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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日前，由潇湘家书
活 动 组 委 会 编 辑 的

《 你 信 大 爱 我 信
你 ——潇湘家书·抗
疫篇》，在湖南文艺出
版社正式出版。这本
书，是我国第一本抗
疫家书合集。

见字如面，展信
如晤。因为疫情和出
征，抗疫前线与大后
方的人们用家书这种
特别的方式，在前方
和后方之间架设了一
座特殊的桥梁，述说
牵挂、思念、坚守和希
望。这些家书，展现了
三湘儿女丰厚而温暖
的内心世界，而当它
们汇聚在一起，更成
为了一部湖南民众抗
疫的心灵史。

“ 疫 无 情 ，人 有
情，留存这些宝贵文
字汇编成书，意义重
大。”中共湖南省委
常委、省委宣传部部
长张宏森如是说。

“ 潇 湘 家 书 ”活
动，由省委宣传部等
10 余家单位于今年 1
月初发起，倡导省内
外的三湘儿女书写家
书，记录喜人变化，讲
述浓浓亲情，彰显良
好家风，传递正面能
量。随着抗击新冠肺
炎战役的打响，广大
一线的抗疫工作者成
为最美的“逆行者”，
而他们和亲人之间的
家书，也迅速成为这
次活动中最靓丽的风
景。

《你信大爱我信
你——潇湘家书·抗
疫篇》从一线抗疫群
体书写的3000余封家
书中，精选了81封，近
18万字。为此，我们特
别组织一批书评，从
不同角度向广大读者
推介该书，引导大家
探寻这些家书背后可
歌可泣的故事，也向
那些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医务人员、人民子
弟兵、公安民警、社区
工作者、志愿者及所
有为抗疫作出过贡献
的人们致敬。

林宁

初见《你信大爱我信你——潇湘家
书·抗疫篇》，赫然闯入我眼帘的，是封
面上被放大的、由于长时间佩戴护目镜
和口罩而留在医务人员脸上的一道道
勒痕，这些痕迹狼狈，令人不适，好像和
白衣天使的称呼不太相称。正是这样的
反差，让我想起电影《可可西里》里日泰
队长对尕玉说的一段话：“你见过磕长
头的人吗？他们的手和脸脏得很，可他
们的心特别干净。”

于是，这本总计 246 页，拿在手里
十分轻便的书，从这一刻起变得沉重。

重的是情感

全书以前线人员家书、后方保障人
员家书和生活学习类家书为脉络进行
编选。写信人职业有区别，覆盖了不同
行业，所处的地域也有区别，有的支援
湖北，有的留守湖南，可是他们给我们
带来的感动却没有区别。

感动于儿子不愿临近退休年龄的
医生母亲上前线时母亲的回答：“儿子，
妈妈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就注定我们
聚少离多……说不怕是假，但在使命面
前，‘害怕’这个词必须放下。”感动于妻
子对身处抗疫一线检测核酸的丈夫的
支持：“这一次，我没能和你一起奋战在
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但这场战争，没有
谁是看客。你有你的战场，我有我的责
任。安排照顾好家人，给你一个稳固的
大后方，就是对你最有力的支援。”正是

这些质朴的文字，展现了疫情期间真实
的生活质地，写信人、收信人的形象渐
渐清晰，他们像我们的父母、伴侣、孩
子、朋友，作为读者，忍不住将自己放入
每一封家书的情境中，这种共情几乎是
不由自主的。

奇妙的是，愈往下读，愈会有一种
这一封信和上一封信似曾相识之感，大
概是因为信中频频出现相同的“我想你
了”，这样重复的话语放在一部文学作
品中或许会被诟病，但在这本书中，无
数声“我想你了”汇聚在一起，却拥有了
穿越时间、穿越空间、穿越人心的力量。

重的是心愿

当我细读每一封家书时，发现这本
书像是一棵许愿树，沉甸甸地挂满了81
个家庭的心愿。

有心系大家、充满家国情怀的大心
愿：“愿岁月静好，愿家国无恙，愿英雄
平安。”“我像期待春天一样期待新闻里
的好消息。期待大家都平平安安！”

