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家了，心情非常激动，
马上就可以见到日思夜想的
父母、妻女，我要好好陪陪他
们，多做些家务，辅导一下孩
子功课，弥补一下对他们的亏
欠，静下心来总结抗疫经验，
把战斗的激情、抗疫的心得体
会带回到工作岗位上，更好地

履行一个医务工作者治病救人的职责使命。

烟台市首批
援助湖北医疗队
6 名队员跟随山
东省首批援助湖
北医疗队踏上了
驰援黄冈的征程。

烟台市第二
批援助湖北医疗
队7名队员跟随山
东省第二批援助
湖北医疗队出发
支援黄冈。

黄冈大别山区
域医疗中心正式投
入使用。当日晚11
时，山东省医疗队在
此收治首批患者。
烟台市首批和第二
批队员也开始先后
在此工作。

烟 台 市 第 三
批援助湖北医疗
队7名队员跟随山
东省第三批援助
湖北医疗队出发
支援武汉。

山东医疗队在大别
山区域医疗中心接诊的
第一例治愈患者出院；同
一日，山东第三批援助
湖北医疗队首批医护人
员正式进驻武汉同济医
院中法新城院区工作。

烟台市第四批
援助湖北医疗队
26 名队员跟随山
东省第八批援助湖
北医疗队出发支援
武汉。

山东省第八批
援助湖北医疗队正
式奋战在武汉汉阳
国博方舱医院。

随着最后一批
23名患者出院，武
汉汉阳国博方舱医
院“休舱”。

山东省第四批和
第八批援助湖北医疗
队全体队员返回山东，
其中包括烟台市第四
批援助湖北医疗队的
26名队员，到达德州
齐河县隔离休整。

黄冈市顺利实
现“清零”，烟台
市首批和第二批
援助湖北医疗队
队员完成阶段性
历史使命。

烟台市首批、
第二批援助湖北
医疗队13名队员
返回山东，在德州
齐河县和章丘隔
离休整。

武汉同济医院
中法新城院区关闭
山东医疗队所在的
C7病区，烟台市第
三批援助湖北医疗
队队员取得阶段性
胜利。

烟台市第三批
援助湖北医疗队7
名队员返回山东，
目前正在德州夏津
县隔离休整。

烟台市第四批
援助湖北医疗队的
26 名队员率先返
回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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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乡情切，惦记想念 盼望的思绪涌上心头

YMG 全媒体
记者 刘晋 摄
影报道

昨 天 ，在
德州市齐河县
集中隔离休整
了 14 天后，烟
台第四批援助
湖北医疗队26
名队员顺利返
回家乡。这也
是我市首批返
烟回家的医护
人员团队。

2月9日告
别家乡，挥别
亲人，前往湖
北，到昨天，整
整 过 去 了 52
天。完成在武
汉汉阳国博方
舱医院的医疗
救助任务后，
队员们于 3 月
17日平安返回
济南，并在德
州休整，现已
结束隔离。

“ 想 家 的
感 觉 从 未 停
止。”一路上，
听着队员们的
心里话，YMG
全媒体记者跟
随他们一起回
到了阔别已久
的家乡。

YMG全媒体记者 安益46名白衣战士援助湖北

与家人离别的这
50多天，除了牵挂还
是牵挂，即将相聚，心
里特别高兴。在战

“疫”期间，组织上给予
家人足够的关心与帮
助，感谢组织。

在到达湖北之前，
一切都是未知，甚至有时会想，如果回不来怎么
办？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回家后想拍一张全家
福，再带着家人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美！

天使之职，责无旁
贷，在武汉奋战了 38
天，休整14天，终于平
平安安回到了生我养
我的烟台大地。回家
的感觉真好，好想看看
儿子的笑容，听听妈妈
的唠叨，吃一次家乡的

