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张丽 闫珊 通讯员 赵玲
董晓芬）自太原市打响这一轮疫情防控阻击
战以来，大家齐心协力，居家静默，有效遏

制了病毒的传播。但是，临床急需用血的患

者不能等待，太原市血液中心临床血液库存

已持续紧张，尤其o型血液出现严重偏型。

11月28日，太原市迎泽区、尖草坪区、

晋源区等有序解除临时静默管理，太原市

血液中心呼吁广大市民朋友们，做好防护，

合理安排，提倡提前线上预约，就近参加

献血。

据统计，血液库存警戒线分别为：A型

血 825 单位、B型血 1100 单位、O 型血1100

单位、AB型血275单位。但11月28日，太原

市血液中心库存量为：A型血1002单位，B型

血1758单位，O型血550单位，AB型血333单

位，合计：3643单位 （每200毫升为一单

位）。O型血液出现严重偏型。

广大爱心人士可通过微信关注“太原市

血液中心”微信公众号，点击“献血服务”

中的“献血预约”，根据提示填写相关信息，

预约献血。

随着 10月进入尾声，一场

没有硝烟的抗疫阻击战在同大

校园中打响。为给校外健康监测

学生返校后营造安全的学习生

活环境，需要对如月苑 1号楼、2

号楼和 3 号楼内的涉疫宿舍做

好终末消杀工作，这是一项异常

艰巨的任务。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

色。”在危难中挺身而出，在大考

中英勇奋起。11月 11日，大同大

学云冈学学院的赵华、王云峰、

任倩，新闻与传媒学院的殷旭

彪、周世菊、王昊旸，商学院的石

岚、田文博、苗帅，文学院的师晓

鹏、郭明、芦圣凯———4个学院的

12名教职工临危受命，冒着北方

初冬罕见的大雨迅速集结。这支

队伍囊括了学院领导、年轻辅导

员，还有新入职的年轻教师。他

们经过短暂休整和专业培训之

后，连夜奔赴一线投入战斗。

每位队员都深知此项工作

的危险性，但无一人退缩，在艰

巨任务面前他们只惦记学生的

安危。在宿舍里，队员们有条不

紊地消杀、仔细打包着学生的物

品。他们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

服，戴着面屏、口罩，从 1楼到 5

楼，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在床铺

上爬上爬下，打包好学生的个人

物品，在昏暗的灯光下，努力写

清每一件行李的编号，分类记

录。一次次往返 1到 5层，多次更

换手套和防护服，补充团队需要

的酒精、面罩、纸箱等物资……

眼镜上的雾气一直在阻挡

视线，防护服里的衣服已经湿

透，数不清有多少次因体力不

支瘫坐在地，但没有一位老师

抱怨，没有一位老师中途喊停。

“这里有一台电脑”“这里有孩

子的证件”“这里还有孩子们的

相机……”

