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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黄峰

经常听到阿克苏市人民医院的领导

和同事们说：“我们援疆医生孙主任超声

介入技术很牛的。”

这位孙主任名叫孙泉，来自杭州师

范大学附属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

师，从事超声诊疗工作近15年。2018年

8月底，孙医生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背井离乡来到新疆阿克苏开展为期一年

半的医疗援助工作，担任这里的二甲办

主任、超声医学科主任。

孙泉说：“在这一年半里我不是一

个称职的丈夫，也不是一个时刻陪着儿

女成长的好父亲，但是我不后悔，能够

响应国家的召唤远赴边疆，服务好新疆

人民,是一名医者的初心和使命,更是一

种荣耀。”

时光飞逝，一年半的医疗援疆工作

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半，当地的百姓至今

仍记得维吾尔族女患者米热瓦(化名)的

故事。当时 33 岁的米热瓦在阿克苏地

区某三甲医院检查出 11.0×12.0cm 的

卵巢囊肿。她曾经历过肝囊肿切除术、

剖腹产术等多次手术……在这个满腹

手术疤痕的维吾尔族女人脸上，写满了

不愿再行传统手术的痛苦与哀求。孙

泉得知米热瓦的病情后感慨：“若在自

己原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患者

本可以接受创伤面极小的微创手术治

疗。”但在阿克苏，这类超声引导下的微

创治疗术还是空白，患者只能辗转到大

医院，或者选择传统手术治疗。

幸运的是，米热瓦有了全新的选择。

经过患者同意和术前评估，孙泉

医生决定为患者实施超声引导下经皮

穿刺卵巢囊肿抽吸硬化治疗术。在精

准的超声定位下，抽吸囊液，硬化囊

肿，手术全过程无任何不适感。通过

精准微创治疗，巨大囊肿几乎消失，只

留下了针眼大小的疤痕，轻松解决了

患者的痛苦。米热瓦一家对孙泉深表

感谢。于是，“市人民医院来了位厉害

的超声科医生”的消息不胫而走……

不仅如此，孙泉还一口气开展了超

声引导下经直肠前列腺穿刺活检术、肺

外周型肿块穿刺活检术等多项新技术，

填补了阿克苏地区的空白。

这么好的“手艺”怎能后继无人？于

是，孙医生以工作室为基础进行带教，共

带出3位徒弟，现已能接手多项超声介

入技术。除了立足的医院，孙泉主任还

把先进的技术带到更多的县级医院，为

他们授课。在沙雅县人民医院举办的

“红船——杏林工作室”2019 年沙雅县

基层超声规范化诊断学习班上，孙主任

为基层超声科医生量身打造了一堂精

彩讲座，学员们认真听课做笔记，课后

好评不断。

作为超声科主任，孙泉还负责学科

建设。这期间，他帮助科室完善超声科

预约就诊流程，使患者满意度及就诊环

境都得到进一步提升；帮助科室完善各

类医疗管理资料，推动科室绩效分配方

案改革；每周定期给科室同事进行一次

业务学习，不让每一个同事掉队；培养

科室管理骨干，先后推荐两名主任助理

共同管理科室，为阿克苏市人民医院留

下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同时，孙泉还担任医院的二甲办公

室主任。从创建二甲办公室到科员人才

队伍建设，从制定部门的管理制度到准

备二甲复审工作，孙医生建立起一套工

作体系。他将评审新标准拆解、分工、责

任到人，制定院内应急预案手册，巡查督

促各科室完成条款，为推动医院的管理

工作做出了贡献。

孙泉医生说，援疆路使他懂得了

责任和感恩，援疆不是付出了多少，

而是得到了多少，这段岁月必定会成

为 人 生 中 最 美 的 风 景 ，最 难 忘 的 回

忆。一年半载援疆路，一生一世援疆

情。阿克苏也必将成为他终身牵挂的

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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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湾镇总工会
举办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职工演讲比赛

本报讯（通讯员 王啸虎）8月5日，萧山区党湾镇

总工会联合团委、妇联举行“不忘初心跟党走·建功立

业新时代”演讲比赛，来自全镇各企事业单位的33名

职工参加了角逐。

职工们以饱满的热情、生动的事例，从单位、家庭、

自身的成长经历等各个角度出发，讲述了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们国家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家乡的沧

桑巨变，深情歌颂伟大的祖国，阐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的道理，坚定永远跟党走的理想信念，诚挚祝福

