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晓岩，太原市血液中心机采服务一科科

长，副主任护师，中共党员。1987年 7月参加工

作，1997年负责开展成分血采集工作，填补了

此项技术在省内的空白；2005年 9月，带领团

队共同努力，提前一年实现了“单采成分血捐

献 100%来自无偿献血”的转变。

她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一切以献血者和受

血者安全为宗旨，多少年如一日，在这个平凡

的岗位上用自己微笑的脸，温暖的双手和纯洁

善良的心服务每位献血者，让鲜红的血液托起

生命的希望，为献血者和受血者架起生命的桥

梁。先后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中华

骨髓库五星级志愿者，太原市优质护理服务标

兵、护理工作先进个人、巾帼岗位能手、抗疫最

美家庭，市卫健委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2020年的春节，新冠肺炎牵动了全国人民

的心。而此时，本来就是献血淡季，又受疫情防

控影响，省城街头人流量骤减，采供血工作面

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压力，血液中心更要

在全面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保证血液库存充

足和安全有效，保证献血者的健康。“危急时

刻，我知道我是谁！我能做什么！坚定信心，生

命重于泰山，我们不可懈怠。”机采服务科科长

侯晓岩说。

与全血相比，机采血小板捐献耗时长，保

质期却极短（仅有 5 天），疫情面前，本就不容

易的机采血小板招募更是雪上加霜。为了让献

血者拥有更安全的献血环境，消除紧张心理，

侯晓岩对机采服务科的工作流程进行了重新

部署。

首先，强化科室培训，把好征询第一关，在

原有献血征询表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份疫情防

控期间的特殊征询表；严格做到“一人一巾一

带”，最大限度避免献血者交叉接触。其次，对

环境、仪器进行严格消毒；所有工作人员严格

自我防护，献血者戴口罩、穿鞋套方可进入采

血室；最后，要向献血者宣传疫情防范知识，使

他们安心献血。疫情以来，太原市机采血小板

采集量实现同比 33%的逆势增长，保障了本市

临床用血小板的安全充足有效。

她是一名医务人员，更是一名优秀的共产

党员。她深知血液对患者的重要性，参加工作

以来，侯晓岩累计献血 72个治疗量单采血小

板，全血 1000ml，已是一名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金奖获得者。她说：“只有我亲身体验献血过

程，才能理解献血者的各种诉求和建议，才能

为献血者解答更多疑问。”

2020年 2月 7日，血液中心接到省卫健委

要求开展新冠肺炎痊愈患者恢复期血浆治疗

的通知，2003年就已经在抗击非典一线上采集

痊愈患者血浆用于治疗的侯晓岩，时隔 17年后

再次临危受命，她没有丝毫犹豫就接下了本次

血浆采集的任务。任务期间共采集 62 人次

24900毫升血浆。在满足省内临床需求的同时，

还支援武汉 11400毫升。

她还是山西晨曦公益负责人，每次爱心活

动都有她的身影，每次爱心捐款都有她的名字

，累计捐款近万元。她曾与晨曦爱心团队成员

共同为一名失去双亲的白血病儿童募捐，筹得

两万余元救济款。当孩子拿到善款激动地流下

两行热泪时，她紧紧抱着孩子说：“一定要勇敢

面对困难，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爱，在默默无闻中盛开，敬业爱岗、以身作

则，她用付出展现大爱，也用她美丽的心温暖、

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她就是侯晓岩，她是

生命之河的“守护者”。

本报记者张丽闫珊通讯员贾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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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援沪医疗队顺利

“出关”，开始七日居家监测。

汉庭、公交、华山、白

班、中班、夜班、米饭、睡觉

……这是到达上海支援抗疫的

第28 天，每天周而复始的工

作，沿着上面的字眼像陀螺式

的循环，身心疲惫是每个队员

憋在心里却又不肯说出的词汇，

坚持、坚持、再坚持，唤醒这

座沉睡的城市。

4 月7日接到援沪的命令，

我主动请缨加入到了这个优秀

的团队，经过前期20天的密集

培训，4月26日经过近乎一天一

夜的劳顿，大同援沪医疗队踏

上了驰援上海的征程。我们要

面对的是奥米克戎，比原始毒

株病毒载量高出8000-16000倍，

传播力高出5倍的新变异病毒。

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医疗

队便接到了封控区采集核酸的

重任，目送着战友们一个个上

车，到拖着疲惫的脚步安全返

回宾馆，心疼、骄傲……多种

感情在心里交织。

5月1日，我们正式进入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宝山院区工

作，我被分到了感染科工作，作

为上海市本次新冠感染的市级定

点医院，不但病人多，年龄大，

而且重症多，基础疾病复杂，经

过10天的相互熟悉，我们看到

了华山人“严谨、务实、协作、

包容”的优秀品质。同时，我们

也充分利用此次机会，在工作中

学习，提高自己的救治水平，在

实践中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抗疫

之路。从5月11日起，大同医疗

队整建制接管华山医院两个病

区。从开始的摸索、彷徨到现在

的分工明确、井井有条，这是

我们医护、院感、后勤，团

队协作的完美结果。伴随着

一位位患者的满意离去，给

了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

作为这支队伍的精神领

袖，卢杉队长从上飞机那一刻

到上海的每一天都在忘我地工

作。大到院感、医疗、护理、

后勤、党务、外联，小到每一

个队员的心态变化，每一班的

迎来送往，都亲力亲为；刘丕

松主任作为我们医疗队最年长

的医生，每天也穿梭在宾馆、

医院之间，一日不休，除此还

主动承担了医疗队所有的拍摄

重任；马春主任是我们这支队

伍的院感核心，也是我们工作

最强有力的保障；陈瑾、李妍

博两位医疗组长，每天都废寝

忘食地工作，使我们的队伍战

胜疫情充满了信心，每一位医

疗、医技队员都紧密配合，随

叫随到，查漏补缺，通力协作；

当然还有为我们分担了大量工

作的护士姐妹 （我不再一一列

举她们的名字），4小时一班，

顶着生理及心理压力，从不喊

累；同时还有默默背后付出的

后勤保障团队。

窗外的天空露出鱼肚白，

新的一天即将来临，我坚信，

病疫终将过去。让我们“晋”

