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者使命
附属医院齐上阵
当好救治排头兵

1月21日的万州，大街小巷弥
漫着春节将至的浓浓年味。此时的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
院正在一派祥和地布置着年假和春
节值班等事宜。

“根据防控需要，你院承担万州
区定点发热门诊、发热病区……”疫
情就是命令。学校附属医院立即全
院总动员，取消休假并启动发热门
诊，设立预检分诊，规划转运通道，
实施防控应急预案，全院瞬时转入
临战状态。“我是党员，我已推迟婚
礼，请安排我去发热病区作护士，我
要和大家共进退！”急诊医学科护士
陈巧玲当即取消大年初四的婚礼，
请战加入发热病区救治工作。

从这一天开始，战胜疫情成为
他们唯一的信念。责任在肩，使命
为先，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成
为他们唯一的期盼。

“也没什么惧怕的。”护理部主
任袁芳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身为警
察的丈夫也在抗疫一线，她把两个
孩子托付给亲戚照顾，带领着姐妹
们一起奔赴战场。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张
中星是发热门诊的领头人，他接诊
到一位“体温38.5℃，从武汉返回万
州，且工作地点接近华南海鲜市场”
的疑似病例，为保护其他医护人员，
也为检验完善医院的收治流程，他
亲力亲为全程带着这个病例做各项
检查，直到最后确诊。

2月11日，三峡医专另一所附
属医院——万州区人民医院，接到
将医院整体作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患
者和疑似病例集中收治定点医院的
指令，医院迅速抽调100余名医务
人员，协调20辆急救车，用短短7
个小时，就完成了全部住院患者病
情摸底、分流方案制定、分批有序转
运等一系列工作，把294名患者安
全平稳转运至各接收医院，腾空所
有病房，设置4个隔离病区全力备
战。从2月12日至3月21日该点
运行以来，共进行医学观察1161
人，收治无症状感染者67人。

学校附属中医医院——万州区
中医院，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自拟预防处方，研制中药茶饮，向一
线医护人员、疑似患者、发热患者、
密切接触者等人员提供熬制好的中
医汤剂13000余人次。谭登永、王
维、余琴等名中医带领团队积极运
用中医药介入新冠肺炎治疗，派出
2名中医专家到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百安分院直接参与渝东北新冠肺炎
患者救治。

与此同时，3所附属医院的“白
衣战士”全副武装24小时轮番坚守
防疫第一线，每一次询问、每一例登
记、每一项检查都做到细致入微，发
现疑似病例及时上报专家组会诊，
联系患者转运、安排入院病区，采取
中西医治疗、心理、营养、康复训练
全程参与，做到一人一策、综合施
治。同时做好管控工作，既使患者
得到及时、安全、有效的救治，也让
疫情在第一道防线停止扩散。

据了解，三峡医专统筹3所附
属医院，按照万州区“四类分管，各
司其职”的部署，在最短时间内组建
起一支由1500余名一线医护人员
组成的队伍。建立10个预检分诊
门诊、3个发热门诊、5个发热隔离
病区；为6个集中隔离点提供医疗
保障服务；指导24个乡镇、5个街
道、15个居委会、3个监狱医院、11
家民营医院共60多万人的防控筛
查工作。同时还承担万州机场、万
州火车站和国本路中心汽车站卡点
预检分诊，守护水陆空交通大门。

在3月31日万州区通报表扬
的抗疫一线18个先进典型团队中，

“万州区人民医院无症状感染者干
预团队”“三峡医专附属医院集中医
学观察点救治团队”均获表彰。

教育使命
成为“医学观察点”
安全高效运行28天

2月12日至3月10日，学校临
危受命，承担起万州区发热患者（三
峡医专）集中医学观察点的重任。

这28天，从闻令而动到高效运
行，直至任务完成正式撤点，每分每
秒都尽显教育使命，都显示着这所
三峡库区唯一医学院校的责任和担
当。

这28天，该医学观察点累计对
492名发热患者进行医学观察，先
后启动3栋学生宿舍楼，投入医护
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110人。在这
里，每位患者单独一个房间，免费提
供一日三餐。wifi全覆盖、24小时
热水、空调供应，每间房按标准配备
好饮水机、个人健康包、洗漱用品
等。患者经过5天医学观察后会在
隔离期满的前一天再次采样，核酸
检测呈阴性后解除隔离，并发放解
除隔离告知书。

