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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感觉，真好

“你们辛苦了！好好休息！等解除隔
离，我再来接你们回家……”3 月 25 日下
午，湟中县第二人民医院领导在集中休整

休养点为医院的四名护士送上鲜花和慰
问。

“快帮我们拍一张照片吧。”隔着警戒
线，她们留下了一张特别的合照。虽然医
护人员和亲人、同事们只能遥遥相望，但听

到一句句暖心的慰问，队员们的眼眶红了。
在医疗队休养的这段时间里，从宾馆

工作人员到家人同事，医疗队的队员们感
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

“每天能吃到可口的饭菜，可以睡到自
然醒，大家会一起跳舞锻炼，交流经验，太
幸福了。”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护士马
振华说，这就是回家的感觉。在武昌方舱
医院奋战的日子，护理队员们为了避免在
工作中上厕所，不敢吃饭喝水。而在休整
休养的这段时间里，变着花样的家乡菜，让
队员们瞬间被家乡的味道所包围。

奋战的点滴，好难忘

“我们只是换了个地方做我们应该做
的事，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平凡普通的人，
在武汉，风里雨里来接送我们的司机，为
我们免费剪发的热心市民，为我们送来家
乡美食的青海人，还有所有的家乡人民，
谢谢你们。”说完，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感
染性疾病科主治医师谭效斌对着镜头深
深鞠了一躬。

从武汉回来后，很多人对谭效斌说
“欢迎英雄归来”。不过他觉得，无论在平
时的工作岗位还是现在的战疫最前线，医
护人员每天做的都是应该做的，平凡普通

的事。“每个人都是英雄，在平凡的岗位做
平凡的事，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平凡的人坚
守在自己平凡的岗位，我们才能战胜这次
疫情。”他说。

青海省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罗明
琴说，今天是回家的第六天，回来的这几
天，队员们精神饱满，吃住都很好，也感受
到了大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各小组还会在
党课中交流经验，总结在武汉奋战的点
滴，队员们都得到了很好的休整。

充电的时间，好拼搏

为充实医护人员集中休整休养期间
的精神文化生活，我省将 500 册图书送到
休养驻地宾馆。这些天，医护人员们也利
用难得的休息时间充实自己。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侯明是青海支援湖北医疗队中年龄最大
的一位。他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
从事急诊工作已经 34年。

侯明告诉记者，从出征武汉到回家，这
一路带给他太多感触。休整休养期间，大
家会讨论病例和分享武昌方舱医院抗疫经
验。他将把这次治疗过程整理总结，用于
往后的工作中，在将来面对类似问题会对
医疗救治有帮助，这是很宝贵的经验。

回家的感觉，真好！

“我是老同志，我先上！”

阿吾老周本名周泽加，52 岁，是一
名有着 30年工龄的老执法人员，他不善
言辞，总是埋头苦干。

在鸟岛市场监管所，阿吾老周身兼
数职。他既是片区市场监管员，又是执
法车辆驾驶员，还是汉藏语双通的宣讲
员。

阿吾老周患有严重的中风性关节炎
等疾病，他的办公桌和床头柜上分别准
备着每天要吃的四五种药片。青海湖
景区市场监管局领导考虑到他年纪大，
腿脚不便，想把他调至内勤岗位，从事
相对轻松一点的工作，被他婉言谢绝。

1 月 21 日，鸟岛市场监管所接到紧
急任务：受疫情影响，各市场经营主体
需立即停止活禽类交易。

阿吾老周第一时间赶往辖区各乡
镇，跟每一家经营户打招呼，挨家挨户做
工作，劝导他们主动停止活禽交易。从
国家疫情防控要求到个人生命健康安
全，不善言辞的他那个时候可会说了。

鸟岛市场监管所管辖范围涉及 4个
乡镇，有 400 多家经营户、100 家企业。
虽然数量不多，但面积广，每个乡相隔
40 多公里，那几天他不是在这个乡上
跑，就是在去那个乡的路上。他说:“我

是一名老同志，这个时候更应该贡献力
量，我先上！”

“我有后援，我先上！”

鸟岛市场监管所一共有 4名执法人
员，有一人家在刚察县，有两人家在西
宁市，根据刚察县防疫规定，返岗前他
们得先隔离观察。阿吾老周是当地人，
1 月 26 日（大年初二），仅休息一天的他
带着药片回到了工作岗位，一个人撑起
市场监督管理所。

阿吾老周的妻子在刚察县人民医院
工作，他俩都坚守在防控一线，夫妻俩
没有时间见面，妻子会时不时通过电话
为他普及抗击疫情知识，帮他准备防护
用品，让他在战疫中更有底气。

