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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指挥张叶飞来我院视察总指挥张叶飞来我院视察

2 月 20 日上午，江苏大学校友
会筹措的援鄂医疗队款项，江苏大
学澳洲校友会捐赠的物资，顺利送
达我院。捐赠物资与款项，将在第
一时间转送我院湖北医疗队。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疫情防
控工作开展以来，江大人一直在行
动！截至目前，我院已先后选派 17
名医护骨干奔赴湖北，战斗在抗疫
最前线。江苏大学校友会获悉后，
第一时间发起了新型肺炎“疫情防
控”基金募捐倡议，各地江大人纷纷
响应，短短一周，已收到336笔校友
们的爱心捐赠款20余万元。其中，
澳洲校友会筹措款项购买了防护
衣、护目镜、口罩等医疗物资，助力
我院驰援湖北医疗队。

2 月 20 日上午，我院举行了江
苏大学校友总会慰问江大附院援鄂
医疗队暨江苏大学澳洲校友会捐赠
援鄂医疗队仪式。校党委书记、校
友总会会长袁寿其，校党委常委、副
校长丁建宁，校发展与对外合作办
公室主任、校友总会秘书长朱晏，校

文学院院长、澳洲校友会代表任晓
霏，江苏大学常州工程研究院院长、
常州校友会秘书长邱光宇，我院有
关领导及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仪
式，活动由院党委书记尹志国主持。

“海内外校友的爱心暖意，加速了春
天的脚步。”我院院长陈德玉说，有
学校党委行政的坚强保障，有海内
外校友的守望相助，我们的医疗队
员一定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出色完

成支援任务。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丁建宁说：

“我们想告诉前线可敬的白衣天使
们，你们不是独自战斗，你们背后有
4万名江大师生，更有 30万海内外
校友的支持。这次捐赠的物资款项
虽然有限，但是凝聚了广大校友对
母校的一片深情，对你们的一片敬
意，能为抗疫做贡献，责任担当；能
为母校献爱心，校友荣光。”

紧张的抗“疫”工作已经持续
了三十多个日日夜夜，在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役”中，医院昼夜奋战在
一线，将疫情防控作为近期唯一重
点工作，坚定信心、冲锋在前，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科学做好防控部
署，全力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

应急预演，厉兵秣马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将
疫情防控工作做实做细，就必须化
被动防护意识为主动防控行动，把
工作做到前面，将筛查的关口前
移。

1 月 22 日，医院按照上级卫生
行政部门的统一部署，迅速制定应
急处置方案，并在全院开展疫情期
间发热患者就诊流程演练，确保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
治疗。全院以发热患者零漏诊为
目标，迅速采购安装了一批AI测温
设备，后勤部门加班加点，用一天
的时间在医院入口搭建了发热患
者预检分诊板房，入院与离院实行
双通道管理，筛查结果实时上报。

疫情防控工作不分你、我、他，
而是要坚决落实到医院的每一个
职工。在人手发放疫情防控手册，
确保大家对新冠肺炎建立科学认
识的基础上，医务处、护理部等职
能部门分别组织多场专题防控培
训，从医生、护士到电梯工、保洁
员，从职能科室人员到保卫、后勤
人员，做到人人知晓，人人参与。

为了切实做好疫情期间孕产
妇和新生儿防护工作，保障母婴安
全，医院近期又组织多部门进行调

研讨论，制定了 ICU负压病房的改
造方案，相关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开
展之中。

精准施策，科学防治

医院于1月底成立了疫情防控
工作小组，每日通过视频会议的方
式总结反馈问题，并根据诊疗指南
的更新不断调整工作方案和防控
流程。目前，全院严格执行三级预
检分诊防控体系，重点部署和加强
预检分诊和发热病例的排查工作，
不漏诊、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病
例。

在省、市政府启动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后，医院迅速制定
了门诊、住院探视陪护制度，及时
调整门急诊安排并对社会公告。
为了有效避免就诊高峰人群密集
的情况出现，医院通过媒体呼吁公
众利用互联网预约平台，按预约时
间有序就诊。疫情防控启动以来，
门诊没有出现人群密集的情形。

作为全市首家获批互联网医
院资质的医疗单位，医院利用“网
上江滨医院”APP平台，夜以继日完
成了线上发热门诊的开发应用，全
天候为市民做好线上问诊服务。

党旗猎猎，最美逆行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危难
时刻方显党员本色。1 月 26 日至
今，医院先后组派四批医疗队共计
17名医护骨干奔赴湖北，他们中大
多数是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他们
代表江大、代表镇江，展现了党员

