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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归来，他想给她一个浪漫的求婚
陈建明：年前被派往黄冈一线，救治ICU重症患者 阿里巴巴：你的心愿，我们帮你来完成

如果不是这场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的春节，
28岁的陈建明已经向女朋友唐婵求婚了。或许，趁着
慢慢来临的春天，他们已经领取结婚证，开始过上了
甜蜜的新婚生活。
但现实是，作为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师，陈
建明自2月22日被派往湖北黄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已经近一个月没有见过唐婵了。“疫情导致我的求婚
计划搁置。回到长沙后，想给她一个浪漫的、终身难
忘的求婚仪式。”今天，仍在黄冈的陈建明表示。
■记者 李琪
▲陈建明
和女朋友唐婵。

为了让全国的疫线英雄感
受到社会的敬意，助力他们实现
温暖梦想，三湘都市报与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全国媒体发
起“共圆英雄梦”活动，面向抗疫
一线的医护人员、 警察和志愿
者，以及快递小哥、司机、环卫工
等为抗击疫情一起努力的个人
或群体，征集100个战疫英雄的
温暖心愿或他们的困难及诉求，
天天正能量将设置300万元公
益金，与全国媒体联动，共同组
织正能量合伙人、 志愿者团队，
一起为英雄圆梦。陈建明这个心
愿，三湘都市报与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将帮他来完成。

相识源于工作
爱情源于体贴
陈建明对唐婵的感情，萌芽
于那份温柔的体贴。
2017年， 陈建明在医院的
泌尿外科工作，唐婵也在这里接
受规培。两个人在工作中慢慢萌
生好感。“但让我确定这份感情
的， 是那一次生病。” 陈建明笑
称，当时自己发高烧在家，已经
没有力气出门买药。 唐婵知道
后，深夜跑去买了药，送到了陈
建明的住处。望着眼前关心自己
的女孩，温柔而体贴，陈建明的
心怦然而动，确定她就是自己要

相伴一生的人。
相恋的时光， 甜蜜又美好。
2019年， 唐婵回到了老家张家
界慈利县工作。因为两人都是医
务人员，工作忙碌，相聚的时间
非常少。但空间距离没有减弱他
们的感情， 两颗心反而更加贴
近。“按照我的原计划，过完春节
就会求婚。”陈建明表示，可惜年
都还没过，就发生了新冠肺炎疫
情，自己的计划只能搁置。

被派往黄冈一线
救治ICU重症患者
2月21日晚，陈建明突然接
到前往黄冈的通知。
前一天刚来到长沙的唐
婵，心里虽然不舍，但很支持男
友北上“逆行”。送别的时候，她
不断叮嘱他保护好自己， 不断
加油打气。
“我妈身体不好， 所以来黄
冈只能保密。 但有了女友的支
持，心里很安稳。”陈建明虽然年
纪不大， 却是医院派往前线的
ECMO团队 的 核心 成员 之 一。
在黄冈的“湖南ICU”中，他还担
任起了副组长，和组长一起带领8
个组员护理重症患者。 作为90后
的年轻男护士，技术好力气大，陈
建明经常揽下重活危险活。
“在这里工作的时间， 我学
到了很多。”陈建明表示，前辈们
的吃苦耐劳、爱岗敬业，让自己
更懂得“责任”与“担当”。

圆梦
那个浪漫的求婚仪式，我们帮你来完成
目前，湖南省对口医疗支援的黄冈市，确诊患者已经全部
清零。陈建明和“战友们”准备返回长沙。
陈建明表示，去年暑假的时候，爸爸从老家陕西来到长沙，
唐婵的父母也从张家界来了长沙，双方家长正式见面，都非常
满意。“我爸爸还说，唐婵是个很好的女孩，跟我有共同的兴趣
爱好，肯定会过上幸福的日子。”之后，陈建明就一直在计划求
婚，但因为疫情而耽搁，一直觉得很遗憾。
“陈建明，你的这个心愿我们帮你完成。”得知陈建明这个
心愿后，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马上表示，要和三湘都
市报一起，帮助陈建明组织一个浪漫的求婚仪式，给女友难忘
的惊喜。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表示，为了表达对这些疫线英雄
的敬意，将联合三湘都市报在内的合作媒体，一起帮助战疫英
雄圆梦，帮他们实现温暖的心愿。

▲

阿里巴巴正能量联合媒体
发起“
共圆英雄梦”

