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院岗位上过大年
本报记者 于振宇 乔伊蕾

【家书摘登】
父母，妻 、儿 ，请原谅我无法回家陪你

们过年。 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此刻我对你
们的思念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强烈。 然而
现在，医院病人多，人手紧 ，医生的职责不
得不让我放弃与你们团圆的机会。 等到过
完年，我一定回来看你们……

———侯亚平（1989年2月5日）
【背后故事】
1989年，29岁的侯亚平是长沙马王堆

疗养院（今“省马王堆医院”）的一名住院医
师。 他的妻子在郴州老家，一个人照顾着孩
子和老人。 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一家人很
少团聚。

那一年春节前夕，妻子从家里写来信件
告诉侯亚平：3岁的儿子特别盼望他能回家
过年，等着他回去带他放烟花。 收到信件后，
侯亚平向主任医师请假。获得批准后，他满怀
欣喜地跑回宿舍，开始收拾行李。

农历大年二十九那天， 侯亚平照顾完
最后一位患有脑血栓的老年病人， 告诉他
自己要回家过年了， 嘱咐他有任何不舒服
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告诉其他医生。 老人无
奈地点点头说：“你就像儿子一样待我。 你
不在，我还真不习惯。 ”老人的神情中露出
几丝忧伤。 侯亚平顿时心里一紧，一句话都
接不上来。 最终，他决定不回家，留下来陪
老人们过年。

除夕那天中午， 一位83岁的病人心肌
梗塞病发，心力衰竭，侯亚平连饭都顾不上
吃一口，立即赶到病房参与抢救。 经过2个
小时的救治，老人的病情终于得到缓解。 侯

亚 平 一
直 守 护

到下午5点才
离开病房。
除夕夜，侯亚平

和几名同事在宿舍
里包起了饺子。 年夜饭

后，他给家人写了一封短短
的家书，之后和同事们一起
回到病房，继续照看那些没
有回家过年的病人，一直到

深夜。

扑火现场度春节

本报记者 于振宇 乔伊蕾

【家书摘登】
爸 、妈 ，我这里一切都好 ，虽然训练很

累，工作很忙 ，夜里都不能睡好觉 ，一报警
就要出动，但这样的生活非常充实 ，训练 、
学习、工作，每一分钟都有事干 ，也很有成
就感。 此时已到了农历大年初一的凌晨。 大
年三十上午我们还灭了一场火， 幸好没有
人员伤亡。 每年春节， 大家都高高兴兴过
年，我们是小心翼翼过关。 我很高兴，又过
了今年这关……

———张定轩（1999年2月16日）
【背后故事】
1997年12月，22岁的张定轩从广州老

家光荣入伍， 被分配到长沙市望城县消防
中队，一呆就是10多年。

每年春节， 张定轩和战友们都要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上。 1999年农历大年三十上
午10点钟左右， 有人报警说望城一栋高楼
起火了。 张定轩和他的同事第一时间赶往
现场，到达时，烟雾越来越浓，15层至19层
南侧的房间被火苗吞噬。 据现场人员描述，
大概有10余人因没来得及撤离， 被困在了
17层。

张定轩和同事立刻进入楼内搜索，并
用喇叭向被困人员喊话， 指引他们往安全
方向逃生。 在张定轩等消防官兵的指引下，
被困人员顺利逃出，无人受伤。

“大年三十是火灾高发时段，大家片刻
都不敢懈怠。 ”那天晚上，张定轩和他的同
事直到后半夜鞭炮声小了， 才开始吃年夜
饭。

一封未寄出的家书
本报记者 乔伊蕾
通讯员 王琴

【家书摘登】
亲爱的母亲，接到医院下达的您的病危

通知书的那一刻， 我多么希望能够赶回您身
边。 然而我却不得不履行一个普通“电力人”
的职责，希望能为灾区人民尽一份心。 此时，
郴州已经是一座无电、 缺水的孤岛，2月6日
农历大年三十这天无论如何都要复电， 配网
的抢修已经到了最最关键的时刻。 当您能够
看到来电时，老人、孩子脸上那洋溢着过年的
喜悦，相信您一定会理解、肯定我的付出，也
希望您能够原谅儿子的不孝……

