希望的明天。
（作者系山东省莒县第三中学教师）

庚子忧心
朱金翠

我是一名学生，一名平凡的
学生。

何为平凡？何为不平凡？它
们的区别是什么？是成就，是伟
业，还是人们口中称赞的“英雄”？

我不相信这世间有什么特殊
材料制成的”英雄”。如果说白衣
天使是“英雄”，那我想说：N95
口罩怎么会在“英雄”的脸上留下
淤紫？彻夜未眠的工作怎么会击
垮“英雄”的身躯？“英雄”难道不
应该是百毒不侵、无所不能的
吗？怎么还要用生命来对抗令人
不寒而栗的数字？所谓“英雄”，
也许只是人们面临灾难时一种心
灵的寄托罢了。

没错，也许个体的生命是平
凡的，是脆弱的，是不堪一击
的。面对灾难，他们成百上千地

逝去，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了平凡的一瞬间。人类固然平
凡，但平凡往往造就不平凡。那
动力来源于对生命的渴望，对爱
的崇敬，对苦难的怜悯和愤愤不
平。所谓“英雄”，只不过是平
凡的人在灾难面前挺身而出、以
命相搏。

2020年，我第一次亲身经
历一次全国性的灾难，也是我
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这世界。我
看到很多人用生命守护着一座
城市——武汉。

他们，将在那里。
我们，也将陪伴他们。
在至暗中，投射出生命的微

光……
（王天晴、吴悠系北京景山

学校七年级学生）

生命的微光
王天晴

邱悦校长转发给我一个微视
频，说这是我校七年级孩子的作品，
很感人，请我在公众号上分享。读
着这行行滚烫的文字，听着孩子们
稚嫩的嗓音饱含深情地诵读，看着
他们亲手描画的图片，我的心里有
说不出的感动。

七年级的学生，只有十二三岁。
这是他们在人生中第一次经历如此
重大的灾难。按理说，十二三岁，还
是需要大人们操心的年纪——我们

这些大人啊，不仅要护家人周全，还
会或多或少地担心孩子们因为灾难
的种种坏消息，导致心理、精神受到
伤害……

然而，从这个微视频里你能看
到，孩子们在努力地发声，用行动告
诉我们，他们正在那些用生命守护
着武汉、守护着百姓生命的白衣天
使的引领下，学着勇敢，学着爱，学

着用眼睛找寻光明——他们要以独
立的姿态和大人们站在一起，共同
“在至暗中，投射出生命的微光”。

如此，未来可期。我有理由相
信，孩子们长大后，一定会成为他们
所歌颂与追随的人。

如此，我也更希望，我们这些大
人，一起做好我们本该做好的事，守
护好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
的下一代。

（北京景山学校教师 周群）

【教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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