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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是
丁枫坦言没想到与丈夫的分
离“来得这么快”。而当丁天
翊听到这个消息时，更是一反
常态问道：“为什么？”

“出于担心，起初我并不
理解爸爸的决定，毕竟那儿疫
情严重。”长文中，丁天翊这样
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听了女儿的这句问话，丁
枫忍住内心的不舍，开解女
儿：“湖北有难，爸爸作为医
生，必须得去，你要尊重他的
职业。”

其实，丁天翊并非不知道
已经有很多医护人员为了抢
救患者的生命，夜以继日奋战
在湖北一线，只是消息的突
然，让她一时难以接受。从长
文中就能看出，平复些许后的
她，心境有了变化：

“疫情的数字让我们触
动，但逆行者的身影给了我们
最深的感动。那些被防护服
勒出深深印记的面庞，那些随

着剪刀缓缓飘落的长发，我渐
渐认识到，救死扶伤是医生的
职责，却也是无上的光荣。此
刻的我，对疫情的发展已有了
更多的了解，对医生的职责也
有了更深的认识，我理解、尊
重、支持爸爸的决定，挂碍只
是心中的不舍。”

不舍的岂止丁天翊。
从丁天翊的文中记录的

这些细节，能看出与丈夫相濡
以沫 19 年的丁枫，有着怎样
复杂的心情：

“从准备到出征，不过短
短十五个小时。两个行李箱
中，是妈妈整整齐齐叠放好的
物品。担心宾馆不能开空调，
将电热毯放在箱子底下，以备
不时之需；牵挂湖北菜可能不
合爸爸胃口，又在背包中加了
几包饼干，几袋面包……妈妈
连夜在各处奔走，为爸爸准备
了各种预防的药品，还配上了
中药包。一切安排妥帖，已是
凌晨时分。妈妈抚摸着爸爸

的行装，一次又一次地红了眼
眶。”

2 月 11 日清晨 6 点多，将
自己假期起床时间提前了一
个多小时的丁天翊，早早做好
了和妈妈一起送别父亲的准
备。在医院门诊大厅，拥抱在
一起的父女俩，头挨着头，丁
天翊听爸爸说着嘱咐的话。
虽然两人都有意识地避开对
方的眼神，但彼此都希望这样
的拥抱，能够更长一些。

“希望爸爸平平安安的，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们在家
里等你回来，爸爸加油！”刚听
女儿在耳边说完鼓励的话，身
旁就传来“车来了，大家准备
出发吧”的声音。此时的丁明
哽咽着说了一句“舍不得你
们”后，再度将女儿揽入怀
中。丁天翊也尽力睁大眼睛，
不让眼泪流出，因为“欢送，欢
送，当然要欢乐送别，我不能
影响他，我要让爸爸安心去湖
北”。

以爱为名，共同战疫。
哪怕前路艰险，亦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疫情面前，隔离
了城市，但隔离不了爱，因为
爱是桥梁。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危急时刻，大爱光芒
凸显。

2 月 11 日，绵绵细雨之
中，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第三
支医疗队再次出发，目的地
是湖北黄石。我的爸爸，丁
明，也光荣地成为8名队员中
的一员，在简短的欢送仪式
之后，踏上了勇士之路。

我的爸爸是江苏大学附
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
副教授。春节前后，新冠肺
炎疫情使得举国震惊，感染
人数仿佛过山车般上涨，身
为呼吸科医生的爸爸，得知
疫情之后便在家中屡次提到
了赴鄂支援。出于担心，起
初我并不理解爸爸的决定，
毕竟那儿疫情严重。

短短十多天，疫情迅速
扩大，全国各省、各市的医疗
支援队出发了一批又一批，
奔赴武汉。疫情的数字让我
们触动，但逆行者的身影给
了我们最深的感动。那些被
防护服勒出深深印记的面
庞，那些随着剪刀缓缓飘落
的长发，我渐渐认识到，救死
扶伤是医生的职责，却也是
无上的光荣。这时，爸爸接
到了医院的电话，那是驰援
湖北的命令。“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福祸避趋之。”最近，
爸爸总是这么说，“一旦国家
需要我，我便义不容辞。”此
刻的我，对疫情的发展已有
了更多的了解，对医生的职
责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我理
解、尊重、支持爸爸的决定，
挂碍只是心中的不舍。

从准备到出征，不过短短
十五个小时。两个行李箱中，
是妈妈整整齐齐叠放好的物
品。担心宾馆不能开空调，将
电热毯放在箱子底下，以备不
时之需；牵挂湖北菜可能不合
爸爸胃口，又在背包中加了几
包饼干，几袋面包……战斗当
前，身体是胜利的保障。妈妈
连夜在各处奔走，为爸爸准备
了各种预防的药品，还配上了
中药包。一切安排妥帖，已是
凌晨时分。妈妈抚摸着爸爸
的行装，一次又一次地红了眼
眶。