有简单朴实、真挚感人的小心愿：
“我亲爱的老爸，我一定要带你来看一
看武汉最美丽的樱花，吃武汉最好吃的
热干面。”“全国人民都在共同抗击疫
情，我们必能打赢这场仗！女儿一定会
平安归来，再陪你们补个团圆饭。”

这些大大小小的愿望在黑暗中散
发光亮，对抗着疫情带来的悲伤和迷
茫，将颓唐之气一扫而空，向我们示意
爱与希望始终存在。愿每一封家书中安
放的祈愿，都圆满。

重的是记忆

这本书还通过家书这一特殊的形
式，在宏大的叙事外，提供了平凡人的
视角，留下了个体的声音，可算作这一
时期别样的历史记录。

古老的家书被赋予新的意义，家书
中不只是浓浓的牵挂、充满智慧的训
诫，更让我们看到在灾难面前人类内心
深处的光芒。在看得见的战线上，医护
人员逆向而行，放下小家，成全万家的
团圆；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记者、快递
员、警察、社区工作者默默奉献着自己
的力量；不能忘却的还有那些平凡英雄
背后支撑他们的家人，他们隐忍克制，
用行动诠释“你信大爱我信你”，正是这
些无惧无畏、这些不屈不挠，这些点点
滴滴，让我们感受到支撑这个民族历尽
沧桑，饱受磨难，依然屹立不倒的那根
脊梁。正如作家纪红建所说：“抗疫家
书，是特殊时期特殊情感的表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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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时过境迁，《你信大爱我信你》
仍可以为人们了解这段艰难时刻的历
史提供大量的细节。感谢这本书为这一
群战士们铸造起一块文字的丰碑，在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蔓延时，曾有过
这样一群湖南人传递着善意与勇气，他
们让不透光的疫情帷幔裂开了缝隙，他
们值得我们认识，值得我们记住。

那么轻，又那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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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伟

纸短情长，字字暖心。《潇湘家
书·抗疫篇》收录的书信作者，身份
不同，职业各异，看似平淡的言语，
读起来却令人动容，给人温暖、力
量，承载的是浓浓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一种大爱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
个人的生命都与家国紧密相连。当
一场历史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来
袭，从湖北迅速蔓延到全国，三湘
大地的医护人员挺身而出，一支支
精锐之师火速集结、迅疾驰援。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张慧琳在家书
中写道：“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
的我，更是祖国母亲的女儿，国有
召，必能战！”援鄂医疗队员、南华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洪余德写信给
父亲：“做为一名医生，一名共产党
员，参加这场战役是我的责任和义
务。同为父亲，我对家也有不舍和
眷恋，但没有国泰民安，哪有家庭
幸福。”

在家书中，我看到他们很多人
都是瞒着家人报名上前线的。他们
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他们无私
无畏地付出，是为了让更多的家庭
平安健康，拥有希望。

家国情怀是一种奉献

很难想象，穿着厚重闭气的防
护服，喝口水都是奢侈的。

援鄂医疗队队员、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护士邹雨静在给父母的信
中说：危急重症病房可谓是一线中
的一线，危险性不言而喻，但仔细
想一想，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祖
国和人民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挺身而出的
时候吗？同为援鄂医疗队医护人员
张淑珍在家书中这样记录：黄冈的
司机载着满满一车的医务人员，就
像捡到了宝贝一样激动地说：“湖
南人真好！你们来了，我们就有希
望了！”

伟大孕育于平凡之中，伟大属于
每一个默默奉献的一线医护人员，属
于每一个抗击疫情的平凡国人。

家国情怀是一种担当

在这场抗疫人民战争中，正是
那些最美“逆行者”的使命担当，生
动诠释了家国情怀，筑起了一道牢
不可破的抗“疫”防线。

书中有几封信让我印象深刻。
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曹晓英的儿
子问：“为什么你这个快退休的人
还要进隔离病房上一线？”她在家
书中回答：“儿子，人生不应该只求
得 安 逸 ，有 奉 献 才 能 体 现 人 生 价
值。在使命面前，‘害怕’这个词必
须放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罗
征在请战书中说：“我要用实际行
动教会学医的儿子比任何专业课
更重要的东西——医者的责任与
担当。”