和医务工作者的最美姿态。
“救武汉就是救镇江”、“疫情

当头，义不容辞”、“我已做好准备，
随时可以出发”……

在接到省卫健委组建医疗队
通知后，全院医务工作者纷纷请
战，三次出征，组建队伍的时间均
不超过一小时。2月4日，为了做好
再次出征的准备，医务处、护理部
分别在全院征集组建了后备名
单。各科医生硬核请战，而护理部
当天就收到了 36封请战书，316名
护士按下了请战红手印。很多人
连行李都收拾好了，24 小时待命，
随时应战。

医疗队走到哪里，临时党支部
就设在哪里，在前线筑起了又一座
坚强堡垒。首批驰援武汉的护士
王笠、季冬梅、张艳红，在武汉连夜
写下了入党申请书。“我们奋战在
抗击疫情最前线，扶危渡厄，医者
担当。作为义务人员，作为特殊的

‘逆行者’，我愿为呵护公共利益义
无反顾。”队员季冬梅在武汉抗疫
一线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上如是写
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队员王
笠说，无论最终能否被批准入党，
自己都会全身心投入到战斗中，更
会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庚子新年初一，万家团圆时，
你们却肩背行囊，从北固山下出
征。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你们送
行，但我知道，不仅镇江、也是江
苏，更是祖国的万千亲人，为所有
援鄂白衣战士的壮行……”镇江诗
人赵康琪为出征的队员写下诗作
——《北固山下的出征》

校督查组领导来我院督导疫情防控工作校督查组领导来我院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以疫情为令以疫情为令，，我院全力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我院全力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

海内外江大人携手助力我院抗疫工作海内外江大人携手助力我院抗疫工作

2 月 11 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
长、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总指挥张叶飞
率领市相关部门负责人来我院视察推
进疫情防控工作。副市长王文生、潘
早云，市政协副主席、润州区委书记高
国成，市政府秘书长贾晟参加视察，我
院在院领导陪同视察。

张叶飞详细询问了医院预检分
诊、物资保障、留观病房调控等相关工
作情况，并向一线医务工作者致以亲
切问候和衷心感谢，叮嘱大家要保重
身体，加强自我防护。他指出，医院是
疫情防控的重要防线，一定要切实规
范工作流程、强化内部管理，严格落实
发热病人预检分诊制度，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要严格做好

发热病人留观、密切接触者隔离等工
作，全力阻断疫情传播，为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多作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来，我院多
措并举，通过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组、
每日召开工作例会、制定应急处置方
案、开展发热患者就诊流程演练、建立
三级预检分诊防控体系、开通“网上江
滨医院”线上发热门诊等有效措施，全
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安全、稳
定、有序的医疗秩序。特别是既有的
院感防护措施切实保障了医护安全，
市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在院发生后，42
名医学隔离观察人员均未感染，为我
市有效控制疫情作出了积极贡献。

2 月 25 日，校党委常委、纪委书
记、监察专员、校疫情防控督查组组
长高庆国同志一行督查我院疫情防
控工作。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督查组
副组长马志强，校纪委副书记、督查
组副组长杨志春、夏民及有关同志参
加了督查活动。

督查组一行采取“四不两直”的
工作方式，现场查看了疫情三级预检
分诊体系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和疫情
防控物资的储备情况，查阅了有关会
议记录、财务台账，听取了医院应对
疫情防控工作汇报。

高庆国向医院奋战在抗击疫情
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表示亲切的
慰问，对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医院的疫
情防控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医
院疫情防控党政重视、专业敬业、保
障及时、成效明显。

学校疫情防控正处于迎接“大
考”的关键时期，附属医院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
站 位 ，认
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
记关于疫
情防控的
重要指示
精 神 ，坚
决贯彻落
实 党 中
央 、省 市
以及学校
有关疫情
防控的总

体部署，毫不放松落细落实各项防控
举措，树立“一盘棋”思想，重点做好
全校师生员工返校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高庆国强调，要以师生员工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中心，做到外防输
入，内需备足；学习白求恩“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精神和南丁格尔爱心、
耐心、细心、责任心“四心”精神，弘扬
医务人员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崇高
风范；坚决守住“零感染”底线、筑牢

“人员管控”防线、大力支持“援鄂”前
线；不断强化政治规矩意识、属地责
任意识、规范管理意识、创先争优意
识，扎实做好政治监督、工作督查、监
管督查、作风督查、纪律督查，为有力
有序有效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阻击
战贡献力量。

马志强就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干
部监督，考察识别干部，党组织和党
员领导干部积极主动履职、有效发挥
作用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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