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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事 讲 给 孩 子 听

“我怕一开口，就瓦解了坚强”

谭星是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手
术室的护士， 丈夫易兴科是衡阳援鄂
医疗队的成员， 当易兴科在黄冈抗疫
第一前线战斗时， 谭星给丈夫写了一
封信。
亲爱的老公：

这是你今天在朋友圈里发的一张照
片，尽管穿戴这么严实，我还是一眼就认
出了是你。

平时只是在新闻里和别人口中看到
和听到，说是穿着防护服很笨重，做操作
时多有不便，护目镜模糊，防护服穿久了

很不舒服，汗水把衣裤浸湿。 你也给我
说过这些事情， 可是听到是那么一回
事，感觉也不那么明显。 当看到这张照
片时，我瞬间很想哭。 不知道你那时是
什么感受，我心疼你，可也知道不只是
你， 还有很多的医务同行都和你一样，
在一线这么工作着。

今天是你去黄冈支援的第 13 天，想
起那天你打电话告诉我， 过年不能回家
看父母了， 你已经自愿请命去支援湖
北，并通过微信把请战书发给了我。 你
可知在那前几分钟，我还在和婆婆通电

话商量回家的事情，你没同我商量，就自
愿请命了。 我是有些怪你的，你就知道欺
负我，就算准了我一定会支持你去，别人都
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点没错。 即便
你没同我商量，我也会同意你去支援的。

我不能哭，你们是去一线，是大事。 老
人家常说做大事出发前不能哭， 不吉利，
所以我一路笑着送你，一路笑着回家。 担
心的话，我更不敢说，真怕一开口，我的坚
强和倔强就瓦解了。

我想告诉你，我很担心你，我担心得
晚上睡不着觉，我怕你哪天突然不发信息
报平安了。 答应我，好好保护自己照顾自
己。 你不知道婆婆和我通话时说起你，哭
了两次。 我是哭着写这些的，我不求你早
日归来，只求你能平安回来。

你出发前的叮嘱是“照顾好家”。 我会
照顾好家里人，照顾好自己，不让你担心，
但你也要做到保护好自己，不要让我们太
担心。

“以我所学，尽我全力”，这是你的愿
望，我支持你！

妻：谭星

“你是吴静芳吗？湖北黄
冈急需支援， 你能去不？ ”

“能！ ”2 月 11 日上午 11 点
30 分，正在各科室检查院感
防控情况的娄底市妇幼保
健院人事科长兼院感科长
吴静芳突然接到娄底市卫
健委 13:00 集合出发驰援黄
冈的通知，成为该院首位驰
援湖北的“白衣战士”。 2 月
15 日，她收到了儿子写来的
家书。
妈妈：

您好！ 是几日不见， 也是好久不
见。

这是一个多事之年，还未开年，便
是瘟疫横流，人们面对着屋外的病毒，
也面对着心中的恐慌。

您是名医生，疫情暴发，您的感受
想必比我更深。

医者，白衣救世，白是世间最纯净
的颜色。医者若白雪，落地无声，但留其
形。救死扶伤何须声名鹊起，此谓无声；
但留天下之人安康而返，此谓留形。

作为您的至亲，您的孩子，在听到
您要奔赴前线的那一刻，我心中一万个
不愿意让你去，这是我以及您的每一位
亲朋好友发自内心的不舍与担忧。

虽然如此， 您却依旧坚持自己的
想法，选择远征。

要问原因，我觉得它名为大义。
《孟子》云：虽千万人吾往矣。 对于

心怀大义，逆行拯救生命的您，我心中充
斥着不舍与忐忑，但亦有理解和敬意。

记得我们曾数次在家中探讨疫
情，你我之间的角度或许不尽相同，但
大爱的种子却日渐茁壮。 作为医者，您
将数十年的经验，化为救民之能，普济
世人，普济我心。

此刻我想向远方的您诉说， 无需
忧心家中，我已近弱冠之年，虽然少了
您的家里已然失去欢笑、热闹，但请相
信您的儿子早已可以对自己的生活负
责。 外公外婆亲人们都不停地关爱我、
询问我的处境，我自豪地告诉他们，我
的母亲似英雄般为众生而奋战， 她的
孩子怎会连简单的自己都做不好呢？

