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说患难见真情， 在这场 “长久” 的抗疫期间， 也

是在考验爱侣之间的感情。 奔赴一线的人， 有爱人保驾

护航。 而待在家里的人， 开始反思和恋人的爱情。 疫情

能拉开距离， 但不能阻隔爱。 疫情之下的爱情， 生死关

键时刻的选择， 更加真实动人。

经历这场疫情之后， 相信很多人都会更加懂得珍惜

一直陪伴在身边的人。 之前看到一句很火的话： 等疫情

结束了， 你最想见的人是谁？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想要见的人， 也只

有在这种特殊的时候， 才能更加珍惜眼前人。 这一段时

间注定不平凡， 也注定会有很多人更加懂得生活， 懂得

爱情， 更加懂得爱与被爱。

本文的主人公医生亚瑜是伟大的， 她毅然主动报名

加入到武汉的第一线， 成为了“最美逆行者 ” 中的一

员， 坚守在隔离病房， 在 “一线” 忙得不可开交； 她

的丈夫毅宏也是可敬的， 他没有埋怨和反对， 和女儿

在大后方默默支持前方作战的亚瑜， 成了她永远的后

盾。

就像有一句常说的话那样：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

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让我们歌颂那些迎难而上的白

衣天使， 最后只想说一声： 白衣天使加油！ 武汉加油！

作者手记>>>

疫情是一块试金石

贰柒 制图

疫情到来时，

我参加了援鄂医疗队
毅宏自从前年当了他

们建设集团副总后更忙碌

了， 下班后应酬也多了起

来。 一天本来我已经睡着

了， 估计已经是后半夜，

毅宏满身酒气地回来了，

躺在他的卧室里， 在第二

天我起床后， 他已经上班

了， 在桌上给我放着我喜

欢吃的油条、 煎蛋和牛奶，

一瞬间我心软了， 但随即

想到我俩婚姻出现的问题，

就不禁头疼起来。

一晃过去了 10 年多，

转眼妍妍已经 9 岁了， 时

光也进入了 2020 年。 今年

的春节比往年早， 正当神

州大地处处年味正浓、 家

家户户正准备欢度佳节的

时候，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

情却不期而至， 冲淡了即

将到来的节日气氛。 从 12

月份起， 短短两个多月，

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疫情

开始在湖北省武汉市病发

多起， 而且在极短的时间

里在国内外肆虐， 春节的

喜悦气氛被一扫而光， 一

时之间全世界谈“新型冠

状病毒” 色变。

然而， 为了让更多国

人过个祥和的春节， 早日

战胜这个恶魔， 全国的白

衣天使们都迎难而上， 上

海的各大医院都迅速组建

了应急梯队， 医护工作者

们都动员起来， 纷纷取消

自己的春节假期， 无需动

员， 随时待命， 不计报酬，

无论生死， 在春节假期却

甘愿坚守岗位， 固守疫情

防控的第一线。 更有许多

医院的医生主动报名奔赴

武汉疫区前线， 我也是这

些“最美逆行者” 中的一

员， 毅然加入了援鄂医疗

队。

得到上级明日赴武汉

的通知后， 我特意在第二

天清晨起了个大早， 做好

早饭， 给毅宏留了张纸条，

大概意思是我上“抗疫前

线” 武汉去了。 老实说，

我既然主动报名援鄂医疗

队， 奔赴武汉疫区前线，

就做好了面对困难的心理

准备。 其实我非常舍不得

女儿妍妍， 同样也舍不得

毅宏， 虽然我俩婚姻出现

了不和谐， 但毕竟做了 10

年的夫妻， 说没有感情是

假的。

临出家门前暗暗发誓：

假如这次自己有幸回来的

话， 一定对妍妍多一点耐

心， 和毅宏好好过， 不再

跟他抬杠吵架！ 如果不能

回来， 那就说什么都是多

余的了……我写着写着，

脑海中闪现着他俩的面容，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再见了， 我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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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抗疫前线，他们在后方支援
□口述： 亚瑜 记录： 一帆

