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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情浓

杨 浩

“杨老师，你好！ 我是冬冬，想问一下，你们

电视台记者缺口罩不？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给

你们

50

个。 ”

2020

年

1

月

31

日晚

8

时许，我的手机里传

来中央统战部挂职晴隆干部、 茶马镇战马村第

一书记张冬冬谦和的声音。

“老师”的称呼，不过是新闻界同行间的礼

貌性称谓，以我的真实水平，哪敢称老师。 张冬

冬曾经是中国新闻社的一名记者， 而且还小有

名气。

“太谢谢啦！ 我们县电视台记者正缺口罩

呢。你真的是雪中送炭！ ”我连声说，心里是满满

的谢意。 要知道，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蔓延神州大地之际， 有了口罩就相当于多了

一道防护网。

作为新闻记者，每当发生自然灾害或是公共

卫生事件，记者总是战斗在第一线，用自已的笔

触和镜头，忠实记录事态进展，鼓舞人心、激励士

气，传递打赢必胜的好声音和正能量。 为服务于

脱贫攻坚大局， 县电视台

10

名记者中，

5

名下沉

帮扶的坡荣村担任网格员， 留守的

5

名记者有

4

名是女同志，如果没有口罩，我能理解她们在疫

情防控阻击战第一线采访时的担心和顾虑。

正如

2

月

1

日的央视新闻所说：“随着疫情

防控工作的全面展开， 医疗物资紧缺成了一个

焦点、难点和痛点。 ”

2

月

2

日，工信部副部长王

江平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说：“我国口罩的产

能大约是每天

2000

万只，其中，医用的外科口

罩产能是

220

万只，医用的

N95

的产能大约是

60

万只。”这对于广袤的国土、众多的人口来说，

确实是供不应求。 对此，国家正在不断挖潜，全

力弥补口罩的需求缺口。

拽回话题。 我和张冬冬初次相识于去年

9

月。 那时，他还是三宝街道新露社区第一书记。

他说， 他要为三宝整乡搬迁的孩子们建一座图

书馆，为孩子们搭建起一座通向山外的桥梁。 当

时，张冬冬的初步设想是募集图书

6000

册。 几

经努力， 现在已收到各界爱心人士的捐赠图书

1.5

万册。 张冬冬说，等全面战胜疫情的时候，图

书馆就正式投用了，到那时，三宝街道的数千名

孩子就能在宁静、 优美的图书馆里汲取知识的

养分，看到山外精彩的世界。

去年

10

月下旬，响应组织安排，张冬冬到

条件更为艰苦、 更需要他为之努力奋斗的茶马

镇战马村担任第一书记。 张冬冬给战马村的发

展定位是“西泌河畔，山水战马”，并为战马村设

计了

logo

，以此提高战马村的对外知名度。 他在

村里新建 “战马书屋”， 目前已募集图书

5000

册。 同时，他为当地建立了第一个村级电商平台

“晴隆好物”，通过网上渠道，把晴隆特产脐橙、

茶叶、薏仁米等推介出来，增加村民们的收入。

正当张冬冬为三宝爱心书屋的投用和战马

村的发展殚精竭力的时候，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突然袭来。 乡亲们的安全、健康让张

冬冬牵挂于心，在北京过节的他再也坐不住了，

决定提前结束春节长假，从北京飞赴晴隆。

此时，大中型城市口罩都紧缺，更不要说山

区小县晴隆了。 “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被视

为防范病毒传染的三要素， 可见口罩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的重要性。 张冬冬几经奔走、 多方求

