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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为滞留重庆的湖北人提供的集中隔离
观察点，我和老公盯着早孕测试纸上的结果，反
复确认自己怀孕后，突然释然了。

此前，连续几天做了多次测试，也都是这个
结果。与其说是怀疑测试结果准确性，不如说
是实在不敢相信，宝宝会来得如此“特别”！

这一路，先是出国度蜜月的甜蜜，突然陷入
有家难回的焦虑，紧接着又被集中隔离观察。
如果从出国之日起计算，我们整个隔离期都在
蜜月里。

正当我抑郁不已，准备打心理咨询电话时，
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是 1993 年出生的，老公周思凡比我小一
岁。我俩都是湖北恩施的乡镇干部，来自最
基层。

从去年11月举办婚礼后，我就盼着赶快过
年，好开始欧洲蜜月之旅。

1月18日，拿着厚厚的旅游攻略，我俩满怀
憧憬地出了门。因为恩施离重庆近，坐动车只
要两个半小时，我们就报了从重庆出发的旅
行团。

当时，有关新冠肺炎的报道并不多，周围好
像也没人谈论。人们都在忙着准备过年，乡里年
味更浓，我妈还在催我，初五回来早点回娘家。

蜜月旅行前半程，和我设想的一样美好，逛
巴黎香榭丽舍精美的橱窗，喝德国正宗的黑啤，
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

正美着呢，国内疫情的报道开始占据网络，
让大家感受到了气氛异常。导游开始每天给我
们测体温了。

听说国内“一罩难求”，大家要求导游带着
抢购口罩。地接导游索性自己兜售了：一个普
通口罩 1 欧元。我俩认识不是很到位，竟然嫌
贵只买了 7 个。

除夕那天，我俩又都接到单位通知，要求所
有干部一律停止休假，立即返岗。

我开始担心返程的问题了。旅行团不能提
前返回，我俩干着急，后面的行程自然兴致
大减。

直到 1 月 29 日飞机降落重庆，我才真正明
白：之前的焦虑都是小儿科，形势比我们的想象
更严峻。

凌晨 4 点 50 分，我们搭乘的航班一落地，
乘务员就开始广播点名，要求被点到名字的乘
客先下飞机。我俩下来后才反应过来，点名的
都是湖北籍乘客。

同行的有 6 个武汉人，被送去采血测试，我
们其他人经过了医生量体温、询问等程序后，顺
利通关。

家也回不去了，出了机场直奔重庆北站，发
现所有开往湖北的列车，都停运了，班车也停
了。突然没了方向，心里莫名慌张和委屈。

我们在网上迅速订了一家位于重庆渝中区
的宾馆。到达后，一出示身份证件，前台小姐姐
忙摆手拒绝，好不容易说通了让我们住下。没
多久，老板又找来了，要求我们离开。

我委屈极了，报了警。警察态度挺好，劝了
我们半天，还告诉我们政府为滞留的湖北籍旅
客，专门安排了临时安置点。按照警察叔叔的
指点，我们来到了位于渝中区白象街的安置点。

集中隔离生活，接着蜜月开始了。宾馆是三
星级，条件挺好，最让我感到温馨的，是这里的
饭菜——地道的重庆烧白、酥肉、牛蛙、兔头……
每顿两荤两素，两个多星期，我俩都吃胖了。

我们需要什么生活用品，都可以在群里说
一声，工作人员代购后送到门口。

每天早上、下午各量一次体温。我们住进
来的第三天，就采集了血样和咽拭子。

当时隔离点住着 63 人，都是老乡，没事大
家就会在群里聊。说得更多的是，重庆有什么
好吃的，好玩的，大家心情放松了不少。

一次有人说，这次来重庆旅游，心心念念惦
记的重庆火锅，至今都没吃上呢。大家纷纷赞
同。没想到隔离点的负责人王亚非“冒泡”说，
“那改天大家就整火锅”！

起初，大家就当开玩笑，没想到过了几天，
还真送来了！每个房间一个热腾腾的便携式火
锅，把大家感动得想哭。

原来，工作人员联系了重庆市火锅协会。
一听隔离点的湖北兄弟想吃火锅，他们立即免
费送来一批火锅底料和菜，由工作人员在食堂
煮好后，给每位隔离客人送到房间。

群里有两位老人说，胰岛素要用完了，这是
处方药，药店买不着。隔离点的工作人员不知
想了什么办法，买来了；群里有初中生要在线上
课了，没教材，工作人员又给弄来了……

