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来袭：老夫老妻，生死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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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打着点滴，一边给老

伴喂饭，你还记得这对在抖音

上爆红的老夫妻吗？八旬夫妻

同患新冠肺炎住进武汉市汉口

医院，爹爹每天举着吊瓶，来

到老伴的病床旁，一口一口给

她喂饭。

这对夫妻是冯保会和李邵

华，冯爹爹 88 岁，李娭毑 84

岁了。很多网友为他们的故事

泪目，有人说，这才是爱情最

美的模样。但被喂饭的李娭毑

其实根本不记得老伴。李娭毑

在 7 年前 就 患上了阿兹 海 默

症，她常常独自跑出家门，让

家人找了不知道多少次，她甚

至已经不再开口说话，就连饿

了也不知道要吃饭。

“老 伴 没有牙，喜欢吃青

菜、咸一点的，饭里要有菜汤。

不喜欢吃硬的、辣的，鱼肉有

刺也不行……”老伴的饮食习

惯，冯爹爹记得一清二楚。因

新冠肺炎住进武汉市汉口医院

后，老两口没有住在一个病房，

冯爹爹不放心老伴，在病情好

转后，他找护士问到老伴病房，

每天去看望娭毑，给她喂饭。

李娭毑吃饭太慢，等她吃

完，冯爹爹自己的饭早就凉透

了。后来，冯爹爹把好菜留给

老伴，拿筷子的一头夹菜喂老

伴，自己再用另外一头，就这

样吃完一顿饭。他说，喂饭时，

要跟老伴说说以前的事，问她

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李娭

毑听到后很高兴，就能多吃几

口饭。

现在，这对老夫妻已经双

双治愈出院。他们的儿子冯世

满 说， 父 母 结 婚 60 多 年了，

一直十分恩爱，印象中，两人

从未吵过嘴。父亲能吃苦，母

亲很干练，年轻时，都是父亲

听母亲的。看到抖音上广为流

传的喂饭视频，冯世满自己也

忍不住大哭了一场。

“照顾她，是我应该做的。”

冯爹爹说，老伴年轻时很能干，

不怕苦不怕累，对这个家贡献

太大，非常不容易。面对老伴

的糊涂，以前他也心烦过，但

一想到老伴为家里吃过的苦，

就忍下去了，剩下的只有感激。

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即

使你不记得我了，我仍依旧履

行婚姻承诺：无论顺境或逆境，

无论富裕或贫穷，无论疾病或

健康，我都会爱你、尊敬你、

安慰你、保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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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好的爱情
文 / 张军霞
傍晚回家，走到门口就闻到阵

阵香味，原来男主人已经炖好了一

锅喷香的鸡肉，我和女儿洗洗手，

迫不及待地跑到餐桌边，大快朵颐

起来。吃罢肉，未等我起身，热腾

腾的鸡汤又上桌了，每人一碗，汤

里飘着嫩嫩的香菜，看着就好喝，

我随意端起一碗，刚喝了一口，先

生却拦住我说 ：“等等，这一碗汤是

我的，那一碗才是你的……”

“不就是一碗汤，还有什么区

别？”我不以为然地说着，又喝了一

口他递过来的鸡汤：嘿，味道果然

不太一样，我这里碗里的汤又香又

浓，他那碗汤的滋味相对来说就寡

淡了一些，难道不是同一个锅熬出

来的汤？

先生笑着说 ：“我最开始用小火

熬汤，放的水也没有那么多，熬过

一个小时之后，肉的火候还差一点，

汤却正好喝，于是我把这些原汤倒

出来，再重新加水继续炖一会儿肉。

你和孩子喝的是第一锅汤，我喝的

是重新加过水的，当然不一样……”

我们家几乎隔不了多久就会炖一次

鸡肉，我无数次喝过鸡汤，如果不

是他自己说出来，我还真的不知道

这汤里还藏着这样的秘密。我从这

汤里喝出来的不止是香味，还有他

细心的关爱。

记得以前回老家看外婆，冬天

阳光晴好的日子，她总是喜欢晒被

子，一根长长的晾衣绳上，并排搭

着她和外公的棉被，被罩显然也是

成对买回来的，上面的花色都一模

一样。我和外婆坐在屋檐下聊天，

手里闲闲地剥着花生。

等到准备收起被子时，我却发

现被子的厚薄看似差不多，重量

却不同，一个轻些，另一个重些。

外婆笑着对我说 ;：“你外公是个

特别怕冷的人，我给他被子里絮

的是新弹的棉花，又轻又暖和！

我没那么怕冷，盖旧棉被就能过

冬啦。”

