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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你在武汉平安健康，便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

感动，疫区里的平凡爱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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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2月14日，广东医疗队驰援武汉的

队员们一如既往地忙碌着。 医护人员

希望所学所处，能够减轻病人的痛苦，

希望病人能够平安健康； 医护人员的

家属，千里连线，感慨道“你在武汉平安

健康， 便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

说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平安”。

爱情，是什么模样？ 中山六院的护

师孙小玉形容， 大概就是病房里80多

岁老爷爷为重症老伴擦身喂饭的模

样。 幸福，又是怎样的？ 中山大学孙逸

仙纪念医院的陈燕表示，希望通过医护

人员的努力， 让更多患者尽快康复出

院，和自己所爱之人团聚，回归岁月静

好。

病房里的爱情

80多岁的老爷爷，坚持为重症老伴喂饭擦身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在汉口医

院隔离病房里， 援助湖北医疗队队

员、 中山六院重症医学科护师孙小

玉记录下的病房里暖心的一幕，她

所在的病区是禁止家属陪护的，但

有位 87 岁的病患老爷爷的却经常

离开自己的病房去别的抢救房“串

门”。 原来老爷爷的老伴沈奶奶病情

比较重， 住在抢救房， 卧床不能自

理，老爷爷坚持喂奶奶吃饭、喝水、

擦身。

孙小玉告诉记者，病房里 87 岁

的老爷爷经常一手持补液， 一手握

着一个纸杯，纸杯里放着一双筷子，

颤颤巍巍地朝着护士站的另一边病

房走去。 起初孙小玉并没在意，以为

爷爷是过去接水。 有时候，爷爷会按

铃，让孙小玉为他热好饭，打开热腾

腾的饭盒，老人并没有开吃，而是把

自己餐盒内的花甲拨开， 取出花甲

肉连同炒鸡蛋一起放入纸杯， 接着

走到护士站的另一边病房。 孙小玉

在后来才得知原来老人的老伴沈奶

奶也患上了新冠肺炎， 在另一边的

抢救房里住院，是重症患者，老爷爷

每次拿着纸杯过去， 是为了给老伴

喂饭。 不仅如此，老人虽然拖着颤颤

巍巍的步伐， 每天坚持端着热水为

老伴擦身，半夜常常和衣而睡，为了

随时能起床去看妻子是否安睡。

据了解，汉口医院抢救病房 U1

床的沈奶奶病情比较重，卧床，不能

自理，管床的护士姐姐喂饭，但她不

愿意吃。 爷爷知道后，便亲力亲为，

喂奶奶吃饭。 病房里的护士说，“或

许是爱的缘故， 奶奶竟然真的吃了

起来。 ”这让管床护士孙小玉非常感

慨， 她说，“到底是什么可歌可泣的

爱情啊！ 疫情笼罩下的武汉，一对爷

爷奶奶， 书写出的故事平凡而又伟

大，质朴却又温馨，这大概就是爱情

的模样吧。 ”

孙小玉感叹，“面对病人的疾

苦，有时候也有无力感。 有些病痛虽

无法被治愈， 但是身边感人温馨的

故事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力量。 ”

视频连线的爱情

千里连线，他们与另一半“互诉衷情”

“武汉加油！ ”“平安归来！ ”“我们一

定抗‘疫’到底！ ”……日前，广东省人民

医院从除夕出发驰援武汉的医疗队员，

在线上和家属们“一诉衷情”，与领导和

同事们交流起战斗体会， 表达思念问

候，表示了与疫魔决战到底的决心。

视频那头的武汉，整整齐齐坐着18

位医疗队队员。 从除夕出发，他们已连

续奋战了20天， 前线工作任务异常繁

重， 除了每天在微信群的高效沟通，这

是医疗队第一次集体与医院视频连线。

最暖心奶爸谢国波见到怀着身孕

的妻子，双方还未讲话，眼泪已先冲出

眼眶。千年对称日

（注：

20200202

）

他们跨

越千里的隔空情书感动了好多人，可一

见到对方，千言万语汇成妻子赖雅芳的

一句期盼。“我和宝宝等你回来！ ”呼吸

科 黄 俊 伟 医

生， 出征时妻

子詹小玲已快

临盆。 得知黄

医 生 的 情 况

后， 医院多个

部门和同事给

詹小玲寄去各

种生活物资，

“有一天收到了十几份快递， 里面有菜

有肉”，詹小玲表示，有些连寄件人的名

字都没有留。 黄俊伟医生介绍到，宝宝

的小名就叫“安安”，希望患者平安、功

成归来！ 对于怀有身孕的妻子们，医院

安排了产科专人负责她们的产检和生

产，“一定照顾好大人，照顾好宝宝。 ”

曾一晚睡半个小时带娃、全力支持

妻子陈丽芳上前线的好爸爸伍炯煊也

来到现场。“好久没见！ ”“亲爱的，你在

那边还好吗？ ”伍炯煊正向妻子“汇报”

