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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役
中，无人可以幸免。我申请长驻
留观室，进行下一步的病情分检
工作……此事我没有告知爱人明
昌，个人觉得不需要告诉，本来
处处都是战场。”这是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医生张旃写下的“请战
书”，也是一封满怀爱意的现代
版“与夫书”。

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肆虐，一场没有硝烟的战
斗在武汉打响。年逾八旬仍奋战
一线的桂希恩、感染后治愈即返
岗的郭琴、“最美逆行者”吴小
艳、“光头护士”单霞……来自
湖北高校的专家、学者、医护人
员，或进行科研攻关，或组建医
疗队，夜以继日奋战在抗疫最前
线，与病魔较量，为生命接力。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
荆楚大地的128所高校把师生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
作来抓，积极主动开展防疫抗
疫，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
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为代表
的高校附属医院更是成为抗疫一
线的中坚力量。

白衣逆行 筑就抗疫长城
“有需要叫我，我可以加

班，不过别告诉我妈妈，省得她
担心。”

“如果说我多治好一个病
人，那我儿子的危险可能就会减
少一分！”

“我没成家，也没照料孩子
的负担。大家都在战斗，只有在
战场上，我才能安心过好年。”

每一场特殊战斗，都需要一
批英勇的战士；每一次生死搏
斗，都会涌现一批无畏的勇士。
来自武汉高校的上千名医护人员
和数百位专家纷纷请战，“逆
行”而上，奔赴抗疫一线。在没
有硝烟的战场上，有头发花白的
老教授，有初为人父人母的青年
医生，也有毕业没多久的医学
生，到处都是他们忙碌的身
影。

武汉大学与华中科技大学充
分发挥医疗优势，4所附属医院
分别包保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等4
个重症病区，医护人员进行24
小时值守，对重症患者采取一人
一医疗团队、一人一诊疗方案，
严格按照诊疗方案开展诊疗。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采取体外

膜肺氧合技术，成功救治湖北首
例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依据临床研究结果，及
时提醒公众辨别及应对“不典
型”症状。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
和医院率先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实验室，每天可开展核酸
检测项目200人份以上，最快6
小时内出结果，有助于加快疑似
肺炎患者的诊断和治疗。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
肺炎蔓延，很多市民由于恐慌，
不分情况地涌入本已人满为患的
医院发热门诊，导致交叉感染概
率增加。”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
济医院院长王伟说，“我们推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免费在线问
诊’服务，在有效阻断传染源的
同时最大程度调动紧张的医疗资
源，分配给重中之重的肺炎疫
情。目前该服务访问量高达百万
人次，在线门诊量已累计增至4
万余人次。”

反复的洗手消毒，双手已布
满裂口；紧压的护目镜，在脸上
留下深深痕迹；每天10多个小
时不吃不喝不睡，每个人的身体
都在超负荷运转；物资短缺的现
实，让大家面临着被病毒感染的

高风险……即便如此，种种不适
都没有阻挡“逆行者”的坚守。

“流感突起，肺炎逼至，想
父亲安康？您于院中应多加留
意，谨防传染……吾坚信没有一
个冬天不可逾越，病毒肆虐的当
下，亦如是。”在华中科技大学
附属协和医院，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医生孙鹏，近日收到了14岁
女儿发来的一封家书。

看到家书中“健康所系，性命
相托”8个字，孙鹏激动不已，这
是他们医学生入学誓言的开头
语。“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
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
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
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
孙鹏向组织请战。

师生同心 开展联防联控
“进行出入车辆登记和体温

监测，加大假期开放食堂的卫生
消毒、食品安全检测力度，保障
口罩、消毒液等物资供应，确保
医护队伍24小时响应，集中对
口罩进行回收销毁，强化对治安
消防的定时轮巡，建立留校学生

‘日报告’制度……”在蔓延的
疫情面前，武汉纺织大学的系列

举动，是湖北高校层层落实防疫
责任的一个缩影。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
令。疫情发生后，湖北高校在明
确延期开学的同时，迅即加强校
内部门联动，从防疫抗疫知识宣
传、物质防控到心理调适，师生
齐心协力开展联防联控，全力打
造平安健康校园，坚决遏制疫情
扩散蔓延。

由于武汉封城，很多返乡人
员无法回校接替岗位，保卫、值
班、消毒等重任压在了24小时在
岗的保卫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和
值班干部的身上。他们连班倒、连
轴转，人手不够、器材缺乏、任
务紧急、身心俱疲……此时应该
怎么办？

