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慧义推开家门，便抱起了10个月大的女儿。

推开家门，迎来温暖的怀抱 和熟悉的饭菜香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张敏 摄影报道）“欢
迎回家！”在声声问候中，阔别家乡
多日的周广福推开家门，身披荣誉
绶带，从前线凯旋。芝罘医院党委
书记解祥伟将英雄送回了家。

周广福的妻子为他准备了惊
喜，红色方正的纸上写着几个大字

“周广福，欢迎回家”。周广福的爸
爸正在厨房忙碌，准备着儿子爱吃
的饭菜。“有螃蟹、炖羊肉、辣炒白
菜……”他细数着，脸上是掩不住

的喜悦。
“你知道吗？我没想到你能回

来这么快。”周广福的妻子说着跳
起来抱住他，兴奋地拍着他的肩
膀。一旁是他们16个月大的儿
子，慢慢伸过头来，与爸爸碰了碰
额头，表达他的“想念”。温馨的场
景令人湿了眼眶。

记者为周广福全家拍下了一
张全家福，镜头前的他们笑得灿
烂，特别是周广福的妻子，丈夫出
征时她在寒风中哭红了双眼，丈夫

回家后她的脸上时刻洋溢着喜悦。
看到儿子回家，周广福的爸爸

有些感慨：“能回来，心里踏踏实实
的，感觉很放心了，这一段时间他
在外面也很辛苦，回来了看见了，
我们心里也很舒坦。”他说，当初全
家虽然担心但仍支持周广福去前
线，认为这是年轻人、是医生党员
的责任。

说起回程的感受，周广福直
言：“期待、激动、不舍都有。”

“送别的时候和临行前的一夜
很伤感，舍不得一起战斗的战友，
我们走前，还有战友在车旁为我们
唱了《祝你一路顺风》。”周广福说。

“虽然不是天涯路远，但也不
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见，我们一
起拼过命，我们是生死之交，不是
一般的感情，所以一直带着不舍的
感情。”周广福说到这，陷入沉思。

“庆幸我能平安回来见到家
人。吃到家里的饭是我梦寐以求
的，这段时间特别想吃烟台的海
鲜。”回到家，周广福说除了海鲜之
外，他最想吃的是“炒白菜”，他说
不管在哪里还是自己家好，酒店再
好也会失眠，外面的饭菜再好也会
想念家的味道。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安
益 通讯员 马双军 周兰兰 摄影
报道）“你们终于回来了，欢迎回
家！”昨日下午，业达医院的李知洪
和同事相拥在一起，眼含喜悦的泪
花。“从来没受到过这么高的礼遇，
太激动了，抗疫阶段性胜利了，我
们也很高兴，也很激动，一会儿就
能见到我的孩子了。”YMG全媒体
记者跟随李知洪向着开发区行政
中心出发，在那里，有等着迎接她

回家的丈夫孙国柱和女儿孙锦辰。
“妈妈，想死我了，你终于回来

了！”9岁的孙锦辰看到妈妈后，再
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飞奔过
去，母女相拥在一起，流下激动的
泪水。在一旁的孙国柱也激动地
说：“老婆，终于平安回来了！”

“我的英雄，这是我亲手做的
奖杯，送给您，您辛苦了！”孙锦辰
早在李知洪回家前，就开始准备礼
物，她希望能在妈妈回家的第一时
间送给她。

在开发区行政中心，感动一波
接一波——孙国柱用手机放出网
红歌曲《听我说谢谢你》，女儿孙锦
辰用手语向李知洪表演着舞蹈。
当歌曲放到“听我说谢谢你，因为
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
你，世界更美丽”时，孙锦辰向妈妈
深深鞠躬，而李知洪也向女儿回鞠
一躬，在她心里，自己援助湖北这
近两个月的时间，丈夫和女儿也都
很辛苦。

得知李知洪快回家的消息，孙

国柱一大早就去市场买了李知洪
爱吃的海鲜，布置收拾好家里的一
切，等待着她回到温馨的家。“家
里我都收拾好了，床单、被罩都是
我新换的，就等女主人回家了！”
孙国柱告诉记者，除了海鲜，自己
还准备了手擀面，“俗话说‘上车
饺子下车面’，到家了，我们吃个
团圆面！”

因为李知洪和孙国柱的父母
都在老家，所以李知洪在援助湖
北期间，孩子都是孙国柱一直在
照顾，而借此机会，他也想感谢很
多人。“真的要感谢很多人，要感
谢开发区管委、开发区工会、业达
医院的领导和工会、福莱社区工
会，他们每周都会来看望我们，还
为我们带来防疫物资。”孙国柱激
动地说，还要感谢冰轮集团，特批
他在家办公照顾孩子，“还有开发
区第八小学的领导和老师，到家
里看望孩子还一对一视频辅导，
让孩子懂事成长了很多，谢谢所
有人！”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庞磊 通讯员 林冠利）昨日
下午4点，魏婷婷回到阔别许
久的家中，在母亲开门的那一