大葱蘸酱。回到家乡，我一定会更加坚守初
心，不负韶华，再接再厉，继续为患者提供更
好的服务，尽好一名医务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回家后，想看看老
爸、老妈，儿子临时接到
通知没有通知二老，让
你们担心了，回家给你
们做一桌好菜，和老爸
喝一杯。走的时候太
急了，忘了关窗，估计家
里已经不像样了，回家

好好收拾一下卫生，和好哥们儿出去吃个饭，感
觉都快忘了我们大烟台的海鲜什么味了。

回家了，心情很复
杂，有马上就能见到家
人的激动，也有对这
303 名战友的不舍。
这一次的分别可以说
今后只能江湖再会
了。回家后最想做的
就是跟家人一起吃顿

饭，跟他们汇报一下这段时间的经历。最后，
要做一下今后的规划，经历过这次疫情，让我
更加认识到心理护理的重要性，同时也希望
能够尽快调整好自己，投入到工作中去，以饱
满的热情去帮助更多的患者。

回家最想做的事
就是和家人团聚，陪伴
家人，抱抱可爱的儿
子，把之前不在的没时
间做的事补回来。还
有就是最想吃妈妈包
的饺子，鲅鱼、韭菜、白

菜馅的，满满的全是烟台味。然后就是去把
留3个月没剪的头发剪了。

真想家了。回家
后，看看家人，用手摸一
摸他们，才会有真的回
来了的感觉。这一个多
月，我很少和家里人打
电话，很少视频聊天，害
怕看见他们就会想家，
所以一直压抑着自己，

尽量不去想这些。回家后想给他们做顿饭，分
担一些家务，再陪陪孩子，这都是我最想做的。

想到回家，我是高
兴与激动的，真的想家
了！但我还挂念着仍
在隔离点的舱友，刚得
知他们已经开始心肺
功能康复训练，我也很
开心，与他们之间真的
是一种特殊的友谊。

同时，我也有与生死战友离别的那种不舍，虽
然相隔不远，却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有缘再
见。在这里道一声前路珍重。

真的想念家乡、想念家人、想念家乡的饭
菜了。回家后要抱抱儿子，与家人吃一顿团
圆饭，然后在自己家的床上，好好睡一觉。

我们圆满完成援鄂
任务，这也必将会成为我
人生当中值得骄傲且珍
贵的时光。回家了，走时
匆忙，父母的眼泪让我
牵挂，回家后想要先看
看父母，还有一直担心
我的老公和儿子。我要

好好陪陪他们，更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

回家后，最想抱抱
孩子，然后吃一顿海鲜
大餐。有时间，一定要
跟全家人照一张全家
福，随时带在身上，如
果以后再有离别的日
子，可以随时看看他

们。在武汉的日子，太想他们了。

50多天没和家人
见面了，视频连线、隔
空相拥难解相思之苦，
回家的日子里，我想好
好陪陪家人，陪陪孩
子，好好吃个团圆饭。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陪孩子出去跑一跑、跳

一跳，好好享受一下亲子时光。

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疫区同胞备受
病 毒 折 磨 ，援 鄂 抗

“疫”，参加武汉保卫
战是我一生的荣幸。
完成任务，胜利回家，
心情很高兴，也很兴
奋。最想拥抱我的妻

子，抱抱我的孩子，看望我的父母。等疫情结
束后，如果有机会能来一次自驾游，就更好
了。经过休整后，也希望自己能尽快回到工
作岗位。

在武汉抗“疫”时，
望着昔日繁华的街道空
无一人，心里百感交集，
那时认为平淡的日子是
多么难能可贵，得珍惜眼
前的生活啊。回家后想
和以前一样，每天上班、

下班，有空多陪一下家人，周末和三五好友小聚。

终于回家了，心情
当然是激动和兴奋，激
动的是我们回家代表
着武汉马上要痊愈，兴
奋的是马上要和日思
夜想的家人、同事团聚
了。回家后我要躺在

妈妈的怀抱里撒个娇，问问爸爸的工作累不
累，检查一下弟弟的功课，还想马上投入到日
常工作中，和亲爱的姐妹们并肩作战。

都说“近乡情更怯”，这个
“怯”是胆怯的怯，对我来说是
“近乡情更切”，是急切的切。
我以前从来不失眠，这几天晚
上，兴奋得失眠了。马上就要
回到熟悉的地方，见到熟悉的
人们。要说回家最想做的事，
就是和爸妈一起吃个饭，去看

