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4 日，我院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圣文娟、王叶飞、陈川惠子和王佳
佳完成了为期 14 天的隔离休养，正式返回医院，钱立庭院长亲自带队前往隔离
点迎接几位英雄。

在隔离点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后，队员们乘坐专车来到中国科大附一院
（安徽省立医院）门诊部广场。队员家属、医院领导和同事们早已在现场等候多
时，大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和鲜花，不断高喊着“欢迎战士们回家”“欢迎英雄
们归来”！

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同柱、执行院长刘连新代表
全院职工对队员们的顺利归来表示了热烈欢迎，高度评价了几名队员在武汉抗疫
一线的英勇奋战。队员们则用一首激情澎湃的《红旗飘飘》表达了自己对祖国、
医院、家人及所有默默支持关心他们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感激之情。

参加完集体欢迎仪式后，队员们马不停蹄地赶回医院。在那里，大家为他
们和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支援伊朗医疗队员准备了一场盛大的典礼。

车子刚刚停稳，前来迎接的家属和同事们便一拥而上。王佳佳，这个顶天

立地的男子汉在前线从未说过一声苦，却在见到自己妻女的那一刻忍不住红了眼
眶。他和家人紧紧相拥，连声道：“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圣文娟、王叶飞和
陈川惠子被蜂拥而上的家人和同事们团团围住。“妈妈我好想你！”“终于回来
了，太好了太好了！”亲吻、拥抱……这是泪水与喜悦交织的重逢。

医院党委书记、院长钱立庭激动地表示：“在 1 月 27 日大年初三那个万家
团圆的日子，圣文娟、王叶飞、陈川惠子和王佳佳作为安徽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
在疫情防控最关键的时刻毅然决然挺身而出，逆行而上驰援抗疫一线。你们在武
汉金银潭医院坚守了64个日日夜夜，当其他医疗队员陆续撤离、载誉而归的时候，
你们仍坚持站好安徽医疗队的“最后一班岗”。前线鏖战数十天，你们是出征最
早、归来最晚、坚守最久、任务最重的白衣战士。你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与时间
赛跑，与病魔抗争，圆满完成任务，在新冠肺炎抗疫日志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我以你们为荣，向你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希望你们在休整结束后能再次积
极投身到临床一线及科研工作中去，继续为医疗卫生事业贡献力量，发挥专长全
心全意为患者服务！”（院办 夏韫华 文 / 图 陶良军 肖剑 /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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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鏖战数十天，今朝归来庆团圆
——我院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隔离休养结束

——我院举行 2020 年春季无偿献血活动

——安徽省癌症康复俱乐部第五届感恩之声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省血液库大力
支援湖北省血液保障工作，导致血液存量持续
下降。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确保医疗秩序稳定，为最大限度缓解血
制品供应不足，我院党委于 4 月 23 日组织开
展 2020 年春季无偿献血活动。

此次活动得到了全院上下的大力支持。
活动当天一早，前来献血的职工们边排起了长
队，现场气氛非常
热烈，大家都愿尽
自己的力量奉献一
份爱心。填表、登
记、抽血、化验、
采血……每个流程
都在工作人员的协
调下井然有序地进

行，院领导亲临献血现场指导工作，慰问参与义务献血的广大职工和血站工作人员。
据统计，此次我院共有报名参与了无偿献血，人成功捐献，刚刚结束隔离修

养重返工作岗位的支援湖北医疗队员夏涛涛、杨帅、张浩等人也来到活动现场捐
献热血，总献血量达毫升，活动得到了血站工作人员的热情赞扬。

义务献血是爱的展现，是无私的奉献，也是一种荣光的行动。我们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诠释了人间的关怀与温暖，充分贯彻了“善待他人、尊重生命”的医院
服务理念，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无私奉献，为爱逆行”的崇高精神。（院
办 夏韫华  余婷婷 文 / 图）

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

无偿献血，为爱逆行

4 月 2 日，我院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杨帆、肖伟、何贤月和杨帅完成了
为期 14 天的隔离休养，即将正式返回。院长钱立庭、护理部主任黄家丽亲自前
往隔离点迎接几位英雄。

