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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李婷婷
疫情急如火，家书抵万金。庚子新年，一
场突如其来的抗疫大战打响，一封封战地家
书，字里行间隐现着“抗疫湘军”临危受命、
奋勇逆行的最美背影，在前线与后方架起了
一座座心心相印的桥梁。抗疫，成为湖南省
文明办自 1 月 8 日启动的“潇湘家书”活动以

来，最深刻、最特别的主题。
3000 多封口耳相传的家书，是中国抗
击疫情的舆论场上，另一种激情澎湃的湖南
声音。
因战地家书而汇聚的一道道情感激流，
在
人们心灵深处奔腾，
壮阔而深远。
当我们毫无防
备地迎接突然降临的一切时，
翻读一封封真实
的家书，
就像翻开这场注定载入史册的抗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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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页，
翻开人们细腻、
丰厚而温暖的内心世界。
见字如面，
展信如晤。
潇湘家书，
是抗疫战
场上的暖色调、
正能量。
当它们拼接在一起，
就
是一部湖南民众的抗疫心灵史，
是面对灾难时
中华民族情感与精神的大展露、
大激扬。
春暖花开，山河无恙，等你归来。
愿每一封战地家书安放的祈愿，都如愿
圆满。

1 疫情将“潇湘家书”活动推向历史的拐点
们传为美谈。
湖湘家书也是革命文化的一个重
要载体，
毛泽东写给毛岸英的家书、
左权写给
女儿的家书……都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忆。
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在不经意间渐渐
地忽略了家书这个别具意义的交流方式。近
年来，随着《见字如面》等文化电视节目的走
红，
远去的家书开始回归，
重现在人们的视野
之中，成为一股颇具文化深意的“清流”。
“潇
湘家书”征集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展示
了高远的立意，
具有深刻而深沉的寓意。
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将 2020 年的“潇湘家书”活动，推向了一个
历史性的拐点。

一封封家书，成为连接抗疫前线与后方的独特桥梁

2020 年 1 月 25 日，农历庚子新年的第
一天。为应对疫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罕见地在正月初一召开会议。
这一天，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
显示：
截至当日 24 时，
湖南省累计报告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69例，
重症病例20例。
一场抗疫大
战骤然打响，
一位位奋勇
“逆行”
的白衣战士，
甚
至来不及与家人告别，
已冲上了最前线。
隔离病毒隔离不了爱。一封封家书，成
为被阻隔的亲人间表达感情的特别方式、最
佳途径，成为特殊时期的特殊情感表达。
“潇
湘家书”，迅速成为连接抗疫前线与后方的
独特桥梁。
第一封被媒体披露后引起大众泪目的
家书，是 56 岁的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
病诊疗中心主任曹晓英写给儿子何思奇的
道歉信：
“ 儿子，妈妈还是决定要进隔离病
房，没有听你的话，跟你道歉。”
今年春节，何思奇准备带着女朋友回郴
州过年。这也是他第一次正式带女朋友回
家。得知妈妈要上防疫一线的那一刻，他的

心往下一沉，很担心患高血压的妈妈身体吃
不消：
“ 为什么你这个快退休的人还要进隔
离病房上一线？你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
笑吗？”
接到儿子语气略带“责备”实为忧心、关
爱的电话时，
曹晓英第一感受是
“愧疚”
。
但疫
情当前，她必须上“战场”。进入隔离病房前，
她给儿子写下了这封家书：
“我深知感染病给
人们带来的痛苦和折磨，我毕生的愿望就是
消除这种痛苦和折磨。
对不起儿子，
我们短暂
的别离是为了千家万户的欢声笑语。
”
曹晓英给儿子的家书公开后，被多家媒
体刊发转载，引起广泛传播。很多读者说，看
哭了，这是一封“最美家书”。读到报道，曹晓
英说，家书本来没打算公开的，
“这是我们医
生该做的”。
原本旨在通过岁末年初的一封封家书
邀请湘人回乡过年、返乡创业的潇湘家书活
动，也由新年第一天这封让无数人泪目的战
地家书，开启了“战疫烽火急，家书抵万金”
的新篇章。

