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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青春热血为生命添彩
——记市血液中心业务部主任杨冬燕、机采成分科护士谢菁

始建于1965年的重庆市血液
中心，坐落在两江环抱的渝中半
岛，是国家统一规划建设的大型
省级区域性采供血服务机构之
一。中心承担着主城 9 区、永川
区、潼南区200余家医院临床供血
服务，向临床提供近 20 种血液制
备产品，其类型完全满足临床需
求。同时承担重庆市 6 个中心血
站、11 个中心血库的质量控制与
评价、业务培训与技术指导工作。

几十载辛勤耕耘，一代又一
代人不懈地谱写着“奉献爱心·挽
救生命”的诗篇。在重庆市血液
中心，有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团
队，他们将献血工作作为自己的
情感枢纽，他们像呵护生命一样
保证血液质量，他们用善良的心
感染着身边的人，他们扣着时代
的脉搏，以满腔的激情和踏实的
温暖，将无偿献血这份爱心传递
下去。

业务部主任杨冬燕、机采成
分科护士谢菁，就是这个团队中
的佼佼者。

曾经，在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内科

明亮洁净的病房走廊里，病人们总能看

到一个穿梭于各个病房忙碌的身影，她

巡查每一个病人都是那样仔细和充满

关切；在重庆市血液中心流动采血车

前，你总能看到一个微笑服务，给予献

血者人文关怀和人性化服务的医务工

作者；在输血研究所的实验室里，一个

默默奉献、一丝不苟、严谨认真、埋头实

验的输血医师；在成分制备科的无菌净

化间里，一个穿着全套无菌隔离服进行

无菌操作的血液制备人员；在学校、医

院、社区、采供血机构，一个潇洒、自信、

语言生动，课件直观新颖的培训师的身

影……她就是重庆市血液中心业务部

主任、纪委委员、业务支部党支部书记

杨冬燕。

她是科室里的“工作狂”

1993年，杨冬燕毕业于川北医学

院临床医学系，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市第

三人民医院。

1997年初，杨冬燕调到了血液中

心工作，输血医学研究是一个鲜为人

知，要求精益求精的岗位，要求从业者

能耐得住寂寞，用一丝不苟的精神去完

成每一步操作，每次试验，无论是在技

术操作还是理论学习上，都要努力学习

刻苦钻研，使这些先进的技术很快应用

于单位的常规工作。

2005年，杨冬燕主持业务科工作，

负责中心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工作，在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范围

广的情况下，牵头与全体职工一起，经

过来回 5 稿的修改，主持了中心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试运行工作、

内审和管理评审工作，通过全面质量控

制和质量管理，使中心最终通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成为了

全国采血机构中为数不多的通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单位，

为中心整个质量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使中心全面质量管理和业务

管理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使临床用血

安全及血液产品质量得到了强有力的

保障。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为支
援灾区，全市市民献血热情高涨，在接
连半个月的时间里，中心职工加班加
点地采集血液，杨冬燕带领的成分制
备科更是不分昼夜地生产制备。一天
爱心市民捐献了1500多袋血液，而要
全部分离制备完成就有将近3000袋
血，这相当于平时四五天的工作量。
在科室人手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杨冬
燕带领成分制备科全体成员迎难而
上，终于在凌晨生产出了全部血液产
品，及时将市民的爱心送到接收灾区
患者的医院。

2008年，为进一步落实原卫生部

“一法两规”规范的执行，中心承担了全

市采供血机构质量体系建立的任务，专

门成立了工作组，杨冬燕承担了大量的

质量体系文件编写工作，同小组成员一

起加班加点，历时一个月终于圆满完成

了此项任务，并在全市质量体系文件落

实工作中承担了大量的培训任务，获得

了原卫生部督导检查专家组的好评。

而身患胆囊炎、胆结石、腰椎间盘突出

症的她依然带病坚持工作，在连续劳累

后胆囊炎发作，仅仅是到医院进行了简

单的输液治疗就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她是行业中的佼佼者

杨冬燕主持开展了7个新项目、新

方法、新工艺生产制备成分血产品，这

些技术创新提高了产品质量，减少了输

血反应，提升了输血效果，保障了血液

安全，填补了重庆市空白。

她率先组织建立了重庆市血液联

动和应急保障运行模式，保障了血液供

应；组织策划了14家血站核酸集中化

检测和全项委托检测工作，保障了血液

安全；与医院加强服务与沟通，组织协

调实施了主城区首个储血点的建立，为

危重病人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为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