上午九点半，队员们乘坐专车来到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医
院领导、同事、队员家属及部分昨天才刚刚结束隔离修养回家的医疗队员们早已
在现场等候多时，“欢迎英雄回家”的欢呼声和此起彼伏的掌声不绝于耳。大家
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和鲜花，将队员们紧紧围在中间。

在门诊部广场上，医院为第二批医疗队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队员们用

一支自编的舞蹈《武汉，加油！》回顾了自己在抗疫一线奋战的近五十个日日夜
夜：他们按照指令进驻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后，与全国各地的同道们紧密配合，
严格按照规程参与医疗救治，获得了患者和当地医护人员的一致肯定。东西湖方
舱医院创造了“患者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安全生产零事故、进驻人员零投
诉、治愈人员零复发”的战绩，为打造“生命之舱、安全之舱、和谐之舱”贡献
了自己的力量。方舱医院休舱后，队员们又立刻加入了“托珠单抗免疫治疗方案”
救治工作的联络员队伍，协助开展临床用药疗效的跟踪、不良反应的监测和数据
收集整理工作。

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同柱、执行院长刘连新代表
全院职工对第二批医疗队员的顺利归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希望他们在休整结束后
能再次积极投身到临床一线及科研工作中去，为医疗卫生事业贡献力量。

欢迎仪式结束后，队员们与前来迎接的家属和同事们紧紧相拥，尽情诉说
着离别多日的思念，庆祝这激动人心的重逢时刻！（院办 夏韫华 文 / 图）

“我们回家了 ! 回家真幸福！”4 月 1 日，安徽省第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结
束了为期两周的隔离修养并返回家中。这批队员中有我院的 27 名白衣战士，医
院为英雄们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上午八点，五辆大巴车开进了队员们集中修养的滨湖碧桂园凤凰酒店，将
大家接到了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门诊部广场。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医
疗队员家属、医院领导、同事、媒体记者等上百人挥动国旗，高举横幅迎接英雄
们回家。“致敬新时代最美逆行者 !”“欢迎回家 !”的欢呼声不绝于耳。

参加完集体欢迎仪式后，队员们马不停蹄地赶到医院，他们的亲人早就在
守候在大门口翘首以待。

队员们刚走下大巴车，便被蜂拥而上的家属和同事们团团围住。“妈妈我
好想你！“别哭别哭，我不是回来了吗，说好不哭的。”“终
于回来了，想死你们了！”亲吻、拥抱、合影……这是一场
激动人心的相遇和重逢。

医院党委书记、院长钱立庭说：“在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最严峻的时候，你们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号召，
毅然决然奔赴前线，为武汉和湖北的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重

要贡献。你们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们医护人员不愧是‘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以你们为荣，向你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医院将给所有队
员一周的假期休息，让大家尽情享受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光。同时，希望你们能
好好调整状态，回到工作岗位后继续发挥专长，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院办 
夏韫华 文 / 图）

4 月 21 日，我
院肿瘤防治宣传周
第五届感恩之声活
动成功举办。钱立
庭院长、防癌科魏
东华主任、肿瘤内

科四病区胡长路主任和俱乐部负责人郭立芳等出席此次活动，癌症康复俱乐部近
百名会员和各病区患者及家属积极报名参与，活动由肿瘤内科五病区刘筝筝护士
长主持。

钱立庭院长对各位俱乐部会员、患者及家属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精心策
划组织活动的肿瘤内科四病区及俱乐部工作人员表示感谢。钱院长指出：此次“感
恩之声”成功搭建了医护患沟通平台。这种“感恩”是双向的，不仅是病人对医
护工作者的感谢，更是医护人员对广大的病患的感谢。广大病患放心的把健康权
交予医护人员，让医护人员诊治和守护，同时使医护人员业务水平得到提高和成
长。钱院长解读了国家针对肿瘤防治的政策，强调经过全世界医疗工作者几十年

