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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非常时期，市作协依托“荆门文学作者联盟”微信群、“荆门文学”微信公众号，举办了 4 期同题散文竞写活动，其中《口罩的自述》是第 1 次竞写活动的标题。 这里，特选发竞写
作品中的优秀篇目，以飨读者。

口罩的自述（二）
徐建中
我们口罩家族分三类，白色素洁，绿色
环保，而我，只是一只黑色的丑小鸭。 我不
喜欢这身装扮， 一直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
能变成漂亮的白天鹅。 母亲说， 那其实不
难，你只要找到了正确的位置，就一定能实
现自己的愿望。
这也太简单了，我轻蔑地向母亲眨眼，
人类正在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新冠状肺炎
疫情大挑战， 我的位置不就是帮助他们隔
离病毒、抵御传染吗？ 风扬起母亲的边角，
像肯定，又似乎在摇头，那，你去试试，体验
体验就知道了。
越过山岗，掠过丛林，我在朵朵白云间
向下俯视，寻找着心仪的对象。 一位穿西装
的中年男子吸引了我， 他正准备赶往医院
做排查， 虽然病毒的蔓延折磨得他一遍遍
蹙起双眉， 但眼眸里那股固执的韧劲却无
法掩藏。 走出大门，他掏出一个黑色口罩戴

王丽
我从来都知道， 打我诞生的那一刻
起，我的使命便是与人类同呼吸。
我乐于同所有的人亲近，并为自己能
够被人们所需要而感到由衷的自豪。
爱美的人们需要我，是因为我能够在
夏天替他们遮挡炎炎烈日，从而抵挡紫外
线对肌肤造成的种种伤害；怕冷的人们需
要我，是因为我能够在冬天将他们的口鼻
捂得严严实实，让刺骨的寒风变得温和一
点，再温和一点；穿行于城市高楼大厦间
的人们需要我，是因为我能够替他们阻挡
喧嚣城市上空的粉尘与尾气，从而呼吸纯
净的空气……
而对一些特殊场合的特殊人群而言，
我则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亲密伙伴，比如在
医院上班的医生护士、比如在矿井作业的
煤矿工人……这时的我，必须由符合行业
标准的专门材质制作，所谓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事，专业的我做专业的呵护。
被需要从来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龚柏成
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一夜暴红。与往年
不一样，2020 年春节前后， 世上最时尚最
紧俏的
“
年货”就是我。 上天突然把这个意
外砸到我的头上，不说人类，就连我自己都
懵了。 一时间，药店断货、医院告急，我成了
人们出行、值班、上岗必戴的标配。
我，就是口罩。 虽然只在一个巴掌大
的地方站岗放哨，但我所起的作用却无可
比拟。 有人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嘿
嘿，说到我的体征还真是：颜色五花八门，
规格大小不一，材质各种各样，名号千奇
百怪。普通的叫
“棉布”，大众一点的叫“
无
纺布”，高档一点的叫“活性炭”“n95”，但
归根到底都叫“
一次性”。 所以，我新陈代
谢很快。其实，我就是一种卫生用品。顾名
思义，一般戴在人们的口鼻部位，用于过
滤进入口鼻的空气，以起到阻挡有害的气
体、气味、飞沫进出佩戴者口鼻的作用。我
对进入人们肺部的空气有一定的过滤作

上，面色凝重地向前走着。 我愣了一下，赶
紧融入其中，这里，应该就是我的位置吧。
查体温，38 度；拍 CT 片子，肺有 1/4
成了白色；做新冠核酸检测，阳性。 医生
说，你不要紧张，赶紧住院，会慢慢好起来
的。 中年男子沉默了，我能感觉到他剧烈
的心跳，就像一阵强过一阵的鼓点。 忽然，
他猛地站起来，粗暴地伸出右手扯去医生
的口罩；同时，他的左手也撕去自己的口
罩扔在地上。 我一阵窒息，赶紧从地上跳
离出来，却看到中年男子正在大口大口对
医生吹气……
很快，保安赶过来，我的心冰凉，难道在
灾难面前，人的绝望和自私真的就这么不堪
一击？我郁郁寡欢离开人群，隐入电梯。电梯
里很安静，大家宁愿爬楼，也不愿挤在一起，
以免交叉感染。 我正在电梯里整理心情，一
位中年妇女闪进来。 别人都不乘，她却肯进
来，不免让我另眼相看。 她戴着一个白色口
罩，显得淡雅高贵。我瞅准机会融入进去，这
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位置吧。
她很轻柔地按了 13 楼的按键，然后来