陈建明
在黄冈重症监
护室工作。
受访者供图

长期陪白血病女儿在长沙治病，放心不下家中儿子的教育

她好想把9岁儿子接到长沙来上学
本报3月19日讯 在邹红梅的
家中， 五本外壳已破损的湖南省
儿童医院门诊病历本， 和一摞厚
厚的就诊资料， 记录着她一年多
来的奔波。2018年9月，4岁半的小
女儿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她就再也没睡过一个整觉。为
了给女儿治病，她长期住在长沙。
今年2月份， 她把9岁的儿子从新
化老家接到了长沙， 希望能给儿
子找到一所学校。

伤心：4岁小女儿确诊白血病
2018年9月18日，正在长沙打
工的邹红梅突然接到幼儿园老师
的电话， 说女儿一直反复发烧不
见好。 邹红梅和丈夫连夜赶回娄
底新化老家， 第二天便带着女儿
来到湖南省儿童医院。 由于病情
严重，女儿立即被转入ICU。几天
后， 疾病诊断书送到了邹红梅手
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淋巴，
中危，第一年）。
“医生说我 女儿 病 情稳 定至
少需要5年， 平安过完这5年她就
可能健康长大， 否则很难说。”女
儿确诊后， 邹红梅便辞去了工作
专心照顾女儿，“一有不舒服就要
往省儿童医院跑， 一点小感冒发
烧对她而言都可能致命。”
现在， 邹红梅每周都要带女
儿去省儿童医院抽血化验， 每隔
八周还要去做一次化疗。 一年多
的治疗已经花光了家里本就不多
的积蓄，还欠了外债。

温情：社区送物资，幼儿园也
减了学费
自女儿确诊后， 邹红梅就带
着女儿借住弟弟在长沙的出租
屋。弟弟在长沙当外卖员，房子在
芙蓉区湖南省塑料研究所宿舍

区，邹红梅和女儿睡在客厅。
“房东看我 们家 庭 困难 一直
没涨租金， 还是750元一个月，周
围的都破千了。” 去年9月待女儿
情况稍稳定后， 邹红梅在家附近
给女儿找了家幼儿园， 在知晓其
家庭情况后， 幼儿园减免了1000
元的学费。
芙蓉区东屯渡街道白沙湾社
区的工作人员也时不时地给邹红
梅一家送来物资，2019年年底，她
还收到了工作人员给她家送来
3900元的慰问金， 以及女儿的衣
服。上周，邹红梅还收到了新鲜的
蔬菜、面条和鱼肉。房子虽然是租来
的，但温暖是真实的。

心愿：不想错过儿子的成长
一年多来， 邹红梅认识了很
多病友和家长， 也见过一些重症
患者的离去。 现在她最希望的事
就是女儿平安长大。
邹红梅与 丈夫 结 婚晚 ，40岁
时才生下小女儿， 大儿子今年也
只有9岁。女儿生病前，两个小孩
都交由邹红梅的父母在老家代为
照顾。此前，邹红梅和丈夫每年只
回两次老家。 去年8月回老家时，
邹红梅也感觉儿子好像“越来越
难教育了”，她不想再错过儿子的
成长， 她也不希望因为照顾女儿
而忽视了儿子的身心健康。2月20
日，邹红梅将儿子一并带来长沙，
出租屋客厅里那张1.5米宽的床上
又多了一个人。
为了解决儿子在家附近上小
学的事， 邹红梅咨询了社区工作
人员， 对方提供了附近一家小学
的招生办电话。 由于学校仍在放
假，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眼看着离
开学的日子或许越来越近， 邹红
梅着急了。
■见习记者 周可

部门回复
外来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入学
需满足两个条件
记者从长沙市芙蓉
区教育局了解到，根据现
有政策，在长沙的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要在长沙就
读公立小学，需提供其父
母的居住证和社保缴纳
证明，且二者均必须期满
一年。
以秋季入学为例，监
护人的居住证和社保缴
纳最迟需要在当年8月30
日之前期满一年。
邹红 梅 自 2018 年 起
便辞了工作， 而丈夫工
作的工地和单位也时常
变动，并没有购买社保。
去年10月， 邹红梅的丈
夫申请了湖南省居住
证，可这也达不到需在9
月开学前期满一年的要
求。
对于与邹红梅一样
的没有购买社保且无固
定工作单位的外来务工
人员，芙蓉区教育局工作
人员建议，如果有意让小
孩在长沙地区上学，可自
行购买灵活就业人员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