不过，每天对着不大的窗户发呆，特别是
想到同事们这会儿都在忙，我却被困在这里，
就开始自责，有时候都难过得想哭。

我老公反复做思想工作，我才同意他给隔
离点的心理咨询热线打电话。虽有一定作用，
但不能“痊愈”。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有一段时间没来
例假了，猜想自己是不是怀孕了？私信了隔离
点的工作人员，托人家给我买早孕测试纸。

这天是 2 月 14 日，情人节。连日阴雨的
重庆，竟然难得地出了会儿太阳。

我趴在床上，看见阳光照在我老公的脸
上，他还拿着试纸在傻傻地笑。

我长长舒了口气，回想之前我的种种焦虑
不安，抑郁自责，好像都有了解释，情绪的波动
肯定是这个小家伙带来的。

当时，单位通知无法返回的干部，可以自
愿就近参加当地防疫工作。这启发了我，干脆
就在隔离点做志愿者吧。

我们这个隔离点有 100 多名工作人员，包
括医生、警察、社区工作者……如果我们还在
恩施，干的也是类似工作。

老公完全赞同我的想法，我们立即跟这里
的负责人王亚非说了。没多久，他通知我们很
高兴接收两个“新兵”。

很快，我俩隔离观察期满，身体指标合格
可以外出了。2 月 15 日，王亚非给我们送来了
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我们负责为隔离点的住
客们送餐。

这虽然是个简单的工作，但我干得很认
真，尽量快速地把饭送到大家房门口。

现在我的心情很平和，闲下来就愿意跟肚
子里的宝宝说说话。我在想，等宝宝出生长大
了，得给小家伙好好讲讲这段奇特的经历。

隔离中度蜜月，没“隔”住孕育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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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我被单位选派到凉山州下面
一个叫绵垭村的地方，成了一名村医。

在大凉山扶贫这一年半，每两个月可以回
一次家。路很远，单程至少要折腾整整两天，遇
到堵车就说不准了。

我女儿今年 15 岁，正在读初三，是她最需
要陪伴的时候。我这当妈的心里，一直觉得挺
亏欠她。

去年年底，当地迎接扶贫验收。我一直抽
不开身，3个月没回过家。

直到今年1月10日，女儿学校要开一个很重
要的家长会，爱人去外省出差了，我只好给乡里
申请，提前回了老家蓬安。

本以为这是一个轻松美好的假期，没想到
疫情蔓延这么快。

蓬安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有不少人在湖
北打工、做生意。联想到当年的“非典”，我的心
一下子悬了起来。

很快，县里就有了确诊病例，好些同事写请
战书。

1 月 24 日，我接到凉山方面的通知，那边
也有确诊病例，外地扶贫干部暂缓返岗。

我当产科医生 20 年了，去扶贫之前是我们
县妇幼保健院的业务骨干。疫情时期回不了凉
山，又不想闲着，于是我也向医院请战。

2 月 1 日，院长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位正在

隔离观察期的孕妇，急需特护。
孕妇的哥哥从武汉回来，和她在一个屋檐

下待了 4 天。1 月 27 日，哥哥感到身体不适，3
天后确诊为新冠肺炎。

当时孕妇已经 38周多了，临产在即。我们医
院立刻组织了一个医疗团队，除了我之外，还有儿
科、内科、手术室、麻醉科、检验科等十几个人。

当了 20 年妇产科医生，从来没有哪一位孕
妇，让我们小县城医院弄出这么大动静。我和
同事们都有一种上战场的感觉。

组队完毕，我们坐上救护车直奔她家。由
于孕妇属于密切接触者，去之前我们做了充分
的准备——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和口罩。

