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
疫
专
刊

国内统一刊号CN51-0844/G 总编 柏珂 副总编 邹小萍 半月报 中共西南医科大学委员会主办 校报编辑部出版 官网：www.swmu.edu .cn

本期4版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Newspaper
总第786期

2020年3月10日
星期二

本报讯（谢明雄 邹小萍 刘豫川
梁婷 张小玉）岁末年初，一场由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从武汉蔓延至
全国，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疫”在神州大
地打响。面对疫情，西南医科大学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
中央、省市决策部署，坚决把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始
终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抓
实抓细，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前谋划、系统部署，组织领导到
位。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党委书记和主持
行政全面工作副校长为组长的“双组长
制”学校新冠肺炎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党
政领导靠前指挥、深入一线，及时掌握
情况，及时督促指导。各单位各部门对
照职责分工，细化工作举措，落实具体
责任，全面做好联防联控工作。1 月 26
日和 27 日，学校党委书记廖斌、主持行
政全面工作副校长张春祥前往附属医
院和附属中医医院，实地查看医院预检
分诊点、发热门诊、隔离病房等地。2月
10日上午，学校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
议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对学校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落
实、再部署、再深化。为做好开学前后
的准备工作，学校及时制定下发《2020
年春季开学前后疫情防控工作预案》，
对教职工返岗及疫情期间工作安排、
2019-2020学年春季学期本专科教学安
排、疫情防控期间本专科线上教学工
作、研究生开学工作等进行提前部署，
努力做到推进医教研管工作与开展疫

情防控“两手抓两不误”。
落实落细、加强管理，防控措施到

位。一是强化信息报送。建立并落实信
息统计报送工作责任制，及时排查师生
近期进出武汉的人员情况及武汉市、湖
北籍亲属返泸信息，准确掌握师生每日
健康情况，严格执行疫情日报告和零报
告制度，严禁瞒报、缓报、漏报。二是强
化严管严控。严格食堂用餐管理，要求
学生自带餐具打餐后回寝就餐，减少食
堂聚集。严格楼宇寝室管理，关闭两校
区所有教室、无学生住宿学生公寓；关闭
办公楼、食堂中央空调。对所有留校学
生住宿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控学生出入
并实行体温监测。严格校园安全管理，
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和车辆门禁管理，

加强校园全天候巡逻巡查，确保校园安
全稳定。三是强化环境整治。实施公
共场所和重点区域环境卫生改善整体
行动，定期定时对两校区公共场所、图
书馆、办公楼、教学楼、食堂、学生寝室
等消毒消杀，做到环境卫生不留死角、
清洁消毒不留空白。四是强化物资保
障。由后勤管理处牵头，全面做好医用
外科口罩、红外线体温计、消毒液、应急
药品等物资储备，规划设立符合要求的
隔离观察区域。五是强化关怀慰问。1
月31日对24名湖北籍本科生和14名湖
北籍研究生进行了全覆盖、一对一的电
话联系，了解学生身心健康情况，带去
学校的关心与问候。发挥心理专业优
势，开通了网络和电话心理援助服务。

筹集划拨专项资金 120 万元，用于慰问
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基层
党员、干部，支持学校和三所附属医院
购买防控物资等。

网上网下、内宣外宣，舆论引导到
位。下发《关于充分发挥党组织作用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的通知》，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以西南医大人的责任与担当，为早日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贡献。发布

《致全校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人员的慰
问信》，带去学校党政关心关怀，鼓励师
生坚定必胜信心。在新华网、人民网、央
视网、学习强国平台、微言教育、川报观
察等省级以上媒体平台，及时报道学校
疫情防控的做法成效、三附院驰援武汉

甘孜相关工作情况和感人事迹等上百
条；开设了学校疫情防控专题网站，通过
微博、微信、标语、展板、橱窗等制作发布
图文并茂、影音俱全的宣传内容百余条；
联动第三方公司加强舆情监控引导，进
一步引导舆论，鼓舞士气，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作用发挥到
位。学校附属医院、附属中医医院第一
时间响应上级号召，分三批选派69名医
疗救援队员驰援武汉，投入当地防疫和
病患救治工作。截至3月11日，三批医
疗队共收治病人 292 人，治愈出院 166
例。附属中医医院先后派出两批次、7
名医护人员支援甘孜，截至3月12日，参
与救治病例 94 例，治愈出院 56 人。同