来的不懈努力，如今很多癌症已成为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戒烟、运动、减胖、
合理膳食习惯、调整心态等都可以有效防治肿瘤。只要积极配合治疗，保持良好
心态，一定可以走出疾病阴影，重获美好人生！

肿瘤内科四病区胡长路主任简要介绍了俱乐部的发展情况和历年来举办的各
项活动，对所有一直关心、爱护、支持俱乐部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
俱乐部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成为更多肿瘤康复者共同的家。

俱乐部代表张业成与活动参与者分享了自己的抗癌经验，讲述了自己的患病
经历和患病后心理、身体所承受的煎熬以及康复过程。张业成特别强调了自己在
加入肿瘤俱乐部后，得到了病友的关心、支持、爱护及鼓励，学会积极调节心情、
合理搭配饮食、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参加多种多样的文体活动、保持乐观向上
的心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要笑对人生苦难，保持良好心态，健康快
乐地过好每一天！

经验分享结束后，胡长路主任及肿瘤营养与代谢治疗科左政医师与参与者进
行互动，大家争先恐后地举手提问，就平时治疗过程中存在的疑虑与专家进行了
交流探，胡长路主任及左政医师耐心细致地一一予以解答。（院办 夏韫华 文 / 图）

——我院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隔离修养结束

春风十里不如你

——我院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隔离修养结束
我们回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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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科吴虹拍摄 2020.4.25）



共饮长江水，皖鄂一家亲，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守。在 2020
年初抗击新冠肺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第一批医疗队员圣文娟、王叶飞、
陈川惠子与王佳佳已经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重症病区坚守了两个多月，他们抑
病魔撑希望，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

3 月 27 日，正当他们在临时驻地调整调养，享受难得的清闲时光时，江汉
区汉口火车站交警中队的警员们突然找上门来。中队长将一件崭新的警服递给

队员们，满怀感激地说：“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不远千里来武汉支援！没有
你们武汉的防疫形势不会好转得这么快！我们今天特意来看望大家，也希望你
们能在这件警服上签名，让我们能够带回去做纪念！”

队员们接过警服，依次一笔一划、小心翼翼地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中队长郑重地接过这件签满名字的警服，赞叹不止：“这件警服的价值难以估量，
衣服上的每一个名字都值得被铭记，这是英雄的留念，是友谊的象征，更是历
史的见证！”

队员王佳佳说：“这件衣服上留下了值得我铭记一生的时光！我会永远记
住自己拼搏的经历，记住所有人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作出的努力，记住皖鄂人民
之间深厚的情谊！待到来年春暖花开，我一定要和家人一起重游故地，赏樱花、
登黄鹤楼、吃热干面，好好看看这座我曾为之拼命的城市！”（院办 夏韫华 /
文 支援湖北医疗队 王佳佳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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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2020 年肿瘤防治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安徽省肿瘤医院召开。肿瘤
防治宣传周是由中国抗癌协会于 1995 年倡导发起的，时间定为每年的 4 月 15
日～ 21 日，今年是第 26 届。

本届宣传周安徽站的活动由安徽省卫健委领导，安徽省疾控中心、合肥市卫
健委及安徽省肿瘤医院具体承办，主题是“癌症防治，共同行动”，旨在倡导政
府、社会、个人积极行动起来，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打造健康支持
性环境，广泛开展防癌科普宣传，提高全社会癌症防治意识和能力，有效遏制癌
症带来的社会危害，切实降低癌症疾病负担。

安徽省疾控中心慢病科陈叶纪主任 , 合肥市卫健委王向阳副主任 , 安徽省肿
瘤医院院长钱立庭等领导及患者代表汪鑫兰等出席了线上启动仪式。

启动会上，钱立庭院长、合肥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向阳、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慢病科主任陈叶纪分别发表讲话。

钱立庭院长对肿瘤防治宣传周的由来、发展现状和巨大作用进行了大致介绍，
并指出目前我省的肿瘤防控形势仍然严峻，但国内外先进经验表明采用积极的预
防、早诊早治等措施对于降低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具有显著意义。