从 1 月 23 日开始，湖南省文明办、湖南
省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将《潇湘家书》关
注的重点转移到疫情防控领域，迅速联手省
卫健委、省疾控中心、湘雅医院等抗疫一线
医卫工作者，策划播出来自抗疫一线“身为
医者，不畏生死”的家书。
一 封 封 饱 含 深 情 的 抗 疫 家 书 ，纷 至
沓 来。
从 1 月 23 日至今，湖南省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频道每天播报一封潇湘家书，周眉、陆
晓两位播音员轮流上阵。他们从早上 7 点开
始录节目，往往要到下午 3 点多才能回家吃
上饭。因为用嗓过度，周眉的声音已开始嘶
哑，引发了肠胃炎和支气管炎。湖南日报、新
湘评论、新湖南、时刻、湖南文明网等省级主
要媒体，
也迅速刊发了大量抗疫家书。
据不完
全统计，
截至到 2 月 13 日，
活动组委会已收到
近 3000 封抗疫家书。
“一封封家书犹如一份
份请战书，每一封家书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
亲情故事，
汇聚成一曲誓言铿锵、
大爱情深的
豪迈壮歌。
”
湖南省文明办副主任李力明说。

3 “我们是渺小，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刻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光荣的”
什么是有爱、有义？什么是众志成城、万
众一心？纷飞的战地家书里给出了答案，记
录了很多上有老下有小的普通家庭，在疫情
面前最真实的生活细节与情感袒露。
大年初一这天，株洲市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长、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病
区副主任刘毅，已踏上了奔赴湖北黄冈的征
程，驰援黄冈版“小汤山”医院——大别山区
域医疗中心。
1 月 22 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刘毅没有
和妻子左丽商量，向医院递交了一份《请战
申请书》。医务科问他家属同不同意，他说妻
子也是党员，肯定会全力支持。回家后，他笑
嘻嘻地和妻子说起了请战的事。妻子是株洲
市人民检察院干警，疫情面前她的工作也并
不轻松，还要一个人照顾家中 86 岁的奶奶、
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婆婆，以及 2 岁的女儿和
5 岁的儿子。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春节，
不容易。
2 月 6 日，刘毅赴黄冈第 12 天，左丽给
丈夫写了一封信，嗔怪丈夫“先斩后奏，给我
戴一顶高帽哄我开心”，也坦陈
自己的忧虑：
“ 说不担
心，是假话。每天看着
电 视 、报
纸、朋友圈

发布确诊病人跳动的数字，我的心跳也在加
快。”但她更多是深深的理解与支持。他们曾
一起看过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为了升起第
一面五星红旗，那些为收集硒、铬、镍元素而
捐献烟斗、长命锁、炒菜勺子的普通百姓的
身影，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脑海中。
“历史会
记住他们吗？他们又何曾奢望被历史记住？
国家是强大的，我们是渺小的，能在国家需
要的时刻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光荣
的。”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更为勇敢的丈
夫感到光荣：
“ 你用自己的行动教给了我们
的孩子，要做一个有爱有义的人!”儿子每次
在电视里看到穿防护服的医生，就会兴奋地
大声喊妈妈快来看，这是不是爸爸？还天真
地说：
“等爸爸回来，我要把最厉害的奥特曼
奖给他!”
我们要教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如
何让孩子们认知家庭，认识社会，理解生命？
战地家书里，有比教科书更鲜活更直观的答
案。
元宵节前一天，益阳医专附属医院呼吸
内科负责人欧阳胜伟，第一次给 10 岁的儿
子欧阳子谦写了一封信。这位平常不善言
辞，感情内敛的父亲，和孩子分享了最难忘
的经历和人生感悟：
“‘担当身前事，不记身
后名。’孩子，请你记住这句话。”
2 月 2 日晚 7 点，受益阳市卫健委指派，
欧阳胜伟和同事从益阳医专附属医院出发，
奔赴桃江县人民医院参与
会 诊 和 看 护 病 人 。妻 子 刘
霞是益阳市第