精神有了归属，生命才有意义。
这本抗疫家书记录的不仅仅是文字，
更是一股永不衰竭的精神源泉，是家
国情怀汇聚成的强大的力量。

肖欣

“疫情烽火急，家书抵万金。”
这本《你信大爱我信你——潇湘家
书·抗疫篇》里的每一封信背后，都
站立着一个疫情乌云笼罩下的有
血有肉的平凡人，有着真实、细微
而饱满的个体生命经历、体悟和质
感，是大历史中的小切片，透视着
湖南抗疫战里家庭这个最小社会
细胞体的肌理与微光。

真实，是这些家书的第一特
性。突然暴发的疫情灾难中，每个
人的社会角色与职业使命迅速凸
显，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家庭责
任与社会责任都突然加码甚至冲
突。这些家书的珍贵与特别，就在
于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真实记
录了每个家庭突如其来的情感激
荡，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与牺牲，
救死扶伤的使命与担当，以及缱绻
缠绵的儿女情长。这些复杂情感的
触发，无法预演、复制，那种毫无掩
饰的直白，有着强大的情感张力，
直击人心。

该书分为三辑，分别聚焦冲在
最前线的白衣战士、后方的坚守人
员和普通民众三个群体的家书，每
一个写信人及部分收信人，都标注
其真实身份、职业，涵盖了疫情中
各个社会阶层的职业与生活状态，
尽量避免了家书在题材上的同质
化，真实而立体地呈现了抗疫中湖
南民众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

家书中大量原汁原味的细节、
场景、情感，冒着生活热气，有着浓
浓的人间烟火味。

56 岁的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曹晓英，身患高血压等多种疾病，
但她没有听从准备第一次带女朋
友回家过年的儿子的劝阻，毅然冲
上了前线。进入隔离病房前一晚，
她匆忙给儿子写下一封道歉信：

“这些年妈妈总是忽略你的成长，
没想到一晃你已经是要准备进入
人生下一阶段的大人了，我很是欣
慰……妈妈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年夜饭，放在冰箱的冷冻室，你回
来热热就能吃，我就不陪你们过年
了，替我向小玲道歉！”

《你信大爱我信你》，也是一本
可以读给孩子们听的特殊生命教
科书。

元宵节前一天，益阳医专附属
医院欧阳胜伟第一次给 10 岁的儿
子写了一封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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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封潇湘抗疫家书里，投射着
81 个湖南家庭的家风、家训与家
教，凸显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
进程中所沉淀出的优秀文化品质。

目前，抗疫家书的影响力与传
播力仍在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人
受其感染而开始提笔给家人写信。
因为抗疫，写家书变成了一个热点
文化现象。

家书集的封面，白衣战士们全
副武装的抗疫影像，被特别设计成
一帧帧发黄的历史照片。这本战地
家书集，是正在一段特殊历史情境
中行进的我们为后世留下的家国
印记、人性光华，有着重要的时代
意义和历史价值。

特殊时期真切的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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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兆红

2020 年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防控中进入春节，这让人始料不及。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
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许多年后，当人们回看这场灾难，
记忆里会留下什么？

当我捧读《你信大爱我信你——
潇湘家书·抗疫篇》这部书时，在沉重、
感 动 之 余 ，更 有 一 份 欣 喜 ，因 为 从
3000 多封家书中精选出来的 81 封家
书，以血和泪般的文字，记录了这个特
殊时期三湘儿女真切的心灵史。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尼采谓：
‘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所谓血
书者，就在于真。这部家书的可贵，正
在于真，在于一种在现场的真实感受。
所有写作者，都是事件经历者，不论是
坚守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是请战的党
员干部，不论是赶赴湖北、支援疫区的
志愿者，还是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以
及宅在家中的芸芸众生，甚或困在武
汉疫区的人，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在
一句句轻描淡写、不施粉黛的字句里，
呈现了疫情的各个原生侧面。尤为难