看到我们这个阵仗，她老公不太高兴，觉得
我们太夸张了。

我们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这
个小县城里的其他孕产妇负责。如果我们不幸
被感染，那些孕产妇们如何就医？

第一次见到这个孕妇，感觉她浑身上下都
透着焦虑——眉头紧锁，一直问我，如果她被感
染，肚子里的孩子会不会有事。

她今年 32 岁，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宝宝，这
是她的第二胎。

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们不希
望最坏的结果发生，但如果真有什么问题，我们
也有预案应对。

那天，我一直向她保证，会尽最大的努力，
保她母婴平安。

当天的产检，体温、血压、脉搏、胎心一切正
常，大家暂时松了口气。

离开她家前，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随时跟
踪她的情况。胎动如何、饮食如何、睡眠如
何……说实话，我自己生孩子都没这么细致过。

2 月 8 号，第二次到她家里去做产检。这
一次，她老公的态度热情了许多。这时，离预产
期只有 5 天，为了保证母婴安全，我们决定把她
接到医院。

医院把体检区改成了独立分娩区，并把她
的儿子和丈夫，也接过来陪伴她。

2 月 13 号，胎儿已经足月了。我们每天都
做胎监，与川北医学院专家随时沟通情况。

考虑到她不能排除隐形感染，为了将感染
的几率降到最低，我们劝说她做剖宫产。但遭到
了她和家人的坚决反对。

于是，我们整个团队又进行评估，和专家反
复讨论，最终决定尊重他们的意见。

2 月 17 日，孕妇有了宫缩。第二天中午，
宫缩的频率达到每 20 分钟一次。

我们又进行了全院会诊，考虑到她还有频
发性室性早搏，我们担心生产过程太长，会增加
危险性，建议她使用缩宫素催生。这次，她和家

属很快同意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甚至准备了除

颤仪。
下午 5 点 40 分，产妇上了产床。整个生

产的过程，我都在她的身边。产房里的 3 名护
士，一直在给她加油打气。

产妇表现得非常棒，一步一步按照我的指
令，调整着呼吸和用力。

她在产床上满头大汗，我在防护服里全身
湿透。

这个母亲真是太不容易了，承受着巨大的
压力，忍受着分娩的痛苦，拼着命把她的孩子
带到这个世界上。

38 分钟后，一个 6 斤 8 两重的女婴呱呱坠
地了。

手捧着这个特殊时期降生的婴儿，我的眼
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护目镜上起了一团白
雾，视线变得模糊。

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产妇开始大出血，10 分钟失血量达到了 800 毫
升，我们立即进行药物处理和子宫按压。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产妇才脱离危
险，我终于松了口气。

第二天，我们又给这一家人做了新冠肺炎
检查，再次确认他们一切正常，安然无恙。

这一路走来，这位妈妈已经成了我的家
人，像一个妹妹，也像一个战友。

在疫情面前，我们虽然是医生与病人，但也
是彼此的陪伴，一起走过了这 20 天的艰难时
光，这将是我从医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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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4 日，农历立春，本
该是万物复苏的时节，可笼
罩在疫情下的武汉，却让人
觉得毫无生机。

这天，女儿的诞生，给我
们全家增添了喜庆的氛围，
也释放了一下这些天高度紧
张的心情。

时光回溯十个月，若我
有先知的本领，绝不会选择
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迎
接我可爱的小公主。但这也
正如母亲所言，生老病死，是
谁都无法违背的自然规律。

1 月 17 日是腊月廿三，
阖家团圆的小年。我们一大
早起来贴了春联，随着拥挤
的人潮置办了年货，还买了
心仪的年宵花。我们早已习
惯赶在过年之前，将家里装
扮一新了。

