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宵，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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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孙云）2 月 5 日下
午 3 时 40 分 ，

ET684次航班徐徐
降落在上海浦东国

际机场，杨浦区江浦路街道阳明居

民区的居民杨云琳夫妻完成了自己
的光荣使命：在过去的 48小时里，

他们同一起旅游的团友们与时间和
病毒赛跑，临时中断在阿根廷的行

程，带着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的嘱
托，担任特殊的“人肉快递员”，将中

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和阿根廷中资企
业协会筹集的口罩、防护服等抗疫

医疗物资护送回国。

春节前，杨云琳夫妇参加了一
个旅游团出国旅游，最后一站是阿

根廷，其间，国内疫情逐渐严重，杨
云琳心里焦急万分。就在这时，她听

到导游接了一个重要的电话。原来，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和阿根廷中资

企业协会筹集了一大批口罩、防护
服等抗疫医疗物资，需要立即送往

国内抗疫第一线医疗机构，但由于
阿根廷到中国物流不通畅，大使馆
只能通过民航班机托运的方式，所以，他们

辗转找到导游，希望旅游团能帮忙护送。

物资运送任务紧急，杨云琳恰好

坐在导游旁边，她听说后，马上说服有
顾虑的导游，又动员其他团友一起转

换身份，从游客变成了志愿者，中断原
定旅游行程，乘坐最快的航班回国。在

她的动员下，大家一致同意马上回国。
然而，他们听说返程航班中转站埃塞

俄比亚可能会停飞来华航班，大家心

急如焚，经不断协调调整航班，终于确
保顺利回国。

来到机场，又遇到了新问题：需要
运回国内的医疗物资超出行李限额，

怎么办？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面前，
杨云琳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国家利

益，大家将自己的厚重衣服、旅行纪念
品和食品等就地扔掉，优先确保所有

的医疗物资全部托运上飞机。

一道道难题先后解决，2 月 5 日
下午，杨云琳出关后，看到防疫物资

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了机场的行李提
取处，包装严实如初，她松了一口

气。清点无误后，她把这些物资送交
到接头人的手上，目送着它们驶离

机场，火速赶往火车站。当这批物资

通过志愿爱心专列顺利运抵武汉的
消息终于传来，杨云琳提了几天的心终于

放下了。

    本报讯 （记者 郭剑烽）在宝山

区顾村镇有这么一群普通的市民，他
们用力所能及的朴素方式，犒劳一线

社区干部和一线工人的胃，而这场民
间自发的“投喂”行动，从昨天起被顾

村镇正式“收编”，7家餐饮企业负责
每天为全镇 75个居委和小卫科技公

司配送共 800份爱心午餐，让更多坚

守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能吃上一口
热腾腾、可口的饭菜。

中午 11时，提着 10份盒饭，顾村
小伙王振琦准时出现在依云湾居委

会。接过午餐，社区干部们总算能歇口
气，结束一上午的电话回访。在此之

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吃了一个多

星期泡面、饼干。半个小时后，王振琦
和他的队友又来到小卫（上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为 100多位车间工人送
去免费午餐。
王振琦是上海机器人产业园的一

位项目经理，谈起“投喂”行动，还得从

一周前说起。“通过媒体以及朋友处了
解到，社区干部忙得中午总吃泡面，而

园区里从 2月 1日起便紧急恢复消毒
洗手液生产线的小卫科技公司也面临着后勤

保障不足的窘境。”他和一些开餐馆的朋友萌
生了“投喂”的想法，便通过微信发出号召，没

想到呼应者众多，前后

有六七家餐馆负责人主
动入群请缨加入。“我们

联系了小卫科技和顾村
的几家居委，从 2月 1

日起，每天由餐馆制作盒饭，我和几个朋
友兼职做外卖小哥。”

