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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第七批援助湖北医疗
队队员、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
护士吴文健的背包有些与众不
同，上面有两个粉红色丝带绑
成的蝴蝶结。“这是准婆婆给我
系上去的，一是做个标记，免得
拿错包，二来也是祝我好运。”
面对媒体的镜头，吴文健显得
甜蜜又羞涩。

吴文健和男友，一个是护

士，一个是交警。两人本计划
年后去民政局登记结婚。疫情
爆发后，为了坚守岗位，他们决
定将婚期推迟。“我要在医院照
顾病人，男友要在南港交通执
勤卡点检查。整个春节，我们
都在防疫一线，经常要上夜
班。两人每天只能简单地打个
照面，根本说不上几句话，完全
没有精力想结婚的事情。”吴文
健说。

背着家人，吴文健主动报
名去武汉。直到出发前两天，
全家人才知道她要去湖北援助
的消息。“他们都非常理解、支
持我。我的行李是男友和他的
母亲帮着准备的，考虑得特别
周全，让我非常感动。”吴文健
说，虽然在湖北看不到亲人，但
他们的点滴关心会一直陪伴
她，给她温暖和力量。

不同的职业，却有着相同
的使命。“我们约定，等疫情结
束，我平安归来，我们就去登记
结婚！”吴文健说。

我们有个婚约
文\图 海南日报记者 计思佳

2 月 21日，在我省第七批
援助湖北医疗队出征前夕，一
个被母亲抱在怀里的小男孩，
追着马上要去武汉的父亲折
纸青蛙的抖音视频在微信朋
友圈走红。与充满泪水和不
舍的告别不同，这对父子温
馨、可爱的互动，给很多人留下
了深刻印象。

视频中的父亲名叫张秀峰，
现在在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
院工作。无论是 2003 年的非
典，还是2009年的甲型流感，张
秀峰都奋斗在抗疫一线。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的形势，张秀
峰早早写下了请战书。

“他是一名有着十多年经验
的呼吸内科医生，抗击疫情责无
旁贷，必须顶在最前面。”同是医
务人员，妻子张若若特别能理解
丈夫的选择。“每次丈夫一回家，
儿子就跑过去让他抱，缠着他玩
游戏。这段时间不能出门玩，他
回家就陪儿子折纸、搭积木。”张
若若说，儿子一直很崇拜爸爸，觉
得爸爸会折纸、会治病，是个“全
能老爸”。

2月21日下午，全家出动，

为张秀峰送行。在医院举行完
出征仪式后，知道爸爸马上要出
远门，儿子便缠着他折纸青蛙，
刚折了一半，大巴马上要出发前
往机场。看到爸爸马上要离开，
青蛙却只完成了一半，儿子哭闹
了起来。

为了了却儿子的心愿，妻子
抱着孩子跑到车边拦下了张秀
峰。张秀峰也把行李箱放在一
边，1分钟便把青蛙折好。儿子终
于破涕为笑，在张秀峰的脸上亲
了一口，对他说：“爸爸，打完怪
兽，要回来继续给我折青蛙！”

“打完怪兽，回来继续给我折青蛙！”
文\海南日报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 谭莹

“望你们在救治病人的同
时，保护好自己，平安回家，向
白衣天使致敬！”“我们从未见
面，但我们的心始终在一起，寒
冬渐渐过去，春天悄悄到来，春
暖花开不远，加油！”近日，这样
暖心的话语，写在一张张被折
成爱心形状的彩色卡纸或是便
利贴上，然后随着准备好的营
养餐食，被送进三亚中心医院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的隔离
区。

医生读到了它，护士也读
到了它，患者也读到了它。他
们都不知道这些暖心话语具体
是来自谁的祝福，因为这些话
语是由该院睡眠心身医学中心
向全院的医护人员和社会爱心
人士搜集得来，然后由工作人
员抄写在便利贴或爱心卡片
上。

“我每天吃的便当上面都
会有医护人员贴的那些爱心纸
条，希望我们早点康复，希望我
们一起携手加油，让疫情早点
度过。”治愈出院走出隔离区
时，潘大姐动情地说道。治愈
出院的彭女士也有着同样的感
动：“我刚进医院的时候心情很
沮丧，医护人员每天都很关心
我，还在便利贴上写字鼓励我
们。”

一句句温暖的话语、一张
张爱心便利贴，表达了对医护
人员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
谢，也为患者早日战胜病魔带
来鼓励与祝福。“我会把每次送
来的爱心便利贴留下当书签，
这是一份值得收藏的礼物。”一
位患者告诉记者。

爱心便利贴
文\ 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

2月 19日，新冠肺炎患者、
68 岁的余先生治愈出院。在
海南省传染病医院（海南省人
民医院感染医学中心）门口，
他面对媒体朗读起了他和老
伴一起在病房写给海南医护
的一首诗。

“他们是非常时期最可爱
的人，他们是抵御邪恶的坚固
屏障，他们是党和人民最宝贵
的财富，他们是共和国无比强
健的脊梁，他们是椰城最美的
风景……”余先生告诉记者，
虽然他们此行没有机会欣赏
海南的美景，但是他们在病房
里看到了海南医护的精神之
美。

