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增2家非直属附属
医院和5家教学医院

本报讯 近日袁 经福建省卫健委尧 福建省
教育厅批准袁 我校新增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尧
福清市医院2家医院为非直属附属医院袁 新增
厦门弘爱医院尧 漳州正兴医院尧 福建省地质医
院尧 福州市皮肤病防治院及龙海市第一医院5

家医院为教学医院遥 截止目前袁 我校非直属附
属医院共15家袁 教学医院共22家遥

渊教务处尧 临床医学部冤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尧 副主任张广敏一行到学校走访调研
本报讯 4月8日袁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尧 副主任张广敏袁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尧 办公厅主任尧 监察司法委主任

委员卢厚实一行到我校调研袁 走访慰问全国人大代表尧 我校党委副书记黄爱民遥 校党委书记何明华参加了调研座谈会遥
张广敏对我校疫情防控工作及为医疗卫生事业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袁 对驰援湖北的附属医院医疗队员表示崇

高的敬意遥 他指出袁 医学事业崇高和神圣袁 全社会要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袁 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曰 要深入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袁 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遥 医学院校要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尧 生命教育袁 培养学生的家
国情怀尧 医者仁心遥

何明华对省人大长期以来对学校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和取得的成绩遥
调研组一行还参观了校史馆尧 医学艺术馆遥 渊办公室冤

喜讯浴 福建医大4名白
衣战士被授予全国卫生健康
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先进个人

本报讯 近日袁 国家卫生健康委尧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尧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 叶关于表彰全
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的决定曳袁 我校附属医院吴文伟尧 吴
峰尧 林?韦尧 林守虹等4位同志被授予 野全国卫生健
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冶 称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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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17日袁 我校在上街校区南大门开展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演练袁 模拟开学报到期间学生返
校入校尧 健康检测以及突发情况应急处置等场景遥 校党
委书记何明华尧 副书记黄爱民到场指导演练遥

现场演练严格按照 叶福建医科大学2020年春季学生

开学返校演练方案曳 进行袁 分别模拟演练了返校车辆及
人员的引导尧 学生入校身份核验尧 体温检测以及学生体
温异常情况处置等流程遥 各工作组迅速行动袁 配合密
切袁 分工明确袁 有条不紊袁 准确高效地完成了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演练任务遥

何明华充分肯定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处

置演练实效袁 强调要及时总结演练中出现的不足袁 进一
步完善学校疫情防控应急处置预案遥 他要求袁 全校各单
位尧 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袁 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袁
积极稳妥推进疫情防控和开学工作遥 一是在认识上要进
一步提升遥 要始终把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袁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尧 摒弃厌战情绪袁 杜绝侥
幸心理和松劲心态袁 慎终如始抓好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遥
二是在责任上要进一步压实遥 各项防控工作要落实到具

体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袁 各单位尧 各部门切实做到守土
有责尧 守土担责尧 守土尽责遥 三是在措施上要进一步细
化遥 要优化细化各项防控工作预案方案袁 细化措施袁 优
化流程袁 筑牢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袁 坚决防止疫情向校
园输入袁 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遥

应急演练指挥部的全体人员尧 各学院 渊部冤 分管学
生工作负责人尧 各单位工作人员尧 部分辅导员等参加演
练遥

渊办公室冤

学校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演练

庚子新春袁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不仅牵动着亿万中国人民的心袁 也牵
动着福建医科大学一个 野特殊群体冶 的
心遥 肤色不同尧 语言各殊尧 风俗迥异的
他们袁 为了心中的学医梦袁 远赴中国袁
他们同样热爱着自己的第二故乡遥 这个
冬天袁 来华留学生们经历了一个不一样
的寒假遥

津巴布韦留学生 Zvikomborero

Augustine Chirenda 渊施文斌冤 原创歌曲
叶Stay Strong曳 为中国加油

老师们是我们的 野中国妈妈冶

来势迅猛的疫情让同学们不得不减

少外出袁 但屯粮见底尧 物资紧张尧 网购
困难等问题接踵而来遥 幸好袁 他们还有
野中国妈妈冶 们遥
土豆2.5元/500g尧 胡萝卜 2元 /500g

噎噎来自印度的留学生Raushan Kumar

渊顾仁善冤 边看着宿舍公告栏上的食品价
目表袁 边在本子上记下打算采购的商品
和数量遥 野我已经爱上这种购物方式了袁
新鲜又便宜袁 而且比去超市和网购方便袁
只要告诉老师袁 食物就会送到宿舍来遥冶
第二天袁 他接过林安其老师称重并分装
好的食材袁 面露满足的笑容院 野谢谢老
师浴 今晚有鱼有虾袁 我要做大餐了浴冶