时，选派了 2 名微生物专家参与四川省
卫健委防治新冠肺炎药物和疫苗研发工
作，1 名专家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
员赴贵州省督导疫情防控工作。在泸
州，西南医大人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本地
疫情防控和患者诊治。党委书记廖斌担
任泸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长及医
疗组组长，和附属医院、附属中医医院、
公共卫生学院等干部、专家，积极投入泸
州市疫情防控决策部署和医疗救治相关
工作。成立了西南医科大学附属泸州市
传染病医院，集中高质量收治泸州市确
诊病人，目前 24 名患者已全部治愈出
院，实现了“病人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
染”的奋斗目标。成立专家组，帮助指导
周边医院开展疫情防控及医疗救治工
作。公共卫生学院还选派了 12 名专家
支援泸州市疾控中心，参与实验室检测、
数据处理及健康教育等工作。作为省
级、市级医疗救治定点医院，附属医院、
附属中医医院员工坚守岗位，规范开展
发热门诊、留观病房、隔离病房诊疗工
作，以及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等。附属口
腔医院暂停门诊，还组建了抗击新冠肺
炎医疗救治后备队。

在疫情防控这场大考中，西南医
大人扛起了责任，经受了检验，以精湛
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用心血和汗水
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敬佑生命、救
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
医德，彰显了“厚德精业 仁爱济世”的
医大校训。

坚持四个到位坚持四个到位 强化责任担当强化责任担当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三批次、69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两批次、7名医护人员支援甘孜

本 报 讯（谢 明
雄 梁婷 张小玉）1
月 25 日、2 月 2 日、2
月 13 日 ，我 校 附 属
医 院 、附 属 中 医 医
院 三 批 次 、69 名 医
护 人 员 陆 续 出 征 ，
驰援武汉。

他 们 是 女 儿 或
儿 子 ，是 父 亲 或 母
亲，是妻子或丈夫，
他们也有害怕和担
心 ，也 有 忐 忑 和 不
舍。可是他们更是
医务工作者，是人民
健 康 的 守 卫 战 士 ！
带着希望与嘱托，他
们奔赴武汉，与时间
赛跑，与病毒较量。
致敬这个春天最美
的逆行者！这个时
代最可爱的人！

共同战共同战““疫疫”！”！武汉武汉，，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本报讯（晏莉）自抗击新冠肺炎战
“疫”打响以来，西南医科大学统一战线
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医学院
校专业人才优势，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迅速投入到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助力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学校统战医护人员主动请缨，以医
者担当，冲锋在前，守护生命，奋战在疫
情防控第一线。在学校派出的3支、69人
援鄂医疗队中，有统战成员21人。其中，
农工党员、附属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医师邓俊，民盟盟员、附属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菊屏分
别担任第二批和第三批医疗队副队长兼
医疗组组长。九三学社社员、附属医院
感染呼吸病科主任医师李强，学校知联
会会员、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兰
四友和感染科副教授邹永胜等多名统战
成员分别入驻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呼吸
七病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和武汉
协和肿瘤医院，开展患者医疗救治和护
理工作。

农工党员、附属医院老年科主任梁

雪梅，作为四川省“新冠肺炎防控”首批
心理援助专家组成员，参与编写新冠肺
炎防控心理干预方案和相关心理手册，
积极为我省援鄂医疗队进行远程视频团
体心理辅导；与丈夫附属医院心身医学
科主任刘可智，齐力开通“疫情专项心理
干预免费心理咨询”平台，开展网络问诊
150余次。

面对疫情，学校广大统战成员还围
绕疫情防控、法制建设、社会治理、心理
援助等积极建言献策，多条意见和建议
被省、市重视和采用。各民主党派、侨

界人士纷纷行动起来，动员各方力量，
为抗击疫情发起爱心捐款，共计 85 万
余元。

同心协力、共克时艰，学校统战成员
以实际行动凝聚出抗击疫情的同心圆，
这是学校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工
作的重要成效体现。近年来，学校党委
坚持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摆在统战工作
突出位置抓紧抓实，不断筑牢团结奋斗
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引导统战成员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再落实再部署再深化！学校召开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本报讯（谢明雄 蒋玉梅）2月10日上

午，学校召开2020年第3次党委常委（扩
大）会议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传达落实中央、省市疫情防控
工作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对学校疫情防
控工作进行再落实、再部署、再深化。会
议由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党委
书记廖斌主持会议。

会上，党委副书记刘毅传达了中央、
省市有关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副

校长聂敏海汇报了近期学校疫情防控工
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学校主持行政全面工作副校长张春
祥高度肯定当前各部门的疫情防控工
作。他指出，各防控工作小组、各单位
（部门）要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各项决
策部署，做好学生延迟开学工作预案、学
生线上教学安排、教职工返岗及相关工
作预案，防止疫情在校内蔓延，确保校园
安全稳定。