我想您，老爹也很想您，我们每个
人都很想念您。 您的身体欠佳，为义一
方的同时要记得保护好自己， 这才是
为义者最有价值的方式。 文中无酒，就
让字字化甘露，敬您的大义，敬天下医
者的大义，寄我的思念，也寄每一个和
我一样的子女心中的思念。

纵有疾风来，欲行又何难；心怀世
间苦，家国盛景开。

爱您的儿子
2020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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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往湖北前线的家书
家书，最传统的感情表达方式。 在严冬里的战“疫”中,千千万万的医护人员及其家属都是战场上的主角。 他们或抗疫于前方,

或支撑于后方，他们有普通人心中的怕,更有满怀深情的爱。 字里行间，他们写下了牵挂、思念、坚守和希望……

⑤

父母大人敬启：
儿 领 命 离 湘 赴

鄂 ，已有一周 ，衣甚
暖，食颇饱，眠极安，
父母勿念为盼。

疫事一起 ，情形
颇烈， 武汉三镇 ，尽
为病土。 儿自领命 ，
无一日不着白衣 ，无
一日不在前线，施针药，救死伤，施
我所学，冀有所得，不敢半点儿戏，
不敢一丝懈怠， 唯望不负二老所
嘱、医院所托、国家所命。

常忆我父，着戎装，执甲兵，护
卫南国天空，兵锋所指，宵小不敢
窜犯；念我母，供三餐，勤耕织，耳
提面命，受形秉气，养育之恩，日日
挂怀。 犹念垂髫之时，父母命我行
正步，敬军礼，望我从军报国，以承
父业，孩儿顽劣，未进行伍，唯报国
之心，时时不敢涣散。今疫事一起，
儿自请缨，蹈火而行，生死不念，唯
忧我父，溽不知热，唯虑我母，寒不
知冷，星汉两城，相隔甚远，不能绕
膝床前，儿颇念之，但喜吾妻甚贤，
可解二老孤怀，所需所命，可尽驱
使，儿虽远离，亦如膝下。

此役，万余白衣，共赴国难，成
功之日，相去不远，苍苍者天，必佑
我等忠勇之士，茫茫者地，必承我
等拳拳之心，待诏归来之日，忠孝
亦成两全；然情势莫测，若儿成仁，
望父母珍重，儿领国命，赴国难，纵
死国，亦无憾。赵家有死国之士，荣
莫大焉。青山甚好，处处可埋忠骨，
成忠冢， 无需马革裹尸返长沙，便
留武汉，看这大好城市，如何重整
河山。 日后我父饮酒，如有酒花成
簇，聚而不散，正是顽劣孩儿，来看
我父；我母针织，如有线绳成结，屡
理不开，便是孩儿春光，来探我母。

唯愿我父我母，衣暖，食饱，寝
安，身健。 儿在他乡，亦当自顾，父
母无以为念。

不孝儿春光顿首，顿首，再顿首

待诏归来之日，忠孝亦成两全

易兴科出征前，谭星与女儿为他送行。

2020.02.20.20∶00�致妻子
这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耳

鼻喉科主任蒋宏写给妻子———该院第一批援鄂
医疗队队长、急诊科护士长彭放的一封家书。
阿放：

你好！ 选择在 2020.02.20.20：00 给你写信。
因为这个特别的时间，像“爱你”的反复唱吟。
特别的时间，你无畏地走进了黄陂的方舱，
特别的时间，我畅想着你、我、儿子围坐品

一壶香茗。
特别的时间，只能你主动联系我，因为我

们早已约定。
在这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战士需要冷静！
一切的一切都要服务于抗疫！ 抗疫！
因为我休息的时候不知道你是休息还是

在拼命？
你休息有余，定会和我视频；你进舱，手机

不会和你伴行。
阻击疫情，你是合格的老兵，
既擅保护自己，更能歼灭敌人。
我心中忧忧万缕，却化解于你的沉稳。
从你的自信，我读懂了你必将完璧返程。
我们静待早计划好的旅行！

你的阿宏
2020 年 2 月 20 日 20∶00

吴静芳与儿子合影。

�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
出征湖北前，赵春光（左）剃了光头。

1985 年出生的赵春光，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2 月 7 日，他作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130 名队员
中的一员，奔赴武汉前线，支援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

2月 14日，赵春光特意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给父母写下家书，字里行
间既充满了对家人浓浓的爱意，也体现着一线抗疫人员的情怀与担当。

出征仪式上的彭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