凌晨 4点多，世界还在酣

睡，消杀整理队员终于从宿舍楼

撤出，脱下了那身快将他们压垮

的防护服。每个人的脸上都留下

口罩勒出的红色痕迹，神色中尽

显疲惫，但脸上也都洋溢着满足

的笑容：我们做到了！

队员们经过短暂的休息，又

迎来了第二天的消杀工作。任务

圆满完成后，12 位老师又马不

停蹄地投入到致知楼隔离点学

生的服务工作之中：迎接学生

“回家”、每日监测学生健康状

况、协助医护人员做核酸、保障

学生每天的饮食起居、护送隔离

结束的学生返回宿舍……工作

琐碎又密集，几乎填满了老师们

的时间。

抗疫一线，他们是冲锋在前

的党员、战士；脱下防护服，他们

也是时刻牵挂着家人的母亲、父

亲以及子女。没有人能百毒不

侵，但热血可以融化恐惧；没有

人生来是勇者，但责任促使他们

重装上阵。他们以凡人之力，书

写了一段同大抗疫传奇。

本报记者白金赵江芳
通讯员赵华

“现在是疫情防控最吃力的

时候，也是考验我们定力、耐力、

执行力的时候，我们必须咬紧牙

关，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学

校后勤保卫部正常的工作节奏，

11月 22日凌晨起，山西农业大

学后勤保卫部 200余名工作人

员被转运隔离，该校物业管理、

公寓保洁、垃圾清运等岗位的工

作人员严重不足，导致相关工作

出现了暂时性“断档”，面对严峻

的疫情防控形势和压力倍增的

后勤保障工作，后勤保卫部部长

武月明带领着在校值守的后勤

工作人员始终坚守阵地，默默守

护着学校师生生活的正常运转。

面对人手紧缺造成工作量

剧增的情况，为确实保障静态管

理期间学生基本生活需求，22日

下午起，后勤保卫部及时进行人

员补充，紧急增补符合入校条件

的 31名工作人员补充到各个应

急岗位。同时打破原有的岗位分

工，对校内各科室、各岗位人员进

行了调配整合，充分发挥基层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基层党员

的模范带头作用，紧急组建起校

门值守专班、饮食保障及送餐专

班、学生公寓保洁专班、环境消

杀专班、维修保障专班。五个专

班通力配合，全体后勤人任劳任

怨，第一时间投入工作，加班加

点做好各项应急保障工作。

校门值守专班守好校门第

一道防线。坚决阻断疫情由人、

由物传播进校，是校门值守专班

的工作底线和目标。治安科紧急

调派 9 名安保人员入校，24 小

时值守各个入校通道，安排家属

院留守职工守好家属院大门，对

确需进入的人员进行严格审查，

查证、验码、测温等程序履行到

位，不敢有一丝马虎。对所有入

校的各类物资，严格登记、严格

消杀，严格落实“无接触交接”。

校园内 24小时不间断巡逻，校

园围墙、教学区除西校外之外其

余入校通道都是他们重点关注

并且重点盯防的部位。

饮食保障及送餐专班打好

防疫保“胃”战。在校园封闭管理

的情况下，全校两万多师生的日

常供餐就是饮食中心的头等大

事。目前饮食中心在校正式工、

临时务工人员共 560 人全部投

身饮食保障一线，从食材采买源

头、配送货的消杀，到每日菜谱

的拟定、加工制作、配送，餐厅工

作人员一丝不苟、尽心尽力，做

好餐饮保障工作。“除了保证各

个餐厅的正常运行，我们还为 3

个研究生公寓和招待所临时留

观人员配送一日三餐，每顿饭

1600余份的餐食都由我们组建

的 15人送餐小组配送，希望在

封闭管理中的同学们也能吃到

营养均衡、美味可口的饭菜。”饮

食中心负责人介绍道。

学生公寓保洁专班为学生

创造良好生活环境。由于保洁工

作岗位上的职工几乎全部被转

运隔离，后勤保卫部紧急整合现

有楼管、保洁、消防监控室值班

员等人，组建 20人规模的公寓

保洁应急专班，加班加点开展公

寓保洁工作，重点保证学生公寓

卫生间、洗漱间、浴室等公共区

域卫生。同时启用校园中心 3台

垃圾清运车从凌晨四点到晚上

十一点不停息，争分夺秒清理、

转运校内垃圾。

环境消杀专班筑牢疫情防

线。保持校园环境卫生干净整

洁，全面环境消杀，是疫情防控

的一项重要工作。除了重点做好

全校的餐饮保障工作，后勤管理

处还要重点负责全校各个场所

的全面消杀工作，通过整合校医

院、治安科、消防科等科室人员，

组建了 10人规模的应急消杀专

班，在经过培训后立即上岗开展

工作，分每天上午 6:30—7:30、

下午 3:00—4:00两个时间段，对

23栋学生公寓的楼道等公共区

域进行规范化消杀。参与消杀的

工作人员表示，“每一次消杀都

要认真对待，每一次消杀都是希

望同学们早日回到明亮、安全的

教室里上课、学习。”

维修保障专班确保水电暖

平稳供应。在疫情关键时刻，既

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又要维护

学校水电正常运转及维护维修，

缺一样都不行。后勤保卫部整合

电力科、水暖管理科等科室人

员，组建维修保障应急专班，24

小时待命，24小时应急处突，第

一时间处理学生反映的停电、停

网、暖气不热、厕所堵塞等问题。

“我们中间有一些是紧急抽调来

的，可能有些问题处理起来不是

最专业的，但我们会随叫随到，

尽全力解决好同学们遇到的问

题，保障好同学们的正常生活。”

维修保障专班的职工们随时准

备着为同学们解决问题。

“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坚

守。”在后勤保障工作最前线的

他们，以校为家，连续奋战，共抗

疫情。没有过多的豪言壮语，只

有默默拿起墩布、背起喷壶……

农大后勤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强

有力的凝聚力、战斗力，为学校

抗疫保卫战筑牢筑实了一条坚

实的屏障。

（组稿李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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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之处显身手
———大同大学抗疫纪实

艰难时刻显担当 服务保障挺在前
———记山西农业大学后勤保卫部

太原市血液中心

血液库存紧张 呼吁市民献血

本报讯（记者 黄晶）每一拳都在刷新历
史！11月 19日，全国拳击锦标赛在浙江绍兴

结束。经过激烈争夺，山西拳击队获得 2金 1

银 1铜，这是山西拳击在各项国内大赛上的

历史最佳。此前，山西拳击的最好成绩属于陈

莹，她曾在 2012年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上夺

得冠军。

全国拳击锦标赛是国内拳击项目每年一

度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比赛，也是选拔和推

荐国家集训队运动员，选拔世锦赛、亚运会参

赛运动员的重要比赛。本次锦标赛共有来自

全国各省市的专业队、高校队等 28支队伍

146名高水平运动员参赛。

本次比赛山西队派出 4女 1男共 5名运

动员参加比赛，经过激烈角逐，郑梦婷夺得女

子 57公斤级冠军，李倩格取得女子 60公斤

级冠军，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两项是奥运会

以及全运会比赛级别。山西选手集团出战，不

畏强敌，赵春媛取得女子 69公斤级第二，于

淼取得女子 57公斤级第三。

在夺取好成绩的道路上，山西拳击全线

发力。同期在安徽黄山举行的全国青年拳击

锦标赛上，赵锦鹏夺得男子 60公斤级冠军。

全国少年拳击锦标赛上，伍胜辉获得亚军、张

浩然夺得季军。

近年来，山西拳击以多种方式引进人才，

效果明显，有和社会俱乐部共同培养，有从其

他项目跨界选拔，比如获得少年赛亚军的伍

胜辉，此前就是一名举重运动员。未来，山西

拳击还将刻苦训练，提升技战术水平，争取夺

得更多更好的战绩。

在 2022年全国拳击锦标赛上

山西拳手斩获 2金 1银 1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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