助，终于从一家爱心企业争取到了

2500

个

口罩。 获知口罩从厂家抵达贵阳的准确时

间，张冬冬就告别亲人，独自一人搭乘飞机

飞向贵阳，赶赴晴隆。

这

2500

个口罩，

1000

个赠送给了茶马

镇防疫一线工作人员，

400

个给了战马村，

其余的， 分别赠予了有关单位下沉一线的

网格员、帮扶干部和新闻工作者。

在张冬冬的原工作单位中央统战部直

属的北京华文学院，年轻的张冬冬只是一名

普通干部，其“能量”终究有限。 从为三宝街

道建爱心书室，到战马书屋、“晴隆好物”电商

平台，再到这次募捐到

2500

个急需口罩，这

一桩桩好事实事，作为局外人，我无从知晓

张冬冬是如何做到的，但其间的付出、奔走、

坚持和辛苦，定非常人所能想象！ 从千里之

外的北京， 来到山城晴隆开展扶贫工作，他

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所有这一切，只因为

他对晴隆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生活的

人们爱得是如此的深沉和执着……

2

月

2

日晚上， 张冬冬又打来电话，问

询我是否已到收那

50

个口罩。 对于他的关

心、关切，除了感动，我真的是无以言表。 就

募捐口罩一事， 我委婉提出了想要采访他

的想法，可张冬冬立即说，他只是一个普通

人，普通的帮扶干部，实在是没什么好采访

的。

“你是一个好人！ ”我脱口而出。

是的，张冬冬就是一个简单、纯朴、善

良、极富爱心的好人！

抗疫先锋

（报告文学）

蒙荣荣

一

2020

年的春节有点冷。

1

月

26

日，也就是大年初二，天空飘洒着毛毛

细雨。 晚上

7

点整，猫在家里的回族中年男人潘永

盛，看到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播报：中央对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行再研究、 再部

署、再动员。

疫情形势严峻！群防群控和联防联控的冲锋号

已吹响！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作为晴隆县光照镇规模村第一书记的潘永盛，

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要及时赶回村里，那里才是

他的岗位。

潘永盛站起来，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的，发什么神经病？ 你不看电视，我

要看嘛！ ”妻子埋怨道。

“明天早上，我要回规模村。 ”

“真的发神经病了？ 大过年的， 人人都在家过

年，你去找鬼打！ ”

“不是找鬼打，是我要去打鬼！ ”

妻子也站起来， 摸了摸他的额头：“没有发烧

嘛，怎么说胡话了？ ”

“刚才电视播放的新闻，你没有看到吗？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武汉发生，蔓延到其他

地区了，那鬼很凶恶，全国都在打，我要回村里安排

疫情防控工作。 ”

“你要记住， 你的单位是黔西南州文化广电旅

游局。 ”妻子的声音很大。

“但是，现在我是规模村的第一书记啊！ ”他的

声音比妻子的还大。

“哎哟！哎哟！一个第一书记，芝麻大的官，我怕

你是中央领导人哦。 ”妻子翻着白眼说。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群

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

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我要回去发动全村老百

姓群防群治。 ”

“哎呀，才芝麻大的官嘛，瞎操心！ ”

“不管多大的官，都要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

土尽责！ ”

妻子知道，潘永盛是一个性情中人，更是一个

天天有激情、时时在状态的人。 他的激情，感染着村

两委的每一个人。

2019

年

6

月，大家一致推荐他作

为贵州省委表彰的 “全省脱贫攻坚优秀村第一书

记”。 他的格言是：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

晚。 他认定要做的事情，哪怕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再说，潘永盛说的也有道理，也就不再说话了。

潘永盛坐回沙发上，回想那天镇里开会的精神

还有哪些没有做到位，思考如何把脱贫攻坚与疫情

防控结合起来。

1

月

22

日，就是腊月二十八，镇里开会传达了

中央、省、州、县几级党委政府疫情防控会议精神，

要求各村都要成立工作专班，进行联防联控。

规模村位于北盘江峡谷斜坡地带，上游为国家

湿地公园光照湖及北盘江光照电站，下游为马马崖

电站。 村里风光很好，每年春节都会有很多人来这

里旅游。

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 那么，人员走动和聚

集是最容易感染病毒的了。

近几年来，经过各级政府的帮扶，规模村即将

甩掉贫困村的帽子，脱贫攻坚正处在爬坡上坎的关

键时期。 在疫情不断蔓延的严峻形势下，如果防控

疫情没有做好， 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不幸被感

染，全家就会返贫，前面所做的扶贫工作就会前功

尽弃。

阻断疫情，就是阻断返贫！ 只有专班的力量是

不够的，还应该成立一个服务队，全力做好防控工

作。

二

1

月

27

日， 大年初三， 潘永盛早早就回到村

里，与村干部们商量成立服务队的事情，做好当前

春耕生产的和脱贫摘帽的事情。

“从这几天专班开展的情况来看， 效果是不错

的，大家都走村串户进行了大量的宣传，继续用好

专班的力量就可以了。 ”村党支部书记张天玺说。

“疫情是关系老百姓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大

事情，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还看

到有些老乡在一起喝酒， 我们村出去打工的人很

多，如果带着病毒回来，传染给一起喝酒的乡亲就

麻烦了。 ”

