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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的浪漫：隔空求婚,成功!
仍坚守在黄冈的湖南男护士感动女友，两人约好等战“疫”胜利归来就结婚
本报3月25日讯 “我同意
啦，你快起来吧！”看着屏幕里求
婚的男友眭浩文一直跪在地上，
张秀娟心疼了， 大声呼喊着让他
站起来。
张秀娟是湖南省肿瘤医院
肺/胃肠内科护士，眭浩文是该院
重症医学科护士。 自2月28日眭
浩文前往湖北黄冈驰援， 这对小
情侣已经近一个月没有见面。今
天，眭浩文在前线“战友”的帮助
下， 成功通过网络视频向女朋友
求婚。两人约好，等眭浩文战“疫”
胜利归来， 就结婚。（扫报眉二维
码看相关视频）

起来吧！”张秀娟看着心疼了。
“太感动了，他平时一点都不
浪漫的， 没想到有这样的惊喜！”
求婚成功后，同事们道贺，张秀娟
又惊喜，又感动。
眭浩文告诉记者， 他和女友
之前同在福州一家医院工作。
2017年2月，在朋友的生日会上，
他对湖南妹子张秀娟一见钟情。
相识相恋后两人一起考进了湖南
省肿瘤医院。
“我们约定好，今年5月20日
去领结婚证。”眭浩文表示，给女
友一个特别的求婚仪式， 是自己
的承诺。

科室里有活动？
原来是神秘求婚

抱得美人归
也让“战友”们放松心情

“秀娟，上来一下吧，科室有
个活动。”今天16点，正在医院血
库取血的张秀娟接到了同事的电
话。 打开办公室的门， 顿时惊呆
了，满房间的粉色气球，桌子上用
新型蜡烛摆了一个巨大的爱心。
同事们神秘兮兮地笑着看她。
“这是干吗？” 张秀娟疑惑不
已。被拉到办公桌另外一边，墙上
投影了几个大屏幕， 男友眭浩文
举着花， 出现在画面里。“能够在
疫情期间、 在黄冈以这种形式向
你求婚， 请你原谅我不能将玫瑰
花亲自送到你的手上， 不能给你
带上钻戒……” 视频中的眭浩文
紧张地表白， 最后大声地喊道：
“张秀娟，请你嫁给我吧！”
此时， 省肿瘤医院工会主席
赵旭凡拿出一束鲜花， 代表眭浩
文送到张秀娟手中。“我同意啦！”
张秀娟也大声地回应。 可网络信
号似乎有点慢，眭浩文没有听清，
一直跪在地上 。“我同意啦，你快

“当我知道我们的心理老师，
想要给队员们做一个心理疏导活动
的时候， 我就想到， 能否让我来求
婚，以这种形式让大家放松放松，也
可以完成我对女朋友的承诺。”眭浩
文坦言， 这个特殊的求婚仪式还有
另外一层深意， 那就是让还坚守在
黄冈的
“
战友”们放松心情。
求婚仪式“总策划”上官丹罡
是眭浩文的同事，两人目前都坚守
在黄冈。上官丹罡介绍，目前湖南
援助黄冈医疗队的队员，只剩45名
队友留守，开始想给队员做一个心
理疏导活动，请示前方指挥部同意
后，决定选择
“
求婚”这个活动，既可
以很好地给队员减压，又可以让眭
浩文完成对女友的承诺。
“祝你们永远幸福、 开心。结
婚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们一起在
黄冈奋战过的战友们， 我们等着
喝你们的喜酒。”上官丹罡向眭浩
文说。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杨辉
图/视频 顾荣 李致远

小两口“开溜”吃夜宵
2岁娃睡醒后赤脚下4楼找妈妈
本报3月25日讯 小两口趁
着2岁的孩子睡着，半夜溜出去吃
夜宵，没想到孩子竟然爬出被窝，
光着脚丫外出找妈妈， 幸亏遇到
市民热心报警。
今日， 长沙岳麓公安分局望
城坡派出所通报了 两起 类 似事
件，提醒广大家长，避免将孩子单
独留在家中。
3月23日凌晨3时许，望城坡
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 在辖区
的大坝咀小区里， 有一名小女孩
身上只穿着尿不湿, 光着双脚在
小区里走，“脚上全是泥巴， 好像
刚从被窝里爬出来的样子。”
“刚下完大雨， 外面又湿又
冷。”民警肖罗皓回忆，接到报警
后， 他和同事李国平迅速赶到现
场， 一名2岁左右的女孩正在哭
泣，口里喊着：“妈妈、妈妈，我要
妈妈。”热心群众已经为她擦干了
脚丫、披上了外套。
由于孩子年龄太小， 没有办
法说出详细的家庭住址， 民警只
好发动热心群众沿街询问营业的

夜宵摊和小超市寻找其父母。
半个小时后， 同事通知他，
有人报警说小孩丢了。女孩的父
亲唐先生介绍，一家三口租住在
小区2栋4楼。当晚，小夫妻以为
孩子睡着了，便偷偷溜了出去和
朋友吃夜宵，谁知吃完回家发现
门没关紧，独自睡在房间的女儿
也不见踪影。“幸亏有 好心 市民
及 时发 现， 和 派 出所 民警 的 帮
助，太谢谢了。”
随后， 唐先生立即赶到派出
所领回孩子， 民警对其进行了批
评教育。
无独有偶。 当日上午9时许，
望城坡派出所又接到群众报警称，
在马路旁发现一个迷路的小男孩。
6岁的皓皓（化名）一时间想不起家
里的门牌号， 也记不起父母的电
话， 值班民警把小男孩抱回所里，
给他买早餐、陪他看电视。
熟络后， 放下戒心的皓皓说
出了母亲的电话。半个小时后，李
女士赶到派出所领回了孩子。
■记者 杨洁规

