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甲逆行 筑牢疫情防控壁垒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医院党
委积极发挥“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
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有条不
紊地开展诊疗工作，实现“零感染、零
漏诊、零死亡”的记录；129名党员全
部参与疫情防控，其中87人战斗在抗
疫一线，主动请缨到发热门诊、感染病
区等最危险的地方承担最繁重的工
作；全院干部职工踊跃报名，2小时共
有306名医务人员递交了参加疫情防
控一线请战书；医院派出3批医疗队
共59名医务人员支援湖北武汉、孝
感，历经40余天奋战，圆满完成任务
平安归来……

医院上下一心、有序有力地推进
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发挥疫情防控主
战场的作用，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

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医院
党委书记何建国在疫情期间统筹全
局、精准施策。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共产
党员要体现出责任和担当，冲锋在前、
甘于奉献。”作为一名党员，何建国充
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建引领，把
医院上下拧成一股劲，众志成城，齐心
战疫。

早在1月22日，何建国迅速反应，
第一时间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医院医疗、护
理、院感等10个部门连夜召开紧急防
控救治工作会议，制定了18个工作方
案、39个工作流程，使疫情防控工作科
学有序地开展落实；第一时间开展应
急救治，部署疫情处置工作，迅速筑起
医院防疫的坚强防线；第一时间组织
物资保障，布置成立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隔离病房，为打好新冠肺炎疫情战

役奠定坚实基础。
何建国深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

道理，快速动员各方，通过规范院感设
置、调集优秀人才投入医疗救护工作、
加强医院安全防控、倡导爱心捐助等
多重举措，合力抗疫，共克时艰，保护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只有敢于深入一线，才能更好地
统筹工作、改进工作。”何建国是医院
的党委书记，也是主任医师；是医院的
指挥主心骨，也是穿梭在病毒风险中
的一线医务工作者。

疫情期间，他每天分析疫情，建立
每两个小时监测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
动态报告制度，保障患者安全；协调公
安、疾控、社区等部门筛查发热患者；
深入预检分诊、发热门诊、隔离病区等
高风险防疫一线，指导、督促检查疫情
防控工作；了解医务人员需求，进行探
视和慰问……

人心齐，泰山移。正是有许许多

多像何建国这样甘于贡献的医务工作
者，疫情防控工作才能取得阶段性胜
利。“我们要坚持到底，把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放在首位，夺取最后的全面
胜利。”何建国脚步不停，组织建成独
立的感染科病房以及后备病房，用于
常态化收治新冠肺炎疑似、确诊患者，
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实保障。

此外，他组织扩大PCR实验室建
设，致力提升核酸检测能力。

“扩建完成后，我院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日检测量将由 800 例增加为
2700例。”谈及这点，何建国眼里闪烁
着光芒。

何建国表示，医院将一手抓疫情
防控，时刻绷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这根弦；一手抓医疗卫生服务正常化，
推进医院各项工作稳步开展。他相
信，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
治，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这场阻击战、
攻坚战、持久战。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10月19日上午，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召开，全面表彰我市在抗疫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大力弘扬了伟大抗疫精神。其中，重庆

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何建国荣获“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急诊医学科护士长、主管护师蒋琴

荣获“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医院第二党支部荣获“重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作为重庆市新冠肺炎定点医院隔离病区、江北区定点救治医院，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不负使命，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书写出可歌可

泣的抗疫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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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国——身先士卒，守土尽责 蒋琴——甘于奉献，逆行而上

一头短发、目光灼灼，忙而不
乱、温暖热情。这是医院急诊医学
科护士长、主管护师蒋琴给人的第
一印象。通过交谈得知，蒋琴之前
是一头长发，但为了以更好地状态
驰援湖北，才剪成了短发。

“这样做是为了不让皮肤、毛发
外露，防止病毒感染，实现防护服的
正确穿戴。”和其他医务人员一样，
战斗在抗疫一线的蒋琴被厚厚的防
护服隐去了真实面容，旁人只能通
过护目镜看到她的一双眼睛；摘下
护目镜和口罩，看到的是凹痕和勒
印深陷脸颊。

疫情袭来的时候，蒋琴主动请
缨，承担医院的预检分诊工作，梳理
流程并组织人员培训。测体温、问
病史、分诊就医、给救护车消毒……
每天16个小时的坚守，吃住在医
院，只为守好医院的第一道防线，守
卫患者的生命健康。

“妈妈，希望你早日平安归来！”
说起儿子在朋友圈的发文，蒋琴瞬
间红润了眼眶。2月25日，她作为
医院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
临时党支部书记，带领29名医护团
队千里驰援湖北孝感。抵达当地
后，她带领团队配合对口支援队前
方总指挥部工作，接受院感培训，考
核通过后被分往孝感市属的不同医
院。