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企业兴旺发展。表达了

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企业的美好情怀。经过激烈的

角逐，来自党湾勤诚幼儿园的魏静楠夺得一等奖。

亚组委机关工会
组织职工参加游泳测试赛

本报讯（通讯员 郑祎琪）8月8日是全国第十一个

“全民健身日”，这一天恰好也是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组

委会机关工会委员会游泳兴趣小组活动的日子。中午，

50多名小组成员齐聚杭州游泳馆，参加专场测试赛。

测试赛分为25米自由泳和25米蛙泳两个项目，泳

道不时激起阵阵白浪，多名学员的25米自由泳成绩游

进了20秒，最快的甚至游进了17秒，达到了16秒9。在

25米蛙泳的测试赛中，很多人的成绩也在25秒到35秒

之间，最快的成绩也接近20秒。经过一期的游泳培训，

专业教练对于各位学员的划水姿势和腿型进行了纠正，

不少学员的成绩有了大幅度提高，几乎所有人都能不停

顿游到25米折返点。部分初学者，在专业教练的周密

讲解下学习游泳的基本动作及要领，通过在水里反复练

习、纠正动作，逐步找到了水中保持平衡和呼吸的感觉。

机场高速公司工会
开展劳动技能比武

本报讯（通讯员 郑祎琪）为进一步调动广大职工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职工队伍的能力素

质，近日，机场高速公司工会组织开展了“倡工匠精神

作岗位贡献”劳动技能比武，来自公司下属四个站点的

职工代表参加了比武。

本次劳动技能比武分为优秀个人竞赛和优秀团队

竞赛两大内容，包括文明服务、现场操作、全员售票速

度等竞赛环节。为确保比赛结果公平公正，由各站职

工代表组成的评分小组通过观看录像、现场抽查等方

式，从仪容仪表、面部表情、收费流程、文明用语等方面

对参赛职工进行综合考评。经过激烈的角逐，分别产

生了1个优秀团体和5名优秀个人。

钱塘新区锦阳集团工会
开展高温慰问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斌斌）8月8日，锦阳集团工会主

席周星驰、集团人事经理姚宏芳、物业总监耿思成一行，

来到锦阳老公寓的保洁、保安岗位现场，走进龙驰幕墙

的生产车间，将精心准备的慰问品送到了员工的手中。

同时，锦阳物业公司，诚卫保安，园润餐饮的负责人也分

头亲临现场，给高温环境下的一线员工带去了实用、便

利、丰富的降暑慰问品，以及诚挚的关心问候。

送清凉慰问小组每到一处，小组成员悉心地询问员

工的生活需求，了解聆听他们在工作、生活方面的情况及

对公司发展的建议意见。本着安全第一、员工第一的原

则，还专门嘱咐各位同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望江街道总工会
举办七夕交友联谊会

本报讯（通讯员 杨新）日前，望江街道总工会联合

望江新联会、团工委等部门一起做红娘月老，在中豪望

江国际数字统战体验馆为辖区青年职工举办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相亲联谊会。报名本次相亲活动的60余名

职工都来自辖区的工会企业。

本次活动的内容分为穿越时光终于等到你、姻缘

红线一线牵组CP、心有灵犀于细微处见等几个环节。

为了营造好本次活动的氛围，工会没少费心思，男女嘉

宾现场汉服换装，在鹊桥边、桃树下，设计了一波又一

波由浅入深的活动，把大家的情绪一次次推向高潮。

“心动表白”最值得期待，主持人让男生上台真情告白，

现场就有3对牵手成功，这3对青年男女也将获得国宾

馆浪漫烛光晚餐。

笕桥街道东港社区工会
垃圾分类入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 任笑丹）为进一步倡导垃圾分类理

念，营造低碳环保良好氛围，8月初，东港社区工会组织志

愿者开展了为期一个星期的垃圾分类入企业的宣传工作。

活动中，10余名志愿者牺牲休息时间，手拿垃圾分

类宣传资料，向辖区内企业发放了“垃圾分类”知识宣传

页，耐心地为员工讲解垃圾分类的有关知识，对特别容易

混淆的垃圾进行了全面仔细地讲解。接下去，工会还将

继续联合物业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培训、垃圾分类有奖竞

答等工作，共同促进垃圾分类工作有序长效地开展。

少儿公园工会
举办“安全隐患随手拍”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臻）为提升广大职工安全生产

意识，发动大家参与到查找和整治安全隐患的行动中

来，8月7日下午，少儿公园工会召开“安全隐患随手

拍”摄影比赛评比会。活动得到广大职工积极响应，共

收集21位职工提交的40余张照片，内容包括查找隐

患、隐患整治、防汛抗灾，安全先进事迹等方面，相关职

能科室对提交照片反映的安全隐患第一时间落实了整

改。评比会上，由工会、科室、班组各个层面代表组成

的十多位评委对所有提交的照片进行民主评定，最后

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并张榜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