左图：3日25日，长沙火车南站，5G巡逻机器人正在进行移动检查。右图：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可远程操控消
毒防疫机器人正式上岗工作。

只要被它看一眼，旅客体温秒捕捉
5G巡逻机器人高铁站上岗“执勤”，还能识别是否戴口罩
本报3月25日讯“请大家
戴好口罩，注意个人卫生，不要
前往人流密集场所， 身体若有
不适请及时就医……”这几天，
长沙火车南 站来 了 个眼 生的
“执勤人员”。“新人”一上岗，就
吸引了市民的眼光， 引起大家
的热议：“被它看一眼， 体温就
被测量啦！”“好稀奇，还能识别
我戴口罩没有。”
今日，记者在长沙火车南
站西广场看到，一个高约1米、
装载5个高清摄像头和4个轮
胎的“执勤人员”正在对 过 往
旅客进行严格的体温检测。无
需停留，只要被“看”一眼，过
往旅客体温便被捕捉，数据随
之呈现在显示器上。
这名“执勤人员”全名5G
智能疫情防控巡逻机器人，可
在 5 米 内 一 次 性 测 量 10 人 体
温， 温度误差在0.5摄氏度，一

旦发现市民体温高于37.3℃即
自动报警， 还可以对经过的人
进行识别戴口罩提醒。 因其装
配的无死角全景“摄像头”，即
使是在人流密集的车站， 也不
会有人成为“漏网之鱼”。
“以前光是测温人员就要
好几个人， 还搞手脚不赢。”长
沙市公 安局 雨 花分 局第 三 治
安管理大队民警刘磊介绍，火
车南站作 为长 沙 人口 输入 的
“南大门”， 是流动人口最为集
中区域， 也是疫情防控的第一
大“关口”，尤其是复工复产以
来，车站人流量与日俱增，防控
压力较大。机器人上岗后，测温
人员减少了， 筛查效率大幅提
升，缓解了卡口通行慢、人员聚
集现状， 更重要的是无接触测
温有效避免交叉感染。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谢旺 侯文艳 刘杰

连线

防疫机器人医院“报到”
本报3月25日讯 可远程
操控消毒、可智能导航巡检的
系列“防疫”机器人，在省人民
医院正式报到“上岗”，将协助
医务工作者共同战“疫”。3月
24日，湖南大学向省人民医院
捐赠2台“防疫”机器人，包括
医用喷洒消毒机器人1台、医
用紫外消毒机器人1台， 副省
长吴桂英现场考察“防疫”机
器人在省人民 医院 的 使用 情
况，并为湖南大学点赞。
此次捐赠的“防疫”机器人
由王耀南院士领衔团队，联合
多方力量历时40余天研制。研
发团队在调研 定点 医 院消 毒
任务需求后，针对疫情防控与
消杀、智能消毒与巡检、机 器

人药品配送等场景， 研制了医
用紫外消毒机器人、 医用喷洒
消毒机器人、 医用物资配送机
器人等系列机器人。
医用喷洒消毒机器人可以
通过远程操控， 在多种地形喷
洒次氯酸消毒液，为室外大空
间消毒， 可广泛应用于医院、
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码头、
行政中心等公共场所；医用紫
外消毒机器人，能够智能自动
导航，对医院病房内同时完成
紫外线和喷洒两种消毒；医用
物资配送机器人，可以在隔离
病房内 协 助配 送医 疗 和生 活
物资，实现无接触配送。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李妍蓉 蒋鼎邦

作文

你是我永远的乡愁
城里长大的孩子，乡愁似乎
是一件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幸好， 我血脉中的根在崇山
之间，在峻岭之中。准确地说，那
是我父辈、祖辈生长的地方。儿时
父亲带我回老家探亲的经历，随
着时光的浸润，年轮的转动，林林
总总， 如今全都变成了我在小伙
伴面前时常炫耀的乡愁。
爷爷，和家乡的老宅，在我的
记忆之中不能分开， 好像他们从
来就在一起。 印象中爷爷总说：
“
这宅子是你爷爷的爷爷留下的，
这就是你的祖宅。”虽然儿时的我
并不稀奇这宅子，没有云窗雾阁，
也不是青堂瓦舍。 但每每想起那
白砖平房，心里头总会惦记。这会
儿， 爷爷该不是早起赶着鸡儿鸭
儿，来来回回踏着泥泞走着；该不
会操心老宅旁的庄稼， 劳作之时
点上一个烟抽了起来； 又或者光
着大脚丫子， 仔细瞅着那荷塘里
的淤泥。
每到夏天，老宅旁的柚子树就
显得特别高大，爷爷说，这棵柚子
树是偷偷长到老宅边的,可能算是
个伴儿，我听着可神乎了。傍晚，树
荫外那火红的天空分外惹眼。
“爷
爷，你看这是什么？绿色的小点。”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萤火虫，就在老
宅的荷塘上空低飞着。我已经看不
到其他了，眼里只有荷花与荷叶的
影子，还有这微弱的绿光。这一刻，
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知了声没有
了，柚树的沙沙声也没有了，没有
风也没有了刺眼的阳光。只有老宅
还在这，我依偎在老柚树旁，萤火
虫依偎在这大片的荷塘里。
席慕蓉说，乡愁是一棵没有
年轮的树，永不老去。在我看来，
乡愁，就是等着孩子回家。
邵东一中高三文科 631班 李函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