“保护好自己，我们一起回家！”
分开前，她一次又一次地叮嘱队员
照顾好自己；分开后，她坚持每天在
微信群统计队员的身体健康情况，
传递温暖关怀。

蒋琴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通过视频连线、语音交流等方
式积极召开党员会议，将堡垒牢牢
筑在抗疫一线，引领15名同志向党
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3名同志
被火线获批入党，团队被中共孝感
市委、孝感市人民政府赠予“爱心团
队”称号。

抵达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后，
蒋琴亲抓感控，每天穿着厚厚的防
护服对“三区两通道”进行地毯式消
杀，为队员们筑起生命的防护屏障；
逐一落实护理质量控制、规范护理
文书及记录表单；每周定期召开质
控会议，对于存在的护理问题及时
总结反馈并整改，有效保障护理工
作及患者安全。

蒋琴始终用专业的护理知识、
细致的关怀为每一位患者的身心健
康保驾护航。遇到郁郁寡欢的老大
娘，她主动进行心理疏导；遇到拒绝

进食的老大爷，她总是想法设法地
让患者开怀……

“病人恢复健康是我们最大的
安慰和快乐。”也有时候，就算竭尽
全力，患者的生命还是走到了尽
头。蒋琴认为，自己还可以做得更
好，她不断总结经验、提升能力，争
取为下一个患者带去更好的护理服
务。

28个日夜的坚守奋战，终于换
来所在医院确诊患者的全部清零，
蒋琴和所带领的医疗队员实现了

“零感染”，平安归来。从医26年，
蒋琴从没有停止脚步，回到本职岗
位后，她和医院的“战友”共同奋斗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中，持续护
佑老百姓生命健康。

何月梅 图由重庆市红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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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黄 乔
实习生 谭杰）2021届大学毕
业生定向选调开始了！近日，
我市发布《重庆市定向选调
2021届急需紧缺专业应届优
秀大学毕业生简章》，将定向选
调一批2021届急需紧缺专业
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10月
26日10点-11月6日17∶00，
报考人员可登录www.12371.
gov.cn“领导干部考试报名系
统”，提交报考申请。

据了解，此次选调范围包
括三类，一是国内普通高校应
届优秀博士毕业生；二是国内
部分高校硕士及以上应届优秀
大学毕业生（具体报名条件见
各有关高校就业信息网站发布
的定向选调简章）；三是国家承
认学历的部分国（境）外高校硕
士及以上应届优秀大学毕业
生。委托培养、在职培养和定
向培养的毕业生以及网络学
院、成人教育学院、独立学院、
民办分校等毕业生不列入定向
选调范围。

此外，报考人员还需符合以
下专业要求，一是大数据、智能
化等相关专业：计算机和电子信
息类、装备制造类、能源动力类
和材料类。二是经济金融及现
代管理等相关专业：经济学类、
财政学类、金融学类、经济与贸

易类、统计学类、电子商务类、工
商管理类、旅游管理类。三是城
市建设管理等相关专业：规划
建设类、现代物流类、生态环境
类。四是医药卫生等相关专
业：生物工程类、生物医学工程
类、生物科学类、药学类、化工与
制药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在选调高校就读期间，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不限专
业：一是综合成绩排名列所在
学院或所学专业年级前20%；
二是获得过省级以上“三好学
生”“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
部”“优秀毕业生”“优秀团干
部”“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三是获得过国家奖学金或国家
励志奖学金；四是校级以上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培养
对象；五是担任校学生会（研究
生会、团委）主席、副主席（书
记、副书记）以及各部部长，院
系学生会（研究生会、团委）主
席、书记一学年以上。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考试
不指定辅导书，不委托任何机
构举办辅导班。以选调生考试
命题组、专业培训机构等名义
举办的辅导班或发行的出版
物、上网卡等，均与本次考试无
关。请考生提高警惕，谨防受
骗。

2021届大学毕业生
定向选调启动
10月26日开始报名

本报讯 （记者 王丽）进入10月以
来，重庆的雨接连不断，相比往年，今年重
庆的秋天雨水格外多。对此，10月19日，
市气候中心专家解释，今年10月雨水偏
多，一方面是因为入秋早，另一个重要原因
则是今年的华西秋雨来得更强。

据市气候中心数据显示，10月 1日
至 18 日，重庆的平均降水量为 110.5 毫
米，较去年同期偏多 5.2 毫米。10 月以
来，我市降水不断，巫山、忠县、奉节等渝
东北地区降水偏多，其中忠县平均降水