武汉东湖学院、黄冈师范学
院、中南民族大学等众多高校成
立临时党支部，号召党员冲锋在
前，把初心写在抗疫行动上，把
使命落在岗位上，担当阻击病毒
的先行者，做到关键时刻靠得
住、豁得出、顶得上、战得胜，
让党旗在校园的抗疫一线高高飘
扬。

“面对疫情，同学们可能会
存在焦虑、恐慌、烦躁、失眠等

身心症状，这些都是面对突发事
件的正常心理反应。如果出现过
度的焦虑、失眠甚至抑郁等负面
情绪，就会影响身体健康。”为
了解学生心理状态，提升自助、
求助、互助意识，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启动“一封心理家书，一份
心理问卷，一个专业团队”心理
支持计划。

“高强度运动会导致人体进
入乏力低谷状态，不利于免疫力
防护。因此居家运动要适度，以
中等强度为宜……”华中师范大
学制作“科学健身指导计划”系
列视频，指导居家防疫的师生在
家锻炼，科学健身，抵抗病毒。

无独有偶，华中农业大学密
切关注重点发热病人，严格实施
隔离措施，建立社区干部、社区网
格员、社区医生、社区医院“四位
一体”排查机制，确保及时发现和
处置疫情；长江大学在官网开设
肺炎防控专题，及时发布通知公
告，更新疫情消息，科普防治知
识，公开捐赠信息，开辟辟谣专
栏；三峡大学开设网络和电话心
理援助服务，帮助师生减轻因疫
情所致的心理压力。

（下转第二版）

为 生 命 接 力为 生 命 接 力
——湖北高校全力以赴抗击疫情纪实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梁伟 毛军刚

本报讯 （通讯员 黎鉴远
记者 刘盾）“我们要求每一所
学校担好责、看好门、管好
人。”近日，在广东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广州市教育局党组书记陈爽
表示，该市要求每所学校做到

“一校一案”，做好师生分期分批
次返校方案措施，“没有落实防
控措施的学校，不予开学”。

目前，广州约有3740所各
级各类全日制学校，教职工、学
生分别达34万多人、380多万

人。其中，广州滞留在湖北的教
职工、学生分别有 6424 人、
39476人。

广州直面难题，精准施策，
对全体师生进行了全覆盖、地毯
式摸查，对所有师生建立台账，
要求有条件的学校设立独立的观
察隔离区域，加强防控工作人员
培训，专人跟进每一位师生的身
体状况。

这只是广东针对性制定“四
精准，六个分，一独立”工作措施，
全力防控开学后疫情的缩影。据

统计，在广东任教的湖北省籍教
师为61172人，广东省在湖北高
校就读的学生为20814人。

如何努力确保安全开学？
“疫情防控要求少流动不聚集，
而开学是大流动大聚集，教育系
统师生数量庞大，我们要把大大
的一锅饭装成一小碗一小碗地吃
下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景李
虎介绍，广东见招拆招，制定

“四精准”开学方案，先摸清疫
情防控重点地区的师生在各院
系、各年级、各班级分布情况，

做到心中有数。
“我们把大群体分层分组分

类安全地处理好，精准地安排
好。”据景李虎介绍，广东要求
各地各学校对来自疫情防控重点
地区的每个教职员工、学生，务
必全覆盖、无遗漏、精准地掌握
他们返校前14天的身体健康状
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各地
各学校安排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
教职员工、学生有序返校，实现
分院系、分年级、分班级、分省
份、分期、分批“六个分”。

同时，广东要求大专院校设
立独立健康观察区域，完善相应
设施设备、专业人员、医疗条件
和生活条件保障，保证返校的教
职员工和学生能够得到全覆盖的
健康监测和健康保护，将“一独
立”落实到位。

制定“四精准，六个分，一独立”措施，让学校防疫“化整为零”

广东：组合拳确保开学安全

本报讯 （记者 倪秀）
记者近日从四川省教育系统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调度工作视频会议上获
悉，四川将坚持大局为重，
防控优先，疫情响应不解除
不返校；要坚持省上统筹，
属地负责，物资保障不充分
不开学；要坚持生命至上，
健康第一，措施落实不到位
不开课，坚决筑牢校园安全
防线。

会议强调，要守土担责
尽责，强化组织领导。全省
教育系统要按照“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要求，强化应急

响应思维，确保疫情防控、
校园防护工作不出现梗阻、
不贻误战机。领导干部要率
先垂范，坚守岗位，靠前指
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
责、守土尽责。监督管理要
问责有力，对提前组织补课
等违反相关工作要求的行为
要坚决制止，依规依纪依法
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
任。宣传教育要正面有效，
及时发布疫情防控信息，积
极做好网络舆情监测，全力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要加
强对广大师生员工的心理抚
慰和健康教育，消除恐慌心
理，提高防护能力。