“村里布依族居多，年年都是这样的，要喝到正

月十五。 ”“今年有疫情，绝对不能，要彻底杜绝走亲

访友的事发生。 ”

“照你这样说，服务队还是应该建起来哈？ ”

“不仅要建起来，还要马上开始工作。 ”

“那就干吧！ 你来这两年，你说的每一件事情，

做到最后，结果都是对的。 ”张天玺说。

潘永盛用村里的应急广播喊话，号召村里的年

轻人加入到疫情防控志愿者服务队中来。

不到半个小时，就有

106

个人来到村委会办公

室，报名参加志愿服务队，尤其是放假回家过年的

大学生和在外打工返乡过年的年轻农民工，积极性

很高。

经过筛选， 成立了由

62

人组成的志愿者服务

队。

潘永盛和张天玺立即组织召开志愿者服务队

第一次会议。

“大家从电视新闻、手机微信、应急广播里可能

已经了解到了，武汉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这一种病会人传人，全国一些地方已经发生

了病例， 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镇里召开的疫情防控工作会议，要求各村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 ”张天玺说。

“打好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要紧紧依靠广大

群众的力量，开展群防群控工作，才能取得最后胜

利。 今天我们组建这一支服务队，就是要打赢我们

村的防疫阻击战！ 打赢我们村的脱贫攻坚战！ 大家

有信心没有？ ”潘永盛说到最后一句话时，把声音提

高了八度。

“有！ ”

大家齐声回答。

三

潘永盛想，要做好防控，只有队伍不行，要有内

容，让群众第一时间知道怎么预防。

这时，他的电话响起来了，一看是光照镇党委

书记邓瑞兰打来的，急忙接。

“潘书记，现在疫情严重，州里和县里又再次召

开紧急会议，做了周密安排。 镇里研究，各村工作人

员全部到岗，按照年前的安排，抓好落实。 ”邓瑞兰

在电话里把工作安排得明明白白。

“报告书记，我们刚刚成立了服务队，正在安排

防控工作。 ”

“还有一点， 你千万要妥善做好安排， 就是除

‘居家隔离观察’的农户外，在确保户与户、人与人

不聚集的前提下，每一天每一户都要安排

1

至

2

人

在田间地头，做好栽种蔬菜、给百香果树剪枝施肥

等农活，一定要做到疫情防控与当前农村农业生产

两手抓、两不误、同推进，为群众增产增收、巩固脱

贫攻坚成效打下坚实的基础。 ”邓瑞兰在电话里反

复强调防控疫情工作要与春耕备耕、脱贫攻坚工作

有机结合，协调推进，缺一不可。 并再三强调，这是

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一定要抓

好落实。

接完邓瑞兰的电话， 潘永盛转身对队员们说：

“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怎么样去开展宣传工作，老

乡才接受，你说拿起上面发的宣传册去，有的老百

姓看不懂，要用通俗易懂的话去对老百姓讲，让老

百姓过耳不忘，一听就明白。 ”

“把镇政府发的《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指南》上的

内容编成顺口溜，老百姓就容易记住了！ ”有人提

议。

“这个简单嘛，我先来一句：“你来我家我心慌，

我去你家你紧张。 ”一个大学生说。

“这个好

!