从那天起，阿吾老周裹着厚厚的执
法服，往返于超市、药店等经营场所，督
促经营户做好个人防护和外地返家人
员隔离工作，落实消毒措施，劝导其他
经营户暂时不要营业。

按照规定，阿吾老周不能一个人外
出执法，他找来当地一名个私协会理事
和一名诚信文明经营户帮忙，带着他俩
跑市场，加强野生动物售卖监管，保持
疫情防护用品及生活用品价格稳定。
从清晨到夜幕降临，他一刻也闲不下
来。

“我最熟悉片区，
我先上！”

阿 吾 老 周 还
是辖区市场监管
的“百晓生”，有句
话 他 总 是 挂 在 嘴
边：“我是在这里长
大 的 ，在 这 里 工 作
时间最长，这里我最
熟悉，我先上！”

疫情防控期间，市场
上的防护用品价格上涨较快，
一些商家趁机哄抬价格，为稳定口
罩等防护用品的市场价格，阿吾老周每
天都要巡查各药店，一边向经营者宣传
相关政策，一边处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1月 28日，阿吾老周接到举报，辖区
某药店销售的口罩价格过高，涉嫌哄抬
物价。他立即赶到现场检查，不善言辞
的他严厉批评了经营者。

阿吾老周脑中，有一张清晰的工作
任务表：市场消毒落实得怎么样？生活
用品价格有没有上涨？药店口罩、消毒
用 品 能 不 能 及 时 供 应 ？ 价 格 是 否 稳
定？餐饮单位有没有执行省政府 7号公
告？还有没有提供堂食的饭店？有没
有新增外来经营户？

检查时，遇到附近的牧民，阿吾老
周总是用浓浓的家乡话相劝，翻译成汉
语就是“出门要戴口罩，在家要勤洗手、
勤消毒、勤通风。这几天就不要去亲戚
家串门，这是对自己和亲戚朋友的负
责。”

阿吾老周的话在经营户和牧民中很
管用，大家都会说：“谢谢，我们一定遵
照执行。”

“我有时间，我先上！”

在鸟岛市场监管所，阿吾老周年龄
最大，但他总是抢着为年轻同事分担工

作。“你们孩子还小，要忙的事
多，我的孩子都工作了，我

有时间。”这是他的口
头禅。

复工复业后，
每天一大早，阿
吾老周和同事们
进入辖区市场，
劝导经营户们
在做好防控工
作的基础上恢
复经营，检查商
场、超市进货台
账 、体 温 测 量 和

消 毒 措 施 落 实 情
况，在各乡镇主要街

道和餐饮经营门店旁张
贴复工复业注意事项。

看到阿吾老周如此尽心竭
力，年轻的同事常常夸赞他：“阿吾老
周，你可一点也不老！”他笑着回答：“疫
情面前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的工作做
得细一些，风险隐患就小一些，我们也
就安心一些。”

2019 年 12 月 31 日，阿吾老周发了
2019年度最后一条朋友圈：2019年的最
后一顿泡面，2020 年我要吃肉了！配图
是一碗方便面。

2020 年伊始，阿吾老周的新年愿望
没能实现。他不仅与泡面为伴，原本打
算今年退休的念头，因为突如其来的疫
情打消了，他说：“我有时间，我先上！”

本文图片均由周泽加本人提供本文图片均由周泽加本人提供

阿吾老周
本报记者 彭娜

距离西宁 200 多公里
的青海湖景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鸟岛市场监督管
理所，有一名基层执法人
员，大家习惯称呼他“阿
吾老周”。“阿吾”是藏语
老哥的意思，1 月 21 日至
今，这位老哥始终奔波在
战疫一线，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总
是说：我先上！

3 月 17 日、3 月 19 日，青海支援湖北护理队、医疗队及转运队在圆满完成任务后平安回家，他们正在指定地集中休
整休养。凯旋的英雄们休息得还好吗？这是全省人民挂心的一件事。3月25日，《西海都市报》记者采访了部分医疗队
队员，了解到他们休整生活中的点滴。

本报记者 吴梦婷

阿吾老周检查超市商品价格阿吾老周检查超市商品价格。。

张贴抗击疫情注意事项张贴抗击疫情注意事项。。

青海支援湖北护理医疗队返青集中休整青海支援湖北护理医疗队返青集中休整，，收到来自医院的鲜花和祝福收到来自医院的鲜花和祝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祁晓军祁晓军 摄摄

战疫英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