城乡的血站服务体系，确保血站服务体

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相适应，与医疗服务体系发展同部

署、同落实、同促进，杨冬燕配合市卫生

计生委完成了“十三五期间重庆市采供

血机构规划设置”拟稿和《重庆市献血

条例》相应配套文件的拟定；她按照中

心的战略决策，通过全面的数据收集和

统计分析，与医院充分沟通，依据医院

的用血需求，科学地制定中心的采血计

划，使临床血液供应实现供需平衡，宝

贵的血液用到需要的患者身上。

杨冬燕注重自身学习，先后多次

参加了卫生部组织的无偿献血招募和

全面质量管理师资培训班；2009年获

得重庆医科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

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管理学硕士学

位；2012年参加由原重庆市卫生局组

织的赴美国为期15天的“卫生综合管

理专题培训班”；2018年应荷兰桑奎

恩(sanquin)血站邀请，进行相关专业

技术及管理经验交流；将于2018年9

月参加由市卫生计生委与法国对外培

训交流促进协会合作举办的为期21

天的“中法卫生应急短期培训班”，接

受法国卫生应急组织管理体系和法国

紧急医学救援应急准备实践与经验等

卫生应急相关专业培训。正是通过几

十年来不间断的系统学习，杨冬燕在

专业技术及管理知识方面获得了较全

面与系统的认识，逐渐成长为单位的

专业技术骨干；在行业内有广泛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被邀请担任国家卫生

计生委血液安全技术核查专家组成员

和重庆市卫生计生委输血医学专家库

以及科技和科普教育专家库成员。作

为专家多次参加国家卫生计生委和重

庆市卫生计生委组织的全国和全市血

液安全技术核查工作。在多个学术委

员会担任委员和医学杂志的编委。多

次在国内输血医学行业大会上授课；

发表论文30余篇，主编和参编专著3

本，主研和参研课题18项。

她是同事眼中的好领导

20多年的医生职业生涯，杨冬燕

一直坚守一名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作

为中心纪委委员、业务党支部书记，她

坚持以抓好党建促采供血工作发展的

工作思路，凝心聚力、带好团队。她主

持建立二级民主管理制度，不定期与团

队成员交心谈心，交流思想。关心职工

工作及生活，积极为其排忧解难。不论

是喜得贵子还是因病住院手术，都及时

送上了关怀和慰问，使大家切实感受到

了温暖。她合理利用每一个成员的知

识和技能，充分发挥大家的特长，技能

互补，相互协作，使业务管理工作有效

完成。她带领的团队成员牢固树立诚

信、服务的观念，弘扬文明新风，坚守职

业道德，获得了献血者和受血者家属的

认可。

作为一名医生，年复一年重复着单

调和枯燥的工作；一个接着一个终身不

断的学习与考试，既没有白天与黑夜之

分，也没有双休的概念，常常远离节假

日的欢声笑语和亲人的守望，更多的是

坚守。虽然流失的岁月使她不再年轻，

劳碌和操心洗去她的铅华，然而一路脚

踏实地走过的她，身后留下的是一串坚

实的脚印。获得重庆市总工会颁发

2017年度重庆市“五一”巾帼标兵；中

共渝中区委组织部、宣传部、人力资源

和社保局、卫生局、教委等9单位联合

颁发渝中区优秀青年医务工作者；重庆

市卫生局和重庆市红十字会颁发的“无

偿献血工作先进个人”。她对自己的这

一职业选择，从来无怨无悔，对自己工

作中取得的成绩也从不骄傲，她认为这

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她只是其中的

一部分。

这就是她——一位德才兼备的普

通基层医师。春去冬来，寒来暑往，杨

冬燕已经在平凡的岗位上度过了25个

春秋，如同一滴水，平凡、清澈、柔和而

又浩瀚。她没有惊人的壮举，也没有文

学家笔下的传奇色彩，却和广大同仁一

道，在平凡的岗位上建功立业，书写着

一段段巾帼不让须眉的佳话，成就了自

己多姿多彩的人生。

业务部主任、纪委委员、业务支部党支部书记杨冬燕：

重庆市血液中心新业务大楼效果图

恪尽职守 血液中心的“铿锵玫瑰”