心守“沪”，期待这座城市早日

苏醒。

援沪队员李伟
2022年5月24日
凌晨 216病区

本报讯（记者 张丽 闫珊 通
讯员郝梦琪）为进一步促进公
安医疗的深度融合与资源共享，

积极营造“警医共建、平安共创”

的良好氛围，6月 11日，该院老

干一党支部党员、全国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

师、山西省名中医赵永强受邀走

进长治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开展

中医健康宣讲“党建共建”活动。

讲座中，赵永强主任以“辨

体质·话健康”为题，主要针对指

挥中心工作人员日常压力大、高

负荷运转和身处“亚健康”的职

业特点，从中医体质辨识出发，

层次分明、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气

虚质、血瘀质、痰湿质等不同体

质的成因和表现方式，同时根据

自身四十余载的临床诊疗经验

为不同体质人群讲解了不同的

调养思路。赵主任绘声绘色、妙

语连珠的授课内容受到了现场

民警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许，现

场互动热烈，掌声阵阵。

讲座结束后，被中医传统文

化魅力深深吸引的人民警察纷

纷请赵主任为他们把脉开方，虽

接诊不辍，但赵主任仍耐心细致

地为每一个人开展个体化健康

指导，其深厚的专业功底和儒雅

的个人魅力赢得了指挥中心民

警的连连称赞。

让平安守护医院，让关爱滋

润警心。此次“党建共建”活动是

该院与长治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作为“党建共建”共同体，切实筑

牢警医友谊之桥的具体实践，旨

在进一步深化党建共建合作路

径，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将

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公安民警身

边。该院表示，今后将不断创新

互助合作形式，以“六进”活动为

载体，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推

广中医健康文化，积极开展健康

义诊宣教、中医药知识科普宣

讲、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推广等

多种类型的警医共建活动，帮助

广大民警同志增强自我保健意

识和能力，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

情，为平安长治建设作出更大贡

献，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

驾护航。

长治市中医医院

走进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丽闫珊 通
讯员张从容）6月 10日，由长治

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胃肠外科

主办，同日本、科特迪瓦、塞内

加尔、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六

个亚洲、非洲国家的胃肠肿瘤

专家共同参与的“2022胃肠肿

瘤亚非国际友好学术交流论坛

暨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胃

肠外科胃肠肿瘤（手术直播）国

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会议特邀日本顺天堂医院

福永哲 Fukunage Tetsu 教授、

Orita Hajime 教授、Yube Yuki-

nori教授进行线上学术讲座。大

会实施同声传译进行国际直播。

和济医院副院长郭伟教授

致开幕辞，他首先对参会的各

位专家及同仁表示诚挚的欢迎

和衷心的感谢。他指出，本次论

坛旨在进一步加强亚非国家之

间胃肠肿瘤方面的临床学术交

流与合作，希望与会人员博采

学术、增进交流、开拓视野、斩

获友谊，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

成功。

日 本 福 永 哲 Fukunage

Tetsu教授、突尼斯 Mr. Rochelle

教授、阿尔及利亚 Mr khen-

nache教授分别致辞。

学术讲座环节，福永哲

Fukunage Tetsu 教授以《La-

paroscopic surgery vs robotic

surgery for gastric cancer:cur-

rent evidence》为题，为大家详

细讲解了机器人与腹腔镜胃癌

手术的技术策略和临床诊治，分

享胃癌研究前沿成果及进展。

日本 Orita Hajime 教授、

Yube Yukinori教授、和济医院

胃肠外科毕志彬教授、肝胆外科

赵晋江教授分别围绕胃肠肿瘤

领域的新技术、新理念、新动态

进行讲授，并针对学科焦点、难

点进行专业研讨，为大家带来丰

富的学术大餐。

手术演示环节，由郭伟教授

主刀的“ICG引导下的腹腔镜下

胃癌根治术”通过直播的方式呈

现在大家眼前，手术全景一览无

余，展示了术者扎实过硬的手术

功底、严谨缜密的临床思维和默

契无间的团队配合。术中，郭伟

教授与参会同道就手术过程中

的专业问题进行了实时的互动

交流，现场学术氛围浓厚，得到

了大家的一致赞赏。

日本顺天堂医院福永哲教

授在讲话中肯定了郭伟团队娴

熟的手术技艺和精细化、规范化

的操作，对本次会议给予了高度

评价。同时也希望两院继续深化

合作，互联互通，共谋发展。

本次会议，是本地区首次在

国际平台上进行手术直播演示。

亚非六国胃肠肿瘤专家齐聚，线

上全程观看，共话临床诊治进

展，实时交互远程手术观摩，让

境外专家透过屏幕共同分享医

疗经验，搭建国际医疗卫生沟通

交流常态化平台。大家围绕疾病

的治疗前沿、临床实践和热点话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学习交流碰

撞思想，全面提升临床诊治和疾

病管理能力，推动国际学术交流

与合作，共同推进学科高质量快

速发展。

2022年胃肠肿瘤亚非国际友好学术交流论坛召开
同时召开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胃肠外科胃肠肿瘤（手术直播）国际学术研讨会

为大上海再焕生机
———大同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李伟的“援沪日记”

甘做生命之河“守护者”
———记太原市血液中心机采服务一科科长侯晓岩

http://www.kydtw.com
mailto:sxkjbky@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