刻，魏婷婷难掩激动，两人紧紧
地拥抱在一起。

离别50余日，母女间一切
思念与牵挂都融于一个温暖的
拥抱中。“妈妈，妈妈回来了，我
都梦见你了。”听到开门声，魏
婷婷3岁的儿子急忙跑过来，
手里还抱着用积木拼的花，准
备送给妈妈。

“她最爱吃我包的饺子，
这热腾腾的饺子吃上就是回
家了。”女儿终于回家了，心里
的一颗石头总算落地了，魏婷
婷的母亲冲进厨房，开始张罗
晚饭。

一家团圆，祝福你们。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郭
超 通讯员 牟中宣 摄影报道）昨天
下午，牟平中医医院的孙园园，终于
回到了家。刚一下车，11岁的儿子
就冲了过来，一把抱住妈妈。“妈妈，
我真的好想你。”这是母子时隔近2
个月的重逢，孙园园抱住儿子，摸了
摸他的脸蛋，眼圈红了。

最初的拥抱过后，儿子挣开
孙园园的怀抱跑回房间，拿着日记
本又跑了回来：“妈妈，这是我写的
日记，里面记录了你不在家这段时
间做的事。”说着，他迫不及待地把
其中几篇给妈妈看。孙园园开心
地摸摸儿子的脸：“宝贝真棒，以前
妈妈总是忙工作，没有时间陪伴
你，现在可以好好陪陪你了。”

“说实话，在去武汉的时候
心里没底很紧张，但医生的使命
感最终战胜了恐惧。”孙园园接
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当舱内首
例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舱时，她
远远目送患者离开，心里有说不

出的满足。”孙园园说，如今终于
回家了，她觉得特别幸福。

厨房里，孙园园的家人正在
准备晚饭。“红烧鲅鱼、爆炒猪肝都
是我老婆点的菜，她在武汉吃不习
惯，一直想吃我做的饭。”孙园园的
丈夫宫大伟笑着说，“这次还给老
婆买了一条项链，平时我也不浪
漫，这次给她一个惊喜。”

孙园园想到厨房帮忙，被家
人“赶”出了厨房，“你都累了近两
个月了，快去床上歇着，等着吃就
行。”孙园园很感动，正是有医院
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她才能心
无旁骛地投入到抗疫工作中。“医
院的领导也非常关心和体谅我
们，给了我们一段时间的假期，现
在可以好好陪家人了。”

晚上6点，餐桌上摆满了丰
盛的饭菜，餐桌中间带有“欢迎
回家”的蛋糕显得格外温馨，孙
园园和家人们享用了盼望已久
的团圆饭。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安益 通讯员 马双军 周兰兰 摄
影报道）“欢迎你们回家！热烈欢
迎你们凯旋！”昨日下午3点半，援
助湖北医疗队队员、烟台业达医院
的李静回到开发区。

“媳妇，辛苦了，你终于平安回
来了！”阔别近两个月，当着众人

面，李静的丈夫刘鹏有些含蓄，看
似简单的一句话却道出了他千言
万语的心情。

“放心吧，我安安全全回来
了！”李静眼含泪花，面对着眼前这
个再熟悉不过的人，感动不已。

参加完开发区的迎接活动，和
大家挥手告别后，李静回到了日思
夜想的家。“老婆，家里给你准备好
了你最爱吃的海鲜。”刘鹏说。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我好想
你！”一进门，李静的女儿刘颖霏冲
进妈妈的怀抱，这个瞬间，李静曾
幻想过无数遍。刘颖霏是开发区
实验中学的一名初三学生，她在家
里等着妈妈回家。李静和刘鹏的
父母准备好了海鲜和饭菜，让李静
赶紧尝尝家乡的味道。

“平安回来就好，别站着了，快
坐下歇会儿，让我好好看看。”看着
眼前的父母，李静也投入他们的怀
抱，她也是个孩子。

“老婆，送给你，感谢你为患者

的付出，你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刘鹏从房间内拿出提前准备好的
鲜花，献给李静，全家人在一起其
乐融融，吃上了一顿期盼已久的团
圆饭。

在李静援助湖北的这段日
子，刘鹏的朋友帮了他不少忙。

“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忙，孩子要上
网课我也顾不上，所以前段日子
都是早上我把孩子送到朋友家
里，晚上下班我再把孩子接回家，
两个孩子一起上课，朋友一起帮
忙照顾。”刘鹏说。

正说着，李静还惦记着医院科
里的工作。“医院安排我们在家休
息几天，我得赶紧以一个饱满的状
态投入工作，为开发区疫情防控和
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出发时，刘鹏在微信上向李静
说着最美情话：“你平安回来，我包
一年家务。”而如今李静平安回来，
刘鹏笑着告诉记者，“必须兑现诺
言，我包一年家务！”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庞
磊 摄影报道）欢迎仪式结束后，王
艳艳与昔日同事含泪道别。丈夫
杨旭和儿子亲自到医院迎接。昨
日下午4点半，福山区人民医院派
车将王艳艳送回位于芝罘区北岛
的家中。