”潘永盛带头鼓掌。

“不要相互串门子，不要相互请吃饭。 ”

“不给政府添乱，不给自己添麻烦。 ”

“今年不走来年走，只要能把病赶走。 ”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来。

征集到顺口溜，潘永盛吩咐负责应急广播的小

岑：“你每隔一个小时播一次《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指

南》上的内容和刚才征集到的顺口溜，轮番用汉语

和布依语播出。 一定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

接着，他又拨打平时业务交往较多的一家打印

公司王经理的电话，请他帮助制作宣传标语。

“把内容发来，我立即做，现在员工都回家过年

了，我一个人做时间要得长一些。 现在发来，下午三

点钟来拿一点问题都没有。 ”听说是疫情防控的标

语，王经理积极响应。

潘永盛急忙用微信把相关内容发给了王经理。

下午三点，潘永盛就开着自己的车，到晴隆县

城的打印店拿回了标语。

张天玺，还有老党员、村民小组长韦玉书急忙

带着队员罗代才、岑志顾、韦小友、岑德、罗涛、熊井

书、岑朝、罗代和、罗安生、罗波、罗小燕、罗安花、罗

安康、熊应安、岑天松等人分发，按照之前的分工，

进村张贴和悬挂标语。

“挂好标语，还要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一定要

给老百姓讲清楚，疫情形势严峻，但是也不必惊慌，

是可防可治的。 同时要强调，一人得病，全家就会返

贫。 在家呆着，把环境卫生搞好，就是对防控疫情工

作的最大贡献。 ”潘永盛叮嘱道。

“这个大家都明白， 村里好几家都是因病致贫

的。 ”

老党员韦玉书接过话茬。

“我们一定要用心、 用情、 用力做好每一件事

情。 当前最大的事情就是疫情防控，做好疫情防控

就是做好扶贫工作。 ”潘永盛说。

“俗话说得好，在泥土里刨食的是好汉，在病床

上数钱的是傻瓜蛋。 ” 韦玉书补充道。

“农村正月间办酒的多，我们一定要讲清楚，红

喜事推迟办，白事简单办。 ”张天玺说。

张贴和悬挂标语、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并送上

《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指南》。 村里的防控工作紧张有

序地开展起来，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同时对外

来人员和从重点疫区回来的人员进行全面排查，逐

一核实信息，逐一测量体温，逐一造册登记。

四

安排宣传和排查后，潘永盛与张天玺商量在各

村组路口设立疫情宣传服务点， 他们各带一个组，

在路口实行

24

小时值班，劝返走亲访友人员。

潘永盛所带的组是串通几个村民组交叉的路

口，村民流动量大，值守难度也较大。 他们在路边搭

了一个简易的棚子，摆了一张桌子、几张凳子，算是

值班服务点。

潘永盛叮嘱所有值班人员：“凡是看到本村村

民要出村的，建议改时间去；要去购买生活用品的，

必须戴口罩，快去快回，并做好登记。 外村到本村走

亲串戚的，劝阻他们改时间来，一律不准进村。 不听

劝阻的，及时报告镇政府。 ”

话音未落，他就看见有一辆红色摩托车从村里

驶出来。 驾驶摩托车的小伙，来到了他们跟前，把车

停下，很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潘书记，大过年的，

你们也不休息？ ”

潘永盛这才看清楚是规模村一组的岑国贤夫

妻俩，就问他们要到哪里去。

岑国贤把车子一边拿出香烟发给潘永盛他们

四人，一边说：“到东方红村，给老丈人拜年。 ”

潘永盛谢绝了岑国贤的烟，笑着说：“你们是去

年国庆节结婚的，我还去吃过喜酒。 按理说，结婚第

一年，都要去给老丈人、老丈母拜年，这是老规矩，

我懂的。 但是，你们也许看电视，看微信，听广播，知

道了疫情严重，这个病传染得很快，现在，大家都在

防控疫情……”

潘永盛的话还没有说完，岑国贤接接过话：“潘

书记，你不说我们都知道。 只是结婚第一年不去，有

点难为情，怕老丈人和老丈母说我不会做人。 ”

潘永盛说：“你说得有道理，如果不去，今后见

面确实难为情。 你看这样行不行？ 打电话给老人们

拜年问好，赔礼道歉，明年再去补上！ ”

岑国贤听了潘永盛的话， 回头望了一眼妻子，

见妻子点了点头，便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老爹，过

年了，今年只能用电话给全家人拜年了！ 那一种传

染病很厉害，不能到你们家里去了。 ”

电话那一头， 传来老人高兴的声音：“我懂，我

是党员，今天早上，村党支部开会，村里的党员都到

齐了，就把这件事说了，人人都要听从党和政府的

安排。 特殊时期，你们就不要来了，你们也要照管好

自己，不要给政府惹事，自己也不要出事。 ”