陈叶纪主任指出：党中央、国务院 2016 年就下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安徽省人民政府制
定了《健康安徽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强化癌症防治知识宣传，推广有效的
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工作模式，降低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患者生
存质量，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总体癌症 5 年生存率分别不低于 43.3% 和
46.6% 的要求。

王向阳副主任分析了合肥市癌症发病与死亡的数据，指出癌症已成为威胁合
肥市居民生命健康的主要杀手，提出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
控、中西医并重，加强癌症防治体系建设，提高癌症防治能力，实施癌症综合防
治策略和措施。

患者代表汪鑫兰则用自己二十余年的抗癌经历告诉大家：肿瘤是可防可治的，
肿瘤患者一样可以活得精彩、活得快乐！也许在生命的道路上会遇到许多艰难险
阻，但只要相信医护人员，感恩不离不弃一路相随的亲人爱人和友人，就一定能
健康快乐地过好每一天！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次肿瘤防治宣传周不能开展大规模的线下活动，
但安徽省肿瘤医院组织了为期一周的肿瘤防治线上科普宣传。相信这些准确、实
用、接地气的活动能够使得肿瘤防治知识传播至广大人民群众中，提升大众对肿
瘤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和认知水平。

启动仪式后，安徽省肿瘤医院头颈肿瘤外科、胸部肿瘤外科、肿瘤内科、妇
瘤科、骨科、呼吸科、儿童血液科、放疗科等十余位专家参与院内义诊活动，为
前来咨询的市民进行了细致的问诊和体检，耐心解答了他们的疑问，对有关病症
给予专业的分析，同时还提供测血压、血糖、发放健康处方等服务。

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安徽省肿瘤医院将组织专家进行为期一周的线上科普
活动，针对老百姓关心的肿瘤防治问题进行在线讲座，并现场回答观众的问题。
肿瘤患者俱乐部还将为观众献上一台线上“感恩”活动。防癌科联合体检中心开
展线上“癌症防治核心知识有奖调查问卷”，中奖者可获得防癌体检套餐一份。
宣传周活动内容丰富，精彩纷呈，为广发居民呈现一场防癌、抗癌科普知识的视
觉盛宴。（具体活动参与方式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癌症已成为威胁人民健康的头号杀手，防癌抗癌之路任重道远，癌症是可防
可治的疾病，需要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
参与，正如此次活动的主题：癌症防治
共同行动，只有全社会人人参与共同行
动，才能有效遏制癌症带来的社会危害，
切实降低癌症疾病负担。（张娟 夏韫
华 文 / 图）

4 月 27 日上午，总院刘同柱书记、储晓红主席等一行视察我院二期工程建设
情况，总院许秀文主任、方娟主任、我院陶良军副院长等陪同，院基建、总务、
院办、人事、工会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

在二期工程建设现场，刘同柱书记对二期工程建设进度、工程款支付以及工
程进度安排等进行了详细了解。陶良军副院长同时对二期工程复工复产、疫情防
控、总体进度安排等进行了全面的汇报。

刘同柱书记指出，二期工程建设是医院发展实现再次跨越的重中之重，也是
重大的民生项目和惠民工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二期工程建设进度有所延误。
因此，各部门要继续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齐心协力做好复工复产，加大施工
推进力度，精心组织，抢抓工程进度，争取将前期耽误的工期抢回来。刘书记同

时强调了后
期 的 内 装、
环评等工作
也要提前谋
划， 想 尽 办
法提早日完
工并投入使
用， 解 决 老
百姓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为解决我省肿瘤患者看病难、看病贵这一问题贡献力
量。（院办 夏韫华 文 / 图）

2019 年 7 月，我省启动实施了健康脱贫“百医驻村”专项行动，鼓励引导优
秀中青年骨干医生深入基层一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扶贫一线。我院李家军、朱
晓峰、朱磊三位医生分别前往休宁县、宿松县贫困地区驻村帮扶 2 年。