廖斌作总结讲话。他指出，学校前

期所开展的各项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全
校上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迅即行动、
勇于担当，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西南医科
大学的使命与担当，体现了广大干部、医
护人员、师生员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救
死扶伤的奉献精神。针对下一阶段工
作，他强调，一要讲政治履职尽责。各级
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自觉扛起政治责
任，提高政治站位，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准确把握并坚决贯彻执行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
市、学校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校师生
高质量落实好防控措施。二要讲实效
科学防治。坚决抓好疫情防控的关键
环节；坚决做好医疗救治各项工作；全
力以赴做好防疫物资保障。三要讲统
筹按时开学。按照“停课不停教，停课
不停学”的要求，制定好疫情防控期间
教职员工工作预案和学生返校工作预
案，做到医教研管工作开展与疫情防控
工作“两不误”。

党委书记主讲“开学第一课”
在共同战“疫”中成长

本报讯（唐开秀 文晓丽 邹小萍）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
改变了师生的生活节奏，也让教学方
式发生了变化。2月24日上午8时，
西南医科大学万余名师生齐聚“云
端”，聆听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第一
课，学校党委书记廖斌以“在抗击疫
情中的感悟”为题，上了一堂别开生
面的思政课。

这是一堂专业思想教育课。“在
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之余，
我们也应该深刻反思这场来势凶猛
的疫情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带着这
个问题，廖斌与师生分享交流了他的
感悟与思考。

“小康社会、健康中国，人民的生
命健康是第一位，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是医学教育的初心使命。”如何才能
保障好人民的生命健康？廖斌条分
缕析，指出必须坚持预防为主，必须
有救死扶伤能力，必须有医者仁心。
他强调，医学教育责任重于泰山，每
一个医护人员的救死扶伤能力都可
能决定着病人的生死。每一位师生
要认真对待教与学，始终坚持把“三
基”即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技能
的学习和训练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掷地有声的话语道出了医者的
职责使命，激发了师生勤学精业的动
力，指明了医学生提高专业素养的方
向。深受触动的公共卫生学院许望
东博士说，“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是保
证人民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作为
公共卫生专业教师，要坚持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为培养更多防控疾病、守
卫健康的医学专业人才而不懈努
力。”康复医学系18级2班张湫浩也
深深体会到，“‘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是需要用扎实的基本功来践行的誓
言，宅在家的我们，更要严格要求自
己，勤学深研各种知识，不负社会与
医道前辈们的期待。”

这是一堂爱校荣校教育课。“目
前学校已有三批次、69 名医护人员
奋战在武汉，接管三个病区；两批次、
7 名医护人员支援甘孜州。‘苟利国
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坚定；

‘妈妈要去打小怪兽了，你们在家等
着妈妈凯旋而归’的勇敢；‘17年前，

妈妈奋战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如今
女儿接力’的传承；‘感谢西南医大医
护人员的悉心照顾，我们康复出院了’
的希望……这一幕幕场景令人动
容。”

廖斌以详实的数据、鲜活的事
例，生动讲述了西南医大人战“疫”的
感人故事。他指出，“西南医大人扛
起了责任，经受了检验，以实际行动
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崇高医德，彰显了

‘厚德精业 仁爱济世’的医大校训，
履行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等职责任
务，交出了一份平凡而伟大的答卷。”

铿锵有力的话语点燃了师生爱
校荣校情感和作为西南医大人的骄
傲感自豪感。“当我看到一批又一批
老师们冲锋陷阵，在武汉一线或是在
泸州本地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我就更
加为自己有幸加入西南医科大学这
个大家庭，即将踏入医疗卫生行业感
到骄傲和自豪。”临床医学院16级刘
芮杉激动地说。

这是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这
次疫情防控，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
织和人民政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廖斌通
过生动的图文资料，润物有“声”的教
学方式，深情讲述了全国上下众志成
城抗击疫情的“敢作为”“能作为”“大
作为”。

廖斌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
导，增强“四个自信”，做一个具有家
国情怀、牢记初心、勇担使命的西南
医大人。公共卫生学院19级曹添怡
也立下了自己的志愿——我们要听
从党的指挥，服从学校的安排；做好
科学防护，不信谣、不传谣；要在家里
有序进行学习，为将来从事医学事业
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前，开学第一课在超星、钉钉、
腾讯、校内媒体等平台累计点击浏览
量已超过10万次，深受好评。

党委书记讲“开学第一课”是西
南医科大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扎实推进“三全育人”工作的重要一
环，是党委书记、校长带头抓思政课
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将长期坚
持下去。

凝心聚力抗疫情 共绘统战同心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