11 日上午，我早早地起
床，想着抓紧完成今天的学
习任务，去参加欢送仪式。
仪式现场，家属和勇士们都
流下了不舍的眼泪。今日一
朝策马扬鞭风风火火朝西

去，他日不知归期何日健健
康康把家还。送上一个最真
诚的拥抱，竖起一个信心满
满的拇指，一切真情流露尽
在不言中。

回家路上，我对妈妈说：
“爸爸在前线奋斗，我们在后
方也不能让他担心。”我在学
习之余，帮妈妈完成力所能
及的家务分忧，闲暇时，弹弹
琴，用音乐来填充心灵，冲散
忧愁。上万名医护人员怀揣
着“召必至，战必胜”的信念
奔赴前线，也有意味着有上
万个和我们一样的家庭，虽
然对亲人有着再多的不舍、
担忧，但国家利益当先，只能
将所有的牵挂各自隐藏，在
通话中用一句句坚定的鼓励
的话语，给前方送去强有力
的精神力量。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
却知道你为了谁。”“哪有什
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
默默替我们负重前行。”在
这特殊时期，白衣天使、警
察、战士以及各位公共服务
人 员 ， 是 “ 最 美 的 逆 行
者”，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
躯筑起了防疫的城墙。连轴
转的白衣天使们，你们的汗
水模糊了双眼，却让无数国
人睁开了面对病毒警觉的眼
睛。全国上下齐心，捐助善
款，空降物资，口罩、防护
服，成山似地向湖北涌去，
那是全国人民的爱和关心。

“为众人抱火者，不可使其
冻毙于风雨”，那一盒盒没
有署名却直接送向医院的盒
饭，那一辆辆穿梭在风雨之
中载着医护人员上班回家的
出租车，那一架架从各地飞
来停泊在武汉机场的带来生
的希望的飞机……是对习总
书记一次次重要批示亲自指
挥最好的响应，是对钟南山
老院士17年后再次出山解除
危机的最好的支持，是对抗
疫一线的战士们夜以继日守
护生命的最好的鼓励。病毒
当前，这不是我们互相埋怨
的时候，而团结一心，众志
成城才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都说危难见真情。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在无数专家
学者的努力之下一定会败下
阵来。全国一盘棋，我们同
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我们
坚信胜利，因为大爱无疆！
爸爸加油，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勇士们加油！武汉加油！
湖北加油！中国加油！

丁天翊

“只有让自己忙起来，才能不那么想他”

女儿“寄情于文”致敬出征父亲
在经历了离别、会合、抵达、休整后，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丁明，已

经在12日与江苏省援黄石医疗支援队成员一道，在当地接受进入“疫”线前的培训。
但丁明并不知道，仅仅是他离开家的第二天，性格低调内敛的女儿丁天翊，在完成

了当天紧凑的高中学习计划后，写下一篇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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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哪有
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
人默默替我们负重前行’，在
这特殊时期，白衣天使、警
察、战士以及各位公共服务
人员，是‘最美的逆行者’，
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
了防疫的城墙……”丁天翊
这篇题为 《苏心如磐石，赴
鄂再出征》 的长文，让母亲
丁枫颇为感动。

在丁枫眼中，写下这篇
记录父亲出征前后自己所
观、所想、所悟的长文，是

女儿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
父亲的思念之情。而丁天翊
则清楚地知道，自己从送别
父亲开始就用学习、弹琴、
做家务等方式来填充生活时
间的做法，其实是想“隐藏
自己的心事”。

“孩子情绪不是很外露，
但是非常懂事，非常贴心。”提
到女儿，丁枫言语中有掩饰不
住的骄傲和欣慰。

丁明和丁枫都是独生子
女，上有 4 位高龄老人要赡
养，而近些年来，自己也因为
身体原因在家休养，照理说，

丁明有足够的理由可以不上
“疫”线。

“1 月 25 日，医院第一批
支援湖北的医疗队集结完
毕。他回来后就和我说了这
件事。他说，今后只要国家有
需要，他就上。”对于丈夫的想
法，丁枫表示支持，“我告诉
他，要真有那么一天，你就去
吧，家里有我。”

这一天果真来了。
2月 10日，身为中共党员

的丁明应召加入江苏省援黄
石医疗支援队，在 11 日启程
奔赴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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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完欢送会，我还调
整了半天情绪，女儿一回到
家，却立刻投入到学习中，也
没有说‘想爸爸’这样的话。”
母女连心，虽然女儿表面上对
爸爸的这次出征显得比较“淡
定”。

但是英语老师转发的一
条微信，让丁枫明白，女儿是
将对丁明的思念深压在了心
底——女儿对老师说“只有让
自己忙起来，才能不那么想念
爸爸”。

丁明赴黄石的当晚，母女
俩有些“难熬”，为了不影响丁
明工作，她们不敢拨出那串烂
熟于心的电话号码，不敢点击
那个熟悉的头像，习惯早睡的
她们，一直守着电话，也一直
刷新着几个黄石官方微信公
众号的页面，希望能够更多地
了解丁明所在江苏医疗队的

最新情况。
深夜，终于盼来丁明报平

安微信的母女，像吃了颗定心
丸，“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
了”。

“以爱为名，共同战疫。
哪怕前路艰险，亦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在文末，丁天翊不
忘给爸爸加油鼓气，“新冠肺
炎，在无数专家学者的努力之
下一定会败下阵来。全国
一盘棋，我们同时间赛跑，
与病魔较量；我们坚信胜
利，因为大爱无疆！爸爸
加油，奋战在抗疫一线的
勇 士 们 加 油 ！ 武 汉 加
油！湖北加油！中国加
油！”

对于父亲不在家的
这些日子，丁天翊给自己
提了新的要求：接过父亲一直
挑在肩头的那份责任，照顾好

妈妈，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这
个家。 （本报记者 杨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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