———邓鹏宇（2008年2月4日）
【背后故事】
虽然国家电网郴州电业局电力110班

副班长邓鹏宇6年前的这封家书已经化为
灰烬，但信中的每个字，却永远深印在他的
心中。

2008年初，郴州遭遇特大冰雪灾害。为
完成抗冰保电重任， 邓鹏宇从1月13日起，
连日奔忙辗转桂阳、宜章、资兴、永兴配电
网络的抢修第一线， 根本无暇留在位于郴
州市区的家中照顾重病的母亲。

2008年2月4日是农历大年二十八，正
在赴永兴抢修途中的邓鹏宇接到妻子的电
话：“过两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你一定要回
来看看妈妈， 她老人家就盼着一家人能团
圆一次！ ”

接到电话后，邓鹏宇百感交集。 是顺老
母亲的意回去守候团圆， 还是留在抢险一
线继续战斗。 那天晚上，远在他乡的邓鹏宇
含着热泪，写下了一封家书。

然而这封家书却成为了他永远的遗
憾。 2月5日，噩耗传来：母亲溘然与世长辞。

当天下午， 悲痛难抑的邓鹏宇带着这
封未能寄出的家书赶回市区， 含泪将母亲
的遗体送到殡仪馆， 并将家书与之一同火
化。 随后，他又强忍悲痛立即赶回抗冰保电
一线。

异乡过年也感动
本报记者 乔伊蕾

【家书摘登】
亲爱的爸爸、妈妈，这平安祥和的除

夕之夜，本该是一家团圆之际，肩头的责
任，还有我一直追逐的梦想却把我留在了
上海， 注定我无法回湘与你们一起过年。
虽然相隔千里，但我的心却永远都在你们
身边。若此时的孤独能换来多年后你们晚

年的幸福生活，哪怕距离再远，道路再坎坷，
我也心甘情愿。 请原谅女儿暂时的不孝……

———张佳（2011年2月2日）
【背后故事】
2010年， 张佳从长沙老家毕业后独自

一人来到上海打拼， 在一家早教中心从事
教师工作。 由于公司过年需要有人值班，
2011年， 张佳度过了人生中第一个没有和
家人团聚的春节。

“喂，爸爸、妈妈，祝你们新年快乐！ 你
们不用担心，我很好。 ” 2011年2月2日，除
夕那天下班，张佳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笑嘻
嘻地给家人拜年， 还假装告诉他们自己正
要去同事家一起过年。 然而挂了电话，张佳
不可遏制地感到孤单、难过。

“年夜饭怎么办？ 晚上要来我家过年
吗？ ”一位同事离开公司时，听到了张佳的
电话，这样问她。 张佳忍着眼泪笑着说：“没
事，怎么好意思麻烦你。 ”

转眼到了晚上8点，张佳吃着一个人的
年夜饭，她拿出纸、笔，给远在家乡的父母
写信，不争气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你好，有人在吗？ ”忽然门外传来一阵
敲门声，张佳打开门一瞧，原来是听到张佳
打电话的那位同事， 带着另外几位同事一
起来陪张佳过年了：“我看你没有回家过
年，特意从家里给你带了饺子，还有一些烟
花。 ” 张佳心里顿时淌过一股暖流，流下了
眼泪。 冷清的小屋也随着同事们的到来瞬
间沸腾了。 张佳第一次发现，在异乡过年，
竟也可以这样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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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春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阖家团圆。然而，总有这样一些
人，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过上一
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放弃与家
人团圆的机会， 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 他们将自己的思念化为
书信，寄向远方，只言片语却蕴
含着真情， 字字句句都蕴藏着
故事。近日，记者通过收集到的
一封封不同年代的春节家书，
感受到其背后感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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