得的是，通过家书这种非公开化写作，
袒露心胸，呈现了在场者内心世界的
波澜起伏，这是回忆录或后来的追记、
补记所不具有的情绪和真切感的。

试读一例。“想起出发的前一天，
你因为担心我，堂堂七尺男儿流下眼
泪，我到现在还在心疼，不过也倍感甜
蜜。我想这就是患难见真情吧……你
给我准备的营养品我没吃，送给一个
病人了。她是刚生产完的产妇……她
真的比我更加需要增加营养。”这封护
士写给丈夫的信，平实的话语却蓄含
着千钧之力，所谓儿女之情、患难之
思、悯人之念，在灾难的巨浪里沉浮闪
光，较之林觉民《与妻书》，又何让哉？

一切经历，必将成为历史。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来看，这次
突发事件只是一个意外的插曲。但我
们决不能忽视这种突发事件对于历史
进程的影响。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灾难过后，一种时过境迁的淡漠，从而
在不经意间重复历史。从这个意义上
说，灾难教育、灾难文艺有其存在的现
实和历史意义。而这方面，我们是非常
薄弱的。正因此，《你信大爱我信你
——潇湘家书·抗疫篇》便显现出它特
殊的价值来。它不但存真了一段历史，
很多篇章本身也具有文学的价值。

抗疫家书给中小学生的四种教育
余孟孟

《你信大爱我信你——潇湘家书·抗疫
篇》，讲述着生命的故事，折射着人性的光
亮。如果说，这场疫情是一次不曾预约的教
育契机，那么这部家书就是一本不曾预约
的“成长教科书”，因为对广大中小学生而
言，它至少蕴含着四种教育。

第一，是家庭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中，
家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

在这部家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疫
情一线奋战的父母写给后方子女的，他们
用实际行动和切身体会来教育自己的孩
子。比如，一位进入隔离病房的医生妈妈在
信中教导儿子要学会奉献，她说：“儿子，人
生不应该只求得安逸，有奉献才能体现人
生价值。”一位医生爸爸在信中用疫情的数
字、病人的痛苦、医务人员的拼搏，教导自
己10岁的儿子要懂得坚持和责任。

第二，是生命教育。这部抗疫家书，通
过“在现场”的方式记录下关于生命营救、

生命突破的故事，读来让人备受教益。
一位抗疫前线的护士在给丈夫的信里

讲了这样一件事：“你给我准备的营养品我
没吃，送给一个病人了。她是刚生产完的产
妇，孩子都没满月，家人全部隔离了。”还有
一位前线的护士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她陪
着一位患者度过了10个小时，这段时间，她
穿上防护服，不眠不休，满脸勒痕，可她最
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这种动力从哪里来？主要来自一种对
生命的爱护和珍视、对他人生命负责的态
度和信念。

第三，是职业精神教育。这部家书中，
那些在疫情中坚守职业道德、践行职业使
命的生动故事，读来让人感佩万分，也让人
懂得什么才叫真正的职业精神。

一位支援黄冈的主治医师在给家乡战
友的信中说，“穿着纸尿裤 7 个小时不吃不
喝，口罩、帽子、护目镜紧绷着头颅，我体验
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也体会到了穿
上防护服时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一位支援武汉的护士在给父亲的信里
这样写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一边喘气，一边
工作。我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护理这份职业的
价值。疫情仍在，初心也在，使命亦在。”

第四，是价值观教育。家书中，没有一
味渲染舍己为人的价值观，而是反复强调：
先保护好自己，再救治他人；在奉献大家的
同时，也要顾及小家。

一位父亲在信中对做护士的女儿说：
“你的专业是救死扶伤，你的使命是为人民
服务……但也请你一定保护好自己。你在
帮助无数个家庭，他们需要你，但你要记得
我们也需要你。”

一位支援湖北的护士在给父亲的信中
说：“老爸，你每天上班在外巡逻一定要戴
好帽子、口罩……严格自我防护，在确保自
身安全的前提下，为国家疫情防控作出自
己的一份贡献。”

可以说，这部家书在传递一种更理性、
更智慧的价值观。它带给孩子们的教育，是
积极、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