他在后方将家人照顾得很好时，一时间

信号断了， 陈丽芳急忙表示没听清，伍

炯煊索性对着镜头喊了句“我爱你！ 听

清了吗？ ”双方还在视频隔空“千里拥

抱”，一把“狗粮”洒向全场人员。

柴米油盐里的爱情

你在“前线”平安健康，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重症

医学科两位女医者———高元妹医生和

段业英护士驰援武汉、奋战疫情一线。 2

月14日，两位女医生的爱人将心中满满

的牵挂、 想念与爱意从广州传递到武

汉，唯愿“如约而至的不止春天，还有疫

情过后平安的你”。

“家里两个孩子， 老人身体也不太

好，你去了万一有个意外，我们家怎么

办？ ”得知爱人想要去武汉支援时，高元

妹的丈夫刘先生曾不无担忧地和高元

妹说到。 然而，身为党员的高元妹对他

说“家和国是连在一起的，武汉守住了，

疫情才能得到控制，此时正是国家需要

我们医生的时候，我怎么能不去？ ”妻子

的一番话让刘先生有点汗颜自己的想

法太“小家子气”，想通之后的他，转而

全心支持妻子驰援武汉的工作。 往年的

2月14日，刘先生会买束花、和妻子吃个

饭表达爱意，今年爱人不在身边，刘先

生曾打算快递一束花，但疫情之下诸多

不便只能作罢。 问及有什么话想要对爱

人“告白”，他笑着表示，“在这个特殊的

节日里，我想对我的太太说：听党指挥，

保护自己，治病救人；永远爱你！ ”

在男友阿凌的眼中，身为护士的女

友段业英是完美天使的化身： 心地善

良、救死扶伤。 段业英驰援武汉之后，阿

凌要了她在武汉协和西院区的工作排

班表，每天都算着英子非工作的时间找

她，想知道英子在那边的点点滴滴。 每

天陪英子聊天、排遣压力成了阿凌这段

时间最重要的事。 在阿凌心中，只要和

段业英在一起，每天都充满着爱。 他相

信他心爱的姑娘一定会平安归来，而他

会在广州，做好英子最爱吃的菜，等她

回家。

诺言里的爱情

与男友约定

疫情结束之日

便是结婚时

“媳妇儿，想你了……”2月14

日，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心

血管内科护师陈燕打开手机，看

到男友发来的表白信息。 陈燕是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第二批

支援湖北疫情防控医疗队的一

员， 目前医疗队正在武汉市协和

医院西院区开展救援工作。

陈燕是湖北黄冈人， 她和男

友本来计划在2020年正月十六回

到湖北老家举行婚礼， 但新冠肺

炎疫情把一切计划都打乱了。 在

元宵节前一天， 医院通知武汉疫

情严重， 需要医护人员去前线支

援，陈燕没有犹豫就报名了。“我

是一名护士， 守护患者是我的使

命和责任， 更何况是回到家乡支

援， 我更应该尽自己一份微薄之

力。 ”陈燕跟男友说了自己的决定

后，作为“准新郎”的男友也十分

担心陈燕的安全。“从你未来老公

的角度出发，就现在这种情况，我

肯定是不希望你去。 但站在你的

职业角度，我肯定是支持你的！如

果轮到我们，我也会毫不犹豫的。

你想去可以，但一定照顾好自己，

我等你安全回来！ ”在男友的支持

下，陈燕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征途。

陈燕的男友在江苏部队服

役，两人长期异地，一年也就见三

四次面。在四年的恋爱长跑之后，

最终要走入婚姻殿堂的他们，因

为这次疫情将婚礼延期。“虽然两

人见面的时间比较少， 感情长期

都是靠视频和电话维持。 但他总

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支持我、鼓

励我，给我力量。 ”陈燕表示。

2月14日，男友还特意录制了

一段视频发给陈燕。“现在，你跟

我一样是一名战士。 在那边你要

好好工作，好好照顾自己。等你凯

旋之后，我们再举办我们的婚礼。

加油，我等你！ ”男友的深情表白，

让陈燕感动落泪。 她对自己未来

老公隔空表白：“疫情结束之日，

我们结婚之时， 我一定会平安回

来的！ ”

来到武汉的这一个星期，除

了日常的医疗护理， 陈燕和同事

们还要关注患者的生活护理，例

如帮患者打开水、 倒大小便、喂

餐、更换床单被套、打扫卫生等。

此外， 有些患者由于对病情感到

担忧，情绪比较低落，护士们还会

他们进行心理疏导， 给予他们信

心和鼓励， 让患者尽量保持乐观

的心态。陈燕表示，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 让更多患者尽快康复出

院，和自己所爱之人团聚，回归岁

月静好。 她说，“武汉只是个生了

病的小朋友， 但我们齐心协力一

定可以治好她。等到春暖花开，大

家一起来武汉看樱花！ ”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重症

医学科段业英护士为新冠肺炎重症患

者进行密闭式吸痰。

图为陈丽芳和丈夫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