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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什么？是谈恋爱时的花前月下，也是老夫老妻的

相濡以沫。

今年51岁的沈护士长和刘医生是一对平凡朴实的夫妻，

两口子都在宁波北仑人民医院上班。同一个家，同一个单位，

可数十年来，两口子却常常难见一面。

怎么办？刘医生有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妻子的爱：一张张

小纸条，上面写着他的情话，悄悄塞在妻子枕下。现实里忙碌

的小日子，被夫妻俩过成了浪漫时光。

一个是常上夜班的“美小护”，一个是总要值班的男医生

宁波这对“医护夫妻”常常几天碰不上面

妻子枕下的700多封情书
记录下忙碌日子里的慢时光

2 月 10 日，江西玉山县某小学六年级的

学生小明骑着单车，到了 320 国道常山收费

站附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问路，被好心人发

现并带往常山县招贤派出所。

“还我自行车，还我自由！”这是民警徐江

伟听到小明说的第一句话。民警问他来自哪

里，叫什么名字，他就是不回答。

“听他口音，应该是江西那边的。”民警赶

紧打电话给离常山县最近的江西省玉山县公

安局，巧的是，小明的父母刚好报警。民警与

其父母取得联系，希望尽快来所确认。在等

待过程中，小明才放松警惕，道出事情的原委。

原来，马上就要开学了，但小明的作业一

个字都没有动，父母随口骂了他几句，他一气

之下离家出走，从百里之外的江西玉山独自

骑车骑到衢州柯城准备投靠儿时的伙伴。

当天下午，小明的爸爸林先生赶到了派

出所，目前孩子已经安全返回江西。

本报记者 盛伟 本报通讯员 何珍珍 许凯

寒假作业没做被骂急了
江西学生骑车“逃”到衢州

本报记者 王健 本报通讯员 叶飘

新婚后第一天夜班
他留下第一封情书

沈护士长和刘医生的恩爱故事，在北仑

人民医院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夫妻俩再次成

为热点，是因为医院另一个美小护“笑笑”在

朋友圈里发的一条消息。

“谁说50岁了就不能浪漫，咱单位就有一对

超浪漫的夫妻，丈夫几十年来，每天给妻子留一

张纸条。有多少人可以这样做，快站出来⋯⋯”

“笑笑”的朋友圈被好多人点赞，大家都

很好奇这对老夫老妻，到底有多浪漫？

故事要从20多年前说起。当时，沈护士

长还是“美小护”，在一次单位员工的书法培

训中认识了刘医生。1990年两人结婚。

因为工作关系，两人聚少离多，很多时

候，沈护士长下了夜班，丈夫要值班；丈夫下

班，她在上班路上⋯⋯虽然在同一家医院，但

夫妻俩常几天碰不上面，即便在医院里碰上

面，也忙得说不上几句话。

沈护士长清楚地记得，新婚后第一天夜

班，医院病人爆满。次日凌晨回到家时，新婚

丈夫已经去值班了。带着失落和疲惫，她瘫

倒在床，调整枕头时，手指突然触碰到了什

么，拿出来一看，是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情

话。沈护士长被感动：“字不多，但给我带来

满溢的幸福感。”自打那以后，几乎每个夜班

回来，她都能收到丈夫留下的小纸条。

27年留下七八百封情书
妻子养成翻枕头的习惯

征得沈护士长的同意后，我们看到了厚

厚一沓情书：

“老婆，今天外面气温比较低，记得出门

前多穿一点哦。”

“出门前先吃锅里炖好的土鸡蛋哈，老婆

大银（大人，俏皮话）”⋯⋯

沈护士长说，丈夫憨厚老实，但其实内心

还是有感性的一面。

年轻时，丈夫除了学医学，还自学中文，

经常会写一些小评论和小散文。结婚27年，

她从枕下翻到了上千封情书，如今她已经养

成每次下班就去翻看枕头的习惯。

这些情书她选择性地留下了七八百封并

拍下照片发到了网络日记中留作纪念。多年

前，在一次搬家过程中，有好几沓纸条丢失

了，她为此还难过了好一阵子。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两人过出浪漫生活

同是医务工作者，沈护士长和刘医生的

忙碌可想而知，不过并没有影响感情。该怎

么过日子？他们有自己的相处之道。

年轻时，每次和妻子吵架，都是刘医生主

动道歉，随着年龄增长，沈护士长变得越来越善

解人意，有时还会写个纸条先跟刘医生低头。

这么多年，都是刘医生主动给妻子写情

书，妻子偶尔会回个纸条，但经常惜字如金，

比如只回两个字：已阅，或者发个“谢谢”，尽

管如此，只要有回复，他还是很开心。

沈护士长不值夜班时，就会在家熬营养

汤，或者做一份小甜点放在餐桌上，边上留着

纸条：“刘医生，请放心食用，无添加！”

“我觉得，爱就是缘分，是感动，是体谅，更

是一种习惯，是一辈子的承诺。”沈护士长说，这

些年来，每每翻看丈夫写给自己的这些纸条，一

笔一画背后的柔情，都令她倍感珍惜。

也许不少夫妻都有各自繁琐的工作，希

望大家都能向沈护士长和刘医生学习，把忙

碌的小日子过出浪漫味道。

宁波这对“医

护夫妻”常常

几 天 碰 不 上

面 ，婚 后 27

年 用 纸 条 传

情。

福彩15选5
第2017040期 投注总额：569262元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38

3298

奖金

0元

5372元/注
10元/注

奖池累计44.3413万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2月16日

01 15090604

福彩3D
第2017040期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356657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490元

浙江中奖注数

1216
1109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浙江销售2517290元，返奖额1651844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2月16日

8 9 9

应派奖金合计
542，880元

0元
113，661元

元

中奖注数
522注

0注
657注

注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合计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040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7年2月16日

本期浙江销售金额：1，376，084元

本期开奖号码：3 9 5

本期中奖情况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7年4月1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1,179 656，541 275，559，259.7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应派奖金合计
1，800，000元
1，800，000元

中奖注数

18注
18注

奖 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040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7年2月16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9，655，060元

本期开奖号码：3 9 5 0 7

本期中奖情况

单注奖金
100，000元

...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7年4月1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地中奖注数

7注
516注

6，798注

单注奖金

5，016元
50元

5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17040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7年2月16日

本期销售金额：193，680元

本期开奖号码：02 05 07 08 18
本期出球顺序：02 05 18 07 08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一等奖出自：宁波（2注）、金华（5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7年4月1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18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蓝色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5注
91注

1633注

80726注

1349943注
15458367注

奖金
7041328元/注
140201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期台州、温州各中1注二等奖。
奖池累计9.7656亿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2月16日

浙江销量：25423460元

01 02 03 17 25 31 09

全国销量：33238504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