社区干部感动之余，很想知道好心
人是“何方神圣”。谁知送餐者神秘得很，

大家只知道网名：男爵、开心就好、小陆、
萍萍等。也因此，2月 6日在依云湾小区

还发生了一起“乌龙事件”，小区志愿者
见一名“可疑男子”躲在车里吃泡面，马

上敲开车窗开始“盘问”：“你是谁、你从
哪里来、你到哪里去？”经过“盘问”，原来

他就是网名为“开心就好”的王振琦，躲

在车里吃泡面是为了节约时间，尽早把
午餐送到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的手中。

王振琦和小伙伴们的善举很快传到
了顾村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陈俊耳中，经

过镇党委政府讨论决定，从 2月 7日起接
过民间“投喂”接力棒，打造升级版———由

政府出资，在上海机器人产业园新设一家
配餐公司，联合之前的爱心餐厅，通过规

范的物流和食品安全管理，统一进行配送，对象

为全镇 75个居委的一线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以
及小卫科技的一线员工。

    本报讯（记者 朱渊）在全力抗击疫情的

严峻形势下，2020 年的元宵节悄然而至，今
日，上海市文联和湖北省文联共同策划将同时

推出三个形式新颖并匹配新媒体传播的文艺
作品，包括“上海—湖北”两地艺术家云合唱

《让世界充满爱》《心中的团圆———一封没有寄
出的家书》配乐故事诗朗诵以及以散文为线、

书画印剪纸作品为珠的视听结合作品，听出思

念之情、读出信心力量、传递艺术暖心。
这本应是一个阖家团聚的日子，但在抗

击疫情的特殊时期，却有许许多多人“舍小家
为大家”，为了更多家庭团聚而默默坚守岗

位，放弃了自己与家人的团聚。上海和湖北两
地艺术家携手，以云合唱、配乐故事诗朗诵和

书画印剪纸作品的形式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把心中的千言万语化成浓浓的祝福———今
宵，多珍重！

据悉，活动一经策划邀约，上海和湖北两
地文艺家主动请缨参与活动，上海市文联主

席奚美娟领衔，乔榛、梁波罗、王汝刚、郑辛
遥、周志高、丁申阳、李守白、曹可凡、印海蓉、

潘涛、蔡金萍、华雯等均在第一时间各自完成

了其艺术创作部分；湖北省文联也邀请了省
内最强艺术家阵容，一批获得全国文艺大奖

的中青年艺术家纷纷参与。大家真诚希望：疫
情早日过去，早日战胜病毒，一起放歌。著名

老艺术家曹鹏、王文娟、尚长荣、韩天衡也通
过手机视频为湖北武汉加油打气。

心中千言万语
化成浓浓祝福

沪鄂文艺界元宵
云合唱《让世界充满爱》

见字如面 元宵家书情真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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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元宵节，本该一家人坐在一起，甜甜蜜蜜吃着汤圆。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一群战士义无反顾来到了抗击疫情
的一线。那儿的“战况”牵动着我们的心，而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家书记录了一线医务工作者和家人的思念、坚守和希望。脱下防
护服、摘下N95口罩，这些勇敢的白衣战士，也不过是普通的父母、爱人和子女。
这期间，有位 14岁姑娘在写给抗疫一线的父亲的信里说：“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是的，一个个平凡英雄的奋斗，终会

让春天早日到来！

       