老人还在电话里叮嘱：“你们刚成家不久，不要

坐吃山空，要栽种好水沟边的那几亩酸茄果（西红

柿）哦。 ”

望着岑国贤夫妻骑着摩托车回到村子里，潘永

盛才松了一口气。

岑国贤刚走，又来了一个人，背着一个口袋。

潘永盛开玩笑地说：“今天我们的‘生意’不错

嘛，岑国贤来开张了，又有人来了。 ”

“玉书，看见你们在这点值班，我没有拿得出手

的东西给你们混嘴巴，拿点自己种的百香果给你们

吃。 ”原来是韦玉书的堂哥。

“大哥，谢谢你！ ”韦玉书说。

“不要谢，要谢，还得谢政府。 大上前年，政府安

排人来扶贫，发百香果苗给我家栽种，今年挂果了，

我卖得差不多两万块钱，生活慢慢好起来了。 ” 韦

玉书的堂哥笑着说。

五

潘永盛一边吃百香果，一边对韦玉书他们三个

人说：“第二组在营地路口值守，我过去看看。 遇到

什么情况，手机联系我。 ”

开车到了营地路口，潘永盛一看，这里前不挨

村后不靠店，这么冷的天气，光天地坝，寒风刺骨，

他们四处找来干树枝，烧了一大堆火，一边烤火一

边值班。

天色渐渐黑下来，大家肚子饿了。这个时候，看见

一个人，提着一个大锑锅，向他们走来。 近了，才看清

楚是村里的孤寡老人岑大爷，来给大家送甜酒粑粑。

张天玺接过老人递过来的大海碗装的粑粑，激

动不已：“太感谢你老人家了，大冷的天，还给我们

送粑粑来！ ”

岑大爷说：“我是

1973

年入党的，在你们面前，

是真资格的老党员了。 我虽然无儿无女，但是这么

多年来，政府给我新修了房子，吃的、穿的，政府都

全部包了。 现在，政府有困难了，你们年轻人站出来

为政府分忧，我老了，做不了什么大事，这点小事还

是做得到的！ ”

老人的一席话，大家触动很大。

他们正在吃粑粑时，六组的韦和流夫妻背着背

箩，向他们走来。

“你们要去哪点？ ”张天玺站在路中间，大声问

他们。

“到光照去给开饭馆的李老板家打灶头， 他家

的灶烧坏了，过两天要开业，催得很紧。 ”韦和流回

答道。

“劝你们就不要去了，得了传染病，挣得的几个

钱，付医疗费都不够，很不划算！ ”张天玺劝道。

“平时我们在外面给人家做零工， 一天一个人

只得

100

块钱。 今天李老板说了，一天一个人给我

们

200

块。 ”韦和流说。

“你们咋个不听话， 是不是想把病传染到村里

来？ ”张天玺冒火了。

“你们出门挣钱不容易，但是，不能只要钱不要

命，要好好算账，如果传染上这种病，把你们家养的

鸡、鸭，还有猪、牛拉去卖了付医疗费，零头都不够

呢。 而且，还有可能要传染给村里的其他人。 你们

家，今后在村子里，就要留下千年的骂名。 ”潘永盛

看到张天玺发火了，急忙打圆场。

“就算你们去帮李老板的灶打好，这一段时间，

政府也会劝说他不要开业。 他家的饭馆不开业，找

不到钱，也不会把工钱付给你。 ”张天玺帮腔。

潘永盛对韦和流说：“赶快回去， 这几天有雨

水，把你家梁子上那四亩地翻犁了，栽点辣椒，成熟

了卖早市，价格高，挣钱多。 ”

也许是看到张天玺发火了，也许是看到潘永盛

的态度和蔼，也许是他们两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的话语，让韦和流放弃了挣“大钱”的机会，很不情

愿地回去了。

潘永盛和服务队的同志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

守在路口，防控疫情。 这是黔西南州，乃至贵州省，

甚至全国农村所有行政村，开展防控疫情工作的一

个缩影。

防控工作还在进行， 潘永盛和他的战友们，还

在一线继续战斗。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有这样

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坚守，这场疫情阻击战一定能

够取得胜利！

守在疫情防治一线的潘永盛

进村入户宣传防疫知识的潘永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