四川：

疫情响应不解除不返校

本报讯（通讯员 吴银
旺 高杰 记者 潘玉娇）江
苏省泰州市姜堰区白米中心
小学教师钱程宽，从教已经
40余年，眼看着再过两年就
退休了。除了负责学校的体育
教学，他还担负着守校护校的
任务，被亲切地称为“村小门
神”。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暴发后，钱程宽觉得肩上
的担子更重了。

大年初一下午，妻弟打来
电话——老钱80多岁的老岳
丈去世了。作为大家庭的主心
骨，他本应该向学校告假，为
老岳丈料理后事。然而，他没
有这样做。“非常时期，学校的
安全不能有丝毫懈怠，家里的
事情只好劳你费心了！”电话
里，他满怀愧疚地对妻弟说。

就这样，钱程宽一步也没
有离开自己的岗位。对家中的
事情，他还是有些不放心，最
担忧的就是家人不能从大局

出发，坚持大操大办丧事，造
成人员聚集，形成疫情扩散隐
患。怎么办？老钱一遍遍给家
里打电话，苦口婆心劝导家人
响应政府号召，丧事从简。几
经争执，家人还是听从了老钱
的建议，忍着悲痛平静地送走
老人。

这件事情传开后，钱程宽
的行为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
赞誉：“钱老师不愧是老教师，
觉悟就是比一般人高！”受到
表扬之后的钱程宽一刻也没
让自己闲着，除了坚持巡校，
他还现身学校各个班级群，利
用网络平台向学生、家长宣传
疫情预防知识。在他的影响
下，白米小学的教师们都自觉
加入到宣传抗击疫情的科普
行动中来。

有人和老钱开玩笑：“门
神之责在守门，你在网上做
宣传，这守的是什么门呀？”
老钱回答得理直气壮：“我守
的是校门，也是心门！”

“村小门神”，守门有责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在隔离病房救治患者。 华中科技大学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方梦宇）
“新学期，所有奋战在防疫一线
医务工作人员的子女，将免除
一学期的学费。”近日，安徽建
筑大学城市建设学院宣布，将
通过减免这类医护人员子女新
学期学费的方式，向连日来奋
战在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们致
敬，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力量。

“目前还没开学，疫情来得
突然，我们还没有摸底具体有
多少这样的学生，估计20多人
是应该有的。”学校学生处处长
林岳说，学校将着手收集相关
医务工作人员子女信息，不论
多少，应免尽免。学校的决定
在校内也引起广大师生关注，
不少学生留言点赞：“疫情无
情，学校有情。”“为学校实名
点赞！”

安徽建筑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减免抗疫医护
人员子女学费

本报讯（记者 曹曦）日前，黑龙
江省委教育工委先后两次从省委下拨党
费和省委教育工委管理党费中划拨154
万元，支持高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

党费主要用于慰问战斗在疫情防控
斗争第一线的高校医务工作者和基层党
员、干部；支持基层党组织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包括购买疫情防控有关药品、物资
等；补助因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而
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在党费使用
上，注重向高校中的定点收治医院倾斜、
向战斗在黑龙江省援鄂抗疫医疗队中的
一线高校医务人员倾斜，为哈尔滨医科
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划拨专项资金，
支持两所医类高校附属医院疫情防控工
作以及慰问黑龙江省援鄂抗疫医疗队。

黑龙江省委教育工委强调，各高校
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
资金，尽快将党费划拨给基层，投入疫
情防控工作，做到专款专用。高校党委
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
作来抓，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充分发挥
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
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紧紧依靠
广大师生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记者 赵岩）山西省委教
育工委近日从本级管理的党费中划拨专
项资金100万元（含省委组织部划拨党
费），拨付给所属高校，用于支持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山西省委教育工委明确，这笔党费
主要用于慰问战斗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
线的医务工作者、师生员工和基层党
员、干部；支持基层党组织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包括购买疫情防控有关药品、
物资等；补助因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

同时，山西省委教育工委要求各学校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
实配套资金，尽快投入疫情防控工作，做到专款专用，确保用在
防控工作最需要的地方，并对落实情况及时进行监督检查，杜绝
违规违纪行为。有关高校及附属医院党委要紧紧围绕疫情防控
大局，团结带领广大医务工作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恪尽职守，全力
以赴做好医疗救护、科研攻关、基础预防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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