4 月 26 日，我院院长钱立庭、院长助理高劲一行赶赴休宁县蓝田镇西村、源
芳乡万金台村看望医院驻村医生李家军、朱晓峰两位同志。休宁县县委书记卢邦
生、副县长洪洁、黄山旅游集团总会计师江存文、休宁县卫健委主任李剑、副主
任吴国良及蓝田镇、源芳乡领导陪同。

休宁县县委书记卢邦生高度赞扬了我院两位驻村医生
在当地开展的各项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年初，
李家军、朱晓峰两位医生始终坚守岗位，克服重重困难为
当地百姓开展基本医疗服务工作。除了为村民们提供日常
诊疗服务、走访村内住户做好疾病登记和随访工作，他们
还配合村委会做好返乡人员摸排工作，跟踪做好对湖北、
武汉等地返乡人员的体温测量工作，观察返村人员的健康

状况，确保能在第一时间发现疑似病例，第一时
间得到救治，防止疫情扩散。他们说：“抗击疫情、
人人有责，作为村医我们更是责无旁贷”。

钱立庭一行仔细察看了两位医生的工作室和
生活地点，送上精心准备的生活用品并向卫生室
捐赠了消毒液、口罩等防护物资。钱立庭代表医
院感谢休宁县委县政府对我院驻村医生工作和生
活方面的关心、支持，高度赞扬了李家军、朱晓
峰两位同志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勇于担当、无私

奉献的精神。同时叮嘱两位医生在认真工作的同时，务必注重个人防护，保护好
自身安全。除此之外，钱立庭还对两位医生提出了进一步的工作要求：要充分发
挥专业特长，进行科普宣传，努力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当好“健康守门人”。
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毫无保留地传播适宜技术和先进理念，
帮助当地提升整体诊疗水平，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确保我省“百医驻
村”行动取得实效。（院办 夏韫华 文 / 图）

随着我院第三批、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先后顺利返回家乡，目前仍坚守在武汉抗疫一
线与新冠肺炎进行“攻坚战”的，还有医院第
一批的四名医疗队员圣文娟、王叶飞、陈川惠
子和王佳佳。

为了感谢队员们两个多月来兢兢业业的坚
守，同时缓解他们的工作压力，3 月 27 日医
疗队临时驻地酒店发起了“包馄饨，捏饺子”
活动，让大家一起亲手做一顿美味大餐。这天
下午，酒店早早准备好了清水、案板、锅碗瓢
盆，买来几百个饺皮、馄饨皮，拌好了几十斤
荤素馅儿，等候队员们“隆重登场”。

虽然恰逢雨雪降温，天气骤然变冷，但酒
店餐厅里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场面：队员们嬉
笑着拿起饺子皮馄饨皮，舀起一勺香喷喷的馅
儿，双手随意地一折、一包、一捏，一个个白

白净净的饺子和馄饨就出现了。大家嘴上唠着家常，手上动作丝毫不停，现场气

氛温馨愉悦。很快，白胖的饺子和
馄饨就整齐地摆满了桌面。

“快拿去煮吧！我觉得都饿了
呢！”几名队员连忙端起包好的饺
子和馄饨，送去酒店的厨房。二十
分钟之后，一碗碗热腾腾、香喷喷
的美食就新鲜出炉了。一口咬下去，
面皮劲道有力，馅儿鲜美多汁，再
喝上一口撒了葱花和香油的面汤，
大家个个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好像一直从嘴里暖到了心中。王佳
佳一边吃着热腾腾的馄饨，一边说道：“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亲手制作的美食
吃起来就是香，大家每个人都饱餐了一顿呢！。”

酒店经理表示：医疗队员们这两个月来日夜坚守在抗疫一线，为咱么武汉人
民拼尽全力，实在是太辛苦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让大家开开心心过个周末，
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院办 夏韫华 / 文 支援湖北医疗队 王佳佳 / 图 陶良
军 肖剑 / 审核）