量达167.9毫米。
“今年10月雨水偏多，一方面是因为

今年入秋早，重庆中心城区在9月21日入
秋，较常年偏早了6天；另一个更重要原因
则是今年华西秋雨来得更强。”市气候中心
总工程师唐红玉解释，华西秋雨是我国华

西地区秋季多雨的特殊天气现象，一般从9
月持续到11月左右，主要在出现在重庆、
四川、贵州、宁夏等地。今年重庆于9月2
日进入华西秋雨时段，较常年偏早5天。

“华西秋雨天气的形成是冷暖空气相
互作用的结果。”唐红玉介绍，10月以来的

持续阴雨，主要是由于随着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的南退，其西侧或西北侧的西南气
流将南海和印度洋上的暖湿空气源源不断
地输送到华西地区，与北方频繁活动的冷
空气在重庆交汇，形成持续阴雨天气。华
西秋雨分为南区和北区，重庆属于华西秋
雨的南区。

那么，未来还会持续降雨吗？市气候
中心预测，10月下旬我市还将以阴雨天气
为主，不过近期在21日、22日将有两天的
晴朗天气。

今年10月重庆为啥雨水多
专家：入秋早，华西秋雨来得强

本报讯 （记者 王丽）
10月 19日，中国农村专业技
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农技协）
科技小院联盟（重庆）授牌仪式
在北碚区举行，我市万州榨菜
科技小院、北碚蜜桃科技小院、
巴南香桃科技小院、铜梁辣椒
科技小院、忠县柑橘科技小院、
石柱黄连科技小院等6个科技
小院获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联
盟授牌。

据了解，科技小院是由中
国农技协副理事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张福锁团队探索成立

的，以专家团队带领科技人员
（研究生）常年驻扎科技小院的
方式，深入农村和生产第一线，
开展科技创新、技术服务和人
才培养的科技服务平台。截至
目前，全国已建设科技小院71
个。

接下来，来自西南大学等
高校的6位科技小院首席专家
将带领科技人员（研究生）分别
入驻6个科技小院，按照“零距
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的
标准，提供技术服务、开展技术
培训等。

重庆6个科技小院授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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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曜）10月19日，重
庆市居民供电设施改造首个示范项目——
南岸区天龙城市花园项目改造完成。项目
启动前该小区居民饱受停电困扰，在电力
设施改造与更新后，小区扩大了电容量，消
除了电力设备安全隐患，即使发生停电也
能快速恢复，889户居民用上“放心电”。

据了解，南岸区天龙城市花园住宅楼
为33层建筑，其配电设施投运于2003年，
由物业自建自管。配电设施长期缺乏维
护，存在设备老旧、故障频发、电井消防隐
患突出等问题。

天龙城市花园小区A栋居民夏宗兰回
忆说，“以前一到夏天用电高峰期就经常跳
闸断电，我们连空调都不敢开，晚上只能用
蒲扇整夜整夜地摇，热得觉都睡不着。”夏
宗兰说，小区经常断电停电，最长的一次连
续停电11天，给居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不
便。“现在好了，我们都可以放心地用电。
以前不敢用的电饭锅、电磁炉现在随时都
能用，今年冬天我还准备添个烤火炉！”居
民曾宪桂笑着补充说。

按照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能源局等
部门联合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推进的居民

供电安全隐患“三项治理”计划，国网重庆
市南供电公司从今年6月开始进场改造天
龙城市花园小区电力设备。改造内容包括
新建配电房1座、新建800千伏安变压器5
台、配电房实现双电源双通道可靠供电
等。此外，该小区还配置配电自动化等智
能设备，实现设备故障的自动隔离及居民
用电快速恢复。改造后，居民与物业用电
完全分离，每户居民平均电力容量提升超
过60%。

“改造的另一个亮点是，小区889户居
民全部安装了高速载波智能电表，实现一户

一表全覆盖。”南岸区居民供电设施改造工
程现场总负责人表示，智能电表计费更精
确，居民缴费更方便。“以前居民使用的是老
式机械表，没法网上缴电费。现在，居民可
以网上缴费了。”该负责人称，居民还可以通
过“网上国网”App，在线查询用电信息、缴
纳电费、故障报修。今后，小区居民供电设
施也由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维护。

据了解，未来我市计划用3年时间，完
成全市4000多个小区用电设施安全改造，
惠及居民260余万户，彻底消除用电安全
隐患，提高用电质量。

我市居民供电设施改造首个示范项目完工

889户居民用上“放心电”

10月19日，新建成的黄家其坝体
育文化公园紧临公路，交通便捷。该
公园位于巴滨路李家沱段，有步道、滑
梯、篮球场、高低杠和平步机等，既美
化了“两江四岸”，又为市民提供了一
个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体育文化公园
市民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