看我的爷爷奶奶，跟他们聊聊天。之前没有告诉他
们我去武汉了，现在回去可以告诉他们了。再跟他
们聊一聊武汉的抗疫经历，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我的心其实早已随着思绪
返回了家。今天是离开家的第
52天，挺漫长的，仍记得离家的
前夜，我和先生默默地收拾行
李，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的语言，
就这样挨到天亮，先生说希望
时间慢点慢点再慢点……

天总会亮，终于要回家
了，我想用力地抱着我的一双儿女，带着他们在满是
鲜花的小区里嬉笑打闹；我想抱抱我的父母，告诉他
们因为有了他们的鼓励与支持，我才能心无旁骛地投
入到工作中；我想抱抱我的老公，告诉他我知道他在
家里也不容易。我还想吃街头小哥做的蔬菜凉皮、蛋
糕店烘焙的甜品……回家了，我会一一去实现！

离家50多天，终于回来
了，在这里就能够闻到海风
的味道，感觉特别亲切。我
在回家的路上，就已经把回
家后的事项安排好了，要回
老家看望一下父母，要和大
儿子一起玩玩他的新玩具，
一起做游戏，要给他讲在武

汉的故事，告诉他妈妈是怎样与病毒“搏斗”的，还得
回家督促他养成读书的好习惯。

最头疼的是如何跟小儿子相处，视频的时候，总
是把照片当妈妈，要重新跟小儿子培养一下感情，再
就是要好好吃一顿海鲜，要把烟台的海鲜都吃个遍。

虽然离家只有不到两个月，
但我依然感觉时间很漫长，我想
我的父母，我的妻子，我的孩子
们。武汉的工作很辛苦，是家人
们的支持和关心鼓励着我。现
在，终于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
了，我的心情很激动。好想赶紧
回家，跟爸妈聊聊工作上的心

得，跟妻子谈谈生活上的趣事，给女儿讲讲故事，抱抱
我的小儿子……家，我最爱的地方，我回来了。

生命是无价的，祖国是神
圣的，能在祖国人民需要我们
的时候，有幸加入到战“疫”中，
我们感到无比荣幸。我们只是
普普通通的医者，支援湖北是
我们最真诚的初心。回家后想
抱抱可爱的儿子，陪儿子做他
想做的事，陪父母吃团圆饭，和

爱人一起撑起我们的小家，过着简单幸福的日子。

经过14天的隔离，怀着无
比激动的心情踏上回家的
路。感谢各级领导对我们的
关怀，回到招远后我想休整一
段时间，回归家庭，陪伴我的
家人，对他们我非常愧疚，这
段时间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

力，担心我的安危。休整后返岗工作，我将继续履行
自己的职责，努力工作，救死扶伤，守护人民的健康。

春暖花开，我们凯旋而归。
回家了，喜悦之情无以言表，马
上就要看见日思夜想的亲人、朋
友、同事，可以亲吻故乡的每一
寸土地，近距离感受家乡的气
息，我要拥抱每一个爱我的和我
爱的人，是你们给了我战斗的动
力和信心，我爱你们。

回到龙口后我要回家拥抱
许久不见的父母，和他们好好
团聚，吃顿爸爸亲手做的热乎
饭菜，真真切切地感受一下家
的味道和妈妈的唠叨。跟他们
说声“我爱你们，这一个多月让
你们担心了”。

因为工作原因，我没有见
到我最亲爱的姥爷最后一面，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回
家后，我想去看看他，告诉他，他最爱的外孙女回来
了。待我重整之后，我将回到我的工作岗位，继续在
岗位上坚守，为人民服务。我很庆幸我能支援武汉，
因为这是我平凡的人生里最不平凡的经历。