3 月 14 日，我有
幸成为中国红十字会
志愿专家团成员，参
加援助伊朗抗击新冠
肺炎工作。短短的 12
天，在领队的带领下，
先后到伊朗卫生部、

德黑兰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伊朗霍梅尼医院、方舱医院等介绍新冠肺炎防
控和治疗方案，分享中国抗击新冠肺炎成功经验；在了解到伊朗在新冠肺炎检
测存在不足后，与巴斯德研究所工作人员探讨核酸检测的适应人群、如何提高
核酸检测的敏感性、如何开展炎症风暴细胞因子 IL-6 检测等。在中国红十字会
志愿专家团和伊朗卫生部门的不懈努力下，伊朗国内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如核
酸检测的人数在逐渐增加，尽量做到应检尽检；建立方舱医院，做到应收尽收；
取消新年活动，商场街道人流量很少，所有出入城区高速出入口均设有检测点；
伊朗在霍梅尼医院已开展 50 例托珠单抗治疗重症新冠肺炎相关临床研究；但考
虑到伊朗国内经济状况较差、医疗设备不足、核酸检测能力有待提高，新冠肺
炎的疫情依然严峻。

中国援助伊朗医疗物资的验收是另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经常穿梭于伊朗
卫生部应急物资仓库，及时核实捐赠物品是否到位，在库房里，看到了许多熟
悉的国内厂家、公益组织、地方政府捐赠的物资。3 月 25 日，我们有幸见证了

中国政府援助伊朗医疗物资交接仪式，常华大使致辞中说，中伊两国是全面战
略伙伴，总是在彼此困难的时候相互支持帮助。当新冠肺炎在中国发生时，中
方在世界上收到的第一份慰问就来自伊朗，伊朗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患难与共和
同舟共济的含义。

中国政府援助伊朗医疗物资交接仪式和来自安徽的物资
3 月 26 日，伊朗马汉航空搭载中国援助伊朗专家团队抵达上海浦东机场，从

安检入口到候机大厅，处处挂满了“英雄回家”“疫情无情”“中伊友情”“守
望相助”等中文感谢词，广播中响着“来自中国的医生勇士们，感谢您们在伊朗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毅然奔赴战场，伊朗的春天已经来了，今天马汉带您们回家，
待疫情结束之日，欢迎再来伊朗体验美丽春光和灿烂文化”。

致敬抗疫英雄
新冠肺炎疫情给中伊两国人民造

成了暂时的困难，但切断不了两国坚
韧的友好纽带。疫情终将过去，经历
抗疫斗争的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中
伊两国人民的友情将更加坚固，伊朗，
加油。（检验科 李明 文 / 图）

4 月 1 日，安徽省第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结束了为期两周的隔离修养，
顺利返回家中。在不到四个小时之后，第二批医疗队员杨帆、肖伟、何贤月
和杨帅也将正式“解禁”，与朝夕相处了五十多天的战友们告别。临别之际，
他们吃了一顿特殊的“散伙饭”——亲手包的饺子。

这天下午，隔离修养处的工作人员为队员们准备了面皮、饺子馅、清水
和所有可能用到的工具，大家个个摩拳擦掌，打算在这“最后的晚餐”上大
显身手，相互切磋一番。他们对饺馅进行“再加工”，有的专门负责捏饺子，
有的专门负责整理摆放。大家配合默契，热情高涨，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
灿烂的笑容，相互之间还不忘传授包饺子经验，活动现场真叫一个热火朝天。

通过大家的精诚合作，一排排“个性非凡”的饺子很快摆满了台面，又
立刻被送去厨房。队员们一边诉说着对“解禁”后生活的期待，一边等着自

制的美食出锅。当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
子端上餐桌后，那浓郁的香气和鲜美的
滋味让大家忘却了多日的阴雨和寒冷，
从嘴里暖到了心中！

杨帆告诉我们：“虽然今天吃了‘散
伙饭’，但我们安徽省支援湖北医疗的
队员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后，我们还会在自
己的岗位上继续奋斗，把‘战疫’精神
永远延续下去！”（院办 夏韫华 / 文 支
援湖北医疗队 扬帆 / 图）

第 26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 亲手做的美食，真香啊！

疫情无情，中伊友情

一件特殊的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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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柱书记视察我院二期工程建设情况

钱立庭院长带队探望我院休宁县“百医驻村”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