回扭头寻找着什么。忽然，她摘下口罩，" 啪
啪 " 对着电梯按键吐起唾沫来， 一下、二
下、三下……直到每个按键上都留下唾液，
她才罢了口。 我惊呆了，赶紧跳到门角的摄
像头上，久久不敢下来。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 我从摄像头蹭到
地面，漫无边际地向前移去。 前面是新冠肺
炎确诊治疗病区，我潜入一间隔离室，床上
的病人身上插着十几根管子， 不能动也不
能说话，只有心电监护仪在不停闪烁，仿佛
在向对面的老人诉说着什么。 老人的头发
全白了， 就像万人空巷的街道上偶尔飘飞
的灯火，她的眼里噙着泪花，不时淌在黑色
的口罩上。
护士走进来，原来这位老人已经 90 岁
高龄，而床上的病人是她 64 岁的儿子。 老
人执意要来照顾儿子，她说，我不怕传染，
都这把年纪了，还怕什么？ 只要儿子能好起
来，我宁愿感染的是我。
我悄悄融入老人的脸庞， 在这片润湿
的海洋里，我锁定了自己的位置。
夜深了，老人倚在板凳上，在恍惚中睡

去。 我悄然起身，想快点回去把这个发现告
诉母亲。 飘过医生值班室，我匆匆一瞥，却
看到了极其震撼的一幕： 十多位医护人员
穿着防护服直接躺卧在地板上， 护目镜下
的他们睡得很是香甜， 三色口罩默默掩藏
着他们的疲惫， 在漫漫寒夜里融汇成一串
串七彩音符， 轻轻诉说着抗击疫情里最长
情的告白。

所以， 为了让需要我的人都能够亲近我，
我的价格一直都很接地气很亲民。就拿一
次性外科口罩来说吧，我在各大药店的售
价不过 0.50 元一个， 即便是级别很高的
KN95 口罩，我的售价也不过 10.00 元左
右一个，是不是很接地气很亲民？
但我从不曾料到，有一天我会身价暴
涨。2020 年新年伊始，新冠病毒横空出世，
它以极其猖獗的姿势横扫武汉三镇，横扫
湖北大地，并经由水、路、空三线向全国甚
至全球蔓延开去。 危急之下，我挺身而出，
义不容辞地站到了同新冠病毒斗争的最
前沿。 短短几天时间，市面上的我已是一
罩难求，于是，我被哄抢、被抬价、被冒充。
目睹这些天来发生的种种事情，我的
心里，真的是百感交集。
看着自己被恐慌的人们各种哄抢、被
无良的商家各种抬价时，我的心里，被满
满的愤怒所充斥；看着人们小心翼翼地把
我戴在口鼻之上，哪怕气喘吁吁也不敢把
我取下来扔之弃之时，我的心里，被淡淡
的忧伤所淹没；看着白衣天使为了抢救病
人长时间把我紧紧佩戴，脸上被勒出一道
道深深的印痕时，我的心里，却又是满满

的歉疚与心疼。
我的这颗藏在薄薄身体里的小小心
脏啊！
我开始觉得被人们需要是一件无比
痛苦的事情，如果可以，我更愿意坐人类
的冷板凳，或者干脆被人类所遗忘。
时间往前推一点， 让我们回到 1910
年吧。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
江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席卷
整个东北。 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
席卷了半个中国， 造成了 6 万多人死亡。
在这场鼠疫阻击战中，伍连德博士发明了
我。 随着鼠疫阻击战取得关键性胜利，伍
连德博士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而我也被
人们亲切地称为
“伍氏口罩”。
看吧，在中国大地上，我其实是以这
样一种方式诞生并为人们所熟知的。
时间再往前推一点， 让我们回到
1785 年吧。 1785 年，法国化学家德罗齐
尔发明了
“人工呼吸器”，那是我在地球上
诞生的最初模样。 那个时候，我只是被人
们寄希望予过滤空气中的粉尘，从而呵护
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呼吸健康。
是的，我最初的诞生，不是因为瘟疫，