机采成分科护士谢菁：

热忱服务 用爱心与责任守护生命
她是一名共产党员，工作中身先士

卒，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她是一名

采血护士，热爱献血事业，愿意为这平

凡的选择倾注一生；她也是一名献血

者，用自己的热血挽救他人的生命是她

最大的愿望。

“用爱生活，你会使自己幸福；用爱

工作，你会使很多人幸福。”在谢菁的人

生里，献血不但是她一生的事业，更是

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爱岗敬业

1991年，谢菁毕业于重庆市卫生

技工学校，并来到重庆市血液中心成为

了一名普通的采血护士，从此扎根在这

里。

血液中心的护士工作虽然没有医

院里抢救的惊心动魄，但面对一个个无

私奉献的献血者，面对一份份挽救生命

的爱心血液，采血护士作为爱心的搬运

工，除了需要过硬的技术外，还必须时

常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干一行爱一行，谢菁通过日复一日

的学习磨练，练就了过硬的穿刺技术。

每当有献血者血管难找，同事穿刺困难

的时候，她总能轻松地“一针见血”。更

可贵的是她数十年如一日地将笑容挂

在脸上。献血前要吃饭吗、献血后有什

么注意事项……无论献血者有什么问

题，哪怕是很小的问题，她都会面带微

笑一一解答。这也让她与许多献血者

建立了友好关系，为今后的献血者保留

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6年 6月，谢菁成为了机采成
分科3组的组长，带领团队率先开展了
预约献血模式。在预约献血开展的初
期，为了让献血者们理解到预约献血的
重要性，她带领组员耐心地为每一位献
血者解释，终于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认
可，并主动开始预约。

由于捐献成分血一次需要2-3小

时，为了配合献血者的预约时间，谢菁

和她的团队常常一大早还没到上班时

间就提前来到工作岗位上，有时又为了

等有事耽误的献血者延迟下班时间到

天黑；为了保证第二天临床的供血量，

她经常带头加班电话招募献血者到很

晚……虽然很苦很累，但谢菁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作为组长，总是在工作中身先

士卒，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从来没

有怨言，从不计较工作时间。在谢菁和

她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机采3组的采

血量2016年居全科第一。她们的努力

也带动了机采成分科全科人员，血液中

心的成分血年献血量直线上升，从2015

年的11933个治疗量，增长到到2017

年的19121个治疗量，增加了60%，全

面改善了全市成分输血难的状况，为病

人的安危又筑起了一道防护墙。

开拓创新

“谢老师，我今晚吃了麻辣烫，明天

还可不可以献血哟！”

“谢谢你的爱心。麻辣烫里面有很

多高脂肪高蛋白食物，会影响血液的质

量，建议你清淡饮食几天再来献血。另

外天气热记得多喝点水！”

在血液中心机采成分科里有这样

一部手机，每天都有许多献血者在微信

里询问各种有关献血的问题，这部电话

大多数时间由谢菁管理，24小时保持

开机，不间断接听电话、回复微信，无论

多晚也会耐心解答大家的疑问。

这是谢菁在工作中的一项创新。

2016年5月，她率先利用微信平台开

展了献血预约服务的模式，有效缓解了

成分血库存紧张的情况。

“要知道，成分血的保质期只有5

天，我们需要保证每一份爱心血液都能

用在救治病患上。”谢菁说，自从开始使

用微信平台，已经有超过3000位献血

者在平台上进行交流，目前人数还在持

续攀升中。而根据中心血液的库存量

以及血型偏型情况，献血者直接通过微

信平台预约献血时间，有效保证了献血

和临床用血之间的动态平衡。

身体力行

谢菁除了是一名采血护士外，还有

着另外一个身份——固定献血者。

“或许是工作性质的原因，我很感

性，也保有一颗善良的心，我只想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多做自己能做的事。”说

起献血的初衷，谢菁不禁落泪，“我母亲

是因为消化道大出血去世的，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急需输血时，血液是多么珍

贵。”经历了至亲的离世，谢菁更加坚定

了献血的信念，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

的献血之路，“现在每年10月20日我

都会去献血，因为那天是我母亲的祭

日，我想用这种方式来传达思念。”

在20多次的献血经历中，令谢菁

印象最深刻的是2012年。那一年，她

遇到了一个患有白血病只有4岁的小

男孩，当时情况很紧急，“他父母特别着

急，因为他们的血型都无法与小孩相

配。”庆幸的是，她的血型可以和白血病

男孩相配，下班后，她立马坐上采血椅

献血。当天晚上，小男孩就用到了血并

且病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白血病男

孩父母带着亲手制作的锦旗前来感谢

这位他们生命中的恩人。

在血液招募中，用自己的亲身体

验，传递爱与奉献的精神；在血液服务

中，换位思考问题，追求不断完美的境

界。谢菁用爱坚守着这一份希望，这是

献血者和受血者的希望，更是生命的希

望。

杨冬燕（右一）在指导同事学习

谢菁正在采集成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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