通过科学管理、规范运行，该医
学观察点实现了“发热患者全阴性，
隔离人员零交叉，观察点内零感染，
医务管理人员零损伤”的目标，得到
社会各界高度评价。万州区委、区
政府领导作出批示：“患难时刻显真
情、见担当，三峡医专在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作出突出贡献，愿进一步加
强校地合作，为万州经济社会发展
和学校发展共同努力。”

从3月10日起，学校集中安排
全方位、无死角的终末消杀3次，在
消毒完成后，老师们对学生的个人
物品还原到位，进行了一次“亲妈
式”整理，确保每位同学的切身利
益、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开学后，
学校还会安排专人向各位同学核实
物品损失情况，若有损失，一定补
偿。

正式撤点当天，人民网官方微
博发布的该校“精准还原学生寝室”
的视频，引来全国网友大力点赞，直
呼太暖了。不少网友留下评论：“感
谢你们！一切都在慢慢恢复，都会
好起来的。”“这种情况下工作做得
这么细致很难得。”“一线人员都是
最棒的英雄”……

学生林霞看到学校《撤销医学
观察点告全体学生书》时说，“凭信
寄情，能以这样的方式参与疫情防

控，也是我们医学生的骄傲。学校
做得很好，征用宿舍后帮我们把所
有东西都收纳好了，撤销后也进行
了消毒并将物品还原，我们很放
心。”学校向学生传达了抗击疫情的
战绩，也向学生大力支持表达了感
谢。

据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接
到征用通知后，学校第一时间制定
方案，迅速搭建组织机构、组建志愿
者突击队、组织专业医护攻坚队，做
到“学生私人物品整理到位”“后勤
物资设备保障到位”“清洁消毒安全
到位”三个到位，确保集中观察点在

18小时内迅速改造到位，在保障好
学生物资安全的基础上，也为入住
的发热患者提供安全放心的就诊环
境。

党员使命
无私奉献让党旗在
防疫一线高高飘扬

“作为一名党员，又是公共卫生
专业教师，必须成为防疫一线的一
分子。”三峡医专的90后党员教师
阳雅兰向学院党支部递上了请战

书。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公共
卫生与管理学院包括阳雅兰在内的
4名教师成立起“党员突击队”，分
别在万州、奉节协助当地政府疾控
中心从事疫情研判。

“医院的数据往往晚上12点才
能提供过来，要连夜把分析报告写
出来上报，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
深夜。”另一名党员教师郑代坤说。

“党员突击队”在外忙碌的同
时，一支由29名党员组成的临时党
支部在医学观察点成立了起来。该
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先后开
展帮扶慰问活动5次、召开支委会5

次、党员大会3次，接受9名同志递
交入党申请书，火线发展党员2人，
将党旗高高飘扬在防控一线。

为了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三峡医专还有很多党员干部、教
师、在校生、毕业生在疫情面前彰显
了共产党员的使命和担当。

两个多月以来，三峡医专各级
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疫情防控以来的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
工作。

校党委、各二级党组织和医学
观察点临时党支部通过线上线下等
多种学习方式，把重要讲话精神凝
聚起战“疫”的信心和事业发展的力
量。同时，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主
动履职，带头践行初心与使命，校党
政主要负责人一直坚守在第一线靠
前指挥，校党委委员根据分管工作
和防疫职责，为党员、干部做出榜样
树立示范。

在校党委带领下，学校发挥出
医学专业优势、人才优势、医疗优
势，积极支持配合万州区委、区政府
抗疫工作，迅速建立起“医院+学
校+志愿者”三位一体抗疫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的志愿者突击队，包
括了校领导、处科级干部、教授、专
家、辅导员、行政后勤工作人员等
150多人，他们在学生宿舍腾迁、撤
点归位、观察点高效运行中发挥了
突出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近段时间以来
学校还涌现出许多奋战在一线的优
秀学生党员、毕业生党员。前不久
学校收到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团
市委的感谢信，感谢学校2017级护
理6班学生文路“以‘青年志愿者’
之名，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放弃春节
假期与亲人团聚的机会，以无畏的
勇气、无私的情怀、无我的境界，奋
战在防控疫情的第一线”。