心中有大爱的白衣天使亚瑜是很幸运的， 不但嫁给

了自己的初恋男神毅宏， 又有了可爱的女儿。

新冠疫情爆发， 亚瑜成了 “最美逆行者”， 而这时

在大后方毅宏对她的真爱和牵挂分外可贵。

正如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的长篇小

说 《霍乱时期的爱情》 中说过： “哪里有恐惧， 哪里就

有爱。” 爱和希望的确比病毒蔓延得更快。

当和缓的舞曲响起， 我

俩走到舞池中央时， 他竟然

魔术般地伸出一直藏在身后

的左手， 一大束娇艳欲滴的

玫瑰展现在我眼前， 毅宏单

脚跪地， 大声对我说： “我

选择在这个日子里向你求婚，

希望你不要拒绝。 如果你拒

绝， 我也不会觉得尴尬， 因

为戴着面具。” 我无声而泣，

同自己咸苦的泪水不同， 此

时我的心已经被甜蜜占据，

情不自禁地投入了他的怀抱。

我俩成了情侣后， 相恋

不到半年时间， 就领取了结

婚证， 对此我没有任何犹豫，

我能和他一起走进神圣的婚

姻殿堂感觉自己很幸福， 因

为我终于可以和自己所爱的

人在一起了。

结婚第二年， 我们有了

一个可爱的女儿妍妍。 哪知

我们一步入婚姻的围城， 彼

此种种的性格和想法习惯的

差异渐渐冒了出来， 再也不

像谈恋爱时那种两情相悦的

默契， 我觉得就像是对方缺

点与不足的显微镜和放大器，

对对方的优点和长处视而不

见， 而对对方的缺点却越来

越在意起来， 尤其是有了女

儿后的很多家务琐事。 于是

我俩的争吵渐渐地多了起来，

而且越争执越压不住火气。

我作为医院的主治医生，

繁忙的工作常常和照顾家庭

不能兼顾， 往往也成了毅宏

攻击我的最佳借口， 而他逃

避家务劳动、 有空就窝在沙

发上玩手机游戏我也深恶痛

绝， 往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

事到后来却吵得面红耳赤，

干脆就拣双方最不爱听的话

来讲， 直触到最致命的痛处，

好像那样自己才会解气， 到

后来， 进入了更危险的境地，

干脆谁也不理谁了。 反正夫

妻俩处腻了， 怎么看对方怎

么都不顺眼， 彼此之间因为

矛盾渐行渐远， 不知不觉成

了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

我俩平时也就在女儿的

教育和抚养上有不多的交流，

除此之外更没有其它的交流，

更奢谈讲推心置腹的心里话

了， 自从女儿出生后， 一直

都是我们娘俩一起睡， 毅宏

在另一间房睡。

终于嫁给了他，

但婚后摩擦也多了

我和毅宏是初中时的同

班同学， 时间过得真快， 我

们快认识 20年了， 那时我们

都 11、 12岁， 刚上初中。 他

在男生中是最帅的， 最重要

的是他是我们学校的学霸，

学习非常好， 每次大考都名

列年级 1、 2名。

很多女孩儿都喜欢他，

因为毅宏不但帅， 还拥有如

此出类拔萃的学习成绩和他

在学校里无时无刻认真钻研

的劲头， 他也深深地打动了

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就不知不觉为他沉迷了

……但自己却没有走进他的

内心。

三年后， 我们毕业， 各

奔东西， 甚至连一声道别都

没有， 再次有他的消息是在

十多年以后了， 那时大家已

经长大成人， 大学已经毕业

都开始工作了， 一次我无意

间在初中同学的 QQ 群中看

到毅宏正和另外一个同学聊

天， 这时我早已不是初中时

那个胆小羞涩的小女孩了，

多了份职业女性的直率和

“厚脸皮”， 就加了他为好友，

开始就和他视频聊天， 慢慢

地， 我们重新拾起了 10 多年

前的记忆。

毅宏的性格很好， 与他

聊天很舒服也很亲切， 就像

彼此有默契般的， 于是后来

我们常常在网上碰到， 聊得

很开心却仍未见面。 有一次，