等到吃饭时，我帮着整理桌凳，

又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外公

是个手巧的人，家里吃饭时坐的小

木凳都是自己动手做的。这些木凳

的不同之处在于，只有一个带着靠

背，别的都只有四条腿。有靠背的

那个是外公特意做给外婆的，因为

她早年长期坐着纺棉花织布，落下

了后背疼的毛病，总喜欢坐在有东

西支撑的地方，不然就十分难受。

我看到外婆坐在专属于自己的木凳

上，吃完饭伸伸腰靠一靠，显得十

分惬意，外公的眼神里则藏着小小

的得意。

婚姻围城里从来没有那么多轰

轰烈烈，一碗鸡汤，一床棉被，一

只小木凳，都是我们可以给予爱人

的温暖，比给予多少更重要的，是

在乎彼此的心意。

■情感美文

爱情是什么？年轻时，你觉得爱情是《泰坦尼克号》的露丝和杰克，
是为了对方放弃生命的勇气。

人到中年，经过人生的甘苦，才终于懂得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爱
情有多珍贵和难得。

疫情之下，三对老夫妻不幸遭遇新冠肺炎。他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
却也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爱情最美的模样。

“我不想走，我想陪着你。”这

样一句情意绵绵的话，出自 84 岁的

黄奶奶之口。因从武汉返家的儿子

感染新冠肺炎，她和 94 岁的老伴李

爷爷疑似感染，住进了陕西西安市

胸科医院肺结核二科接受治疗。2 月

9 日上午，黄奶奶因为确诊后病情变

化需转至唐都医院。临走时，黄奶

奶舍不得留下老伴一个人。

护士告诉黄奶奶：“李爷爷不能

和您同坐一趟车，您先走，爷爷随

后再去。”黄奶奶才依依不舍地上了

120 救护车。

黄奶奶走后，李爷爷出现呼吸衰

竭，科室全力抢救。医生鼓励他：“您

一定要配合我们的治疗，情况好点之

后就可以和黄奶奶视频通话了。”在

医护人员的安慰下，李爷爷这才安心。

经过抢救，94 岁的李爷爷目前病情

平稳。转危为安后，李爷爷录下语

音发给老伴：“加油看病，看好回家。”

爱情是 什么？是担心你无人陪

伴，是为了见你一面而爆发出的决心

和勇气。

祝福这些老夫妻，是他们用相濡

以沫，向我们展示了爱情最美好的

模样，也请你珍惜眼前人，握紧 TA

的手吧。

“ 我 们 不 分 开， 我 们 永 远 不 分

开！”这也许是 75 岁的袁彩华，对

79 岁的老伴谢伯友说的最外放的一句

情话。2 月 13 日，在湖南辰溪县人民

医院，分开了 16 天的老夫妻紧紧拥

抱在一起。

谢伯友与袁彩华结婚已有 50 个年

头了，他们定居在武汉市，这次春节他

们回湖南老家探亲，但在 1 月 24 日，

两人都被确诊为新型肺炎患者，住进

了湖南怀化市定点治疗医院。1 月 27

日，谢伯友病情恶化，住进了 ICU 病房。

2 月 2 日，袁彩华也住进了 ICU 病房。

老两口就此分开。

他们一个在 26 床，一个在 29 床，

虽说只相隔一扇门，却难以相见，只

能拜托医护人员拍手机视频，相互鼓

励，还嘱托医护人员千万不要告知对

方自己的病情。

“你 好 吗？我现在 很 好，正在 康

复。”“老头子，你要好好休息，要注

意身体，我们都要好好保重。”住院

期间，他们就这样通过手机视频，传

达对彼此的关心和思念。

2 月 7 日谢伯友老人率先达到出院

标准，痊愈出院。2 月 13 日，袁彩华

也病情好转，达到出院标准，转院至

辰溪县人民医院继续治疗其他基础疾

病。早已等候在那的谢伯友手捧鲜花，

快步走向病床，抱住了躺在病床上的

老伴。

当袁彩华痊愈出院后，激动地告

诉医护人员 ：“这是我们结婚 50 年来

分离最长的时间，我想拥抱他！” 

谢伯友对老伴说 ：“几十年不容易，

我们又逃过一劫，我们还要活 20 年！”

袁彩华激动地抓着老伴的手 ：“我们

不分开，我们永远不分开！”

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你们一起

走过了风风雨雨 50 年，却依然确信，

对方就是自己要厮守终生的人。

边打点滴边喂饭，
八旬夫妻走红网络

双双治愈后，
他们约定“再也不分开”

“我不想走，想陪你”
84岁老人对老伴的情话

文 / 罗雅洁

三对最美的爱情

扫一扫，分享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