像文路这样的学生志愿者并不
是少数，奉献成为多数人的共同抉
择。

学生党员简晓妮积极参与到开
州区临江镇防疫队伍中，天天拿着
喇叭劝导村民；学生党员徐艺在潼
南区中医院协助从事防疫宣传工
作，她发挥专长为基层医务人员进
行穿脱防护服的讲解培训；入党积
极分子朱明羲主动加入到石柱县枫
木镇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协助社
区开展体温检测、健康证明办理等
工作；药学院54名学生舍弃春节假
期，坚守在万和药业、药友制药等药
房门店和药品生产第一线岗位上，
以药学专业特长支持前方打赢抗疫
阻击战……

毕业生党员阙秋红是合川区人
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她驰援湖北
武汉方舱医院，从预检分诊、危重患
者抢救到院感控制，每一个环节都
有她的身影，她用坚守、坚毅、坚定、
坚持践行党员使命，荣获“全国卫生
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
进个人”称号；毕业生党员丁小琴作
为忠县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出征孝感市孝昌县，从启程赴鄂支
援开始，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到科室，
忙到半夜才能休息，连轴转了1个
月，在她的严格督导下，全科医护人
员无一感染；毕业生付思云是四川
省第四人民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
科主治医师，报名参加四川省第一
批援助湖北医疗队，援助武汉市红
十字会医院，人生第一次穿尿不湿，
他克服心理和生理的重重极限，守
护新冠肺炎患者的生命健康。

“学则恒心，医则仁心”是三峡
医专的校训，“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是三峡医专的责任，广大学生、毕业
生在战“疫”一线诠释着党员的初心
和使命，尽显医者的责任和担当。
文秀月 刘进 图片由三峡医专提供

杏林路上的天竺桂已吐露新绿，仁心湖畔的花儿也悄然绽放，宁静校园
春意盎然，恢复了往日的蓬勃生机，只待学生归来。

如此美好景象，对于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来说弥足珍贵。
过去一段时间，三峡医专联动3所附属医院，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全力以赴做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和疫情防控工作，并作为重庆唯一一所高
校承担起医学观察点的重任，同时线上教学、脱贫攻坚等工作也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

白衣执甲，这所医学院校用行动演绎“逆行者”使命，构建“医院+学校+
志愿者”抗疫体系，筑牢了渝东北片区的战“疫”防线。

受疫情影响，丰都县江池镇
各村（社区）贫困户有大量农产品
滞销，收入受到影响，对脱贫和维
持脱贫成果有一定影响。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三峡医
专的驻村扶贫工作队在驻村“第
一书记”郝坡带领下立即行动起

来，联系学校为贫困户销售土特
产，最终把江池镇4个村社区贫困
户家的400多只鸡鸭、5000多枚鸡
蛋、1200 多枚鸭蛋销售出去。对
于驻村扶贫工作队来说，帮助村
民搭建线上销售渠道还只是第一
步。

据悉，在疫情期间他们还严
格做好收购、包装、运送、宰杀、装
车、运输、发送等工作，确保大家
吃得安心。

农产品销售出去了，村民的
收入增加了，20 余户贫困户每户
均实现增收2000 余元。郝坡说，

今后还将进一步做好消费扶贫工
作，将更多的农产品卖出去。

除了郝坡外，三峡医专还有
多名驻村“第一书记”和队员坚守
在扶贫一线。

立春前一天，驻村“第一书
记”陈涛就带领队员返回走马镇

冒水村后全力投身到疫情防控第
一线，他们知道只有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战，才能保证脱贫攻坚战
的胜利如期而至。返村后，他们
协助建立湖北打工返乡及密切接
触人员档案，进行防疫知识宣讲，
并开展喷杀消毒、劝导站值班等

工作。村里物资紧缺，陈涛及时
联系学校支援医用口罩、酒精等。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他
们奋战在第一线，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诠释着初心和使命，只为脱
贫攻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战疫”“战贫”同推进 真情暖在村民心链接>>>

构建“医院+学校+志愿者”体系助渝东北抗疫

三峡医专 白衣执甲诠释“逆行者”使命

学校护理学院老师宣誓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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