我想找一套英语教材学习英

语， 从聊天中知道他恰好有，

就向他借， 他爽快地答应了，

并大老远地给我送过来。

不久， 我想考执业资格

证， 又担心自己没有毅力坚

持下来， 所以我在网上对他

说： “毅宏， 你能不能陪我

一起学习？” 他爽快答应了，

说他刚好也要参加建筑师资

格考试， 我们可以相互监

督。

毅宏陪我读书的方式很

特别， 我们并不能经常在一

起， 而是通过网上视频监督。

我在这边， 他在那边， 如果

我不专心， 他看到后， 就会

在电脑上打出两个字： “学

习。” 这浪漫吗？ 我不知道，

可是我感觉非常幸福。

2009 年的圣诞节， 对我

俩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

子。 那天， 毅宏邀请我去参

加他们公司举办的化妆舞会，

我欣然同意了。 虽然彼此都

戴着面具， 但是我看到他眼

睛里的深情。

10多年后，

我和初恋又有了交集

www.shfzb.com.cn

有了他俩的鼓励，

我在前线不孤单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和来自上海各大医院的

战友们一起， 日复一日穿

着厚重的防护服， 戴着汗

水浸湿的防护镜， 奋战在

武汉的前沿阵地。 在这里，

许多同事们每天工作十多

个小时， 顾不上吃饭、 休

息， 不少人累得病倒了，

但仍然带病坚守岗位。

在最危险的战场前沿

阵地， 说不紧张不害怕是

假的， 幸亏有他俩在手机

那头的牵挂， 毅宏几乎天

天晚上给我打电话， 也经

常和我通过微信视频和留

言。 他一遍一遍地留言说

以前对不起我， 没有体谅

我身为医生和母亲的双重

压力， 自己逃避了很多身

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最

后他还说道， 他和妍妍是

多么想念、 牵挂我， 关心

我的安危。 看着手机那头

他们父女殷殷关切的目

光， 我虽处在紧张忙碌的

医院中， 但心里面温馨一

片。

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多

月没见到他俩了， 在医院

工作时紧张而又忙碌， 丝

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只有晚上忙完一天的工作

后才能真切感受到自己对

他俩的挂念。

每当我感到孤单害怕

的时候， 就很想见到他俩，

想念他把我拥进自己温暖

怀抱那充满宠溺的微笑，

想念女儿妍妍那宛如精灵

小公主般可爱的面容， 我

在心里默默对他俩说： 毅

宏、 妍妍， 你俩在上海要

好好的， 我也想立刻飞回

上海， 回到你俩的身边！

但是为了湖北人民的健康，

为了祖国能早日战胜这个

病魔， 我们一家现在还不

能见面， 等这场灾难过去

时， 我们会再马上见面的，

等我回来！

那天清晨恰好是情人

节， 在微信上收到毅宏的

一大段话： 亚瑜， 我和女

儿都想你！ 自从你离开后，

说实话， 我这二十多天都

没睡好， 人一牵挂就会胡

思乱想， 心中甚至有种不

详的预感， 但即使那样，

在悲痛的同时我会非常自

豪的， 因为我老婆是好样

的， 是巾帼英雄！ 末尾写

着这样几句话： “亲爱的

老婆， 祝你情人节快乐开

心， 你快回来吧！ 我以前

不是一个好老公， 如果你

回来， 我会好好和你过日

子， 会做一个好老公、 好

爸爸的， 咱们一家三口快

快乐乐生活在一起， 再也

不分开！ 2020.2.14 早晨 5

点。” 我欣慰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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