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阳和吕赛赛在卡点相见后挥手告别

疫情期间，亢舒远和未婚妻周子桢在执勤警车前拍下合照

这对新婚夫妻，把抗疫当蜜月
“亲爱的， 有人把咱

们俩在检查站挥手告别
的照片发朋友圈里了，有
朋友评论说咱们是‘最美
的挥手’”。

“最美的是所有人都
能无忧无虑地出去玩，
快快乐乐地团聚”

“我每天都在疫情一
线站岗执勤，你怕不怕”

“有啥好怕的？ ”
“为啥不怕？ ”
“因为我是一个警

察的妻子！ ”
这是疫情期间，淅川

县公安局民警严阳和新
婚妻子吕赛赛微信聊天
的部分内容。 1 月 16 日，
是严阳和淅川县医院吕
赛赛结婚的日子， 两人
请好了年休假， 计划婚
后来一场全国游， 度过
一个美满的蜜月。

不料，一场突如其来
的疫情蔓延全国，这对新
人便毅然结束了休假，站
在了阻击疫情的第一线。

1 月 29 日下午，严
阳正在检查站上对人员
和车辆进行盘查执勤，
突然看到妻子身影。 原
来妻子来给检查站值班
的人员讲解防护知识，
在讲解完口罩、 消毒水
的使用方法后， 两人站
在一起合了张影， 互相
挥手告别， 便又匆匆奔
赴各自的岗位。

据了解，这对情侣已
经好久没见面了， 每天
只能晚上通过视频见面
说说话、聊聊天。

记者了解到，严阳在
一次出警救助病人去医
院时， 正巧吕赛赛值班，
两人因此事相识，共同为
病人忙前跑后，无微不至
的关怀赢得了病人家属
的赞誉，共同的责任心和
对职业的崇尚无形中燃
起了两人的爱情火花。

“蜜月遇见疫情，这
不 仅 是 对 我 党 性 的 考
验， 也是对我们爱情的
考验！ ”严阳的决定赢得

了妻子的支持。
1 月 24 日是两人新

婚后的第 8 天。 早晨一
上班， 严阳和同事们将
消毒防护用品领到手，
便按照部署驱车赶往辖
区及单位开展新冠肺炎
的防范宣传。

当听说辖区几户村
民准备傍晚举家前往县
内一寺庙祈福，严阳迅速
将这一情况向上级进行
反馈， 同时登门进行劝
说：“疫情期间，乡亲们尽
量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公
共场所，倡导春节期间少
聚会、少握手、少聚餐，做
好自我防护。 ”在严阳及
同事们的极力劝说下，几
户村民这才渐渐认识到
疫情的严重性。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根据县公安局统一部署，
严阳在寺庙必经的出入
口值班。 零时，坚守在岗
位的严阳收到了妻子的
短信：“我也在值班，从医
院的楼上，我能看到你值
班的地方，新年快乐！ ”

1 月 26 日是两人新
婚后的第 10 天。“赛赛，
当初我们约定好， 今天
是要陪你回娘家的，可
是我却被分配到抗疫一
线的临县主干道上，再说
非常时期，也应该响应政
府少聚会的号召……”严

阳小心翼翼地给妻子解
释着，不想电话那端传来
了妻子温柔的声音：“不
用解释了，我理解，我们
约定好的抗击疫情就是
蜜月内容，我弄了几味中
药， 听说有一定预防效
果，到时我多熬点，给你
和你同事们都带点……”

1 月 28 日是两人新
婚后第 12 天。 按照单位
安排， 吕赛赛带着疫情
防范宣传页到社区进行
宣传， 一个小伙子摘了
口罩在路边打电话，吕
赛赛上前进行劝说，脾
气有点倔的小伙子回了
几句难听的话， 吕赛赛
委屈的眼泪直打转。 这
时， 旁边认识吕赛赛的
一位大姐教训起了小伙
子：“什么态度？ 这位白
衣天使的丈夫就是一名
警察， 他们 24 小时上路
防疫情，入户宣传，这么
辛苦为了谁？ ”小伙子赶
紧 戴 上 口 罩 低 头 走 开
了。 严阳听说此事后对
妻子说道：“虽然我不在
你身边， 但群众的眼睛
是雪亮的， 我们的付出
群众终会记得。 ”

在 记 者 采 访 两 人
时，严阳悄悄对记者说：

“我想好了，等疫情结束
后， 我要给老婆补一个
蜜月！ ” ⑥3

一对特警情侣，因疫情推迟婚期
一对新婚夫妻，因疫情推迟蜜月

他们“疫”口同声：坚守抗疫一线
□本报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王龙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我市全体公安民警众志成城奋战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第一线，有两对新人
也因此而推迟婚期、推迟蜜月，全力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 他们用无悔的青春扛起了守护人民的重任，更让我们坚定了战胜疫情的
信心和决心。

这对特警情侣，因疫情取消新婚计划

亢舒远是南阳市特警支队应急
机动大队的一名特警队员。 疫情期
间，他主要负责火车站的防控工作，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始， 一直坚守在
岗位上。 他的未婚妻周子桢也是南
阳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一名特警，
两人原本定于今年年初结婚， 但由
于疫情的来临， 暂时取消了新婚计
划， 两人全力投入到抗击疫情的任
务中。

亢舒远的工作是对乘车人员身
份信息进行初步核查、检验，片刻不
能松懈。 随着各地陆续复工复产，火
车站流动人员的增多更是给他的工
作带来了挑战，原本每天将近 12 个
小时的工作，在复工复产开始后，工
作强度也随之加大。

因为疫情， 周子桢也投入到抗
击疫情的第一线， 因为不在一个卡
点，疫情后的一个多月里，两人只能
通过电话、视频语音等方式“见面”
互报平安。

亢舒远愧疚地对周子桢说：“待
到春暖花开时，再来迎娶你！”记者了
解到，目前，两人的婚期已经临近。

记者了解到， 亢舒远的双胞胎
哥哥亢舒鑫是武汉市公安特警支队
江南机动大队的一名特警队员，疫
情期间一直坚守在武汉雷神山医
院。 疫情发生后，负责内勤工作的亢

舒鑫主动请缨， 成为武汉雷神山医
院抗疫特警突击队中的一员， 除了
在医院周边开展 24 小时的巡控工
作， 还先后参加了洪山体育馆方舱
医院病人转运和社区大排查等一线
疫情任务。

“疫情来势汹汹， 任务艰巨，身
为人民警察，坚守在抗击疫情一线，
是你们的职责， 希望你们完成好任
务，等你们平安归来。 ”疫情之初，亢
舒远的父亲分别给他兄弟俩发了这
样一段短信，两人备受鼓舞，感觉更
有信心打赢这一场防疫阻击战。

记者了解到， 这对兄弟俩一个
在武汉，一个在南阳，已经两年没见
面了，因为工作繁忙，平时也只有在
微信上互相表达思念之情。 此次疫
情一发生，两人更是无法见面。“等
疫情结束了， 最想做的就是回家看
看 4 个月的孩子， 然后参加弟弟的
婚礼。 ”亢舒鑫说。 让这哥俩最牵挂
的是， 他们的父亲在春节前刚动了
手术，现如今正在恢复期间，两人约
着只要是换班时间， 就给父母微信
视频。

“因为受到哥哥的影响，我很早
就树立了当警察的理想， 现在我跟
妻子都当了特警，父母也很自豪。 ”
说起自己跟哥哥都是特警， 亢舒远
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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