来自尼日利亚的留学生小K患有慢性

病袁 需要长期服用药物控制病情袁 疫情
却让他遭遇了 野买药难冶遥 辅导员方芳老
师知道后袁 第一时间了解其所需的药物
名称袁 跑了17家药店后才终于买到了药遥
接过风尘仆仆的方老师递过来的急需药袁
小K说院 野多亏了老师袁 我终于有药了浴
爸爸妈妈终于可以放心了浴冶

一些留学生在疫情发生前就订好了

回国机票袁 但面对着各大航司不断取消
航班尧 公共交通受阻的情况袁 他们手足
无措遥 来自孟加拉国的Al Mamun 渊马
满冤 来到楼管老师的值班室袁 野老师袁
你能不能帮我和航空公司沟通钥冶 野老
师袁 我怎么去机场钥冶 楼管老师阮素坤立
刻帮忙查询孟加拉国及中转国的最新对

华出入境规定袁 提醒马满航班中转存在
的困难尧 出行需要预留的时间袁 指导他
通过软件约车噎噎 野儿行千里母担忧冶袁
直至收到马满已安全到家的信息袁 阮老

师才安下心来遥 楼管老师们成了同学们
的 野出行百事通冶袁 她们的牵挂也走了很
远遥

感谢老师们袁 我们再也不
担心学习啦浴

野老师袁 请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学钥冶
野老师袁 延期开学袁 我们的学习怎么办钥冶
噎噎突如其来的疫情袁 打乱了同学们的
学习计划袁 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学业遥 这
同样也牵动着每位老师的心遥 为了解决
教学困境袁 老师们纷纷行动起来袁 为同
学们架起了 野网络教室冶袁 把真实的课堂
带到了学生的面前遥

野我以为学校一直没法开学袁 我的学
习要被耽误了遥 没想到袁 还能这样继续
学习遥 老师把音频录制到了课件中袁 我
也能直接向老师提问袁 和在教室上课一
模一样遥 不仅如此袁 没听懂的地方还可
以回放重新听袁 真的太神奇了遥冶 来自尼
日 利 亚 的 Chinwe Oluchi-Amaka Ibeh

渊玛雅 冤 在宿舍电脑前上完 叶 Internal

Medicine曳 的课后兴奋地向辅导员分享她
的体会遥 不论是回到家乡还是留在学校
的来华留学生们袁 都爱上了这种授课方
式遥 远在印度的Nirmalkumar Dashrathbhai

Patel 渊李尔墨冤 说院 野疫情让父母担心我
不能按时完成学业袁 但今天他们看到我
在家也能正常上课学习袁 终于放下心来遥
他们相信我在中国一定能学得更好遥冶

野老师袁 SARS-CoV-2病毒和SARS

病毒有什么区别钥冶 野老师袁 为什么冠状
病毒的疫苗研发很难钥冶 这学期就要上
叶Medical Microbiology曳 渊叶医学微生物
学曳冤 的2018级来华留学生们对冠状病毒

十分好奇袁 纷纷在线上向老师提问遥 在
得到任课老师耐心细致的解答之后袁 同
学们表示袁 野这次的疫情让我们认识到袁
只有学好基础知识袁 今后才能成为一名
好医生袁 帮助更多的患者遥冶

我们想对你们说袁 武汉加
油浴 中国加油浴

野我们在清迈袁 我们想对你们说袁 武
汉加油浴 中国加油浴冶

这样一段话来自福建医科大学的泰

国留学生Prapatsorn Bootsritha 渊刘美清冤
和她的爸爸遥 身在泰国的刘美清一直关
注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发展袁 她
希望通过自己和家人的正能量去鼓励尧
支持更多的武汉人袁 更多的中国人遥

抗击疫情没有 野外冶 人遥 来华留学
生以及毕业留学生校友积极响应 野战疫
无国界要要要执笔战疫窑 耶语爷 你同在冶 接
力活动袁 纷纷以手绘海报尧 原创歌曲尧
原创诗歌尧 自拍视频等各种形式从世界
各地发来了对武汉尧 对中国的祝福与信
心尧 对战 野疫冶 英雄的致敬袁 为武汉尧
为中国加油遥 来自津巴布韦的留学生
Zvikomborero Augustine Chirenda 渊施文
斌冤 用一首原创歌曲 叶Stay Strong曳袁 唱
出了与中国一起抗击疫情的决心与勇气遥
野埃及人民对中国人民战胜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充满信心袁 中国一定能够胜利浴 中
国不仅为自己而战袁 更是为全人类而
战浴冶 埃及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Waleed

Mostafa Ghareeb Hasab 渊任伟冤 坚信中国
必将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遥 一份份
海报袁 一首首歌曲袁 一个个视频袁 满载
着留学生们的祝福与打气袁 如雪片般飞
来遥