接到回家的指令，有期待中
的喜悦，也有太多的不舍。高兴
的是我们的撤离预示着疫情的
好转；喜悦的是我们终于不辱使
命，圆满完成了任务；不舍的是
这座英雄的城市，还有很多相伴
多日的战友让我惦记。

当飞机降落在遥墙机场，感
受着航空界最高的礼节，当听到总领队那句，“我们一
个不少地回来了”，眼泪不争气地落下。当来到隔离的
宾馆，看到家乡人民为我们准备的一切，回家的感觉真
好。回家后最想跟家人吃一顿团圆饭，感谢他们多日
的付出与支持。

回家了，我想得有点多。
回家之后先抱抱我的儿子，捏
捏他可爱的小脸蛋，然后再去
看看我的爷爷奶奶，还要吃一
顿我妈妈包的馅大皮薄的茴
香肉丁馅饺子。再和我的同
事们见见面，希望早日能跟他

们一起工作。回家真好！

我们结束了14天的隔离，
3次的核酸检测阴性，也代表
着我们医护人员的“零感
染”。疫情发生时，正处于春
节，最大的遗憾是还没和家人
好好地聚一聚，就离开了。非
常感谢家人对我的理解和支
持，这段时间也非常想你们。

回家以后，我想好好和家里人吃个饭。

问我回家了最想做什么？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打破了2020年春节的祥和
和家庭团圆的梦想，武汉告急，
湖北告急，疫情暴发撕裂了中
华同胞的胸膛，疫情的风险考
量我们的大医精诚、家国情
怀。我们于2月9日迅速集结，

瞒着老娘，来不及见亲人最后一面……回家后我想多
陪陪家人，想吃妈妈包的排骨包子，带女儿去林苑溜
达溜达，吃大草莓和各种海鲜。

烟台芝罘医院护师房慧义：

想拍一张全家福

海阳市中医医院护师姜红：

想吃一次大葱蘸酱

海阳市妇幼保健服务中心护师于江波：

想和老爸喝一杯

蓬莱市人民医院护师张彦：

想跟家人一起吃顿饭

牟平区中医医院护士长孙园园：

想先看看父母
烟台芝罘医院主治医师周广福：

想在自己家的床上好好睡一觉

栖霞市中医医院主治医师王喜刚：

想给家人做顿饭

福山区人民医院主管护师王艳艳：

想把3个月没剪的头发剪了
烟台业达医院副主任医师李静：

想吃一顿海鲜大餐

蓬莱市中医医院护师吕金鹏：

想好好吃个团圆饭

蓬莱市人民医院主治医师赵磊：

想来一次自驾游

烟台毓璜顶医院副主任医师翟声平：

想和三五好友小聚

莱阳市中医医院护师李贝：

想躺在妈妈怀里撒个娇

莱阳市中心医院主治医师李浩劼：

想多做家务，辅导孩子功课

牟平区中医医院医师于孟泉：

想跟爷爷奶奶聊聊天

莱阳市中心医院主管护师史瑶：

想用力抱着一双儿女

莱州市妇保院主管护师张领玲：

想把烟台的海鲜都吃个遍

烟台桃村中心医院护士长李明涛：

想给女儿讲故事，抱抱小儿子

龙口市人民医院主治医师王耀辉：

想陪儿子做他想做的事

招远市人民医院护师童晓辉：

想回归家庭，陪伴家人

开发区业达医院主管护师李知洪：

想拥抱每一个爱我的和我爱的人

北海医院护师刘馨霞：

想去“看看”已故外公

莱州市中医院主管护师王利娜：

想跟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福山区人民医院护师魏婷婷：

想吃妈妈包的饺子

毓璜顶医院护士王小帅：

想好好和家人吃个饭

龙口市中医医院主管护师姜宁宁：

想吃妈妈包的排骨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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