《最美的风景》（节选）
他们也有妻儿老小，
但他们却夜以继日为我们

放哨站岗；
他们也是凡身肉体，
但他们却勇敢地面对脚下

的地雷和迎面飞来的流弹。
他们消耗自己的健康，
来换取我们的健康；
他们燃烧自己的生命，
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延长。
他们是非常时期最可爱的人，
他们是抵御邪恶的坚固屏障，
他们是党和人民最宝贵的

财富，
他们是共和国无比强健的

脊梁，
他们是椰城最美的风景。
他们偷来圣火，
将我们濒临熄灭的心灯点亮。
我们虽然中止了旅行，
但我们一点也不失望。

写诗念恩情
文\海南日报记者 马珂

拿起纸笔，画一张抗疫海报，
手法或许稚嫩，但却是孩子们最真
诚的期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日子里，海南师范大学实验小学
三（3）班的班主任梁海鹰老师在线
上倡议和指导孩子们，拿出纸笔、
用心设计，绘制出一幅幅生动的手
抄海报。“防疫行动，从我做起！”

“致敬最美逆行者！”“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孩子们用简单的言语
和富有童心的色彩绘制海报，表达
了对疫情的关注、对祖国的祝福和
对医护工作者的敬意。

童心绘爱心
文\图 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

吴文健准备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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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余先生朗读自己和妻子在病房写的诗《最美的风景》。
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三亚中心医院睡眠心身医
学中心工作人员抄写收集到的
爱心便利贴。 （医院供图）

2月 11日，程海丽取下防
护面屏完成扎针操作。

⬆2月 3日，屈
恒星离家前将儿子
拥入怀中。

2月3日清晨，海南省人民
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屈恒星
一早起床收拾好行李，他需要
到达医院的时间和往常一样
——早上八点半。但这一次，
屈恒星没有因为怕吵到家人而
悄悄出门，岳母、爱人和儿子也
早早起床。他们知道，屈恒星
踏出了家门，要两个14天以后
才能回来相聚。屈恒星的第一
个14天，是要进入医院的隔离
病房救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第二个14天，是他从病房出来
后进行隔离观察的时间。

出门前，屈恒星一把将还
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拥入怀
中，这时妻子的眼中泛着泪
光。简短的告别后，屈恒星前
脚刚踏出家门，儿子就从身后
抱住了无声流泪的妈妈。当屈
恒星走出住宅楼时，儿子从窗
台探出头喊道，“爸爸，你要保
重身体！等你回来！”

2月10日，海南省人民医院
急诊科来了一对白发苍苍的老
夫妻，阿公陪着近70岁的阿婆
来看病。医生诊断完后需要打
针，得知阿婆有头昏的症状，护
士程海丽赶紧和阿公一同搀扶
着她到床位上躺下，自己蹲下身
在老人手背上扎针。老人的血
管很细，不太好找，程海丽在低
头找血管时，呼出的气体模糊了
面罩，她便摘下面罩并叫来经验
更丰富的同事张英利帮忙。

三分钟过后，程海丽终于找
出血管，将针头精准地扎了进
去。程海丽告诉记者，在新冠肺
炎疫情下摘掉面罩确实有风险，
但是进来的病人经过两次体温
测量，再加上病房里做的其他防
护措施，感染的风险很小，如果
不准确找到老人的血管，可能会
有两次或者以上的扎针操作，给
患者增添痛苦。

2月19日晚6时，从海南海
口出发的飞机，正在万米高空
向着湖北武汉的方向平稳飞
行。机舱内，坐着一群特殊的
旅客，他们是海南省第六批支
援湖北抗疫医疗队的146位医
护人员。

此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正
闭目养神，前舱的机组人员在
悄悄地准备一场惊喜。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儿科护
士张莹莹被叫到了名字，她一
脸茫然地站起来。

“今天是你21岁的生日，祝
你生日快乐！”武汉籍高级客舱
经理王永刚和乘务长李文丽，
为张莹莹送上水果拼盘和生日

贺卡：“我们特别想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来帮助我们的家乡，
你们是最美的逆行者，为你们
点赞，给你们鼓掌！”

这一刻，机舱内的人们齐
声唱起了生日祝福歌。张莹莹
感动得泪光闪闪：“没想到会有
这么多人为我过生日……”在
即将抵达武汉抗疫一线这个特
别的时刻，这位年轻的护士许
下心愿:希望疫情早日结束，我
们都能平安归来。

“希望你们照顾好自己，每
个人都平平安安回来，到时候
我们来接你们回家！”李文丽声
音里没了一贯的平静，话说一
半哽咽起来。“等到珞珈山的樱
花盛开，让我们摘下口罩和相
爱的人一起，去看我家乡最美
的樱花！”王永刚也大声发出了
邀请。

空中生日会
文\海南日报记者 孙婧

清晨的告别
文\图 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耐心的一针
文\图 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情暖抗疫路

张歆翌同学展示自己绘制的手抄海报。

抗疫路 情 心

2月19日，在大家的掌声
中，张莹莹（右）迎来自己的生
日。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编者的话：
他们是丈夫，是父亲，也是儿子；她们是妻子，是母亲，也是女儿，在平常生活里，也许他们都是世俗中的凡

人，但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他们化身最美逆行者，成为英勇的战士。
不分昼夜的忙碌，不计回报的付出，他们与病毒厮杀，换来患者的康复。医者仁心，患者念恩，还有许许多多

涌现出的凡人善举，闪耀着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光芒。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总有小细节温暖人心，总有
小平凡带来信心和力量。风雨同担、守望相助，共抗疫情，爱不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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