野老师袁 我买到了300个口罩浴冶 野我
也买到了350个浴冶 来自约旦的Nour Al-

dien Mousa 渊毛飒冤 与来自尼日利亚的
Abubakar Mohammed 渊柏恺冤 心系同学尧
老师的安危袁 竭力为大家筹集防疫物资遥
他们通过各类渠道袁 终于采购到了口罩袁
第一时间通过快递寄达中国袁 捐赠给学
院遥

像毛飒和柏恺这样身体力行的留

学生还有很多遥 野我原本计划去云南旅
游袁 但老师告诉我们不要出门袁 所以我
取消了行程遥 没想到假期还没结束袁 翁
老师就来了遥 老师们每天去宿舍给同学
们一个个测体温很辛苦袁 我想帮助她们遥
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像白衣天使一样站在

防疫一线袁 但我也想为抗击疫情做点什
么遥冶 疫情让来自尼日利亚的Temichristy

Dennis Obitulata 渊谭明冤 停下了看中国
的脚步袁 决定在校园过个特殊的中国年遥
每天下午他总是主动加入体温测量的工

作队伍 袁 协助统计大家的健康状况 遥
野虽然我没有出门看到中国的美景袁 但疫
情中我看到了美丽而温暖的中国人遥冶 和
谭明一样的留学生还有很多袁 除了协助
测量体温 袁 印度的 Farseen Ahammed

Mankadakuzhiyil 渊马恺冤 主动给留校留学
生分发口罩 袁 加纳的Abdul-Latif Jijiri

Alidu 渊兰狄夫冤 热心参与疫情科普与通
知的英文翻译噎噎他们以实际行动参与
到学校疫情防控工作中袁 守护着特殊时
期的校园遥 野学校对此次疫情反应迅速袁
老师们也不顾个人安危袁 牺牲假期一直
陪伴我们袁 让我十分感动袁 我们应该与
老师们并肩作战浴冶 留学生纷纷表示遥

疫情无情人有情袁 疫情的寒冷袁 也
终究抵不过所有师生团结起来袁 共同筑
成的温情遥 战 野疫冶 路上我们共同前行袁
相信我们一定会摘下口罩袁 带着灿烂的
笑容袁 一起走进春天里遥

期待课堂重逢袁 相聚有福之州浴

我们的 野中国妈妈冶浴
福建医大来华留学生的特别春天

学校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本报讯 4月16日上午袁 学校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袁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尧 各相关部处负责人参
加了学习会遥 会上传达学习了 叶党委 渊党组冤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曳 主要内容尧 2020年全国全省宣传部长

会议精神和 叶习近平在福州曳 采访实录主要内容遥 校领导班子成员结合当前学校中心工作进行学习研讨遥 学习会由校
党委书记何明华主持遥

何明华在总结发言时强调袁 一要深刻认识 叶规定曳 出台的背景和重大意义袁 切实履行主体责任遥 要组织学校党员
领导干部采用集中学习尧 交流研讨等形式袁 深刻理解 叶规定曳 的精神实质袁 不断增强党员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叶规定曳
的政治自觉尧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袁 增强 野四个意识冶尧 坚持"四个自信"尧 做到"两个维护"遥 二要抓好2020年全国宣传

部长会议精神和省委有关文件精神落实袁 守好意识形态阵地遥 要高举思想旗帜袁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持续兴起 野大学习冶 热潮遥 大力宣传中央和省委全面覆盖尧 精准有力防控疫情袁 全面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袁 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复学的积极行动和显著成效遥 大力宣传学校和附属医院在抗击疫情尧 保护师生医护员
工人身安全尧 疫情期间坚持教学科研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袁 积极向公众普及科学防控知识遥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袁 精心组织各项主题宣传尧 主题教育袁 营造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袁 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遥 三要学好用好
叶习近平在福州曳 采访实录袁 汲取担当作为的精神力量遥 要通过学习袁 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袁 坚守初心使命袁 勇于担
当作为袁 进一步铸就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袁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尧 指导实践尧 见诸
行动遥 要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尧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袁 真正做到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遥 渊宣传部冤

3家附属医院获批国
家首批加速康复外科
渊ERAS冤 试点医院

本报讯 近日袁 国家卫健委确定了195家

加速康复外科骨科首批试点医院遥 我校附属
协和医院尧 附属第一医院尧 附属第二医院成
为加速康复外科骨科试点首批试点单位遥

据悉袁 加速康复外科 渊ERAS冤 可以有效
减少不利于患者的因素袁 减轻手术对患者生
理和心理的伤害袁 加快患者的康复时间袁 缩
短住院时间袁 减少住院费用袁 对于医院提高
诊疗效果袁 提升医疗资源利用率袁 改善患者
就医体验具有重要作用遥 渊附属第一医院冤

(海外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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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福医英雄榜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袁 福建医科大学积极

响应党中央 野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冶 的号召袁 学校及附属
医院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袁 派出了385名医护人员赴湖北医疗支