也不是因为战争，仅仅只是为了让人类呼
吸到更纯良的大自然空气。
亲爱的人类啊， 我愿与你们同呼吸、
共命运，我也终将与你们同呼吸、共命运。
但我又多么希望，在陪你们共同战胜肆虐
猖獗的新冠病毒后、在陪你们共同走过这
场悲壮的瘟疫战争后，我能渐渐淡出你们
的视线，渐渐回归那个最初的自我。
那个最初的自我，期待着天更蓝水更
清，期待着人间没有灾难没有疾病，期待
着夏天能够为你们抵挡紫外线的无情、冬
天能够陪你们倾听雪落的声音……如此
稍稍的亲近，于我，足矣。

用，在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时，在粉尘等污
染的环境中作业时，戴上我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曾经，除了在医院时有所见，大多
时候我都被弃之高搁，或摆在药店无人问
津。 这次，由武汉引起的新冠状病毒肺炎
暴发后， 我一下子成了人世间抢时间、扩
生产、在药店排长队的抢手货。唉，这个叫
新冠状病毒肺炎的坏蛋，你没听说“宁可
架上药生尘、但愿世间人无恙”吗？我宁可
放在仓库生霉、摆到药店蒙尘，也绝不希
望人们为我所累，害得我从全国各地风尘
仆仆汇聚武汉啊。
听说，这一次的病毒是由武汉华南海
鲜批发市场引发， 通过野生动物寄生传
播。唉，贪嘴的人们啊，什么不好吃而非要
吃野生动物呢？武汉的热干面、欢喜坨、糊
汤粉、洪山菜薹、排骨藕汤，几十种美食，
哪一样不好吃？ 说到这里，也怪我平日里
没有站好岗、放好哨，没能管住人们喜欢
“打野”的嘴巴。 像今年这样的春节，人们
本应欢歌笑语、万家团圆，湖北武汉从 1
月 23 日开始，一夜之间，所有笑脸都被我
遮挡得严严实实。在大大小小的医院里匆

匆忙忙的， 都是我五颜六色的兄弟姐妹。
空军军医大学援鄂医疗队有一对年轻夫
妻，他们既是帅哥靓女，又是医生护士，但
他们更是军人。记者在他们休息空挡采访
时，脸颊因长时间佩戴着我，红肿过敏，他
们青春漂亮的脸上被我勒出深深的印痕，
电视机前的观众看着心疼，而我也感到无
比沮丧和内疚。
坐在自家阳台上，主人一边摘菜一边
欣赏着窗外的景致。 遥望远山的黄昏，岚
光阁已披上了温柔的红毯，轻轻遮盖住了
象山步道和落叶、松林。此刻，主人突然想
到尼采那句经典之言， 且自言自语道：每
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辜
负。 一百年前哲人的思考，蕴藏了足以让
人类醒悟的力量。 他们站在历史的天空，
以独到的眼光， 提示人类要敬畏自然，敬
畏生命。 倘若如此，也就不再需要我来封
住人类的口鼻，遮住贪婪了。
让我无比欣慰的是，一个叫钟南山的
院士和一个叫李兰娟的院士，他们俩个一
到武汉， 就叫全省的人们都把我戴上，不
仅封了华南海鲜城， 封了人类好吃的嘴

巴，而且直接封了一个城市，封了一个省。
接着，中央领导来了，解放军来了，全国几
十支医疗队来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
起来了，帐篷医院、方舱医院也建起来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一个阳光明媚的
春天即将来临。 我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好多兄弟姐妹作出了英勇牺牲，但一
想到明天，人们不再由我掩护出行，脸上
恢复灿烂笑颜，口鼻中呼吸着纯净、新鲜
的空气， 新的时光又将在春风里升起，我
跟我的主人一样，无比兴奋，情难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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