阔别了50多天，在家中等候的
公婆早早地擀好了面条，迎接儿媳
妇回家。

面对各路媒体的长枪短炮，上

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杨润泽有些腼
腆，但又太想念妈妈，一直围在王
艳艳身边，时不时地抱一抱、亲一
亲妈妈。为了迎接妈妈回家，杨润
泽还用卡纸制作了一个胡萝卜牛
肉披萨。

一家三口整整齐齐地坐在沙
发上，这一幕，儿子想了太久，翻
看王艳艳在武汉的照片，儿子对
王艳艳说:“妈妈特别勇敢，你是
我的骄傲。”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徐峰 通讯员 张敏 摄影报
道）“快让爸爸抱抱！”房慧义推
开家门，妻子抱着10个月大的

女儿上前迎接。离开家近两个
月，女儿已不认得爸爸。

“我一抱就哭，不认识了。”
房慧义在一旁说着，几次试图上
前接过女儿，可都被稚嫩的小手
推开，被一声声“啼哭”拒绝。

回到家，房慧义直言最想
吃的就是家里的大馒头，在武
汉的日子，让他对家乡的馒头
甚是想念。

“不需要菜，给我个馒头就
行。”他笑着说道。一家人其乐
融融，再转头看看女儿，一张小
脸正在适应“爸爸回来”后家里
的改变。房慧义心里激动，终
于回家，终于团聚啦。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金海善 摄影报道）“亲爱
的，嫁给我吧！”昨天下午，在毓璜
顶医院行政楼一楼大厅，上演了一
场温馨动人的求婚场景。没有钻
戒、没有动人的情话，求婚人是刚
刚归来的毓璜顶医院重症医学科
护士、烟台第四批援鄂医护人员王
小帅。女友于迪也是该院一名护
士，在出发湖北前，王小帅曾悄悄
告诉记者自己有个愿望：“待我平
安归来，我要向于迪求婚！”归来这
一天，在众人的见证下，王小帅的
愿望实现了！

突如其来的求婚仪式让于迪
感到很幸福，她显得有些羞涩，紧

紧依偎在王小帅的怀中，眼泪止不
住流下来。她告诉记者，2月9日
凌晨，王小帅接到援鄂通知，来不
及与住在莱阳的父母告别，在简单
收拾了随身物品和医疗物资后，王
小帅和烟台队友前往济南，与山东
医疗队队员会合，出发湖北。

在于迪心目中，王小帅是她心
中的“男神”，虽然这个求婚仪式不
像自己想象中的那样浪漫，但男友
的平安归来，就是给她的最好的求
婚礼物。

“晚上，我和姐姐为小帅准备
了他爱吃的可乐鸡翅、海鲜、丝瓜
炒鸡蛋，迎接他的平安凯旋！”于迪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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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吃上了家里的炒白菜”

“必须兑现诺言，我包一年家务”

“亲爱的，嫁给我吧”

“妈妈，我真的好想你”

“热腾腾的饺子吃上就是回家了”

“我的英雄，送您一座我做的奖杯”

“妈妈特别勇敢，你是我的骄傲”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金海善 摄影报道）“儿
子，欢迎你回家！50多天没见
了，老妈今儿给你准备了你爱吃
的炸虾仁、炖排骨、炸刀鱼……”1
日下午，毓璜顶医院呼吸与危重
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烟台第四批
援鄂医护人员翟声平还没有到
家，母亲便早早地来到门口，看
到儿子平安凯旋，母亲喜极而
泣，轻拍翟声平的肩膀，心疼地
说：“瘦了，孩子瘦了。”

得知儿子要回家了，父母
一大早便去超市买来翟声平平
日里爱吃的食物。记者坐在客
厅便闻见了炖排骨的香味，翟
声平的母亲拉着记者进了厨
房，开始介绍晚餐菜单，翟声平
再也忍不住，和父母拥抱在一
起。平日里不爱说话的父亲看
到儿子，骄傲地伸出了大拇指！

“爸爸，这是我送你的礼
物。”儿子翟筑粱从房间里拿出

一张简笔画，上面写着：“抗击
病毒，爸爸加油！”画的是一位
戴口罩的医生，与病毒做斗争
的情景。“爸爸在我心里就是英
雄，他在与病毒做斗争，并且打
赢了它们！我爱我的爸爸，长
大了我也想做一名医生！”翟筑
粱骄傲地说。

妻子任美华，仔细地打量
着翟声平，眼睛里含着泪花。同
样作为医护人员的她，对于丈夫
主动请缨驰援武汉表示支持与
理解，两人得空联系时，偶尔也
会交流一下业务。翟声平援鄂
期间，家里大小事都是由她打
点，翟声平拥抱一下妻子，以表
达感激之情。当记者问到有没
有给家人带礼物时，翟声平有些
惭愧地说：“隔离期间，不允许出
房间，吃饭由专人送。”

“他的平安归来，对我们一
家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任
美华开心地说。

“老妈准备了炸虾仁、炸刀鱼”

“10个月大的女儿忘了爸爸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