援袁 3名医护人员赴菲律宾抗疫支援遥 现已圆满完成援助任务袁 平
安返回遥 为大力弘扬抗疫精神袁 铭记抗疫英勇袁 塑造积极向上的
价值观袁 本刊特刊载芳名永久留念遥

附属协和医院援鄂医疗队名单 渊160人冤 附属第一医院援鄂医疗队名单 渊149人冤

中国政府赴菲律宾抗疫医疗专家组 渊3人冤

翁山耕 卓惠长 肖雄箭

用心用情抚慰患者 医患
携手共战病魔

野林医生袁 请帮我转交一封感谢信冶袁
212床病人向上早班的林建贤医师递交了

一封写在药盒子上的 野特殊冶 感谢信遥
这是一个发病20余天的中年女性袁

写了一手好字袁 昨日入院后有感于我们
医疗队陈存荣主任尧 黄嵘峰主任以及肖
春秀副主任尧 林智圳护士等对她的治疗
和照顾袁 最后她附上武汉新冠病患内心
最深处的祝福院 爱你们袁 希望我们都能
平平安安浴

队员们了解病友们的需求袁 将有限
的个人物质无偿捐献给他们

野我们都能平平安安冶 一句朴素而又

意味深长的祝福袁 让人感动的落泪遥 许
多新冠肺炎病人在救治的过程中都不同

程度存在着心理阴影遥 这次疫情袁 让不
少家庭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遥 病重
的亲人分散到不同医院袁 离世的亲人家
属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遥 痛苦的经历尧
孤独的治疗袁 特别是见到重重防护的医
护人员袁 他们似乎更担忧自己的病情遥

当队员们发现他们的心理状况后袁
大家在群里热烈地讨论袁 提出了跟病人
多沟通交流尧 给予更多人文关怀等好的
建议袁 让病人在接受疾病治疗的同时接
受到心理治疗遥

队员们还细心的发现袁 很多病友是
从隔离点直接被转诊到病区的袁 他们的
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没有带过来遥 于是在
群里你一言我一语袁 有的说61床需要保

暖内衣裤袁 我的可以捐出去曰 有的说211

床很想要护手霜袁 123床需要手机充电

器袁 221床想吃水果噎噎袁 最后大伙一致
同意列一个心愿单袁 将我们有限的个人
物品或食物无偿捐献一部分给病友袁 尽
可能满足病友们的生活所需遥

队员们带上水果与病友分享

野敬爱的福州人民和领导院 感谢你们
把自己最优秀的医务人员献给我们受难

的武汉人民袁 他们无私的奉献袁 伟大的
亲情袁 就像我们的儿子尧 女儿尧 兄弟尧

姐妹袁 温暖尧 伟大的亲情袁 就是我们战
胜病魔的最强有力武器遥 不是亲人胜似
亲人的伟大创举不愧当年为祖国流血牺

牲的英雄袁 她 渊他冤 们是我们心目中的
英雄遥 她 渊他冤 们英雄形象和伟大的献
身精神袁 会永远留在我们武汉人的生命
中袁 血液里尧 脑海袁 我们永远尧 永远不
会忘记浴冶 这是病友刘某和张某亲笔写的
一封发自内心的感谢信遥

默默奉献的志愿者 谱
写着人间真情

在新冠肺炎这场疫情面前袁 病魔无
情袁 人间有爱遥 这种爱不仅体现在医患
之间袁 也体现在社会各界遥 为了武汉袁
全国上下举大爱之力袁 汇聚一起袁 共克
时艰袁 谱写着一幕幕人间真情遥 在我们
医疗队驻地袁 来自政府尧 商会尧 福建省
总工会尧 医院等社会各界捐赠的生活用
品和防护物资袁 保障了医疗队日常工作
和生活需求遥 自医疗队到来袁 王高腾尧
黄各洪两位志愿者袁 就与医疗队员们同
吃住袁 24小时协助医疗队处理各项事宜袁
无论是餐食尧 搬运货物尧 协调补给等袁
事无巨细袁 毫无怨言曰 两班倒接送队员
们上下班的潘师傅尧 汪师傅等袁 耐心体
贴袁 不计报酬遥

志愿者们与医疗队领队张尉副院长尧
兰才凤护士长等一起做好后勤保障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袁 白衣
天使是战 野疫冶 的先锋袁 以生命守护生
命袁 把白衣作为战袍曰

这是一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袁 医患
同心战病魔袁 心理疏导解心结袁 同舟共
济才能人定胜天曰

这也是一场爱心的传递袁 志愿者
们的辛勤付出袁 在彼此支持中交融传递袁
让爱的奉献充满人间浴

(附属协和医院)

感谢你们把自己最优秀的医务人员献给我
们受难的武汉人民 ! 一封发自内心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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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第二医院援鄂医疗队名单 渊76人冤