四人民医院肺病诊疗中心的护士，负责医院
发热门诊和预检分诊工作。10 岁的儿子没
人照料，只好送到了乡下的外公外婆家。
细心的欧阳胜伟在会诊时发现，一位 7
岁的小男孩不幸染病，虽然在医院精心治疗
下已经明显好转，但他的妈妈还是非常恐惧
地坐在小男孩床边哭泣。小男孩则躺在床上
默默地注视着他们。欧阳胜伟唯恐自己一身
防护装备吓着了小男孩，赶紧走到小男孩床
边，轻言细语地和他细细沟通，直到他和他
母亲的心情都慢慢平复下来。那一刻，欧阳
胜伟又心痛又担忧，想到了在乡下快乐玩耍
着的儿子。他把病房中的这个场景与细节及
他的体会写信告诉了儿子：
“疾病不仅摧毁着人的身体，也摧毁着
他们的心理和意志，所以他们需要我们，需
要我们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或许普通人对这
样的感染者避之唯恐不及，而爸爸必须选择
直面他们。爸爸不是英雄，不是勇敢，也不是
无畏，而是有一种义务、责任和决心。生而为
医，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只有真正的使命
感才能让人无惧而往！
爸爸跟你说这些，只是希望你对人生、
对生命有新的感悟。爸爸不是传说中的盖世
英雄，但是爸爸想做你心中的英雄，做你心
中的榜样！希望你将来能拥有一颗强大的内
心，勇于担当，勇敢接受任何挑战。”
有身教，也有言 传 。教 育 ，是 一 言 一 行
的潜移默化，是随机随缘的启发开导，也是
为每个人的生命赋能。这样的战地父子书，
是关于担当、使命的鲜活注解，胜过任何空
洞的长篇大论，胜过任何粗暴与机械的灌
输。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假期，虽然没有父
母在身边陪伴，却收获了人生最宝贵的精
神财富。

潇湘家书征集活动大扫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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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家书”活动，是“四季红·雷锋家乡
学雷锋”志愿服务的一项重点内容。活动倡
导在湘和在外的湖南人书写家书，讲述家乡
和家人的故事，把三湘大地脱贫攻坚的喜人
变化、父老乡亲的深情牵挂、留守儿童对父
母的浓情思念等等，传递给亲人，邀请湘人
回乡过年、返乡创业。
“千古温情寄尺素”。家书，是中华文明
不断的根脉，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
人心目中有很重的分量。
湖南有着浓厚的家书传统，家书文化特
别繁荣，
很多先贤留下了大量教子育人行事的
好家书。
曾国藩家书成为治家典范，
一度被人

抗疫战地书 潇湘家国情

“斌伢子，又快要过年了，不知道你今年
能不能回家过年，
我和你妈都很想你，
你妈这
几天老是念叨，
说都快两年没见着你了……”
1 月 8 日，春节临近。由湖南省文明办等
多家单位发起的“潇湘家书”征集活动，在娄
底市新化县槎溪镇正式启动。活动现场，播
音艺术家荣斌、周眉饱含深情地朗读了一对
新化老夫妻写给儿子——西昌卫星中心观
测站博士刘楚斌的家书。
这是第一封在现场寄出的潇湘家书。湖
南省邮政公司为活动特别准备了大量免费
信封。一封封家书飞向千家万户，成为岁末
年初潇湘大地一道温暖的风景。