    每天你都发微信给我们报平安，发来

发去也就是“都挺好”“武汉今天出太阳
了”这些。那天我和你爸在网上看到你的

报道，说你们那儿特别苦，连水都舍不得
喝，怕上厕所浪费了一套防护服，妈心里

真不是滋味，你爸平时轻易不掉泪的人，
那天我看到他背着我在厨房默默哭了，你

在那边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啊，这样爸妈

才能安心！
元宵节到了，这还是你第一回没和我

俩一起在家吃团圆饭，但儿子你放心，爸

爸妈妈绝对在家乖乖听话，尽量少出门，
出门戴好口罩，保护好自己，你在外也要

照顾好自己，过节吃点好吃的，拍个照片
给爸妈看看，也算是我们一起过节了！

———95后男生顾羚耀来自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是上海

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他在武汉读了
四年大学，对这座城市有深厚的感情。 他

的大学同学绝大多数在武汉的中南、人
民、 同济、 协和四大医院的急诊 ICU工

作。 当武汉出现疫情，他的心里很难受，

他想和同学一起并肩作战，保卫“第二故

乡”百姓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顾羚耀
父母虽有不舍，但还是支持儿子的决定，

在元宵节前写了这封家书。

    你们对于此刻的
妈妈来说，那么珍贵

妈妈现在在武汉，不知道爸爸是怎么
向你们解释，妈妈为什么好几天不在家

了。今晚和你们视频时，弟弟说，天黑了，
妈妈又去上夜班了。我很惭愧，妈妈平时

陪伴你们的时间太少了。今天姐姐发了个
语音给妈妈，说妈妈辛苦了，妈妈我爱你，

顿时妈妈觉得世界都亮了。

湖北是爸爸的家乡，妈妈想告诉你
们，湖北生病了，妈妈过来给湖北打针吃

药，等他好了，妈妈就回来了。你们两个小
家伙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多吃水果，早点

睡觉。妈妈每天上班要穿很多衣服，这让
妈妈很不舒服，透不过气。昨天妈妈都觉

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但是突然脑海里，
你们俩的笑容就出现了，妈妈觉得你们在

为我加油，好像对妈妈说，坚持，马上就能
胜利了。妈妈很开心生命中有了你们俩的

出现。你们的笑容、你们的调皮捣蛋，对于
此时此刻的妈妈来说，都是那么珍贵。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重症医学
护士徐筠已在武汉好几天了。 2月 1日，结

束了又一天紧张而忙碌的工作后， 徐筠在
医院工作微信群发来一封给 3岁儿子和 5

岁女儿的手写书信：“今天的我， 特别想给
儿子女儿写封信，想他们了。 ”除夕夜，徐筠

跟随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奔赴武汉。

    等您平安回来，我
们再一起补吃年夜饭

大年初一早上您就回上海待命准备
去武汉前线支援了。大年初三爸爸带着我

们回上海去陪您。可是您已经坐上去武汉
的列车了。我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烧鸡，

您也没吃到。您在武汉怎么样了？能吃饱
饭吗？有时间睡觉吗？在前线累不累啊？什

么时候才能回家呀？每次和您通话不能说

两句您就有事去忙了，我多想和您再聊聊
天呀！

我知道您是在前线救治更多的病
人，希望您们能赶快把这个病毒打败，让

更多的人可以回家，这样您和所有的叔
叔阿姨们也能早早地平安回来了。我们

在家里等待您平安回来，再一起吃一个
平安的年夜饭！

———她是儿子眼中最美丽的妈妈，是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医院的白衣天使，也是
海棠小学二（3）班李昊轩的妈妈。 1月 27

日晚，她作为第二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踏
上了西行的列车。在这本该全家团聚的节
日里，面对疫情，李妈妈勇敢地站出来，前

往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第一线。作为
家属，懂事的李昊轩和他的爸爸也在默默

支持着妈妈。 通过学校的微信，给妈妈写
了封家书，李昊轩还和海棠小学的同学们

一起画了许多画，为妈妈加油鼓劲。

本报记者 郜阳 见习记者 张泽茜

    拍个照给我们
看，就算一起过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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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初三那天，浦东新区周浦医院护士长

郭鹏在家收拾东西，随时准备出发驰援武汉。

“武汉那边，你可千万不要去。”郭鹏母亲在

电话那头很焦急。 “我不去的。 ”郭鹏嘴上应承
着。郭鹏随上海第二批赴湖北医疗队出征了。然

而，小儿子郭沛然给奶奶打的一通电话，却暴露
了他的踪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