我还腆着肚子跟老公开
玩笑：“下一次来花市，我就
不是一只大企鹅了。”现在想
来，无比庆幸自己那时考虑
到孕妇抵抗力差，戴了一个
N95 口罩……

早在两天前，我就让爸
妈带着大宝，回了老家潜江。
我和老公留在武汉，等候二
宝这个新生命的降临。

那时的武汉，还没有太
多人意识到疫情的严重。远
在上海的亲戚，每天都会把
他们听到的消息告诉我。现
在想起来，似乎真应了那句
话：全国人民都知道武汉疫
情很严重，武汉人民还沉浸
在过年的欢天喜地中。

1 月 22 日，腊月二十
八，是我常规产检的日子。
一直负责我孕期管理的医生
告诉我，没有特殊情况，先别
来医院了。

此时，钟南山院士已发
出“没有特殊原因，大家不要
前往武汉”的提醒。与平日
相比，武汉的人流、车流明显
减少了。

说不恐慌，那是安慰自
己的。除了医生的叮嘱，我每天微信里都会收到
来自天南海北的问候。

我能感受到，这些朋友尽可能地不让我产生
恐慌和忧虑，但却又实实在在地替我担心。

而我只能尽可能地宽慰自己，让亲朋好友们
感受到我的乐观与积极。我们又买了两盒在当
时还没断货的口罩，以及一些消毒工具……

1 月 22 日晚，传来了武汉“封城”的消息。我
连夜与父母通话，商量他们是否来汉。

父亲在电话中告诉我，看到通知的第一时
间，他们就已经决定：母亲独自带着大宝自驾返
汉。而他是一名扶贫干部，必须听从统一安排，
留在抗疫第一线。

第二天一大早，一宿未眠，顶着两个黑眼圈
的我，终于等来了母亲和大宝的归来。

母亲说 ，她不来 ，怕我月子都坐不圆
满……也许只有身为人母，才更能感受到母爱
的伟大。

从这天开始，我们全家进入自我隔离状态。
母亲从老家带来的口粮，足够家里撑一阵子的。
我们坚决服从安排，能不出门绝不出门，静静等
待这个小生命的降临。

唯一让我们担心的，是在抗疫第一线的父亲。
我用严厉的口吻叮嘱他，每天中午和傍晚，必须跟
家里视频通话。这也是我们父女之间习惯了的相
处模式。

父亲每天会在视频里，轻描淡写地告诉我
们，他一天都做了些什么。诸如他开着车在村里
拿着大喇叭，宣传要戴口罩、勤消毒；守在村口不
让本村村民外出，不让外村村民进入；村里有一
户村民发热，谁都没有打扰，自己让家人开车去
了医院，全家已被隔离。

父亲尽可能不让我们担心，我猜更多是为了
我产前情绪稳定，而我却从他的描述中，切切实
实感受到疫情日趋严重。

终于有一天，父亲打来电话时，特别生气：
“一个老大妈非要出去买菜，我不让她出去，她咒
我断子绝孙！”

我知道，这触碰到了父亲的底线，他是真的
生气了。做扶贫干部三年多，他没少挨骂，也没
少受委屈。换做以往，他总是能一笑而过。

在我临产前这个关键时候，被人家这样咒
骂，他确实是怒了——这时，我已超过预产期 4
天了。

立春前一天晚上，我突然腹痛难忍。我知
道，二宝要来了！经过一夜的努力，2 月 4 日，二
宝降临人间。

这天立春，火神山医院开始收治第一批病
患。躺在产床上，我给家人发了一条微信，给“二
宝取名‘楚烨’”，意思是荆楚大地，火种升华。

我相信，立春之后，一切向好。很多人告诉
我，在这个时候听到新生命降临的好消息，振奋
人心。

还在恢复期的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于是，写下了一篇经验贴，发在了 APP 上，供即将
生产的孕妈们借鉴参考。

而现在，我最想跟所有人说，要用乐观的心
态，迎接生命里的挑战，再困难的日子也能看到
希望。

从疫情防控开始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没能
和父亲面对面聊天了。父亲也只能从视频里，看
看自己盼了好久的孙女。

我特别想借《目送》中的一句话，来表达自己
的心情——“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
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
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

你要问我有什么心愿，我就盼疫情早日结
束，能早一天看到我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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