重新发现写信这个慢动作的意义

“疫情像一道封锁线，隔着小小一座洞庭湖，你
在北方，我在南方。”
2 月 5 日，汨罗市罗江镇的一名基层政府宣传干
事郑林日，给正在湖北荆州进行自我隔离的表姐任
鹤云写了一封信。前一天，表姐在微信上发了一张图
片给她，图片上只有一个床头柜，说这是自己的全部
生活空间。原来，表姐接触过从武汉返回荆州的舅舅
后，出现了咳嗽症状，正在进行自我隔离。
郑林日担心表姐。任鹤云也担心表妹。作为一名
基层干部，
郑林日每天要和镇村干部、
村医一起，
走进
从湖北返乡过年的务工者家中，进行防疫体温检测。
但他们自己的防护用品很简单，仅戴着最普通的口
罩。
任鹤云劝表妹说：
“千万不要出门，
保护好自己。
”
但郑林日知道，表姐的这个小小的要求她没有
办法答应：
“鹤宝，我必须走出去，也许我的能量微不
足道，但我是镇里的宣传干事，我要记录他们，记录
他们忙碌的身影，更记住这段大家共同战斗的日子！
午夜 0 点，夜莺会飞上最高的玫瑰枝，将刺深深地刺
进自己的胸膛，然后发出高亢的声音，大声歌唱。我
只想大声歌唱！”
2 月 13 日，任鹤云给表妹写了一封回信：
“在被病毒隔离的孤岛，
仍能感受到来自亲人的爱，
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这几天我的咳嗽开始有所
缓解，
到今天已经几乎全好了，
也没有出现别的症状，
只
是普通感冒或者咽喉炎，
全家都大大松了一口气。
你说‘比病毒蔓延更快的是爱与善意’，那些坚
守在一线的工作者们，那些出资出力的普通百姓们，
他们的努力，我们的坚持，一定能带来最终的胜利！
我也想送给像你一样的‘逆行者’们一句话：
‘同气连
枝，珍重待春风。’”
郑林日和表姐感情很好，常通过微信视频交流，
这是两姐妹第一次用书信沟通。郑林日发现，自己写
信的时候，感情的表达更加流畅和深刻，很多平时打
电话不好意思说的话，不会轻易表达的情感，在纸上
写的时候会很自然地流露出来：
“因为写信是一个思
考-酝酿-落笔的过程，整体情绪更饱满，对于亲人
来说，彼此之间的关怀和支持好像一下就具象化了，
收信看信的时候心里也会更温暖。”
现在，郑林日和表姐约定好，以后每隔一段时间
就给对方写一封信，聊聊近况，聊聊平时不会说的心
里话。在疫情的特殊时期，大家的心理压力都很大，
她也准备建议家人之间互相写信，除缓解现在的紧
张情绪外，以后留存下来也是非常美好的记忆。
战地家书，不仅冲破了疫情封锁线，给亲人最有
力的支持、最温暖的抚慰，也让人们在一字一句走心
的书写中发现，
习惯了微信视频等快捷交流方式的时
代里，
写信这种颇有着古典、
手工意味的
“慢动作”
，
其
实蕴含着生活深处那些常常被碎片化遮蔽的真相。
这，或许是潇湘家书征集活动带给许多人的一
个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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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家书征集活动，演变成
抗击疫情的大阵地、大合唱

2020 年的疫情，考验着人们的意志、智慧和韧
劲。而每一份战地家书写作者的发现，都是一分照
见，都是一分自省，都是一分觉知。
细读过上百篇战地家书，正在着手采访和创作
关于湖南抗疫报告文学的作家纪红建说：
“ 家书不
在于文字有多么华丽，真实的人和事，真实的情感，
质朴的表达，就是最好的家书。抗疫家书，是特殊时
期特殊情感的表达。此时，爱是彼此的牵挂，又是各
自的坚持。抗疫，写家书也是一种行动。既是后方对
前方的鼓励，也是情感高度凝聚的时刻，能够提升士
气，鼓舞士气，让人们重新认识友情、亲情，重新认识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潇湘家书，一场原本旨在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
演变成了万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意志、
决心和情感的大阵地、大合唱！
不久，抗疫家书选集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结集
出版。当一封封家书装订成书，白纸黑字上的它们，
将拥有独立的生命力。
或许，正如这家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英国图书
《见 信 如 晤》的 编 著 者 肖 恩·亚 瑟 所
说：
“通过在往昔生活的人所写
的这些真实信件来了解往昔，
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
途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